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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应先转观念

本报记者

李佳霖

最近媒体都在密集讨论“供给侧改

革”，即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

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供给侧改革对小微

经济的影响，将比其他经济体的影响更为

重大。小微经济属于经济运行最为活跃的

群体，若能够通过降低融资成本、各类税

费、社保成本、交易费用，将会大大有利

于小微企业增强创新能力，促使其更有积

极性提高供给的质量、优化供给的结构、

提高供给的效率。

目前个别区域因结构化波动而产生了

小幅反弹，2015 年 11 月全球制造业仍呈现

微幅扩张态势。但随着全球资源类新兴经

济体的发展再次出现下滑，国内经济也面

临整体调结构的压力。

中国 11 月官方制造业 PMI 继续位于临

界点之下,比上月小幅回落 0.2 个百分点，

降至 49.6，企业生产保持增长，虽然增速

放缓，在目前这个季节已是不易的成果，

但订单改善并不明显。潜在的风险是去库

存压力导致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速再创全年

新低，降至 10.2%。

在这个背景下，以国开发展基金等形

式的专项金融债在不断投放，同时，低息

长期专项债券对国家重点支持的工业制

造、新能源、环保等相关行业企业已经实

现了大量投放，预期这些举措对于未来经

济结构的调整将有较大的贡献。

11 月份“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以下简称“小微指

数”） 为 46.5，较上月微降 0.1 个点，小微

经济仍处于下行趋势中。从分项指标指数

来看，除去扩张指数与成本指数外，其他

指数均处于下降状态；从区域指数来看，

各区域均处于荣枯线之下，而最低的西北

地区小微指数较上月下降 0.4 个点，仅为

44.2。如此看来，小微经济似乎依然处于

疲弱状态，但如果从分行业指数来看，小

微经济已经有回暖的迹象，11 月份七大行

业中除去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指

数小幅下滑外，建筑业指数与上月持平，

而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业、住宿餐饮业

和服务业小微指数均出现了上升的趋势，

这在临近年底，小微企业面临经营和融资

压力时尤为难得。

从今年以来的小微指数运行情况来

看，小微经济的下行趋势确实已经得到了

较大的缓解，如果供给侧改革能够顺畅传

导至小微领域，有利于小微经济早日企稳

复苏。

关于供给侧改革，华夏新供给经济学

研究院院长贾康教授在 2013 年提出，供给

侧将会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可以有

效缓解滞胀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式的和塔

西佗陷阱式的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

方式转变和可持续健康发展。他进一步把

新供给经济学的政策主张概括为“八双”：

即创新型国家和全民创业之“双创”；以

“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

结构升级优化之“双化”；结构性减税为重

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之

“双减”；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合，

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效益

的投资规模之“双扩”；人口政策中放开城

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国有资产收益

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之

“双转”；国有、非国有经济在发挥各自优

势协调发展方面共同进步之“双进”；政

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都到位良性

互动、互补和合作之“双到位”；新一轮

“价、税、财”配套改革，金融改革与创新

等配套改革之“双配套”。

当然，随着国家大力推进供给侧改

革，小微经济是否能够以此为契机，就势

止跌企稳，尚需观察。11 月份临近年底，

企业面临上下游回款压力，又面临金融机

构催收资金的压力，这在小微经济领域表

现尤为突出。目前 CPI跌至 1.3%，PPI则连

续 3 个月跌幅持平,并无收窄迹象,生产资料

价格表现得更为低迷。因此，供给侧改革

如果能够在小微领域有所倾斜，则会取得

较好的效果。

具体来看，需要继续对民营企业特别

是小微经济放宽准入，以合理的供给推进

各类要素的合理匹配，同时积极培育小微

企业创新环境，加快小微经济转型升级的

速度。多管齐下，尽早实现小微经济的全

面复苏。

供给侧改革下的小微经济展望
财政部科研所研究员 李 全

11 月 份 ，“ 经 济 日
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
微 企 业 运 行 指 数 ” 为
46.5，较上月微降 0.1 个
点，表明本月小微企业市
场运行依然面临下行压
力。但从小微企业各行业
运行指数来看，小微经济
已有回暖迹象：七大行业
中，除去制造业和批发零
售业小微企业指数小幅下
滑外，建筑业小微企业指
数与上月持平，而农林牧
渔、交通运输、住宿餐饮
和服务业等行业与居民基
本生活息息相关，这些领
域的小微企业指数均出现
不同程度的上升。尤其是
本期服务业小微企业运行
指数较 10 月份指数再上
升 0.1 个 点 ， 达 到 46.8，
表明现代服务业的下降趋
势基本得到抑制，这在经
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环
境下，更显难能可贵。

本期指数中，六大区
域指数则呈现“两升四
降”态势。其中，华北和
华东地区小微指数分别为
45.8 和 46.2，分别较上月
回升 0.1 和 0.3 个点。仔
细分析，用各种创新推动
服务业发展仍然是一大
亮点。

京津冀地区近期随着
《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纲
要》 的印发，环渤海地区
合作发展体制机制日趋完
善，基础设施、城乡建
设、生态环保、产业发
展、公共服务和对外开放
一体化水平不断迈上新台
阶，统一开放大市场将逐渐形成，合作广度深
度也会明显拓展。服务业显然成为京津冀发展
的重头戏。而在华东地区，今年 5 月份入围全
国首批“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的
浙江杭州市，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推
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小微企业保持了
良好的发展势头。尤其是在培育创新主体的同
时，积极创新科技金融，破解企业资金困境：
初步构建了“创投引导基金+天使引导基金+
硅谷引导基金”的杭州市风险投资引导基金体
系。目前杭州市 60%的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
入来自服务业，80%的固定资产投资来自服务
业，90%的新增就业岗位来自服务业。

进入第三季度，我国中小微企业面临的主
要问题表现在市场收缩限制中小企业增长空
间、生产成本依然趋高、资源环境约束进一步
趋紧以及中小企业发展动力不足等方面。随着
依靠短期政策刺激需求拉动 GDP 增长的传统
模式失效，小微企业靠低成本扩张这种传统的
经营模式也变得不再适应市场。

当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各界的共
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小微企业也需转型发
展，而转型升级的前提是小微企业自身的观念
要转变。

首先，小微企业不必盲目追求做大做强，
而应在做精做专上下功夫。哪怕是一个小铺
子、小作坊，专心致志地经营可能也会获得较
好的收益。像国内外不少优秀的中小企业那
样，掌握独特的技术，凭借“不以小为卑贱，
不以小为低下”的精神，坚持把小事做好，把
小事做精、做专，被市场接受，被消费者认
可，最终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

小微企业还应不断锻造自己，提升创新能
力。不仅是创新产品，还应懂得整合创新、服
务创新。记者曾采访过一家名为康泰医疗的小
微企业，有很好的国际医疗资源，于是就为国
内的高端客户做起了跨国医疗的服务。从为患
者办签证、买机票，到联系医院、联系医生会
诊治疗，再到康复护理及休闲旅游，为客人提
供了一条龙的全套服务，这就是典型的整合
创新。

此外，小微企业还应具备独立思考的能
力，避免盲目跟风和一拥而上，要具备差异化
发展的思路。举例来说，有企业在这里开个加
油站，你可以考虑开个便利店，大家错位发
展、共荣共赢。当然，小微企业还可以根据自
身情况，积极引入科研院所、科技服务企业以
及高新技术企业等组织机构，利用各方资源，
打造自己的创新平台，增强自身的创新能力和
动力。

2015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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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微
降 0.1个点，表明本月小微企业市场运行依然面
临下行压力。

从各分项指标指数（见图 2）来看，呈现“两
升六降”态势。其中市场指数为 43.7，较上月下
降 0.1 个点；采购指数为 45.7，较上月下降 0.2
个点；绩效指数为 45.8，较上月下降 0.2个点；扩
张指数为 46.1，较上月上升 0.1 个点；信心指数
为 47.9，较上月下降 0.2个点；融资指数为 50.4，
较上月下降 0.1 个点；风险指数为 51.0，较上月
下降 0.2个点；成本指数为 62.2，较上月上升 0.4
个点。

从六大区域指数（见图 3）来看，呈现“两升
四降”态势。华北地区小微指数为 45.8，较上月
上升 0.1 个点；东北地区为 45.8，较上月下降 1.1
个点；华东地区为 46.2，较上月上升 0.3个点；中
南地区为 47.8，较上月下降 0.1 个点；西南地区
为 45.2，较上月下降 0.3 个点；西北地区为 44.2，
较上月下降 0.4个点。

一、按行业划分小微企业运行
指数情况

11 月份七大行业小微指数呈现“四升一平
两降”态势，小微企业运行依然面临下行压力。

从小微企业各行业运行指数（见图 4）来
看，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业、住宿餐饮业和服
务业小微企业运行状况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
建筑业小微企业指数与上月持平，制造业和批
发零售业小微企业指数则出现小幅下滑。

11 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5.8，较上月上升 0.3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43.2，
上升 0.8 个点；采购指数为 46.4，上升 0.9 个点；
绩效指数为 43.4，上升 0.4 个点。调研结果显
示，11 月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订单量上升 1.3
个点，主营业务收入上升 1.8 个点，产品库存上
升 1.7 个点，原材料库存上升 2.0 个点，毛利率
上升 0.7个点。

制造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4.9，较上月
下降 0.3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40.2，下降 0.2 个
点；采购指数为 40.7，下降 0.5个点；绩效指数为
44.9，下降 0.5 个点。调研结果显示，11 月制造
业小微企业产品产量下降 0.3个点，积压订单量
下降 0.6 个点，原材料库存下降 1.0 个点，毛利
率下降 0.8个点。

建筑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5.8，与上月
持平。其市场指数为 44.0，上升 0.2 个点；采购
指数为 41.8，上升 0.1 个点；绩效指数为 47.3，上
升 0.2 个点。调研结果显示，11 月建筑业小微
企业工程量上升 0.4 个点，工程结算收入上升
1.0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上升 0.4个点，利润上升
0.9个点。

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6.9，微
升 0.1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45.3，上升 0.2 个点；
采购指数为 45.1，上升 0.6 个点；绩效指数为
45.1，上升 0.3 个点。调研结果显示，11 月交通
运输业小微企业业务预订量上升 0.7个点，服务
价格上升 1.1个点，原材料库存上升 1.1个点，毛
利率上升 1.6个点。

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8.5，下
降 0.3 个点，其市场指数、采购指数和绩效指数
分别为 46.7、53.5 和 46.7，下降 0.4、0.5 和 0.1 个
点。具体市场表现为：销售订单量下降 0.8 个
点，库存下降 0.8 个点，进货量上升 0.6 个点，利
润下降 0.9个点。

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8.5，上
升 0.1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49.3，上升 0.2 个
点；采购指数为 47.7，下降 0.4 个点；绩效指数为
47.7，下降 0.1 个点。具体表现为小微企业业务
预订量上升 0.9 个点，服务价格上升 0.4 个点，
毛利率上升 1.5个点。

服务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6.8，较上月
上升 0.1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45.4，上升 0.4 个
点；采购指数为 45.3，上升 0.6 个点；绩效指数
为 45.7，下降 0.2 个点。具体表现为业务量上
升 0.7 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上升 1.0 个点，利润
和毛利率分别下降 0.3个点。

二、按区域划分小微企业运行
指数情况

11 月份六大区域运行指数呈现“两升四
降”态势。

华 北 和 华 东 地 区 小 微 企 业 指 数 分 别 为
45.8 和 46.2，较上月上升 0.1 和 0.3 个点。华北
地区市场指数为 43.0，上升 0.6 个点，绩效指数
为 44.7，上升 1.3 个点；华东地区绩效指数为
45.1，上升 0.8 个点，扩张指数为 46.4，上升 0.2
个点，融资指数为 49.3，上升 2.1个点。

东北、中南、西南和西北地区小微企业运
行指数出现回落，分别下降 1.1、0.1、0.3 和 0.4
个点。东北地区除融资指数外，其他分项指数
均出现下滑；中南地区市场指数、绩效指数均
下降 0.8 个点；西南地区则受信心指数、融资指
数的下滑影响较大；西北地区除信心指数微升
0.1个点外，其他分项指数均出现下滑。

三、小微企业融资和风险情况

11 月份反映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融资指
数（见图 5）为 50.4，微降 0.1个点。

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8.5，下
降 0.8 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9.1，
下降 0.8 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
为 50.9，下降 0.2 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融
资指数为 50.4，下降 0.3个点。

11 月 小 微 企 业 的 风 险 指 数 ( 见 图 5) 为
51.0，下降 0.2 个点。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风
险指数为 52.1，下降 0.3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
风险指数为 50.5，下降 0.7 个点，交通运输业小
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49.4，下降 1.1 个点，服务业
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49.3，下降 0.7个点。

四、小微企业经营预期情况

11 月反映小微企业经营预期情况的扩张
指数较上月微升，信心指数则有所下降。

11 月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6.1，较上月微
升 0.1 个点。其中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扩张指
数为 47.5，上升 1.0 个点。具体表现为新增投
资需求上升 0.5 个点，用工需求上升 1.8 个点；
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6.5，上升
1.0 个点，其用工需求上升 1.5 个点；住宿餐饮
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7.1，上升 0.5 个点，表
现为新增投资上升 0.8个点。

11 月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7.9，下降 0.2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8.8，下降
0.6 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8.0，下降 0.5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信心
指数为 50.1，下降 0.4个点。

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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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