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带一路”建设实施以来，我国已与50多个国家
签订了关于合作框架协议，与其中22个国家建立了56
个经济合作开发区。

在这一建设进程中，小微企业如何才能抓住机遇
参与其中呢？

首先，企业走出去应具有充分的自信。因为，在
“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民营企业及小微企业有着广
阔的市场空间。尽管在“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中，优势
央企和国企是主力军，承担基础设施建设、高铁、核电
等大型项目建设。但是，民企也要善于“借梯登高”，与
国家队“混搭”形成叠加优势，在市场化领域担当参与
者、合作者。例如，大型项目配套的旅游、餐饮、中介等
服务领域，都是中小微企业可以努力开拓的市场。

其次，对于民营企业及中小微企业来说，“一带一
路”建设绝不是简单地转移自己落后产能或者粗放地
获取市场、资源，而要在科学理念引导下，做好公司技
术、标准安排，真正做好差异化选择与竞争。

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红豆集团在柬埔寨设立的西
港工业园。位于西哈努克的西港经济特区已经营了 9
年，现在有 109 家企业入驻。该企业的远期目标是要
把西港经济特区打造成“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样板园
区，入驻 300 家企业，容纳 8 万至 10 万产业工人，建立
一个生态化的宜居新城。企业在项目选择时，不仅为
自己的发展创造了新的空间，同时也为众多的中小微
企业“走出去”打造了发展的平台，获得了颇多好评。

最后，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还需注意信息不对称
问题，建立诚信体系很重要。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民企“走出去”取得
了可圈可点的成绩。面对国家级战略机遇，部分民
营及中小微企业家顺势而为，积极学习，在市场开
拓、公司经营、项目管理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从单打独斗到合作共赢，
从等待商机到培育市场，主动运用国际金融资本，一批具有全球视野的企
业家正在涌现，涉足领域从资源型开发逐步转向服务贸易、旅游、农业、
教育等民生领域。总体来说，“一带一路”对于中国民营及小微企业也是
一个历史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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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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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较上月上升 0.1 个
点，表明本月小微企业运行继续好转。

从各分项指标指数 （见图 2） 来看，呈现“七升一
降”态势。其中市场指数为 43.6，较上月上升 0.1 个
点 ； 采 购 指 数 为 45.7， 上 升 0.3 个 点 ； 绩 效 指 数 为
45.8，上升 0.1 个点；扩张指数为 45.5，上升 0.2 个点；
信心指数为 48.1，下降 0.2 个点；融资指数为 49.3，上
升 0.1 个点；风险指数为 52.0，上升 0.2 个点；成本指
数为62.4，上升0.1个点。

从六大区域指数 （见图 3） 来看，呈现“三升一平
两降”态势。华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5.8，与上月
持平；东北地区为 43.0，上升 0.2 个点；华东地区为
47.7，下降 0.1 个点；中南地区为 49.0，上升 0.3 个
点 ； 西 南 地 区 为 47.1， 下 降 0.1 个 点 ； 西 北 地 区 为
43.1，上升 0.2 个点。

七大行业“四升三降”

4月份七大行业小微指数呈现“四升三降”态势。
从小微企业各行业运行指数 （见图 4） 来看，除建

筑业、交通运输业和服务业外，其他行业小微企业指数
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回升。

4 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5.0，较上
月上升0.2个点。其市场指数为42.1，较上月上升0.2个
点；采购指数为 44.3，较上月上升 0.3 个点；绩效指数
为 42.5，上升 0.2 个点。调研结果显示，4 月份农林牧
渔业小微企业订单量上升 0.8 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上升
0.3个点，原材料库存上升0.4个点，利润上升0.6个点。

制造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4.4，上升 0.2 个点。
其市场指数为 39.9，较上月上升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40.0，上升 0.4 个点；绩效指数为 44.8，下降 0.1 个点。调
研结果显示，4 月份制造业小微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上升
0.6 个点，产品库存上升 0.8 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上升 0.5
个点，原材料库存上升0.4个点，利润下降0.3个点。

建筑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4.6，较上月下降0.1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43.4，下降0.2个点；采购指数为39.6，
下降0.2个点；绩效指数为47.6，上升0.1个点。调研结
果显示，4月份建筑业小微企业新签工程合同额下降0.3
个点，工程结算收入下降 0.2 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下降
0.7个点，毛利率上升0.6个点。

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7.2，下降 0.3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 45.7，下降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45.8，下降 0.2 个点；绩效指数为 45.7，下降 0.3 个点。
调研结果显示，4 月份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运输量下降
0.4个点，业务预订量下降0.5个点，主营业务收入下降
0.3 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下降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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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7，上升 0.2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 47.3，上升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54.7，上升 0.4 个点；绩效指数为 46.5，上升 0.5 个点。
具体市场表现为：积压订单量上升 0.6 个点，销售额上
升 0.8 个点，库存上升 0.6 个点，进货量上升 0.4 个点，
利润上升0.6个点，毛利率上升0.7个点。

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8.6，较上月上升
0.1个点。其市场指数为50.0，上升0.4个点；采购指数
为 48.6，下降 0.2 个点；绩效指数为 49.0，上升 0.3 个
点。具体表现为小微企业业务预订量上升 0.7 个点，主
营业务收入上升0.5个点，原材料库存下降0.4个点，利
润和毛利率均上升0.5个点。

服务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7.4，较上月下降 0.2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44.9，下降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46.4，下降 0.4 个点；绩效指数为 45.6，下降 0.1 个点。
具体表现为业务预订量下降 0.5 个点，主营业务收入下
降0.4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下降0.6个点，利润和毛利率
均下降0.2个点。

六大区域“三升一平两降”

4 月份六大区域运行指数呈现“三升一平两降”
态势。

华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5.8，与上月持平。其市
场指数为 41.6，下降 0.1 个点；采购指数为 42.3，下降 0.2
个点；绩效指数为 44.9，下降 0.1 个点；扩张指数为 42.5，
上升 0.1 个点；信心指数为 47.5，下降 0.2 个点；融资指数
为49.1，下降0.1个点；风险指数为51.6，上升0.3个点。

东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3.0，较上月上升 0.2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38.5，上升0.3个点；采购指数为41.3，

上升 0.3 个点；绩效指数为 42.4，上升 0.3 个点；扩张指数
为43.7，上升0.2个点；融资指数为46.7，上升0.1个点；风
险指数为53.1，上升0.4个点。

华东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7.7，下降0.1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46.4，下降 0.1 个点；采购指数为 46.9，下降 0.1
个点；扩张指数为 46.4，下降 0.2 个点；信心指数为 47.7，
下降 0.2 个点；融资指数为 48.3，下降 0.1 个点；风险指数
为52.0，下降0.3个点。

中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9.0，上升0.3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47.8，上升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50.3，上升 0.4
个点；扩张指数为 48.3，上升 0.5 个点；融资指数为 51.5，
上升0.2个点；风险指数为52.8，上升0.5个点。

西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7.1，下降0.1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45.8，下降 0.1 个点；采购指数为 47.2，下降 0.1
个点；扩张指数为 45.7，下降 0.2 个点；信心指数为 45.3，
下降0.3个点；风险指数为49.8，下降0.2个点。

西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3.1，上升0.2个点。其采
购指数为 42.3，上升 0.3 个点；信心指数为 40.0，上升 0.3
个点；融资指数为48.3，上升0.3个点。

小微企业融资需求上升

4月份反映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融资指数(见图 5)为
49.3，较上月上升0.1个点。

4 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8.7，上升
0.2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9.2，上升 0.2 个
点；建筑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46.1，上升0.3个点；交通
运输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50.4，下降 0.4 个点；批发零
售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9.7，下降 0.2 个点；住宿餐饮
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3.9，下降 0.2 个点；服务业小微
企业融资指数为54.1，下降0.3个点。

小微企业的风险指数 (见图 5)为 52.0，上升 0.2 个
点。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1.0，上升 0.2 个
点；制造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51.5，上升0.3个点；建筑
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2.2，下降 0.4 个点；交通运输业
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0.0，下降 0.1 个点；批发零售业小
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3.2，上升 0.4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
企业风险指数为 53.9，上升 0.4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风
险指数为 50.9，下降 0.3 个点。调研结果显示，七大行业
流动资金周转指数呈现“三升四降”态势，其中制造业、批
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的流动资金周转速度均有所好
转，回款周期表现为“五升两降”态势，除交通运输业和服
务业外，其他行业的回款周期均有所缩短。

小微企业经营预期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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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份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5.5，上升 0.2 个点。分
行业来看，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的小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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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上升0.4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和用工需求均上
升0.8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44.6，上升0.3个
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上升0.7个点，用工需求上升0.5个点；
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46.8，上升0.3个点，其新
增投资需求上升0.4个点，用工需求上升0.3个点。

4 月份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8.1，下降 0.2 个点。分
行业来看，呈现“两升一平四降”的态势。其中，农林牧渔
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9.3，下降 0.1 个点；制造业小微
企业信心指数为 49.4，下降 0.2 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信
心指数为 42.4，下降 0.1 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信心
指数为 49.1，上升 0.1 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信心指
数为 49.0，下降 0.2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
为 49.4，与上月持平；服务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4.4，
上升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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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一季度 6.9%的 GDP 增速为我国宏观
经济“稳中向好”的趋势提供了佐证。但同期，民
间投资增长速度下降,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
心公布的 2017 年 4 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为51.2%，较上月落0.6个百分点，系列数据
指标预示我国经济依然有下行风险。我们认为，
在筑底期防控金融风险将是下一步的重要任务。
期间，如何通过合理的路径选择将结构性改革落
到实处，尤其是在小微经济领域全面落实，实现小
微经济的筑底及结构优化，是第二季度我国经济
发展重要任务之一。

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呈现出明显
的筑底回升迹象，经济指标连续3个季度向好，给
市场带来了良好的预期。其中，物价进入上行通
道、宏观经济摆脱通缩压力，剔除食品以后，消费
价格指数明显回升，非食品 CPI、核心 CPI 和服务
类 CPI 同比增速均高于 2%；工业企业利润迅速增
长，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明显好于其他企业；黑色
金属、有色金属、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及化学纤维制造业等行业明显好于其他行业；我
国外汇储备下降压力得到缓解，先是一季度我国
外汇储备的降幅明显收窄，4 月份外汇储备总额
更是连续两个月回升，重返3万亿美元大关。

然而，制造业 PMI 连续 9 个月扩张之后明显
回落，也表明随着金融改革与风险防控意识的提
升、货币政策趋紧、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如何防控

金融风险已成为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的重要任务。
从行业指标来看，制造业生产指数较上月回落0.4
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 52.3%，跌至过去 7 个月
以来的次低水平，显示生产性需求有向下波动的
趋势；而且受到国内外大宗商品和行业供求关系
的影响，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
数为 51.8%和 48.7%，分别比上月下降 7.5 和 4.5 个
百分点，创下9个月以来的新低，这些变化将带动
生产者价格指数（PPI）下行。

2017 年 4 月份，“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的总指数为46.3，较上月上
升 0.1 个点，并创出 12 个月以来的新高，表明本月
小微企业运行延续了筑底向好趋势。

从各分项指标指数来看，呈现出“七升一降”
态势，较为乐观，除信心指数为48.1，下降0.2个点
以外，其他指数均呈上升态势。采购指数更是较
上月上升0.3个点，达45.7。

从六大区域指数来看，呈现“三升一平两降”
态势，传统小微经济发展较弱的东北地区和西北
地区分别为 43.0 和 43.1，均上升 0.2 个点，中南地
区为49.0，大幅上升0.3个点，接近荣枯线位置，其
他区域呈持平或微跌状态。

从行业指数来看，七大行业小微指数呈现“四
升三降”态势，除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服务业外，
其他行业小微企业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回升。
尤为难得的是，制造业小微指数为 44.4，上升 0.2

个点，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上升 0.6 个点，进一步反
映出制造业扩张的趋势。这些数据都反映出基础
性行业的小微企业正在筑牢底部。当然，我们也
应该看到，目前大部分指数均在荣枯线之下，因此
小微经济距离复苏仍有距离。

指数的向好给小微企业增强了信心，但宏观
经济指标中的结构失衡有可能给小微经济发展带
来新的问题。

目前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显著超过消费增
速，而且未来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会进
一步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这会带动小微经
济结构也出现失衡的状态。众多小微企业在一定
期间内会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而开展相应的投
资和生产经营，这会加剧小微经济中消费增速慢于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如果这种增长结构不调整，则
有可能出现小微经济过于依赖固定资产投资的趋
势，这当然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相悖的。

因此，下一阶段小微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应为
小微经济满足有效需求，特别是以第三产业为代
表的服务业需求，以小微经济的有效需求增长为
目标，扩大小微经济的广度与深度，避免经济增长
过度依赖投资的刚性结构。令人欣慰的是，目前
国家的相关政策导向和有关机制的落实已有效地
聚焦于混合所有制等一系列改革中，正在引导社
会资本积极参与，这些改革将有助于小微经济长
期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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