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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二季度我国 GDP 增速达

到 6.7% ， 与 第 一 季 度 持 平 且 好 于 预

期 ，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 新 增 信

贷、社会融资、M2 等关键指标的表现

均好于预期,但我国经济面临着增速放

缓、产能总体过剩、杠杆居高不下等

诸多问题，稳增长与调结构的矛盾短

期内依旧存在。基建投资起到了重要

的“托底”作用，从中长期来看，我

国仍将大力发展以高铁为代表的基建

投 资 项 目 ， 以 确 保 经 济 增 长 不 破 底

线。但同时也应关注到固定资产投资

和民间投资增速均再创新低，房地产

投资和销售增速均连续下滑等一系列

不利因素。而且，受到去产能、去泡

沫和清理债务等因素影响，资金供需

意 愿 的 双 重 萎 缩 制 约 着 投 资 的 回 升 ，

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对于小微企

业而言，情况甚至可能更差一些。

2016 年 7 月份，“经济日报-中国邮

政 储 蓄 银 行 小 微 企 业 运 行 指 数 ” 为

45.6，较上月下降 0.2 个点，降幅较上

月扩大 0.1 个点，自 3 月份以来已连续 4

个月下跌，表明小微企业运行阻力持续

增大，推动小微企业复苏增长的动力

不足。

从各分项指标指数来看，除成本指

数外，各分项指标指数均呈现下降趋

势，且市场指数、绩效指数、采购指

数、扩张指数距离荣枯线越来越远，这

都表明小微企业运行状况的确不容乐

观，其中采购指数和扩张指数下降尤为

严重，表明小微企业总体呈现出收缩

态势。

总 体 来 看 ，“ 三 去 一 补 ” 政 策 实

施以来，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政策

效果初见成效，传统产能过剩产业的

各项小微企业指数均不如以往，而住

宿餐饮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表现高

于平均水平，但仍显疲软。这表明未

来小微企业的发展或将继续探底，随

着小微企业政策效果的发挥和政策结

构的完善，小微企业运行前景有望重

现曙光。

运 行 阻 力 增 大 复 苏 动 力 不 足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郭田勇

2016 年 7 月份，“经济日报-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5.6，
较上月下降 0.2 个点，降幅较上月扩大
0.1个点。从总的趋势和各分项指标来看，
我国小微经济依然处于下降过程中。自小
微指数公布以来，大部分行业的下降和六
大区域的总体下降比较少见。

目前，在宏观经济依然面临下行压力
的情况下，国家要引导社会资金更多投向
实体经济，特别是加大对小微经济的投

入，出台接地气的政策，鼓励中小微企业
做大做强，以避免小微经济出现较大幅度
的下滑。

如何打开局面？一种呼声是要用新动
能推动新发展，尽快通过股份合作、合资
等方式“倡集聚”，改变民营企业小、散、
乱、低现状。同时，鼓励中小微企业积极

“走出去”，在参与国际竞争中不断做大
做强。

比如，不少企业巧妙地利用国际产业
园区的政策与平台，延长了产品生命周
期，促进了企业规模发展。7月 21日，数十
家国内企业与印度中国工业园在“一带一
路印度机遇——印度中国工业园投资说

明会”上现场签约，宣布入驻印度中国工
业园，掀起一股不小的投资热潮。

8 月初，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银行
决定共同开展“促进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
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 年）”，促使
广大中小企业利用全球要素，优化资源配
置，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为提
高中小企业技术、品牌、营销、服务的国际
竞争力搭建平台。

这项“行动计划”鼓励国内中小企业
通过并购、合资、参股等形式获取全球创
新资源，把国外的先进技术、资本、人才吸
引到中国，加快推进中小企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进一

步夯实我国的实体经济。行动计划还明
确提出，要聚焦重点领域开展跨境撮合。
首先要聚焦重点产业，对符合国际产能合
作、“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行动计
划、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高端制造、
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信息技术等重点行
业联合开展跨境专题撮合。其次要聚焦
重点国家和国内重点地区，围绕“一带一
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
自贸区等联合开展专题跨境撮合活动。
三是要发挥 APEC 中小企业技术交流暨
展览会、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中德
中小企业合作交流会以及各地组织的展
览会、洽谈会、项目对接会等对外交流合
作平台作用，开展跨境撮合、金融产品推
介等活动。

总的来说，艰难前行的中小微企业应
拓宽思路，放眼全球，努力用好国内国外
两种资源，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积极
并及时了解国家出台的各种指导引领、扶
持优惠政策，多走集聚、重组之路，实现创
新发展。

中小微企业应多走聚集重组之路
本报记者 李佳霖

小微经济持续底部运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李 全

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今年上半年我国
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步调没有变化，积
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但
我们也注意到，资产泡沫引发的衍生品坏账风险正在
加大，一些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流向了房地产、资本市场
甚至大宗商品市场，使金融体系承压。

在这个背景下，7 月份的小微指数出现了自今年 5
月份以来又一次较大幅度的下降。我们预计小微经济
将会保持底部运行与结构调整共存的状态，而且这个
状态有可能持续较长一段时间。

7 月份，全球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动荡，我国宏
观经济继续筑底，呈现出降幅减小且局部企稳的现
象，实属不易。从已公布的 27 个省区市成绩单来看，
有 21 个省区市上半年 GDP 增速跑赢了全国 6.7%的增
速，重庆、西藏、贵州以超过 10%的增速领跑，广
东、江苏、山东三个省份 GDP 总量超过 3 万亿元，另
有浙江、湖北、河北等 10 个地区 GDP 总量超过万亿
元。其中，重庆以 10.6%的增速连续第十个季度领跑
全国，其投资的拉动作用较为明显。值得一提的是，
重庆工业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幅达
25.1%，高于全国 14 个百分点，支撑工业转型升级的
高端细分行业如智能装备、电子元器件、医疗仪器设
备等行业产值增幅均超过 40%。

从总的趋势和各分项指标来看，我国小微经济依然
处于下降过程中，大部分行业下降和全部区域下降在
小微指数公布以来尚属少见。目前宏观经济依然面临
下行压力,生产面和需求面继续延续弱平稳态势，出现
的新问题是社会资本新增投资不足，以及资产泡沫在
部分市场的涌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继续实施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注重时机、灵活调
控，把握好重点、节奏、力度，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
良好宏观环境。要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措施，发挥财政
资金效应，引导社会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特别是小
微经济，以避免小微经济出现较大幅度下滑。

2016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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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较上月下降 0.2 个点，降
幅较上月扩大 0.1 个点，表明本月小微企业总体运行受
阻，经济增长微观活力不足。

从各分项指标指数（见图 2）来看，呈现“一升七降”态
势。其中市场指数为42.9，较上月下降0.1个点；采购指数
为44.4，较上月下降0.4个点；绩效指数为44.9，下降0.1个
点；扩张指数为44.6，下降0.4个点；信心指数为47.2，下降
0.1 个点；融资指数为 49.4，下降 0.3 个点；风险指数为
50.9，下降0.2个点；成本指数为63.8，上升0.6个点。

从六大区域指数（见图 3）来看，呈现“全部下降”态
势。华北地区小微指数为 44.7，下降 0.1 个点；东北地区
为 43.8，下降 0.2个点；华东地区为 46.8，下降 0.3个点；中
南地区为 48.4，下降 0.3 个点；西南地区为 46.3，下降 0.1
个点；西北地区为 43.0，下降 0.4个点。

一、按行业划分

7月七大行业小微指数呈现“两升五降”态势，小微企
业总体运行受阻，经济增长微观活力不足。

从小微企业各行业运行指数（见图 4）来看，除住宿餐
饮业和服务业外，其他行业小微企业指数均出现下滑。

7 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4.5，较上月
下降 0.4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41.9，较上月下降 0.3个点；
采购指数为 44.3，较上月下降 0.5 个点；绩效指数为 42.8，
下降 0.4 个点。调研结果显示，7 月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
订单量下降 1.1个点，主营业务收入下降 0.6个点，原材料
采购量下降 0.8 个点，利润下降 0.4 个点，毛利率下降 0.6
个点。

制造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3.5，较上月下降 0.2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 38.6，较上月下降 0.2 个点；采购指数
为 38.0，下降 0.4 个点；绩效指数为 43.6，下降 0.2 个点。
调研结果显示，7 月制造业小微企业积压订单下降 0.4 个
点，产品出厂价格下降 0.5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下降 0.6个
点，原材料库存下降 0.3 个点，利润下降 0.4 个点，毛利率
下降 0.2个点。

建筑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4.8，较上月下降 0.4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 43.2，下降 0.4 个点；采购指数为 40.4，
下降 0.5个点；绩效指数为 47.8，下降 0.4个点。调研结果
显示，7 月建筑业小微企业工程量下降 0.8 个点，工程结
算收入下降 0.7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下降 1.2个点，利润下
降 0.9个点，毛利率下降 0.3个点。

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5.9，下降 0.4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 44.0，下降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44.9，
下降 0.4个点；绩效指数为 44.7，下降 0.4个点。调研结果
显示，7 月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服务价格下降 1.0 个点，
主营业务收入下降 0.7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下降 0.3个点，
原材料库存下降 0.5个点，利润下降 0.6个点，毛利率下降
0.5个点。

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8.0，下降 0.2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 46.8，下降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53.6，
下降 0.2个点；绩效指数为 45.4，上升 0.1个点。具体市场
表现为：销售订单量下降 0.7 个点，批零价格下降 0.8 个
点，销售额下降 0.4 个点，库存下降 0.5 个点，进货量下降
0.3个点，毛利率下降 0.6个点。

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9.1，较上月上升
0.3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50.8，上升 0.4 个点；采购指数为
49.2，上升 0.7 个点；绩效指数为 49.2，上升 0.2 个点。具
体表现为小微企业业务量上升 0.8 个点，业务预订量上升
0.6 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上升 0.7 个点，原材料库存上升
0.9个点，利润上升 0.3个点。

服务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6.5，较上月上升 0.1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 44.3，上升 0.6 个点；采购指数为 44.8，
下降 0.2个点；绩效指数为 44.8，上升 0.3个点。具体表现
为业务预订量上升 1.3个点，主营业务收入上升 0.6个点，
原材料采购量上升 0.3个点，毛利率上升 1.3个点。

二、按区域划分

7月六大区域运行指数呈现“全部下降”态势。
华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4.7，较上月下降 0.1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 41.0，较上月下降 0.2 个点；采购指数
为 41.9，下降 0.3个点；绩效指数为 43.8，下降 0.2个点；扩
张指数为 41.6，下降 0.4 个点；信心指数为 46.3，下降 0.1
个点。

东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3.8，下降 0.2 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39.5，下降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41.1，下降 0.4

个点；绩效指数为 42.0，下降 0.2 个点；扩张指数为 43.6，
下降 0.1个点。

华东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6.8，下降 0.3 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45.9，下降 0.2 个点；绩效指数为 46.5，下降 0.1
个点；扩张指数为 46.2，下降 0.1 个点；信心指数为 45.6，
下降 0.5个点；融资指数为 48.2，下降 0.5个点。

中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8.4，下降 0.3 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46.5，下降 0.2 个点；绩效指数为 47.3，下降 0.1
个点；扩张指数为 47.5，下降 0.5 个点；信心指数为 48.4，
下降 0.2个点；风险指数为 52.2，下降 0.5个点。

西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6.3，下降 0.1 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45.1，下降 0.1 个点；采购指数为 45.9，下降 0.5
个点；绩效指数为 46.7，下降 0.2 个点；融资指数为 48.2，
下降 0.2 个点；风险指数为 49.8，下降 0.4 个点；成本指数
为 63.4，下降 0.4个点。

西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3.0，下降 0.4 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42.0，下降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42.3，下降 0.4
个点；绩效指数为 45.5，下降 0.3 个点；扩张指数为 41.1，
下降 0.1 个点；信心指数为 39.1，下降 0.2 个点；融资指数
为 48.7，下降 0.6个点；风险指数为 50.1，下降 0.5个点。

三、小微企业融资和风险情况

7 月反映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融资指数(见图 5)为
49.4，下降 0.3个点。

7 月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7.5，下降 0.5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50.3，下降 0.2 个点；建
筑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5.9，下降 0.6 个点；交通运输
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9.3，下降 0.8 个点；批发零售业
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9.1，下降 0.1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
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5.2，上升 0.4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
融资指数为 53.5，下降 0.6个点。

小微企业的风险指数 (见图 5)为 50.9，下降 0.2 个
点。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49.8，下降 0.2 个
点；制造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0.0，下降 0.8个点；建筑
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2.6，上升 0.6 个点；交通运输业
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48.3，上升 0.3 个点；批发零售业小
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2.1，下降 0.1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
企业风险指数为 52.2，上升 0.4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风
险指数为 50.2，上升 0.4 个点。调研结果显示，七大行业
流动资金周转和回款周期指数均表现为“四升三降”，其
中，流动资金周转水平下降的行业为农林牧渔业、制造业
和交通运输业，回款周期延长的行业为农林牧渔业、制造
业和批发零售业。

四、小微企业经营预期情况

7 月反映小微企业经营预期情况的扩张指数和信心
指数均有所下降。

7 月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4.6，较上月下降 0.4 个
点。分行业来看，除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较上
月上升 0.3 个点，建筑业、服务业与上月持平外，其他行业
的小微企业扩张指数均有所下降。其中，农林牧渔业小
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4.7，下降 0.3 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
下降 0.7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3.2，下降 0.3
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下降 0.4个点，用工需求下降 0.6个
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4.9，下降 0.6 个点，
其新增投资需求下降 1.3 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扩张
指数为 46.4，下降 0.4 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下降 0.8 个
点，用工需求下降 0.3个点。

7 月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7.2，较上月下降 0.1 个
点。分行业来看，呈现“二升五降”的态势。其中，建筑业
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3.4，上升 0.3 个点；批发零售业小
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8.2，上升 0.2 个点；农林牧渔业小微
企业信心指数为 48.6，下降 0.5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信
心指数为 48.0，下降 0.3 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信心
指数为 47.8，下降 0.1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信心指
数为 49.1，下降 0.3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2.7，下降 0.2个点。

附 注：

所有指标均为正向指标，取值范围为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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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