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编辑 陆 敏 熊 欣

特 别 报 道2015年5月6日 星期三10

“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

数”的发布,在某种程度上有效填补了国内对小微企业

统计信息的空白。不同于汇丰 PMI、中采联 PMI 等现

有主要经济指标，这个小微指数具有独特优势：依托邮

储银行庞大的、超过 70%分布在县及县以下的实体网

点服务体系，该指数以小微企业作为采集对象，涵盖六

大区域、七大行业，渗透至全国数百个县乡级地区，这

无疑提升了样本的可靠性及说服力；同时，在具体的指

数编制机制及发布频率设计中，该指数力求严谨而科

学、求实而准确，旨在确保指数的权威性，以反映我国

小微企业的生存状态及发展趋势，从而为管理者制定

相关行业政策提供极具价值的参考。

一项全面、及时、权威地反映小微企业运行状态

的统计指数，在有效引导社会资金流向、降低小微企

业融资成本、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进而促进实体经

济发展和社会就业稳定增长等方面具有实质性意

义；从更广泛的视角考察，由于小微企业普遍具有资

产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等特点，更易受宏观经济波

动影响，因此可以将其视为宏观经济运行的前端触

角。基于此，该指数在前瞻性反映宏观经济状况方

面具有价值，为衡量、测度宏观经济提供了全新的

角度。我们有理由相信，“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的价值将在未来不断得

以体现。

“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

数”进入公众的视野，是中国小微领域的一件好事，也

是中国经济政策转型的典型表现。

广义而言，经济指数一般是用来反映经济总量变

动的相对数，但该小微指数显然不仅仅是反映小微企

业运行的一个相对数，它还在各个层面上反映了中国

小微企业在风险、融资、信心、市场等多方面的数量

变动。

这个指数实际上是由一个指数体系构成的。通过

这个指数体系，对中国小微企业的运行状态进行统计

和描述，这会对中国小微企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

作用，也将在一定意义上助推中国经济的转型。毕竟，

目前很多高速成长的科技型企业都是由小微企业发展

起来的，并且这类企业中还有很多目前仍然是小微企

业，其发展趋势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成败起着决定性

作用。

作为反映小微企业运行情况的指数，科学、及时、

有效自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用好指数，这应该是

全社会应该关注的事情。试想，如果每个行业的指数

都能够有效反映相关领域的实际状况，则必将有助于

熨平经济运行的不规律波动，有利于中国经济转型的

顺利实现。

“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

数”的发布和应用颇为务实、前瞻。其数据来源和覆盖

地区、行业广泛，目前应该是国内最全面、最透明的小

微企业运行指数。

从指数设计上来看，中国小微领域的统计数据取

样较难、统计方法不一，造成了我国长期以来对小微企

业的信息统计较为缺乏，统计结果也不尽相同。该指

数的构建过程颇为曲折，经过长期的模型设计和专家

论证，才形成了兼具宏观与小微特色的指数体系。在

行业方面，几乎覆盖了与小微领域相关的大部分行业，

尤其是将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行业列出，凸显了指数

的小微特征；区域方面覆盖面广且分区域指数品种齐

全，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及城镇化进程提供了基础数

据分析；指数体系不仅涵盖了小微企业采购、生产、销

售、扩张、融资的全过程，还囊括经营考核的绩效指标，

乃至小微企业家的信心指数等，可谓全方位反映了小

微企业的运行状况，提供了分析小微全产业链的基础

数据。

从框架到细节，该指数体系为中国小微企业的战

略布局和经营计划提供了依据，为中国众多的小微企

业及其研究者提供了客观、详实、细致的数据基础。

小微指数的构建和广泛应用，不仅有利于银行有

效监测信贷风险，在信贷流程中实现全业务链条的风

险管控，还有利于遴选潜力巨大、成长性好的小微企

业。同时，还可以为行业主管部门、甚至顶层设计者提

供一手的准确数据，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也为小微企

业群体的稳定发展起到支撑和助推作用。

从 50.4 到 47.2，看似简单的数字增减。然而波动
的指数背后，是一卷小微企业生存全景图。

去年 5 月份至今，小微企业指数曲线经历了两次
较大幅度的波动，指数总体趋势向下运行，且大部
分时间维持在 50 以下，反映出小微企业市场受宏观
经济增速减缓的影响，市场供求持续萎缩。但从今
年 4 月份的数据看，随着各项支持政策接连落地，经
济下行压力并没有影响小微企业的发展信心。通过
分项指数的比较，可以看到，4 月份小微企业扩张指
数、信心指数均呈上升态势，其中扩张指数为 47.1，
环比上升 0.4 个点，信心指数为 49.3，环比上升 0.1
个点。

通过融资指数和风险指数的对比分析，可以发
现，除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业以外，其他各行业融
资需求均出现了下降，风险因素普遍增加，其中住宿
餐饮业的融资需求仍处于行业低位，但其抗风险能力
较强，而今年以来建筑业融资需求逐渐增加，但风险
指数有所加大。“建筑行业目前看来是平稳过渡。从
融资指数来看，今年的波动幅度明显小于去年，但是
风险依然存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全

分析认为，对于建筑业来说，企业经营遇到的主要困
难来源于行业竞争加剧，而要解决小微企业行业竞争
问题，其背后的动因首先应该是产业结构调整。应该
说，没有金融政策的调整，以及金融机构的业务调
整，建筑业一季度可能面临非常大的困境，所以此次
发布的各分项指数、行业指数，对小微企业而言，无
疑有着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

小微企业数量大、分布广、类型多、活力强，是
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小微企业规模
小、资产少，以及内部治理和抗风险能力较弱等劣
势，使其在融资的“关键环节”屡屡碰壁，尽管国家
多次出台为小微企业贷款业务定向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等措施，但是各地反映最普遍、最强烈的，仍是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其成因是多方面的，从行业来
看，小微企业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和制造业，面临发展
水平低下、产能过剩等问题，不确定性较高，难以吸
引资金；就银行的经营模式来说，偏爱大企业、偏爱
有政府信用担保的国有企业，而不愿意为小微企业的
经营风险买单，也造成了融资成本高企。

应该说，相比大型企业的成熟完善，我国小微企

业在管理体系、人才配置和资本实力方面，仍有着较
大差距，它们也因此遭遇了一系列成长的烦恼，比如
成本高、税负高，比如用工难、融资难⋯⋯这些困难
的存在，严重制约了小微企业的发展壮大，也促使我
们不断地思考，如何才能精准发力，为小微企业的健
康发展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

现阶段，制约小微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主要瓶颈仍
然是融资难问题。要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一方面
需要金融机构积极创新，让金融活水更好地灌溉小微
之花；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扶持，构
建“互联网+小微企业”的新业态，建立科学、全
面、通用的小微企业信息统计分析体系，为其发展提
供及时有效的信息参考。

小微企业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平台
和载体，是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稳定社会、发展
经济、推动创新的基础力量。很多情况下，小微企
业是创新和转型的胚胎和幼苗，也是创新和转型的
营养液，小微企业金融产品的个性化、特色化将是
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最后一公里”，需要我们精
准发力。

一、按行业划分小微企业运行指数情况

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业及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运行
情况有所上升。

从小微企业各行业运行指数（见图 4）来看，4 月份农
林牧渔业、交通运输业及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运行情况有
所上升，制造业、建筑业、住宿餐饮和服务业小微企业运行
状况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4 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6.8，上升
1.0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44.0，上升 1.1 个点，采购指数为
47.3，上升 2.2 个点，绩效指数为 44.3，上升 1.4 个点。4 月
农林牧渔业小微市场运行出现好转，产量上升 2.2 个点，
原材料采购量上升 2.9 个点，利润和毛利率分别上升 2.1
和 1.8个点。

制造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5.7，较上月下降 0.7 个
点。数据表明，小微企业面临的市场供需偏紧，市场指数
下降 1.1 个点。调查结果显示，产量和订单量均呈现回
落，分别下降 3.7 和 3.0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采购指数
与绩效指数分别为 42.5和 44.9，分别微升 0.2和 0.1个点。

建筑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6.1，较上月下降 0.5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 44.4，下降 0.7 个点，绩效指数为 46.5，
下降 1.1 个点。调研结果显示，4 月建筑业小微企业工程
量下降 0.9个点，利润和毛利率分别下降 2.1和 1.2个点。

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7.6，微升 0.1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 44.9，下降 1.3 个点，采购指数为 45.0，
上升 1.5 个点，绩效指数为 46.0，下降 0.8 个点。调研结果
显示，4 月小微企业运输量下降 2.5 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上
升 2.9 个点，本月运输费用及原材料采购等成本有所上
升，利润下降 2.6个点。

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9.2，上升 0.4 个
点，其市场指数、绩效指数和采购指数分别为 47.8、46.1和
53.1，上升 0.7、0.5 和 1.2 个点，具体市场表现为：销售订单
量上升 2.2个点，进货量上升 1.4个点，利润上升 1.6个点。

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6.7，微降 0.1 个
点。其采购指数为 46.2，下降 0.7 个点，具体表现为小微
企业原材料采购量下降 1.2 个点。本行业小微企业绩效
指数为 46.1，下降 0.9个点，毛利率下降 2.4个点。

服务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7.8，回落 0.3 个点，其
采购指数为 46.3，下降 1.6 个点，具体表现为原材料采购
量和库存分别下降 0.5 和 3.9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市场
指数为 47.5，微升 0.3 个点，绩效指数为 48.4，上升 0.9 个
点，盈利能力有所回升。

二、按区域划分小微企业运行指数情况

4 月六大区域运行指数（见图 3）仍然处于萎缩区间，
呈现两升四降态势。

华北与东北地区小微指数分别为 49.2 和 47.5，分别
回升 0.3 和 1.8 个点。其中东北地区小微市场指数为
44.5，上升 0.7 个点，绩效指数为 46.0，上升 1.3 个点，信心

指数为 54.2，上升 1.1个点。
华东地区小微指数为 46.3、中南地区小微指数为

47.5、西南地区小微指数为 46.5，西北地区小微指数为
47.8，均出现下降。其中西北地区下降幅度最大，为 1.4个
点，该地区的市场指数为 44.0，下降 2.7 个点，绩效指数为
45.4，下降 3.1个点。

三、小微企业经营预期情况

4月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信心指数呈上升态势。
4 月除制造业和住宿餐饮业外，其他调研行业的扩张

指数均呈上升态势。4 月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7.1，较上
月上升 0.4 个点。其中，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8.2，上升 2.6 个点。具体表现为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上升
2.4 个点，用工需求增加 3.1 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
扩张指数为 47.3，上升 1.2 个点，其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及
用工需求分别上升 1.8 和 2.4 个点。而住宿餐饮业小微企
业扩张指数为 45.5，下降幅度较大，为 1.4 个点。总体来
看，七大行业的扩张指数有升有降，但都处于临界值 50 以
下，扩张需求仍处于收缩区间，部分行业的新增投资需求
和用工需求仍未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4 月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9.3，上升 0.1 个点。各行
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有升有降。其中制造业小微企业信
心指数为 50.7，上涨 0.2 个点，批发零售业信心指数为
50.1，上涨 0.5个点，住宿餐饮业信心指数为 50.3，上涨 2.5
个点。

四、小微企业融资和风险情况

4 月小微企业融资指数（见图 5）为 50.5，下降 1.2 个
点。除农林牧渔业和交通运输业外，其他行业融资需求均
出现了下降。

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51.7，上升 0.6 个
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53.2，上升 1.9 个
点。4 月小微企业融资指数处于行业低位的依然是住宿
餐饮业，其融资指数为 46.1，下降 0.2 个点，依然处于收缩
区间。

4 月小微企业风险指数（见图 5）为 52.1，下降 0.1 个
点。其中农林牧渔业小微风险指数为 50.6，下降 2.6 个
点，批发零售业风险指数为 52.7，下降 1.3 个点，住宿餐饮
业风险指数为 51.8，下降 0.9 个点，服务业风险指数为
51.1，下降 0.7 个点。这四大行业的小微企业流动资金周
转情况均有所下降，且农林牧渔业、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
饮业回款周期出现不同程度的延长。

注：
所有指标均为正向指标，取值范围为0至100，50为

临界点，表示一般状态；指数大于50时，表示企业情况向
好；指数小于50时，表示企业情况趋差。

风险指数和成本指数都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均已经
调整为正向指标，指数越大表明情况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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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是小微企业发展最大亮点
本报记者 谢 慧

服务小微不再“盲人摸象”

中财大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 郭田勇

力促经济转型顺利实现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李军林

为小微金融立“数字标杆”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李 全

2015年4月份，“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见图1）为47.2，

较上月微降0.1个点，处于临界点以下。

从各分项指标指数（见图2）来看，呈现“四升四降”态势。其中市场指数为44.6，下降

0.3个点；采购指数为 46.5，上升 0.6个点；绩效指数为 45.8，上升 0.1 个点；扩张指数为

47.1，上升0.4个点；信心指数为49.3，上升0.1个点；融资指数为50.5，下降1.2个点；风险

指数为52.1，下降0.1个点；成本指数为59.6，下降1.6个点。

从六大区域指数（见图3）来看，除华北和东北地区上升外，其他地区呈现不同程度下

降。华北地区小微指数为49.2，上升0.3个点；东北地区为47.5，上升1.8个点；华东地区为

46.3，下降0.2个点；中南地区为47.5，下降0.3个点；西南地区为46.5，下降0.2个点；西北地

区为47.8，下降1.4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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