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位于祖国西南
边陲。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德宏下辖的梁河
县一直是当地贫困大县。阿昌族青年曹树元通过
电商销售绿色生态土特产的探索，为西南地区小
微企业开辟了一条脱贫的增收之路。

在梁河县遮岛镇五湖村曹树元家里，摆放着
滇皂角米、红糖、红薯干、蜂蜜、土鸡蛋等 40 多种
农产品，7 月份还新上了鸡枞菌、芒果、百香果等
新鲜农特产品。曹树元告诉《经济日报》记者，他
的网店客户遍布全国。2016年，其电子商务销售
额达 120 多万元，预计今年销售总额将超过 300
万元。

2008 年从昆明理工大成人学院计算机信息
管理专业毕业后，做过服务员，在工地当过修理
工。2014年在淘宝店打工时，发现人们十分喜欢
健康绿色食品。曹树元由此想到，自己家乡阿昌
山寨里有很多优质农产品，但由于销售渠道有限，
这些产品要么是拿来喂猪，要么只能烂在地里。
于是，曹树元决定辞职回家创业，用电商销售架起
一座连接两者的“桥梁”。

通过“梁河阿昌山”淘宝店，越来越多的本
地农特产品被挖掘并销售出去。仅以有“植物燕
窝”之称的皂角米为例，从 2014 年销售 260
斤，到 2017 年前 3 个月就售出 3000 多斤，给当
地群众带来了至少200多万元的收入。下一步曹
树元还打算成立红薯种植、蜂蜜养殖合作社，以
合作社的形式带动大家扩大种植规模，提高村民
的收入水平。

如今，梁河县正在形成以电子商务产业园为
中心、各行政村为重点站的电商产业格局，以电子
商务平台为支撑，“互联网+”为驱动，实现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双
向流通”，并支持入驻产业园的企业探索电商直供、私人定制、订单式生
产等服务模式，进而使“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与精准扶贫紧密结合。

按照规划，德宏州在2020 年将推动下辖的5个县市各建成1 个互
联网创新孵化基地，建成云南省一流的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培育创新
型互联网中小微企业超过1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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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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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较上月回落 0.2 个点，表
明本月小微企业运行有所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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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下降 0.1 个点；采购指数为
45.6，较上月下降 0.2 个点；绩效指数为 45.8，下降 0.1 个
点；扩张指数为 45.4，下降 0.1 个点；信心指数为 48.3，下
降 0.1 个点；融资指数为 49.1，下降 0.3 个点；风险指数为
51.8，下降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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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五降”态
势。华北地区小微指数为 45.4，下降 0.2 个点；东北地区
为 42.6，与上月持平；华东地区为 48.0，下降 0.2 个点；中
南地区为 49.3，下降 0.1 个点；西南地区为 47.2，下降 0.2
个点；西北地区为42.9，下降0.3个点。

七大行业全面下降

7月份七大行业小微指数呈现全面下降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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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5.0，较上月

下降 0.1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42.0，较上月下降 0.3 个
点；采购指数为 44.4，较上月下降 0.4 个点；绩效指数为
42.4，下降0.1个点。调研结果显示，7月份农林牧渔业小
微企业产量下降0.6个点，主营业务收入下降0.4个点，原
材料采购量下降0.5个点，利润下降0.4个点。

制造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4.3，下降0.2个点。其
市场指数为39.9，较上月下降0.2个点；采购指数为39.8，
下降0.1个点；绩效指数为45.1，微升0.1个点。调研结果
显示，7 月份制造业小微企业产量下降 0.2 个点，主营业
务收入下降0.3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下降0.2个点，利润下
降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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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下降0.3个点；采购指数为39.5，
下降0.2个点；绩效指数为47.6，微升0.1个点。调研结果
显示，7月份建筑业小微企业工程量下降0.7个点，新签工
程合同额下降0.4个点，原材料库存下降0.3个点，利润下
降0.1个点。

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6.9，下降 0.3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45.3，下降0.3个点；采购指数为46.0，
下降0.1个点；绩效指数为45.1，下降0.2个点。调研结果
显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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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库存下降0.8个点，利润
下降0.6个点。

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8.9，下降 0.3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47.7，下降0.2个点；采购指数为54.6，
下降0.3个点；绩效指数为46.4，下降0.2个点。具体市场
表现为：销售订单量下降 0.3 个点，库存下降 0.5 个点，进
货量下降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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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个点。其市场指数为50.4，下降0.2个点；采购指数为
49.2，上升 0.2 个点；绩效指数为 49.2，下降 0.3 个点。具
体表现为小微企业业务量下降0.2个点，业务预订量下降
0.2 个点，主营业务收入下降 0.4 个点，原材料库存下降
0.2个点，毛利率下降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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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下降0.4个点；采购指数为46.7，下
降0.1个点；绩效指数为45.6，下降0.1个点。具体表现为业
务量下降0.3个点，业务预订量下降0.5个点，主营业务收入
下降0.6个点，原材料库存下降0.3个点，利润下降0.8个点。

六大区域 “一平六降”

7月份六大区域运行指数呈现“一平六降”态势。
华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5.4，下降0.2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41.0，下降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42.1，下降 0.3

个点；绩效指数为44.6，与上月持平；扩张指数为42.3，下
降 0.2 个点；信心指数为 47.4，下降 0.1 个点；风险指数为
50.8，下降0.5个点。

东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2.6，与上月持平。其市
场指数为 38.0，下降 0.1 个点；采购指数为 40.9，上升 0.1
个点；绩效指数为 42.2，上升 0.1 个点；扩张指数为 43.5，
下降 0.2 个点；信心指数为 48.7，上升 0.1 个点；融资指数
为46.7，上升0.1个点；风险指数为52.7，下降0.4个点。

华东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8.0，下降0.2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46.9，下降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47.0，下降 0.3
个点；绩效指数为 47.1，下降 0.2 个点；信心指数为 47.9，
下降 0.2 个点；融资指数为 48.1，下降 0.3 个点；风险指数

为52.1，下降0.2个点。
中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9.3，下降0.1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48.2，与上月持平；采购指数为49.8，下降0.3个
点；绩效指数为 47.8，下降 0.1 个点；融资指数为 51.4，下
降0.2个点；风险指数为52.7，下降0.5个点。

西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7.2，下降0.2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46.1，下降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47.2，下降 0.2
个点；绩效指数为 47.5，下降 0.3 个点；扩张指数为 45.9，
下降 0.1 个点；信心指数为 45.6，下降 0.1 个点；融资指数
为47.7，下降0.3个点；风险指数为50.1，下降0.3个点。

西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2.9，下降0.3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41.2，下降 0.4 个点；采购指数为 42.2，下降 0.3

个点；绩效指数为 45.2，下降 0.2 个点；扩张指数为 41.8，
下降 0.3 个点；信心指数为 39.7，下降 0.3 个点；融资指数
为48.1，下降0.4个点；风险指数为49.8，下降0.2个点。

小微企业融资需求下降

7月份反映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融资指数(见图 5)为
49.1，较上月下降0.3个点。

7 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9.1，上升
0.4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8.8，下降 0.3 个
点；建筑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46.0，下降0.1个点；交通
运输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9.8，下降 0.5 个点；批发零
售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50.0，下降 0.3 个点；住宿餐饮
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3.0，下降 0.5 个点；服务业小微
企业融资指数为54.1，下降0.1个点。

小微企业的风险指数 (见图 5)为 51.8，下降 0.3 个
点。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0.6，下降 0.1 个
点；制造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51.5，下降0.1个点；建筑
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1.8，下降 0.4 个点；交通运输业
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49.9，上升 0.2 个点；批发零售业小
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2.8，下降 0.4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
企业风险指数为 54.2，下降 0.2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风
险指数为 51.0，下降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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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农林牧渔
业、交通运输业和住宿餐饮业的流动资金周转速度均有
所加快，回款周期表现为“一升一平五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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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

经营预期基本稳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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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指数下降0.1个点。

7 月份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5.4，下降 0.1 个点。分
行业来看，除农林牧渔业和服务业外，其他行业的小微企
业扩张指数均有所下降。其中，制造业小微企业扩张指
数为 44.3，下降 0.2 个点，其用工需求下降 0.5 个点；建筑
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0.5，下降 0.3 个点，其用工需求
下降 0.8 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7.3，下
降0.3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下降0.3个点，用工需求下降
0.8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47.2，下降0.1
个点，其用工需求下降 0.2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扩
张指数为47.3，下降0.4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下降0.4个
点，用工需求下降0.5个点。

7 月份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8.3，下降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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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上升 0.2 个点；制造业小微
企业信心指数为49.4，与上月持平；建筑业小微企业信心
指数为 42.2，下降 0.4 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信心指
数为 49.2，上升 0.3 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
为 49.4，下降 0.2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9.4，下降0.2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44.8，下
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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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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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较上月回落 0.2 个点，本月小
微企业运行有所下滑，但整体比较平
稳，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内基本能够保
持较好势头。

从国内经济形势来看，在 2017
年 上 半 年 ， 我 国 宏 观 经 济 稳 中 求
进，积极向好。二季度 GDP 同比增
速 6.9%，与一季度持平。从产业结
构 看 ， 工 业 结 构 中 制 造 业 表 现 较
强，同时第三产业继续维持高速增
长；从需求侧看，消费数据、尤其
是服务类消费表现好于预期，固定
资产投资符合预期，进出口也对经
济作出贡献。另外，企业效益尤其
是利润指标走势持续改善，宏观经
济的微观基础发生积极变化。整体
而言，经济运行基础比较好，但企
稳基础尚不牢固，下行压力仍然存
在。比如，经济运行中原材料采购
价格的大幅攀升，制造业尤其是中
下游行业利润空间缩窄，企业实际
融资成本上升等问题依然存在，实
体经济暗藏着一定的不确定性。

从外部环境来看，国际经济环境
风险较大。美联储加息、“缩表”的

经济决策，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其
他国家而言，都存在着较大冲击。同
时，全球政治形势多变、经济体需求
疲软、资金外流等问题都给我国宏观
经济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尤其面对发
达国家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低端锁定，
新型经济体的竞争挤压，中国制造受
到了严重挑战，低端产品严重过剩、
高端产品严重短缺的产业结构给国内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了不确定性。

2017 年 7 月份，小微指数总指数
为 46.3，较上月回落 0.2 个点，小微
企业运行有所下滑。

各分项指标指数呈现“一升七
降”态势，除成本指数为上升 0.1 个
点外，其它七个分项指标均有下降。
其中，市场指数为 43.8，绩效指数为
45.8，均较上月下降了0.1个点，直观
表明小微企业在 7 月份的市场需求以
及整体经营状况下降。作为反映小微
企业短期经营状况的先行指标，采购
指数为45.6，较上月下降0.2个点，采
购状况有所收缩。扩张指数为 45.4，
与上月相比下降了 0.1 个点，用工需
求以及新增投资需求都有不同程度的
下降。信心指数为 48.3，下降 0.1 个
点，反映企业家对当前和未来经济发

展形势、企业经营情况的预期比较保
守 ， 信 心 略 有 下 降 。 融 资 指 数 为
49.1，与上月相比下降0.3个点，融资
需求有所降低，市场积极性不高。风
险指数为 51.8，较上月降低了 0.3 个
点，但仍在荣枯线之上，表明小微企
业的经营环境尚可。

从小微企业六大区域指数来看，
呈现“一平五降”态势，东北地区为
42.6，与上月持平。小微指数最高的
是中南地区，其次是华东地区，由于
这两地的经济基础较好，并且有相关
政策的拉动和扶持，相比其他地区而
言，经济增长态势良好，小微企业的
发展基础以及发展前景都具有一定的
优势，但与上月相比，两地的下降态
势也比较明显，主要是由于绩效指数
以及风险指数下拉所致。小微指数最
低的区域是西北地区，为42.9，且处
于下行通道，表明该区域小微企业的
运行状况不佳，面临多方面的下行压
力及相应的风险。

从小微企业各行业运行指数来
看，七大行业小微企业指数均出现
了不同程度的下跌，小微企业整体
运行态势有所下滑，各个行业中小
微企业的运行仍然面临诸多风险和

挑战。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及
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下滑
最大，均为 0.3 个点。制造业和服务
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下降 0.2 个点。
农林牧渔业、建筑业小微企业运行
指数下降幅度最小，与 6 月份相比
下降 0.1 个点。

总体而言，虽然 7 月份小微经济
运行有所下滑，但目前中国经济整体
平稳向好，当前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对于小微经济的长期发展具有极
大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引导和刺激小
微经济创新发展，增大市场差异度，
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小微经济的发展与转型升级仍旧
任重道远。我们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同时，需要加大需求结构调整
力度，挖掘小微企业的盈利增长点，
坚持改革，优化经济结构，积极利用
互联网手段升级小微金融服务，并大
力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债券融资，
逐步改善目前小微企业融资方式单一
的局面。同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支持符合政策方向的小微企业更好地
发展，优化小微企业各个行业的投资
结构与消费结构，并协调好不同区域
间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