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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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小微企业复苏压力与机遇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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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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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月持平，表明
本月小微企业继续平稳运行。

从各分项指标指数 （见图 2） 来看，呈现“四升四
降”态势。其中，市场指数为 43.7，上升 0.1 个点；采
购 指 数 为 45.5， 较 上 月 下 降 0.2 个 点 ； 绩 效 指 数 为
45.7，下降 0.1 个点；扩张指数为 45.4，下降 0.1 个点；
信心指数为 48.2，上升 0.1 个点；融资指数为 49.5，上
升 0.2个点；风险指数为 51.9，下降 0.1个点；成本指数
为 62.6，上升 0.2个点。

从六大区域指数 （见图 3） 来看，呈现“三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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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下降 0.2 个点；华东地区为 47.8，上
升 0.1个点；中南地区为 49.2，上升 0.2个点；西南地区
为 47.3， 上 升 0.2 个 点 ； 西 北 地 区 为 43.0， 下 降 0.1
个点。

七大行业“四升三降”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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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农

林牧渔业、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外，其他行业小微企业
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

5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4.8，较上月
下降 0.2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41.9，较上月下降 0.2 个
点；采购指数为44.4，较上月上升0.1个点；绩效指数为
42.3，下降 0.2 个点。调研结果显示，5 月份农林牧渔业
小微企业产品出厂价格下降0.5个点，主营业务收入下降
0.6个点，原材料库存上升0.2个点，利润下降0.8个点。

制造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4.3，下降 0.1 个点。
其市场指数为 39.8，较上月下降 0.1 个点；采购指数为
39.8，下降 0.2 个点；绩效指数为 44.7，下降 0.1 个点。
调研结果显示，5 月份制造业小微企业订单量下降 0.2
个点，主营业务收入下降 0.2个点，产品库存下降 0.2个
点，原材料采购量下降 0.3个点，原材料库存下降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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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月上升0.2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 43.7，上升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39.8，上升0.2个点；绩效指数为47.4，下降0.2个点。调
研结果显示，5月份建筑业小微企业工程量上升0.3个点，
新签工程合同额上升 0.6个点，工程结算收入上升 0.2个
点，原材料采购量上升0.7个点，利润下降0.4个点。

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7.1，下降 0.1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 45.4，下降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45.7，下降 0.1 个点；绩效指数为 45.5，下降 0.2 个点。
调研结果显示，5 月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业务预订量下
降 0.4个点，主营业务收入下降 0.7个点，原材料库存下
降 0.7个点，利润下降 0.4个点。

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8.9，上升 0.2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 47.7，上升 0.4 个点；采购指数为
54.5，下降 0.2 个点；绩效指数为 46.5，与上月持平。
具体市场表现为：销售订单量上升 0.6 个点，积压订单
量上升 0.6 个点，销售额上升 0.5 个点，库存上升 0.5 个
点，进货量下降 0.2个点，毛利率上升 0.2个点。

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8.8，较上月上升
0.2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50.3，上升 0.3 个点；采购指数
为 48.8，上升 0.2 个点；绩效指数为 49.3，上升 0.3 个
点。具体表现为小微企业业务量上升 0.6 个点，业务预
订量上升 0.3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上升 0.6个点，利润上
升 0.7个点。

服务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7.5，较上月上升 0.1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44.7，下降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46.7，上升 0.3 个点；绩效指数为 45.5，下降 0.1 个点。
具体表现为业务预订量下降 0.4 个点，主营业务收入下
降 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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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下降 0.6个点。

六大区域“三升三降”

5月份六大区域运行指数呈现“三升三降”态势。
华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5.7，下降 0.1 个点。其

市场指数为 41.5，下降 0.1 个点；采购指数为 42.3，与
上月持平；绩效指数为 44.7，下降 0.2 个点；扩张指数
为 42.2，下降 0.3 个点；信心指数为 47.3，下降 0.2 个
点 ； 融 资 指 数 为 49.0， 下 降 0.1 个 点 ； 风 险 指 数 为
51.4，下降 0.2个点。

东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2.8，较上月下降 0.2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 38.2，下降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41.0，下降 0.3 个点；绩效指数为 42.3，下降 0.1 个点；
扩张指数为 43.5，下降 0.2 个点；融资指数为 46.5，下
降 0.2个点；风险指数为 52.9，下降 0.2个点。

华东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7.8，上升 0.1 个点。其
市场指数为 46.8，上升 0.4 个点；采购指数为 47.0，上
升 0.1个点；融资指数为 48.5，上升 0.2个点。

中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9.2，上升 0.2 个点。其
市场指数为 47.9，上升 0.1 个点；绩效指数为 47.6，与
上月持平；信心指数为 48.3，上升 0.3 个点；融资指数
为 51.8，上升 0.3个点。

西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7.3，上升 0.2 个点。其
市场指数为 46.1，上升 0.3 个点；扩张指数为 46.1，上

升 0.4个点；信心指数为 45.6，上升 0.3个点；风险指数
为 50.1，上升 0.3个点。

西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3.0，下降 0.1 个点。其
市场指数为 41.4，下降 0.1 个点；采购指数为 42.1，下
降 0.2个点；绩效指数为 45.2，下降 0.1个点；信心指数
为 39.7， 下 降 0.3 个 点 ； 风 险 指 数 为 49.9， 下 降 0.3
个点。

小微企业融资需求上升

5 月份反映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融资指数为 49.5，上
升 0.2个点。

5 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8.5，下降
0.2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9.4，上升 0.2 个
点；建筑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6.3，上升 0.2 个点；交通
运输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50.3，下降 0.1 个点；批发零
售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50.1，上升 0.4 个点；住宿餐饮
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3.9，与上月持平；服务业小微企
业融资指数为 54.4，上升 0.3个点。

小微企业的风险指数（见图 5）为 51.9，下降 0.1 个点。
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50.5，下降0.5个点；制造
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51.2，下降0.3个点；建筑业小微企
业风险指数为52.4，上升0.2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风
险指数为49.8，下降0.2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风险指
数为53.1，下降0.1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4.1，上升 0.2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1.1，上
升 0.2 个点。调研结果显示，七大行业流动资金周转指数
呈现“一升一平五降”态势，其中除建筑业和服务业外，其
他行业的流动资金周转速度均有所变慢，回款周期表现为

“四升三降”态势，除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外，
其他行业的回款周期均有所缩短。

小微企业经营预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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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份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5.4，下降 0.1 个点。分
行业来看，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小微企业扩张
指数均有所下降。其中，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
为 45.9，下降 0.1 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下降 0.8 个点；制
造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4.4，下降 0.2 个点，其新增投
资需求下降 0.1个点，用工需求下降 0.5个点；建筑业小微
企业扩张指数为 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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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个点。

5 月份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8.2，微升 0.1 个点。分
行业来看，呈现“三升四降”的态势。其中，农林牧渔业小
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9.1，下降 0.2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
信心指数为 49.3，下降 0.1 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信心指
数为 42.8，上升 0.4 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
为 48.7，下降 0.4 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9.3，上升 0.3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9.3，下降 0.1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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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对原始数据作了处理，
均已经调整为正向指标，
指数越大表明情况越好。

在日前举办的贵阳市“2017 中国国际大数
据产业博览会”上,贵州通过“云上贵州”大数据
商业模式大赛、草根创业大赛等系列大数据专
业赛事向全球创客发出邀请,旨在加速形成数
字经济新业态。事实上，量大面广的小微企业
也应把握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在信息化的道
路上成为先行者。

首先，小微企业要主动利用好互联网，融入
“数字时代”。《经济日报》记者在甘肃平凉的边
远山村采访时看到，一位农村淘宝店主，可以通
过互联网把村里的山货核桃、杂粮等卖到一线
大城市，一斤可比原来多卖 4 元到 5 元，真正实
现了“把家乡放在网上，把特产卖向全国”。像
这种小微企业互联网成功创业的案例已成当下
的流行趋势。

其次，率先跻身信息产业的高科技企业要
为中小微企业服务，带动小微企业共同发展。
网库集团就是这样一家为生产制造和农业种植
养殖小微企业提供信息服务的民营公司。网库
集团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网库集团服务平台
已累积中小企业用户数据 1100多万，旗下 B2B
平台注册中小企业会员近 200 万家，为全国超
过 30 万家中小微企业提供基础 B2B 电子商务
应用服务，并与其中 2400多家具有单品优势的
实体企业共同构建了单品电子商务交易平台，
近 3 年来累计实现企业间在线供应链交易额
5600亿元。同时，公司业绩实现了快速增长。

最后，在帮助小微企业“触网”过程中，政府
的精准扶持也很重要。“腾计划”是由工信部中
小企业局直接指导，网库集团等企业发起并实
施的中小微企业电子商务应用扶持工程，该计划设立 20 亿元专项扶持
基金，联合 30 多家第三方服务机构共同实施，计划在 3 年内推动三大
工程，促进特色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升级转型，提高“专精特新”类中小微
企业的信息化水平和电子商务应用水平，培养专业的电子商务应用型
人才。“腾计划”的目标是推动 100万家实体企业进入供应链电子商务。

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因素有增无

减，国内经济转型的压力逐渐释放，内

外压力对小微企业发展构成阻力，为

减轻小微企业压力，需要从政策上对

小微企业给予扶持。近日，七部委全

面实施应收账款融资专项业务，体现

了政府将金融资源向小微企业倾斜和

引导的态度。

2017 年 5 月份，“经济日报—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6.3，与上月持平，表明 5 月小微企业

运行继续在低位徘徊，尚无明显反弹

趋势。在内外经济形势不明朗的条件

下，保证政策落实对于帮助小微企业

恢复稳健增长势头至关重要。

国内经济形势方面，金融去杠杆

基调不变，2017 年 5 月份央行多次实

行逆回购操作，相较于一季度，市场流

动性有较大幅度的改善。4 月份银行

资产负债表开始出现收缩，对其他存

款性公司债权、其他金融机构债权有

较大幅度的降低，这与银行业监管趋

严相关。进入二季度以来，宏观经济

总体呈现缓慢回落态势。4 月份 PPI

指数 6.4%，仍保持正值，但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加 6.5%，较 3 月份降低 1.1%，

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了经济向

健康方向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

所放缓，2017 年 1 月份至 4 月份，全国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名义增

长 8.9%，增速比 1 月份至 3 月份降低

0.3%。此外，由于体制性进入障碍问

题仍然存在，4 月份民间与全国固定

资产投资增速的差距为 2.8%，较 3 月

份数据 1.5%扩大了 1.3%，民间投资动

能恢复仍然存在阻碍。

总体来看，当前我国实体经济有

所回落，但推进结构调整的立场不

变。国际形势方面，全球经济复苏良

好，国际贸易呈恢复性增长，随着“一

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全球经济新增长

动力在聚集。

2017 年 5 月份，小微指数与上月

持平，表明 5 月小微企业运行继续在

低位徘徊。总体来说，由于市场环境

的不确定性导致企业经营环境略有恶

化，绩效表现不如预期，融资、成本、信

心、市场指数的上升说明小微企业主

仍然保持信心和投融资欲望，政策的

倾斜增加了小微企业的获得感。

分行业看，小微指数呈现“四升三

降”的态势，除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和

交通运输业外，其他行业小微企业指

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

其中，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运行

指数为44.8，较上月下降0.2个点，季节

因素引发产品出厂价格下跌，主营业

务收入减少，加上销售状况不佳、库存

上升导致利润收缩，表现为市场指数

和绩效指数下跌。制造业小微企业运

行指数为44.3，下降0.1个点，其原材料

采购量下降0.3个点。

5月份建筑业、批发零售业、服务业

运行指数表现趋好。建筑业小微企业

运行指数为44.8，较上月上升0.2个点，

主要由市场指数和采购指数的拉动。

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8.9，

上升 0.2 个点，主要靠市场指数的拉

动。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8.8，较上月上升0.2个点。服务业小微

企业运行指数为 47.5，较上月上升 0.1

个点，但服务业的市场指数表现不佳。

区域来看，小微指数呈现“三升三

降”态势。得益于政策的拉动和扶持，

长江沿岸经济增长态势良好。中南地

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9.2，上升 0.2 个

点，西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7.3，上

升 0.2 个点，华东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7.8，上升 0.1 个点。华北地区旧的产

业增长动力不足，新的增长点还没能

带来实际效果，市场指数、采购指数、

绩效指数、扩张指数、信心指数、融资

指数、风险指数都表现不佳，小微企业

指数为 45.7，下降 0.1 个点。由于国家

鼓励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对口合

作，积极推动转型升级，传统老工业基

地信心指数、成本指数略有回升，但由

于体制性、机制性和结构性问题依然

未解决，经济整体仍处于下行通道，对

小微企业运行环境的实际改善效果还

未显现。

总体而言，小微企业体量较小，抗

风险能力弱，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

较大，在我国经济呈现平稳放缓的态

势下，金融去杠杆和利率上升将导致

资金面持续趋紧，资金不足将继续对

需求形成抑制，推升实体经济融资成

本，增大小微企业发展压力，使得小微

企业盈利空间收窄，补库存意愿下

降。但从政策来看，随着小微企业应

收账款融资专项行动等的进一步开

展，小微企业融资渠道、信息采集渠道

将进一步拓宽，对小微企业对抗风险、

提升信心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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