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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去年底
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
划，提出要把战略性新兴产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
加突出的位置，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出了目
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

作为一家从事中高端红外特征敏感元件、传感
器及传感技术研发销售的高新企业，杭州麦乐克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从一家需要“特殊照顾”的小微企
业逐步成长为了具有引领、服务和带动能力的区域
性行业龙头企业。

“公司的飞速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支持。”该公
司董事长吕晶介绍说，公司成立10年来，累计承担
了工信部物联网专项、国家火炬计划等10余项国家
科技计划项目，获得了大量技术和资金支持。目
前，该公司在传感技术领域拥有60余项核心专利技
术，产品广泛应用于航天航空、智能家居、消费电
子、智慧医疗、车联网等多个领域，销售网络遍布
全球。

从麦乐克的发展路径可以看出，一方面资金和
技术往往是创新型小微企业发展初期面临的重要瓶
颈。国家专项基金、创业投资资金、资本市场要更
加重视服务小微企业，给予一定政策倾斜；在技术
创新方面，由于小微企业小而专、小而精，因而需
要围绕其特殊需求，加强服务体系建设。

另一方面，建立创业园区、打造产业集群也有
利于小微企业快速发展。要发挥创业园区的集聚效
应，使中小企业不断提高技术水平。从去年开始，
国家制定文件，准备发展一批适合中小企业，特别
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产业集群，尤其是重点打
造智慧产业集群。另外，通过建设中外合作园区，
可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人员和模式，帮助国内中小企业发展。

当然，对于中小微企业来说，还要靠自身的努力去把握时代机遇。当
前，我国正进入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消费结构加速升级、消费拉动经济增
长作用明显增强的新阶段，因而会不断产生新的消费需求，孕育诞生新的
产业，这将为中小微企业发展带来广阔的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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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与国内经济结构转
型调整时期，小微企业作为国民经济中与居民最
密切相关的一环，其运行状况直接关系到国民经
济的健康发展。2017 年 3 月份，“经济日报—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6.2，较
上月上升 0.2 个点，表明 3 月份小微企业运行略
有好转，处于震荡回升态势。预计在未来几个月
内，小微企业发展还将会保持良好势头，但也仍
面临着不小的压力与风险。

3 月份，我国宏观经济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
来稳中向好的态势。1 月份至 2 月份，全国固定
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为 41378 亿元，同比增长
8.9%。其中，民间投资为 24977 亿元，增长 6.7%，
为去年 3 月份以来的最快增速，占全部投资的比
重为 60.4%。1 月份至 2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 1.7%，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
上 涨 7.3% ，工 业 生 产 者 购 进 价 格 同 比 上 涨
9.1%。1 月份至 2 月份，出口 20918 亿元，增长
11.0%；进口 17982 亿元，增长 34.2%，贸易顺差为
2937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
17019 亿元，同比增长 8.8%，比上年 12 月份加快
4.9 个百分点。总的来看，国民经济延续了去年
下半年以来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积极变化增
多，发展态势持续改善，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
展目标任务打下了好的基础。

从外部环境来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

大，国际经济环境风险较大。3 月份美联储加息
政策对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偏向负面，可能
会阻碍新兴国家经济的发展,还会带动各国货币
政策发生变化；同时，欧洲经济复苏缓慢，欧盟
政局不确定性增加等诸多因素均对我国经济产生
了一定影响。在诸多因素影响下，政治形势多
变、经济体需求疲软、资金外流等问题给我国宏
观经济带来了一定挑战，外部宏观经济环境的风
险较大。

3 月份，小微指数总指数为 46.2，较上月上
升 0.2 个点，处于低位震荡回升态势。从各分项
指标指数来看，呈现“六升两降”态势。

市场指数、采购指数以及绩效指数上升，表
明了小微企业的经营情况、盈利情况在向好发
展。但是融资指数下降，表明小微企业的融资状
况不容乐观。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情况仍
然存在，如何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困境是扶持
小微企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3 月份，反映小微企业经营预期情况的扩张
指数上升0.1个点，信心指数上升0.2个点，风险
指数为 51.8，上升 0.1 个点，扩张指数、信心指
数以及风险指数上升说明企业经营环境有所改
善、企业家对宏观经济形势保持乐观，小微企业
的未来发展前景可期。调研结果显示，七大行业
流动资金周转指数呈现“四升三降”态势，其中
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服务业的流动资

金周转速度均有所好转，回款周期表现为“四升
一平两降”态势，除农林牧渔业、建筑业和批发
零售业外，其他行业的回款周期均有所缩短。虽
然农林牧渔业、批发零售业以及住宿餐饮业风险
指数有所下降，但是其指数仍在荣枯线之上，风
险较小。总的来说，所有行业的风险指数均在荣
枯线以上，风险较小。

从小微企业各行业运行指数来看，呈现“五
升一平一降”态势，除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
外，其他行业小微企业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回
升。五大行业小微指数上升的背后是春节过后小
微企业主营业务情况改善。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
指数下降的原因，主要在于其业务量下降，这可
能是由于春节期间人们放假经常外出聚餐导致的
季节性波动。从总体指数看，住宿餐饮业和批发
零售业小微指数仍然是最高的，其他各行业指数
也有所回升。

总的说，小微企业由于体量较小，抗风险
能力弱，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较大。目前中国
经济整体趋于平稳，但小微企业要想全面企
稳，必须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构性调整中
牢牢抓住机会，结合和运用自身优势，发现新
兴动能，积极主动地实现企业转型，才能稳步
实现健康发展。除此之外，小微企业融资难问
题的改善仍需依靠政府以及各级金融机构的大
力支持。

2017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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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较上月上升 0.2 个点，表
明本月小微企业运行略有好转。

从各分项指标指数（见图2）来看，呈现“六升两降”态
势。其中，市场指数为43.5，较上月上升0.2个点；采购指
数为45.4，上升0.2个点；绩效指数为45.7，上升0.1个点；
扩张指数为 45.3，上升 0.1 个点；信心指数为 48.3，上升
0.2 个点；融资指数为 49.2，下降 0.1 个点；风险指数为
51.8，上升0.1个点；成本指数为62.3，下降0.3个点。

从六大区域指数（见图 3）来看，呈现全部回升态势。
华北地区小微指数为 45.8，上升 0.1 个点；东北地区为
42.8，上升0.1个点；华东地区为47.8，上升0.2个点；中南
地区为 48.7，上升 0.2 个点；西南地区为 47.2，上升 0.3 个
点；西北地区为42.9，上升0.1个点。

七大行业小微指数部分回升

3月份七大行业小微指数呈现“五升一平一降”态势。
从小微企业各行业运行指数（见图4）来看，除批发零

售业和住宿餐饮业外，其他行业小微企业指数均出现不
同程度回升。

3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4.8，较上月上
升0.1个点。其市场指数为41.9，较上月上升0.2个点；采购
指数为44.0，较上月上升0.1个点；绩效指数为42.3，上升
0.1个点。调研结果显示，3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订单
量上升0.5个点，主营业务收入上升0.6个点，产品库存上升
0.4个点，原材料库存上升0.5个点，毛利率上升0.6个点。

制造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4.2，上升0.2个点。其
市场指数为39.7，较上月上升0.4个点；采购指数为39.6，
上升0.2个点；绩效指数为44.9，上升0.3个点。调研结果
显示，3 月份制造业小微企业产量上升 0.6 个点，主营业
务收入上升0.4个点，产品库存上升0.7个点，原材料库存
上升0.3个点，利润上升0.6个点。

建筑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4.7，较上月上升0.2个
点。其中，市场指数为43.6，上升0.3个点；采购指数为39.8，
上升0.4个点；绩效指数为47.5，上升0.2个点。调研结果显
示，3月份建筑业小微企业新签工程合同额上升0.4个点，工
程结算收入上升0.5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上升0.3个点，原材
料库存上升0.6个点，利润和毛利率均上升0.3个点。

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7.5，上升0.3个点。
其中，市场指数为46.0，上升0.4个点；采购指数为46.0，上
升0.3个点；绩效指数为46.0，上升0.3个点。调研结果显
示，3月份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运输量上升0.6个点，主营业
务收入上升0.6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上升0.4个点，原材料库
存上升0.6个点，利润和毛利率均上升0.3个点。

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8.5，与上月持
平。其中，市场指数为 47.1，上升 0.1 个点；采购指数为
54.3，上升 0.3 个点；绩效指数为 46.0，下降 0.2 个点。具
体市场表现为：销售订单量上升0.5个点，库存下降0.3个
点，进货量上升0.4个点，利润下降0.5个点。

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8.5，较上月下降
0.1个点。其市场指数为49.6，下降0.3个点；采购指数为
48.8，下降0.4个点；绩效指数为48.7，下降0.1个点。具体
表现为：小微企业业务量下降0.5个点，主营业务收入下降
0.3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下降0.5个点，利润下降0.5个点。

服务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7.6，较上月上升0.2个
点。其中，市场指数为 45.2，上升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46.8，上升 0.5 个点；绩效指数为 45.7，上升 0.3 个点。具
体表现为：业务量及业务预订量均上升 0.4 个点，原材料
采购量上升0.6个点，原材料库存上升0.5个点，利润上升
0.4个点。

六大区域运行指数全线回升

3月份六大区域运行指数呈现全部回升态势。
华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5.8，较上月上升0.1个点。

其中，市场指数为41.7，上升0.3个点；采购指数为42.5，上
升 0.2 个点；绩效指数为 45.0，上升 0.2 个点；扩张指数为
42.4，上升0.1个点；信心指数为47.7，上升0.3个点；融资指
数为49.2，上升0.1个点；风险指数为51.3，上升0.1个点。

东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2.8，较上月上升0.1个点。
其中，市场指数为38.2，上升0.1个点；采购指数为41.0，上
升 0.2 个点；绩效指数为 42.1，上升 0.1 个点；扩张指数为
43.5，上升0.2个点；信心指数为49.2，上升0.4个点。

华东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7.8，上升0.2个点。其中，
市场指数为46.5，上升0.2个点；采购指数为47.0，上升0.2

个点；绩效指数为46.8，上升0.1个点；扩张指数为46.6，上
升 0.3 个点；信心指数为 47.9，上升 0.2 个点；融资指数为
48.4，上升0.1个点；风险指数为52.3，上升0.2个点。

中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8.7，上升 0.2 个点。其
中，市场指数为 47.5，上升 0.4 个点；采购指数为 49.9，上
升 0.3 个点；绩效指数为 47.8，上升 0.2 个点；扩张指数为
47.8，上升0.2个点。

西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7.2，上升 0.3 个点。其
中，市场指数为 45.9，上升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47.3，上
升 0.3 个点；绩效指数为 47.9，上升 0.2 个点；扩张指数为

45.9，上升0.2个点；信心指数为45.6，上升0.5个点。
西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2.9，上升 0.1 个点。其

中，市场指数为 41.7，上升 0.1 个点；采购指数为 42.0，上
升 0.2 个点；扩张指数为 41.6，上升 0.2 个点；信心指数为
39.7，上升0.2个点；风险指数为50.4，上升0.3个点。

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微降风险指数微升

3 月份反映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融资指数（见图 5）
为49.2，较上月下降0.1个点。

3 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8.5，下降
0.4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9.0，下降 0.1 个
点；建筑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45.8，下降0.4个点；交通
运输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50.8，上升 0.4 个点；批发零
售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9.9，上升 0.2 个点；住宿餐饮
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4.1，下降 0.2 个点；服务业小微
企业融资指数为54.4，上升0.2个点。

小微企业的风险指数(见图 5)为 51.8，上升 0.1 个点。
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50.8，下降0.2个点；制造
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51.2，上升0.4个点；建筑业小微企
业风险指数为52.6，上升0.3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风
险指数为50.1，上升0.4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风险指
数为52.8，下降0.3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3.5，下降 0.2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1.2，上
升0.4个点。调研结果显示，七大行业流动资金周转指数
呈现“四升三降”态势，其中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
服务业的流动资金周转速度均有所好转，回款周期表现为

“四升一平两降”态势，除农林牧渔业、建筑业和批发零售
业外，其他行业的回款周期均有所缩短。

小微企业经营预期扩张指数下降

3 月份反映小微企业经营预期情况的扩张指数上升
0.1个点，信心指数上升0.2个点。

3 月份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5.3，上升 0.1 个点。分
行业来看，除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外，其他行业的小
微企业扩张指数均有所上升。其中，农林牧渔业小微企
业扩张指数为 45.6，上升 0.2 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上升
0.4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4.3，上升 0.4 个
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上升 0.4 个点，用工需求上升 0.5 个
点；建筑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41.5，上升0.4个点，其新
增投资需求和用工需求均上升0.4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
企业扩张指数为 47.2，上升 0.3 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上
升0.6个点，用工需求上升0.1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扩张
指数为47.7，上升0.2个点，其用工需求上升0.5个点。

3 月份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8.3，上升 0.2 个点。分
行业来看，呈现“六升一平”的态势。其中，农林牧渔业小
微企业信心指数为49.4，上升0.3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信
心指数为49.6，上升0.2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2.5，与上月持平；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49.0，
上升0.3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49.2，上升
0.3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49.4，上升0.2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44.3，上升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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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内容请
关注“趋势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