版本：2020 年 4 月 8 日
德国联邦政府及各联邦州提供的援助措施概览
本文首先在第 1.1 节中概述了根据不同的公司规模（小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和大型公司）可申
请的国家援助措施，并在第 1.1 节至第 1.3 节中对此作出详细介绍。最后在第 1.4 节中列出了
德国各联邦州的救济措施并附上相应申请机构的链接。
本文将定期更新。
若您对您的企业是否有资格申请德国（联邦或州）的援助措施以及是否具备政府参与的可能性
需要支持或咨询，请您联系我们。
1. 现状
基本上新冠病毒保护盾计划由四个相应的部分组成：“信贷/担保 – 延迟纳税 – 递交破产申请
义务中止 – 短时工作津贴”。
1.1 适合小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和大型企业的援助措施
a) 小型企业
根据欧盟 2003/361 号推荐，小型企业是指员工人数最多为 9 人，年营业额不超过 200 万欧元
或是年资产不超过 200 万欧元的企业。
适合小型企业的援助措施有：


德国联邦层面的紧急救助方案：
o

申请的企业员工人数最多为 10 人：

o

援助金额：
-（全日制员工）人数不超过 5 人的企业最多可获得一次性 9000 欧元的补贴，
为期三个月。

-（全日制员工）人数不超过 10 人的企业最多可获得一次性 15000 欧元的
补贴，为期三个月。
o

申请：通过各联邦州申请，申请链接 Link



德国各联邦州的紧急救助方案（援助金额 5000 欧元至 60000 欧元）；



各联邦州的信贷；



常规的主持银行信贷，可引入各联邦州的担保银行。

b) 中小型企业
根据欧盟 2003/361 号推荐，中小型企业是指员工人数最多为 250 人，年营业额不超过 5000
万欧元或是年资产不超过 4300 万欧元的企业。
适合中小型企业的援助措施有：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为中型企业提供的快速贷款；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企业主信贷和 ERP 创业贷款（风险承担比例最高为 90%）；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特别方案：银团融资；



经济稳定基金原则上不适用于中小型企业，但若其从事于关键性基础设施建设也有
机会申请；



各联邦州的信贷（以拜仁州为例：拜仁州兴业促进银行的普惠贷款和紧急贷款）；



各联邦州的紧急救助方案（详见第 1.4 节）；



各联邦州的参与基金（例如规划中的拜仁州基金）；



常规的企业主持银行贷款并可由州担保银行参与。

c) 大型企业
根据欧盟 2003/361 号推荐，大型企业是指员工人数超过为 250 人，年营业额超过 5000 万欧
元或是年资产超过 4300 万欧元的企业。

适合大型企业的援助措施有：


经济稳定基金，特别是有机会申请信贷担保或通过国家入股方式进行资本重组；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企业主贷款和 ERP 创业贷款（风险承担比例最高 80%）；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特别方案：银团融资；



各联邦州的信贷（以拜仁州为例：拜仁州兴业促进银行的普惠贷款和紧急贷款）；



各联邦州的参与基金（例如规划中的拜仁州基金）；



常规的企业主持银行贷款并可由州担保银行参与。

1.2 信贷和担保
在联邦层面，德国联邦政府将通过国家持有的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提供流动资金援助。具体操作
上企业将从其主持银行（Hausbank）获得信贷和担保，该项信贷和担保则由德国复兴信贷银
行对其主持银行加以确保。德国政府将承担就此产生的大部分的损失风险，承担比例在极端情
况下甚至达到 90%。但这也意味着，企业的主持银行（即普通的商业银行）仍会面临额外的
（剩余）风险。因此企业主持银行无法将新产生的风险简单地转嫁至国有的德国复兴信贷银行，
而是必须独自承担该额外的风险。在此情形下企业主持银行若愿意提供信贷，则须进行即使没
有新冠病毒的情况下也会开展的常规授信审核流程。
所以具体会涉及两项相关的决定：其一是企业主持银行关于信贷的决定，另一项是国家复兴信
贷银行关于责任承担的决定。对于寻求信贷的企业而言，其主要的联系人还（仍然）是其主持
银行。得益于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大力支持，信贷条件将有望改善，作出授信决定的时间也将
变得更短。
但是，信贷还是信贷（须偿还）。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提供的支持在结果上为企业的投资和运营
资源提供了“新鲜的资金”。目前尚未计划债务重组。出于这个原因，原则上只有财务健康的
企业才能享受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扶持计划，因为企业其主持银行还是会无法避免地作出独立
（即常规）的信贷决定。
德国联邦政府的措施一方面通过经济稳定基金向涉及企业提供了改善流动资金的新措施，另一
方面又在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以及担保银行作出担保的范围内对现有的融资可能性进行了调整。

a) 经济稳定基金
2020 年 3 月 25 日，德国联邦议会决定在新冠病毒社会保障配套方案的范围内采取一系列的综
合措施，并通过经济稳定基金向实体经济提供六千亿的经济支持。德国联邦参议院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通了该项决定。
该法案呈交德国联邦总统签署并随后在联邦法律公报中公布。该法案在一天之后正式生效。
经济稳定基金详细规定如下：


建立金额为 4000 亿欧元的担保框架，使企业在资本市场上更容易进行再融资；



实施金额为 1000 亿欧元的企业资本重组措施用来加强资本，以确保企业的偿还能力；
o

以国家入股的形式参与到关键性的企业中以恢复企业的流动资金（直接入股；
夹层资本（Mezzanine-Kapital）等）。



提供金额最高为 1000 亿欧元的信贷为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特别计划提供资金；



企业可享有上述措施的前提条件是：
o

企业资本超过 4300 万欧元

o

销售额超过 5000 万欧元
年均超过 249 名员工

o

上述三项条件至少满足两项。规模较小的企业仅在从事关键性基础设施领域时
才有资格申请

o

企业在之前无财政困难（结算日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

b) 联邦层面的紧急救助方案
此外，德国联邦内阁还为小型企业和自雇经营者引入了新冠病毒紧急救济计划。
o

紧急救助计划其范围达到五百亿欧元；

o

获得救济的前提条件是：由于新冠病毒危机而引发的经济困难：
企业在 2020 年 3 月份之前未出现经济困境（结算日为 2020 年 3 月 11 日）。
应确保是由于新冠病毒造成的生存危机或流动资金短缺；

o

针对员工人数 10 人以下的所有经济行业内的小型企业、自雇经营业者以及自由
职业者，提供的经济上的紧急救助措施为：

- 若雇员人数在 5 人（全日制）之内，将提供一次性提供为期三个月金
额最高为 9000 欧元的救助资金；
- 若雇员人数在 10 人（全日制）之内，将提供一次性提供为期三个月金
额最高为 15000 欧元的救助资金。
o

若出租人将租金减少至少 20%的情况下，未用尽的补贴也可以在之后两个月内
进行使用；

o

目标：通过提供国家补助确保申请人在经济上得以存续并且平稳渡过急迫的流
动资金短缺，例如日常企业开支：租金、营运场所的贷款以及分期租赁等；

o

申请：通过各联邦州提出申请 Link；

o

部分联邦州在德国联邦层面提供的紧急救助之外还提供各州自己的紧急救助方
案和流动资金贷款，对德国联邦的救助进行补强。详细信息请参见本文第 1.4
节（各联邦州的援助措施）；

o

允许累计申请联邦层面和联邦州层面的紧急救济。超过的补助金额将会被要求
退回。

c)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各项方案：
aa)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新开展的特别计划


新的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特别计划自 2020 年 3 月 23 日生效。即时起可以向企业的主持
银行提出申请；



该项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特别计划针对中小型企业和大型企业；



其特点是再次改善信贷条件；



具体细节：
o

目前向中小型企业就其企业运营资本（由银行或储蓄账户）提供 90%免责的贷
款。针对大型企业的贷款免责比例为 80%。在新冠病毒危机之前，此项免责比
例最多为 50%，或根本不向企业运营资本提供贷款；

o

改善银行利率：
针对中小型企业的利率为 1%至 1,46%，针对大型企业的利率为 2%至 2,12%
（迄今为止是根据信用等级划分风险调正利率系统）；

o

简化申请程序：针对每家企业三百万欧元之内的信贷，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取消
了自主风险审核。为加快授信流程，将仅由企业主持银行进行风险审核。金额

在一千万欧元之内的信贷仅需通过一个简化的风险评估（“加速流程”）。将
尽量简化需要提交的证明材料；
o


通过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次级方案企业主信贷和 ERP 创业贷款进行落实。

银团融资
o

银团融资的对象为主要是私营性质的中型企业和大型企业，并且计划其在德国
的项目进行融资。
德国企业的海外项目或其位于国外的子公司无法通过该方法进行融资；

o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将依照企业其他融资伙伴的条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也可
选择将所有参与银团融资的银行通过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进行再融资；

o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承担项目最高 80%的风险；但最高承担总债务的 50%；

o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风险份额最少为 2500 万欧元，并且限于


2019 年度销售额的 25%，或



2019 年工资成本的双倍，或



未来 12 个月份的在当前情况下的融资需求。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特别方案请参见：Link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为中型企业提供的快速放贷
o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资助贷款是针对企业的采购和运营支出，而该企业至少在
2019 年 1 月已经开始从事经营且员工人数超过 10 人；

o

申请条件：申请对象在之前是盈利的企业，即 2019 年或之前三年平均是盈利
的企业；

o

完全由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承担风险；

o

无须通过企业主持银行的风险评估；

o

贷款金额最高 80 万欧元；

o

当前年利率为 3,00 % ；

o

目前正在落实中。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快速放贷方案请参见 Link
bb) 对之前已经存在的资助方案进行的调整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企业主信贷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新冠病毒救济是为在市场上超过五年的企业提供投资和运营
资本；



针对大型企业不设营业额限制（风险承担比例最高可达 80%）；



针对中小企企业（风险承担比例最高可达 90%）；



针对单个企业集团提供的信贷额度最高为 10 亿欧元：
o

以不超过企业其 2019 年度营业额的四分之一为限，或

o

2019 年工资支出的双倍，或

o

针对中小型企业未来 18 个月的当前状况下的流动资金需求，大型企业
则为未来 12 个月，

o

若信贷额度金额超过 2500 万欧元，则其贷款金额以不超过企业总债务
的 50%为限。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企业主信贷方案请参见：Link
ERP 创业贷款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新冠病毒救济是为在市场上未满五年的企业提供投资和运营
资本



针对大型企业不设营业额限制（风险承担比例最高可达 80%）；



针对中小企企业（风险承担比例最高可达 90%）；



针对单个企业集团提供的信贷额度最高为 10 亿欧元：
o

以不超过企业其 2019 年度营业额的四分之一为限，或

o

2019 年工资支出的双倍，或

o

针对中小型企业未来 18 个月的当前状况下的流动资金需求，大型企业
则为未来 12 个月，

o

若信贷额度金额超过 2500 万欧元，则其贷款金额以不超过企业总债务
的 50%为限。

ERP 创业贷款的链接: Link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之前所述，申请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流动资金救济并非直接通过德国复兴
银行，而是通过企业自身的主持银行。所有德国复兴银行的资助申请都将得到简化：德国复兴
信贷银行将取消每家企业三百万欧元额度之内的信贷风险评估。该风险评估仅由企业主持银行
作出以加快授信流程。金额在一千万欧元之内的信贷仅须通过简化的评估（“加速流程”）。
将尽量简化需要递交的证明材料。
所有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援助措施其适用的前提条件是：企业在新冠病毒危机产生之前未出现
财政困难（结算日期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担保
此外，还可以通过简化担保的形式获得流动资金：


一方面将最高担保金额从之前的 125 万欧元提高至 250 万欧元。另一方面，德
国联邦政府将其在担保银行的风险比例提高 10%；



今后，担保银行为加快提供企业流动资金，对于金额在 25 万欧元之内的担保决
定可以在快速流程中作出（三天之内作出自主决定）；



此前仅限于结构薄弱地区企业的大型担保项目（联邦-联邦州平行担保）也将取
消该限制。今后在非结构薄弱地区的企业也能享受该政策；
此项大型担保旨在向需求五千万欧元以上的企业运营资本贷款以及投资提供担
保，担保率最高可达 80%

1.3 纳税延迟
为改善企业的流动资金，德国政府拟推出的税收政策上的措施包含纳税延迟、降低税收预付款
以及中止强制执行措施。企业有机会减税金额总计可达数十亿欧元。其前提条件是，纳税义务

人直接受到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影响。若企业在本年度应纳税的收入或营业额预计会下降，则有
可能降低税收预付款。
想要申请该类政策的企业请与负责其税务的财政局进行联系。许多负责的税务机关已经提供了
在线申请表格。
慕尼黑财政局的链接：Link，在此链接下可以下载由于新冠病毒引起的减税申请表。
1.4 各联邦州的援助措施
有需要的情况下，企业的主持银行也可以利用担保措施。目前所有的联邦州都对其担保银行的
担保框架进行了调整并且使其适应新的情形。可以通过担保银行的联合门户网站查询各项融资
措施： Link
申请的平均处理时间将可能大幅减少，一般情况下约为 1 至 2 周，有些联邦州甚至承诺了更短
的回应时间。
担保银行提供保证的信贷额度约 250 万欧元。
为尽快进行支付，金额在 25 万欧元之内的信贷额度仅需通过简化流程并无需委员会的额外参
与（快速担保）。
此外，所有的联邦州都已启动或计划推出自身的救济措施：
诚如本文开始时所述，各联邦州依据与联邦政府达成的行政协议实施其救济救助方案，下文中
将仅介绍对联邦紧急救济方案进行补强的各联邦州层面的紧急救助方案。
拜仁州
措施

申请

拜仁州的紧急救济方案：

申请将由各区政府受理，慕尼黑城市地区将由
慕尼黑市政府受理。

拜仁州州政府在德国联邦层面的紧急救助外
增设一个州内的紧急救助项目。


申请人资格：
位于拜仁州且员工人数不超过 250 人
的商业公司、农业企业（不包含初级

更多资助信息及申请表参见：Link
我们非常愿意向您提供关于救济救助项目的咨
询。

生产）以及自由职业者。


紧急救济的金额:
根据企业规模，紧急救济的金额的等
级从 5 千欧元至 5 万欧元。

拜仁州基金

向州经济、农业发展和能源部递交申请。申请
流程目前尚在筹备中。

针对迄今为止对经济起关键作用的健康的中
型企业提供信贷保障和国家参与入股。

我们非常愿意就申请拜仁州基金事宜为您提供
咨询。



申请人资格：
下列三项条件中满足至少两项的企
业：员工人数至少 50 人，企业营业
额或资产超过 1 千万欧元的门槛



拜仁州基金的额度:
o

信贷保障最高为 360 亿欧元

o

资本重组措施：200 亿欧元

巴伐利亚兴业促进银行（LfA）普惠贷款


申请人资格：

主持银行流程
更多信息请点击巴伐利亚兴业促进银行的网

年营业额（集团营业额）不超过（包 站：Link
含）5 亿欧元的商业公司和自由职业
者。


我们非常愿意就此向您提供咨询。

资助金额：
每个项目最高贷款金额为一千万欧元

巴伐利亚兴业促进银行的紧急贷款


主持银行流程

申请人资格：

更多信息请点击巴伐利亚兴业促进银行的网

中型商业公司

站：Link

若企业的主持银行在申请过程中向巴
伐利亚兴业促进银行确认了合并申请 我们非常愿意就此向您提供咨询。
的意图，则通常情况下将不会递交合

并申请。


资助金额：
最高 2 百万欧元

巴登-符腾堡州
措施

申请

困境基金（紧急救济）

申请表格下载: Link



申请人资格：

申请流程: Link

自雇经营者以及员工人数少于 50 人
的中小型企业


我们非常愿意就此向您提供咨询。

资助金额：
根据企业规模分不同等级，最高
30000 欧元

参与基金


计划中：参与基金金额最高为 10 亿
欧元

巴符州州立银行（L-Bank）的流动资金信贷


申请人资格：

主持银行流程
更多信息请访问巴符州州立银行的网站 Link

自由职业者及员工人数不超过 500 人
的企业


资助金额：
一般贷款金额为 1 万欧元至 5 百万欧
元。
之前已享有的巴符州州立银行的资助
信贷在非正式的申请后暂停 12 个月
的还款。

我们非常愿意就此向您提供咨询。

公司设立融资


申请人资格：

主持银行流程
更多信息请参见巴符州州立银行的网站：

针对公司设立以及年轻企业（进入市 Link
场不超过五年的企业），包含之后会
涉及的流动资金需求


我们非常愿意就此为您提供咨询。

资助金额：
5 千欧元至 5 百万欧元

成长型企业融资


申请人资格：

主持银行流程
更多信息请访问巴符州州立银行的网站:

在市场上已经最少存活五年的企业， Link
包含其之后可能会遇到的流动资金需
求。


我们非常愿意就此为您提供咨询。

资助金额：
1 万欧元至 5 百万欧元

进修融资 4.0


贷款用途：

主持银行流程
更多信息请访问巴符州州立银行的网站:

为使员工具备进一步的职业专业资格 Link
（也避免短时工作），以适应新的操
作或数字化流程而实施的进修/再培训 我们非常愿意就此为您提供咨询。
措施。


资助金额：
通常情况下每位符合资质的雇员将获
得 2 万欧元。

创新融资 4.0


贷款用途：

主持银行流程
更多信息请访问巴符州州立银行的网站:

资助创新项目以发展新产品或改良产 Link
品、数字化项目，或开发及引入新的

创新经营模式。


我们非常愿意就此为您提供咨询。

资助金额：
1 万欧元至 5 百万欧元，较大型企业
最高为 2 千 5 百万欧元

农业流动资金担保


申请人资格：

主持银行流程
更多信息请访问巴符州州立银行的网站:

帮助从事农业基础产品（农业、园 Link
艺、水果种植、葡萄酒酿造）的企业
减轻非常时期的负担。在售影响的产

我们非常愿意就此为您提供咨询。

业中收入至少下降 30%


资助金额：
5 千欧元至 1 千万欧元

柏林
措施

申请

新冠病毒救济津贴

通过柏林投资银行递交申请 Link



申请人资格：

我们非常愿意就此为您提供咨询。

根据欧盟中小企业定义下在柏林设有
经营机构的中小型企业，其成立年数
超过 3 年。


援助金额：
救济和重组贷款最高为 50 万欧元，
特别情况下最高为 250 万欧元

紧急救济（小型企业补助）


申请人资格：
员工人数最多为 5 人的小型及微型企

通过柏林投资银行递交申请: Link
我们非常愿意就此为您提供咨询。

业，以及自由职业者和独立自雇经营
者。


援助金额：
员工人数五人以下的申请人最高可获
得 9 千欧元（将联邦层面的紧急救助
金额增加 4000 欧元）

布兰登堡州
措施

申请

布兰登堡州投资银行的紧急救济方案

向布兰登堡州投资银行提交申请 Link



申请人资格：

我们非常愿意就此向您提供咨询。

在布兰登堡州有运营或工作场所的商
业公司、自雇经营的自由职业者（人
数不超过 100 人）


援助金额
9 千欧元至 6 万欧元

不来梅
措施

申请

新冠病毒紧急救济项目

向不来梅及不来梅港开发银行递交申请 Link



申请人资格：
员工人数不超过 49 人、年营业额不
超过 1 千万欧元的小型企业。



资助金额：
Bis EUR 20.000
最高 2 万欧元

我们非常愿意就此向您提供咨询。

汉堡
措施

申请

汉堡新冠病毒紧急救济

向汉堡投资开发银行（IFB）递交申请 Link



申请人资格：

我们非常愿意就此向您提供咨询。

（全日制）员工人数不超过 250 人的
中小型企业、农业企业、独立自雇经
营者、自由职业者以及艺术家和文创
人员


资助金额：
最高 3 万欧元

汉堡信贷流动资金（HKL）




向汉堡投资开发银行（IFB）递交申请

申请人资格：

更多信息请参见汉堡投资开发银行网站：

汉堡地区的中小型企业

Link

资助金额：

我们非常愿意就此向您提供咨询。

企业营运资本就救济贷款最高为 25
万欧元。
汉堡投资开发银行文体产业资助信贷


申请人资格：

向汉堡投资开发银行递交申请 Link
我们非常愿意就此向您提供咨询。

文化机构和体育社团


资助金额：
救济贷款最高为 15 万欧元。

企业成立及继承项目（GuN）的汉堡信贷


申请人资格：

主持银行程序
我们非常愿意就此向您提供咨询。

在汉堡地区从事商业经济的中小型企
业，自由职业者以及其他服务提供
方，在市场上不超过五年。


资助金额：
每项最高 75 万欧元。

汉堡成长型企业信贷项目


申请人资格：

主持银行程序
更多信息请参见汉堡投资开发银行网站 Link

在汉堡地区从事商业经济的中小企企
业、自由职业者，以及在商业活动下

我们非常愿意就此向您提供咨询。

从事商业不动产出租或租赁的个人，
并且其在市场上（存活）超过五年。


资助金额：
企业运营资本信贷最高为 50 万欧元

黑森州
措施

申请

紧急救助方案

向卡塞尔市政府申请 Link



申请人资格：
员工人数不超过 50 人的小型企业、
自雇经营者、自由职业者和艺术家



资助金额：
最高 3 万欧元

中小型企业流动资金援助


申请人资格：
中小型企业

主持银行程序
更多信息请参见 Link



资助金额：
贷款金额 5 千欧元至 20 万欧元

小型企业资本（KfK）


申请人资格：

主持银行流程
更多信息请参见黑森州经济与基础设施银行

从事商业经济、员工人数不超过 25 （

Wirtschafts-

und

Infrastrukturbank

人、年营业额不超过 5 百万欧元的小 Hessen）的网站：Link
型企业（包含从事商业行为的社会企
业）和自由职业者。


我们非常愿意就此向您提供咨询。

资助金额：
贷款金额 2 万 5 千欧元至 15 万欧
元，其中最少 50%由主持银行提供。
针对此类资助性贷款无需银行常规的
保障措施。

黑森州初创企业和成长型企业融资


申请人资质：

主持银行程序
我们非常愿意就此向您提供咨询。

员工人数不超过 250 人，年营业额不
超过 5 千万欧元。


资助金额：
企业营运资本信贷最高一百万欧元。

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
措施

申请

紧急救济

通过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州立促进机
构（以邮政方式）申请



申请人资格：
员工人数不超过 100 人的所有领域内
的商业企业、独立自雇经营者和自由

申请表格下载链接: Link

职业者，包含文创业者


我们非常愿意就此向您提供咨询。

流动资金援助金额：
最高 6 万欧元

针对中小型企业运营支出的流动资金救济


申请人资格：
中小型企业



通过结构和劳动力市场发展公司（GSA）。
申请注意事项请参见：Link
我们非常愿意就此向您提供咨询。

资助金额：
可要求退还的补贴最高为 20 万欧元

下萨克森州
措施

申请

流动资金救济信贷

直接通过下萨克森州投资开发银行申请，无
需企业主持银行参与。





申请人资格：
中小型企业

申请链接: Link

流动资金救济金额：

我们非常愿意就此向您提供咨询。

最高 5 万欧元
为小型企业提供的州立补贴

直接通过下萨克森州投资开发银行申请，无
需企业主持银行参与。





申请人资格：
员工人数最多为 49 人的小型企业

申请链接: Link

流动资金救济金额：

我们非常愿意就此向您提供咨询。

最高 2 万欧元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措施

申请

北威州紧急救济

网上申请链接 Link



申请人资格：

我们非常愿意就此向您提供咨询。

员工人数最高 50 人的商业企业和非盈利
性企业、独立自雇经营者、自由职业
者，包含艺术家


为期三个月的资助金额：
最高 2 万 5 千欧元

北威州银行（NRW-Bank）普惠贷款项目


申请人资格：
o

公司创始人；

o

中型企业（私营为主、从事商业

主持银行流程
更多信息请参见北威州银行网站：Link
我们非常愿意就此向您提供咨询。

经济行为的国内外企业，其年营
业额（包含关联企业）不超过 5
亿欧元），以及
o

自由职业者。

对于因新冠病毒危机陷入流动资金困难
的企业，在提供最高期间为五年的运营
资本融资时，将免责贷款方案（北威州
银行）的风险承担比例从 50％提高至
80％。


资助金额：
未明确最低／最高金额。

小型企业的参与资本


申请人资格：
小型企业和创始人



资本参与金额：
从德国小微企业基金

向资本参与公司（KBG）递交申请：Link
我们非常愿意就此向您提供咨询。

（Mikromezzaninfonds）获得最高 7 万
5 千欧元的参与资本
文创工作者的救济救助


申请人资格：

向主管的地方政府递交申请。
申请点击连接：Link

自雇经营的专业艺术家。
我们非常愿意就此向您提供咨询。


资助金额：
一次性提供最高金额 2 千欧元。

莱茵兰－法尔茨州
措施

申请

紧急救济方案

主持银行程序



申请人资格：

其他信息请参见 Link

员工人数不超过 30 人的企业
我们非常愿意就此向您提供咨询。


资助金额：
o

员工人数不超过 10 人的企
业：有需要的情况下由联邦州
提供最高金额为一万欧元的快
速贷款

o

员工人数 11 至 30 人的企
业：由联邦州提供最高金额为
3 万欧元的快速贷款，外加超
过贷款金额 30%的补贴。
紧急救助金额总计最高为 3 万
9 千欧元。

莱茵兰－法尔茨州企业主信贷


申请人资格：

主持银行
我们非常愿意就此向您提供咨询。

至少在市场上存活五年以上的中小型
企业和自由职业者。


资助金额：
投资融资金额最高 2 百万欧元，企业
运营资本融资最高 50 万欧元。

莱茵兰－法尔茨州 ERP 初创者信贷


申请人资格：

主持银行
我们非常愿意就此向您提供咨询。

处于最初五个财政年度的企业创始
人、中小型企业，自由职业者以及运
营企业的自然人。


资助金额：
投资融资金额最高 2 百万欧元，企业
运营资本融资最高 50 万欧元。

莱茵兰－法尔茨州培训和进修信贷


申请人资格：

主持银行
我们非常愿意就此向您提供咨询。

从事培训和进修的中小型企业、中型
公司以及自由职业者。


资助金额：
投资融资金额最高 2 百万欧元，企业
运营资本融资最高 50 万欧元。

莱茵兰－法尔茨州运营资本信贷


申请人资格：

主持银行
更多信息请访问莱茵兰－法尔茨州投资建设

需要额外企业运营资本的中小型企 银行的网站：Link
业、中型公司以及自由职业者。
我们非常愿意就此向您提供咨询。


资助金额：
运营资本融资金额最高 5 百万欧元

萨尔兰州
措施

申请

流动资金救济信贷“萨尔兰州紧急信贷”

直接向萨尔兰州投资信贷银行申请 Link



申请人资格：
中小型企业



贷款额度：
最高 50 万欧元

萨克森州
措施

申请

紧急救济项目“Sachsen hilft sofort”

通过萨克森州建设银行（SAB）递交申请：
Link



申请人资格：
位于萨克森州年营业额或年资产负债
表不超过一百万欧元的个体经营业者 我们非常愿意就此向您提供咨询。
（自雇经营）、小型企业和自由职业
者。



流动资金救济贷款金额：
5 千欧元之 5 万欧元，特殊情况下最
高为 10 万欧元，贷款最高年限为十
年。
该救济应归为免息次级贷款。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
措施

申请

紧急救助方案

通过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投资银行递交申请 :
Link



申请人资格：
员工人数不超过 50 人的企业，包含小

我们非常愿意就此向您提供咨询。

型企业、独立自雇经营者及自由职业
者。


资助金额：
最高 2 万 5 千欧元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
措施

申请

石荷州中阶保险基金

主持银行程序



申请人资格：
o

更多信息请参见 Link

住宿场所、露营地、可以用作
住宿的露营房车停车地和游艇

我们非常愿意就此为您提供咨询。

港口的经营者；
o

.商业性质的度假屋出租人及
其他类似的以旅游为目的的留
宿性质从业者；

o

容纳青少年的设施，特别是青
少年休闲设施、青少年教育设
施、青年旅馆、学校露营地、
度假营地和青年帐篷营地；

o

《餐饮场所法》第一条意义下
的餐饮场所。



资助金额：
贷款金额从 1 万 5 千欧元起至 75 万
欧元（最高金额为企业 2019 年度销
售额的 25%）

石荷州投资银行（IB.SH）中小企业信贷

通过企业主持银行、顾问或直接向石荷州投

资银行申请


申请人资质：
o

自然人及企业

更多信息及申请请访问石荷州投资银行网

o

个人信用（SCHUFA）中未

站：Link

有尚未消除的不良记录
o

企业信用指数（Creditreform-

我们非常愿意就此向您提供咨询。

Index）在申请时不得超过
349
o

企业在经济上自由资本不得为
负。



资助金额：
每个项目 2 万 5 千欧元至 25 万欧元

图林根州
措施

申请

新冠病毒救济救济项目

向图林根州建设银行（TAB） 提交申请。



申请人资质：

更详细信息和申请请参见：

员工人数 50 人以下的商业公司，包含 Link
个体企业以及经济相关的自由职业者
和创意经济。


我们非常愿意就此向您提供咨询。

资助金额：
最高 3 万欧元。

1.5 展望
德国联邦和州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减轻新冠病毒带来的经济负面影响。联邦政府也通过设立经
济稳定基金打破迄今为止适用的“黑零”（„Schwarzen Null“）政策（即德国政府以收支平衡
或盈余为目标的财政政策），并举债 1560 亿欧元的追加预算用以稳定经济。与此同时更引进
了多项新的流动资金援助措施，例如最新出台的复兴信贷银行为中型企业提供的快速放贷。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也拉紧了金额为 250 欧元的保护基金并对此准备承担新的负债。拜仁州
将其新冠病毒救济配套措施的金额提高了 200 亿欧元。与此同时拜仁州基金的规划也越来越成
型。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事态随时发生着变化，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正尽全力不抛下任何一
个人。
总结
到目前为止提供的（并日益增加）多项资助措施对于有需要的企业而言就像是一片容易令人迷
失的丛林。因此本文将定期更新，以便向可能受影响的企业提供尽可能完备的救济措施概览。
很明确的是，无论需要帮助的企业是亲自寻求资助可能性或是咨询专业的顾问，都应该尽快提
出融资申请。本文所列出的救济措施旨在向之前经济健康的但受新冠病毒影响陷入危机的企业
提供帮助。
是否享有资助的资格关键在于对迄今为止企业经营模式的可行性以及目前新冠病毒危机对公司
情况造成的负面影响提供有说服力的说明。就此，企业应启用专业人士以便能够尽快递交一份
成功保障的申请。因为：尽管联邦政府计划暂时中止涉及企业递交破产申请的义务，出于保持
企业经济能力的角度应尽早应对可能出现的流动资金紧缺的威胁。
百达律师事务所的劳动法业务组、银行／融资／重组业务组以及税法部门已经建立起一支专项
团队，帮助企业申请必要的救济措施并且帮助企业在隔离措施下保持工作能力。
更多关于新冠病毒危机下涉及法律方面影响的信息请访问百达律师事务所的网站，点击新冠病
毒信息中心链接：Lin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