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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报告
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课题组
（2017 年 2 月）
2017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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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较上月下降 0.2 个点，表
明本月小微企业仍处于低位运行。
从各分项指标指数（见图 2）来看，呈现“一升一平六
降”态势。其中市场指数为 43.3，下降 0.2 个点；采购指数
为 45.2，较上月下降 0.2 个点；绩效指数为 45.6，下降 0.3
个点；扩张指数为 45.2，下降 0.2 个点；信心指数为 48.1，
与上月持平；融资指数为 49.3，下降 0.1 个点；风险指数为
51.7，下降 0.2 个点；
成本指数为 62.6，上升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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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下降 0.1 个点；东北地区为
42.7，下降 0.3 个点；华东地区为 47.6，下降 0.2 个点；中南
地区为 48.5，下降 0.2 个点；西南地区为 46.9，下降 0.2 个
点；
西北地区为 42.8，
下降 0.1 个点。

下降 0.4 个点；信心指数为 45.1，下降 0.3 个点；融资指数
为 48.2，
下降 0.3 个点；
风险指数为 50.2，下降 0.5 个点。
西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2.8，下降 0.1 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41.6，下降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41.8，下降 0.2
个点；
融资指数为 48.1，
下降 0.3 个点。

小微企业融资和风险指数下降
2 月份反映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融资指数(见图 5)为
49.3，较上月下降 0.1 个点。
2 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8.9，上升
0.2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9.1，与上月持平；
建筑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6.2，下降 0.3 个点；交通运
输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50.4，下降 0.2 个点；批发零售
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9.7，下降 0.3 个点；住宿餐饮业
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4.3，下降 0.1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
业融资指数为 54.2，
与上月持平。
小微企业的风险指数（见图 5）为 51.7，下降 0.2 个
点。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1.0，下降 0.4 个
点；制造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0.8，下降 0.2 个点；建筑
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2.3，下降 0.5 个点；交通运输业
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49.7，下降 0.3 个点；批发零售业小
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3.1，下降 0.2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
企业风险指数为 53.7，下降 0.2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风
险指数为 50.8，下降 0.3 个点。调研结果显示，七大行业
流动资金周转速度均有所下降，回款周期表现为“一升六
降”，除批发零售业外，
其他行业的回款周期均有所延长。

七大行业小微指数小幅下降
2 月份七大行业小微指数呈现全面小幅下降态势。
从小微企业各行业运行指数（见图 4）来看，所有行业
小微企业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2 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4.7，较上月
下降 0.2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41.7，较上月下降 0.4 个点；
采购指数为 43.9，较上月下降 0.3 个点；绩效指数为 42.2，
下降 0.2 个点。调研结果显示，2 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
业产量下降 0.7 个点，订单量下降 0.8 个点，原材料库存下
降 0.5 个点，毛利率下降 0.4 个点。
制造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4.0，下降 0.2 个点。其
市场指数为 39.3，较上月下降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39.4，
下降 0.3 个点；绩效指数为 44.6，下降 0.3 个点。调研结果
显示，2 月份制造业小微企业产量下降 0.4 个点，主营业
务收入下降 0.5 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下降 0.3 个点，利润下
降 0.5 个点。
建筑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4.5，较上月下降 0.1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 43.3，上升 0.1 个点；采购指数为 39.4，
下降 0.1 个点；绩效指数为 47.3，下降 0.4 个点。调研结果
显示，2 月份建筑业小微企业工程结算收入下降 0.6 个
点，原材料采购量下降 0.1 个点，利润下降 0.7 个点，毛利
率下降 0.6 个点。
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7.2，下降 0.2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 45.6，下降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45.7，
下降 0.1 个点；绩效指数为 45.7，下降 0.4 个点。调研结果
显示，2 月份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业务预订量下降 0.7 个
点，原材料库存下降 0.4 个点，利润下降 0.3 个点，毛利率
下降 0.7 个点。
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8.5，下降 0.3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 47.0，下降 0.1 个点；采购指数为
54.0，下降 0.3 个点；绩效指数为 46.2，下降 0.3 个点。
具体市场表现为：积压订单下降 0.3 个点，库存下降 0.6
个点，进货量下降 0.3 个点，利润下降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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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较上月下降
0.2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49.9，下降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49.2，下降 0.2 个点；绩效指数为 48.8，与上月持平。具体
表现为小微企业业务量下降 0.6 个点，业务预订量下降
0.8 个点，原材料采购量和原材料库存均下降 0.3 个点，毛
利率下降 0.2 个点。
服务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7.4，较上月下降 0.1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 44.9，下降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46.3，
下降 0.3 个点；
绩效指数为 45.4，下降 0.2 个点。具体表现
为业务预订量下降 0.4 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下降 0.3 个点，
原材料库存下降 0.4 个点，毛利率下降 0.7 个点。

小微企业经营预期扩张指数下降

六大区域运行指数全部下降
2 月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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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较上月下降 0.1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 41.4，下降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42.3，
下降 0.2 个点；绩效指数为 44.8，下降 0.3 个点；风险指数
为 51.2，
下降 0.3 个点。
东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2.7，较上月下降 0.3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 38.1，下降 0.4 个点；绩效指数为 42.0，
下降 0.4 个点；融资指数为 46.8，下降 0.2 个点；风险指数
为 52.8，
下降 0.3 个点。

华东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7.6，下降 0.2 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46.3，下降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46.8，下降 0.4
个点；绩效指数为 46.7，下降 0.2 个点；扩张指数为 46.3，
下降 0.4 个点；
风险指数为 52.1，下降 0.5 个点。
中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8.5，下降 0.2 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47.1，下降 0.1 个点；采购指数为 49.6，下降 0.2
个点；绩效指数为 47.6，下降 0.1 个点；扩张指数为 47.6，
下降 0.4 个点；信心指数为 48.2，下降 0.2 个点；风险指数
为 52.4，
下降 0.3 个点。
西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6.9，下降 0.2 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45.6，下降 0.1 个点；采购指数为 47.0，下降 0.3
个点；绩效指数为 47.7，下降 0.3 个点；扩张指数为 45.7，

稳步筑底趋势显现 加大扶持力降成本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李 全
十八届六中全会以来，经济稳中求进的方针
在深化结构调整进程中实施良好，尤为难得的是
数据见底与结构优化同时显现。一方面，从去年
下半年以来，我国各项宏观经济运行指标都显示
出筑底态势；另一方面，产能过剩相关行业在严
冬中逐步退出市场，随着 IPO（企业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提速、商业银行投贷联动模式的创新发
展，新兴产业投资额趋于回升。这种总量与结构
的良性互动预示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果逐
步显现，而且还会继续深化。小微经济作为宏观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会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深化而筑牢底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伴随着指
标的波动和部分去产能企业退出市场，但小微经
济筑底的整体趋势已然显现。
具体来看，2016 年夏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
运行多项指标都呈现稳步筑底状态，开始一路回
暖。3 月 1 日，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
合会联合发布的 2 月份我国 PMI（制造业采购经
理指数）为 51.6%，环比增长 0.3 个百分点，同比增
长 2.6 个百分点，连续 7 个月处于 50%的荣枯线上
方；同时，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主要原材料购进
价格指数为 64.2%，多月以来持续处于高位，特别
是黑色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出厂价格
指数升幅较大，制造业企业扩张趋势明显。回暖
的还有进出口，新出口订单指数和进口指数均显
著增长，延续去年年底以来的良好态势。最耀眼
的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红利，装备制造
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持续稳定增长。国家统计局
数据显示，2 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3.3%和 54.6%，分别高于制造业总体
1.7 个百分点和 3.0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

PMI 创出近 3 年来新高。
从更长周期分析，我们应当看到经济下行压
力依然存在，尤其受到春节期间生产经营活动减
少，以及外部经济发展不稳定等因素影响，我国
与周边传统贸易大国之间的交易结构和数据正
发生着较为深刻的变化，波动还会长期存在。另
外，随着我国人口红利逐渐减少，稳步扩大内需
也存在不确定性。外部压力和内部结构优化所
形成的经济增长又会影响货币政策，人民币汇率
面临的压力将会持续。此外，随着相关法律法规
的严格落实以及产业结构转型，都会带动劳动力
成本继续攀升，这些因素也都给宏观经济复苏带
来不确定因素。
2017 年 2 月份“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
（下 称“ 小 微 指 数 ”
）为
46.0，较上月下降 0.2 个点，持续两年半在荣枯线
以下运行。与上月相比，各分项指数除成本指数
上升 0.3 个点、信心指数持平、融资指数下降 0.1
个点以外，其他各项指数均呈现 0.2 个点到 0.3 个
点下降，小微指数仍处于低位运行状态。从区域
指数来看，2 月份各区域小微指数全线下降，东北
地区更是大降 0.3 个点，华东、中南、西南 3 个地
区也分别下降 0.2 个点。再从行业指数来看，2 月
份七大行业小微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
这种区域性全线下降和全行业指数下降对
小微指数来说并不常见，单从具体指数看并不乐
观，但从发展角度来看，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
此。其实，宏观经济指标在今年 1 月份也发生一
次波动，但 2 月份出现明显回升，这可能与原材
料成本大幅上升、货币政策趋紧、春节长假等诸
多因素有关。因此我们预判，2 月份小微指数的

波动作为筑底过程中的正常波动可能性较大，随
着不利因素逐步消化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
断深化，
小微经济有望扎实筑底。
具体分析，2 月份小微企业农林牧渔业指数
为 44.7，较上月下降 0.2 个点，其中原材料库存、
产量和订单量分别下降 0.5、0.7、0.8 个点，这与季
节特点有显著关系。建筑业小微指数为 44.5，较
上月小降 0.1 个点，其工程结算收入下降 0.6 个
点、
利润下降 0.7 个点，说明指数下调与行业成本
上升有较强相关性；交通业存在类似情形，只是
有可能受春运带动，利润下降幅度较小；批发零
售业和住宿餐饮业、
服务业等与需求密切相关的
产业也发生显著下降，均呈现利润下降超过业务
下降的特点；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小微指数
为 44.0，下降 0.2 个点，其产量下降 0.4 个点，主营
业务收入下降 0.5 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下降 0.3 个
点，利润下降 0.5 个点，制造业盈利指标的下降，
为小微经济整体复苏带来了压力。
2 月份小微指数的下滑有一定偶然性，但也
与小微经济的特点有密切关系。一方面小微企
业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过程中应对能力较弱、
措
施单一，常见的方法就是去库存，原材料价格持
续上涨可能拖累行业增速下降，需要国家从战略
视角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降低小微企业
运营成本；另一方面，货币政策趋紧过程中，大型
企业融资能力和资金管理能力较强，所受影响较
小，处于资金链底端的小微企业所受影响较为巨
大，如果能够推动各类金融机构加大投贷联动、
小微企业产业链融资，同时加大政府资金扶持力
度，有助于小微企业尽快渡过难关，为小微经济
复苏打下坚实基础。

2 月份反映小微企业经营预期情况的扩张指数下降
0.2 个点，信心指数与上月持平。
2 月份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5.2，下降 0.2 个点。分
行业来看，除建筑业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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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
下降 0.1 个点，其用工需求下降 0.7 个点；
制造业小微企业
扩张指数为 43.9，下降 0.2 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下降 0.2
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6.9，下降 0.5 个
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下降 0.6 个点，用工需求下降 0.5 个
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6.9，下降 0.4 个点，
其新增投资需求下降 0.3 个点，用工需求下降 0.4 个点；
住
宿餐饮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7.5，下降 0.2 个点，其新
增投资需求下降 0.3 个点，用工需求下降 0.2 个点；
服务业
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7.5，下降 0.2 个点，其新增投资需
求下降 0.7 个点。
2 月份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8.1，与上月持平。分行
业来看，呈现“三升四降”的态势。其中，制造业小微企业
信心指数为 49.4，上升 0.1 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信心指
数为 42.5，上升 0.2 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
为 48.7，上升 0.2 个点；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9.1，下降 0.3 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8.9，下降 0.3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9.2，下降 0.2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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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

眼下，农业小微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新业态和新
经济发展如火如荼。其中，颇具典型意义的一家企业，便
是北京金宇星绿色生态种植庄园，这是一家位于北京市
通州区的农业种植和深加工企业。该庄园与山东菏泽市
高科牡丹应用研究所合作，从 2006 年开始就致力于牡丹
籽油研发。如今，金宇星绿色生态种植庄园生产和销售
的牡丹籽油及相关产品已颇具规模，并获得了超临界二
氧化碳萃取等专利，开发出牡丹籽纯油、牡丹调和油、牡
丹花蕊茶、牡丹花瓣茶、牡丹面膜、牡丹微胶囊等一系列
牡丹深加工产品。金宇星拥有 40 多名员工，2015 年销
售收入达 1500 万元。2016 年，金宇星新建牡丹籽油生
产厂区，新增冷榨、萃取、脱胶、脱色、脱蜡、精滤、灌装等
生产设备，建成了年产 3000 吨牡丹籽油生产线，投产后
本报记者
年产值将超过 10 亿元。同时，金宇星每年都在全国范围
内采购牡丹籽，并采取“公司+农户”方式，带动菏泽地区
近万户农民增收，
农户每亩果荚收益可达 4000 元左右。
据统计，我国农产品加工业规模达 23 万亿元，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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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值得小微企业大力开拓的广阔市场。
近年来，我国农村出现了一些明显变化，在城里打工
的农民有了资金、技术、市场和渠道后，开始下乡或者回
乡创新创业。据农业部统计，将近 500 万人选择在农村
创业，仅在浙江农村创业的大学生就达 4000 多人，其中
大部分人选择了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新兴业态。
除了农产品精深加工外，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村
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也正在异军突起。最新数据显示，
我国农村电商已达 8000 多万家，占全国网店的 25.8%，
带动了 2000 万人就业。去年，农村网售规模达 8945 亿
元，占全国的 17.4%，呈井喷式增长。2015 年，山东、云
南、福建、广西、陕西等省乡村旅游接待人数少则 5000
万人次，多则 3 亿多人次，旅游综合消费呈爆发式增长。
农村、农业不仅是新一代农民的机会，同时也是小微
企业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虽然在这些领域创业的多是
小微企业，但他们却代表着农业领域调整结构、产业升级
和农村地区创新创业的趋势。如何精准扶持这些新型业态需要各级政府认真思
考，实施适宜的政策鼓励各类人才回乡、下乡创新创业，将科学生产方式和现代
经营模式引入农村。
从一些发展势头较好地区的经验看，地方政府拿出了当年支持乡镇企业的
力度来支持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比如，
通过村庄整治、宅基地整理，
节约农村建
设用地；
通过入股、联营等方式，
重点支持乡村旅游休闲、养老等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