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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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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较上月下降 0.2 个
点，表明本月小微企业运行有所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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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下降0.1个点；采购指数
为45.9，较上月下降0.3个点；绩效指数为46.3，与上月持
平；扩张指数为 45.7，下降 0.2 个点；信心指数为 48.9，上
升 0.1个点；融资指数为 49.1，下降 0.1个点；风险指数为
52.3，下降0.1个点；成本指数为62.0，下降0.2个点。

从六大区域指数（见图 3）来看，呈现“两升四降”态
势。华北地区小微指数为 45.4，下降 0.3 个点；东北地
区为 42.5，下降 0.2 个点；华东地区为 48.9，上升 0.1 个
点；中南地区为 49.8，上升 0.2 个点；西南地区为 47.5，
下降 0.1 个点；西北地区为 42.8，下降 0.2 个点。

七大行业指数“两升五降”

从小微企业各行业运行指数（见图 4）来看，除交通
运输业和服务业外，其他行业小微企业指数均出现不
同程度的下降。

11 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5.1，较
上月下降 0.1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42.4，较上月下降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44.3，较上月下降 0.3 个点；绩效
指数为 41.8，下降 0.2 个点。调研结果显示，11 月农林
牧渔业小微企业产量下降 0.3 个点，订单量下降 0.4 个
点，原材料采购量和原材料库存均下降 0.4 个点，毛利
率下降 0.7 个点。

制造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4.7，下降 0.2 个点。
其市场指数为 40.1，较上月下降 0.1 个点；采购指数为
40.6，下降 0.2 个点；绩效指数为 45.7，下降 0.1 个点。
调研结果显示，11 月制造业小微企业产量下降 0.4 个
点，主营业务收入下降 0.3 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下降 0.6
个点，利润下降 0.4 个点。

建筑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3.9，较上月下降 0.3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42.5，下降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39.1，下降 0.2 个点；绩效指数为 47.4，下降 0.1 个点。
调研结果显示，11 月建筑业小微企业工程量下降 0.6
个点，新签工程合同额下降 0.6 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下
降 0.4 个点，毛利率下降 0.3 个点。

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7.3，上升 0.1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 45.6，上升 0.1 个点；采购指数为
47.0，上升 0.1 个点；绩效指数为 45.8，上升 0.3 个点。
调研结果显示，11 月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业务预订量
上升 0.5 个点，主营业务收入上升 0.2 个点，原材料采购
量上升 0.4 个点，利润上升 0.5 个点。

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9.3，下降 0.2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 48.2，下降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54.8，下降 0.2 个点；绩效指数为 47.0，下降 0.1 个点。具
体市场表现为：销售订单量下降 0.4个点，积压订单下降
0.3个点，进货量下降 0.2个点，毛利率下降 0.3个点。

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8.5，较上月下
降 0.2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50.3，下降 0.1 个点；采购指
数为 49.1，下降 0.4 个点；绩效指数为 49.1，下降 0.3 个
点。具体表现为：小微企业业务量下降 0.4 个点，原材
料采购量下降 0.5 个点，原材料库存下降 0.4 个点，毛
利率下降 0.6 个点。

服务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7.4，较上月上升 0.1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44.8，上升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46.4，下降 0.1 个点；绩效指数为 45.5，上升 0.1 个点。
具体表现为：业务量上升 0.5 个点，业务预订量上升 0.3
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下降 0.2 个点，利润上升 0.4 个点。

六大区域运行指数“两升四降”

华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5.4，下降0.3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41.3，下降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41.8，下降 0.3
个点；绩效指数为 44.3，下降 0.3 个点；扩张指数为 42.0，
下降 0.2个点；信心指数为 47.4，下降 0.4个点；融资指数
为48.9，下降0.4个点；风险指数为51.1，下降0.5个点。

东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2.5，下降 0.2 个点。其
市场指数为 37.9，下降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41.0，下降
0.4 个点；绩效指数为 42.2，下降 0.2 个点；扩张指数为
42.8，下降 0.4 个点；信心指数为 49.0，下降 0.1 个点；风
险指数为 52.9，下降 0.4 个点。

华东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8.9，上升 0.1 个点。其
绩效指数为 48.1，上升 0.1 个点；扩张指数为 46.7，上升

0.3 个点；信心指数为 48.6，上升 0.3 个点；融资指数为
48.4，上升 0.1 个点；风险指数为 52.4，上升 0.3 个点。

中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9.8，上升 0.2 个点。其
采购指数为 50.3，上升 0.3 个点；绩效指数为 48.5，上升
0.2 个点；信心指数为 49.3，上升 0.4 个点；融资指数为
51.6，上升 0.1 个点；风险指数为 52.6，上升 0.3 个点。

西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7.5，下降 0.1 个点。其
市场指数为 46.2，下降 0.2 个点；绩效指数为 48.0，下降
0.2 个点；风险指数为 50.5，下降 0.3 个点。

西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2.8，下降0.2个点。其市场指
数为41.1，下降0.3个点；采购指数为41.9，下降0.3个点；绩效

指数为45.3，下降0.4个点；扩张指数为41.8，下降0.2个点。

融资需求较上月下降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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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个点。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
融资指数为 49.1，上升 0.2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融资
指数为 49.0，下降 0.2 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
为 45.5，下降 0.1 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
为 49.6，上升 0.2 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
为 49.9，下降 0.1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
为 42.5，下降 0.2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53.8，下降 0.1 个点。

小微企业的风险指数（见图 5）为 52.3，下降 0.1 个
点。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1.2，下降 0.3 个
点；制造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2.3，下降 0.4 个点；建
筑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2.1，上升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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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下降 0.1 个点；住宿餐
饮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3.9，下降 0.2 个点；服务业
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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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升一平两降”
态势，除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和住宿餐饮业外，其他行
业的流动资金周转速度均有所加快，回款周期表现为

“三升四降”态势，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住宿餐饮业的
回款周期均有所缩短。

扩张意愿降低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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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指数上升 0.1 个点。

11 月份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5.7，下降 0.2 个点。
分行业来看，除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业和服务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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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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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个点；建筑业
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0.0，下降 0.2 个点，其新增投资
需求下降 0.5 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7.6，下降 0.3 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下降 0.2 个点，用
工需求下降 0.5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7.4，下降 0.1 个点，其用工需求下降 0.4 个点。

11 月份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8.9，上升 0.1 个点。
分行业来看，呈现“六升一降”的态势。其中，农林牧渔
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9.4，上升 0.1 个点；制造业小
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50.2，上升 0.2 个点；建筑业小微企
业信心指数为 41.9，下降 0.3 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
业信心指数为 49.2，上升 0.2 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
业信心指数为 50.6，上升 0.3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
业信心指数为 49.5，上升 0.1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信
心指数为 4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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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结构调整深入推进，新旧动能加快转

换，质量效益不断提高，国民经济继

续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7 月份

至10月份，小微指数经历了连续3个

月的上升，10 月份达到了 20 个月以

来的最高点，表明我国小微企业成功

筑底。11 月份，“经济日报—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6.5，相比 10 月下降 0.2 个点，小微

企业运行有所回落。基于对宏观经济

形势平稳发展和小微企业筑底成功的

判断，11 月份指数下降属于正常回

落，小微企业要坚定信心，积极寻找

发展新动力，稳固筑底基础。

宏观经济运行平稳主要体现在以

下 3个方面。第一，生产需求指标波

动幅度小，增长速度快于去年同期水

平。生产方面，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6.2%，比去年同月加

快 0.1 个百分点；服务业生产指数当

月同比增长 8.0%，比上年同月加快

0.2 个百分点。需求方面，10 月份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0%，与

上年同月持平。投资方面，1 月份至

10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 1月份至

9 月份略有回落，回落 0.2 个百分点，

但投资在优化供给结构方面持续发挥

作用。出口方面，10月份出口同比增

长6.1%。

第二，物价水平温和上涨。根据

国际经验，价格水平保持在 2%以内

的温和上涨对经济发展有利。10月份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1.9%，工

业 生 产 者 出 厂 价 格 指 数 PPI 上 涨

6.9%，涨幅与上月持平。这两个价格

指数表明，目前市场供求关系正在持

续改善。

第三，经济运行质量效益稳步提

升。从前三季度看，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和服务业的利润实现了较高水平的

增长，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22.8%和

31.4%。从企业的经营效益来看，今

年以来持续提升，前三季度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每百元资产实现的主营业务

收入同比提高 4.8 元，人均主营业务

收入同比提高16万元，包括产成品的

周转天数等效益指标都表明，微观企

业的经营效率也在提高。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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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

10月份扩张指数已处于高点，11月份

开始呈现高位小幅回落，但根据对中

国宏观经济数据的判断，总体来看，

扩张指数会继续上升，10月份制造业

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1.6%，该指标

已连续15个月保持在临界点以上，表

明现今仍处于扩张区间。

11 月 份 小 微 企 业 信 心 指 数 为

48.9，上升0.1个点。其中，服务业和

批发零售业的信心指数提升最大，升

幅为 0.3 个百分点。信心指数的总体

提高，与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以来国

内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得到很大

提升、市场预期持续提高有关。

11 月份小微企业运行指数在到

达 10 月份的高位后小幅回落；然而

基于对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继续保持

稳中向好态势的判断，11 月份小微

企业运行指数回落属于正常现象，

未来小微企业的运行情况还将延续

良好的态势。随着十九大后更多加

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具体政策的出

台，小微企业的融资风险将持续下

降，小微企业要坚定信心，不断挖

掘自身活力，积极防范风险，加大

研发投入力度，通过技术创新带动

产品创新和生产经营模式创新。金

融机构也应在深化改革的浪潮下，

探索新的服务模式、业务模式和产

品模式，借助金融科技手段，更有

效地为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在经历了连续3个月的上升后，11月份小微指数有所回落。基于

对宏观经济形势平稳发展和小微企业筑底成功的判断，11月份指数下

降属于正常回落，小微企业要坚定信心，积极寻找发展新动力，稳固筑

底基础。金融机构也应深化改革，更有效地为小微企业提供服务

进入信息时代，中小微企业如何才能
搭上消费升级的快车？2016 年诞生的网
络送花应用“花点时间”就是一个成功案
例。“花点时间”通过升级技术手段，让
消费者可以通过其微信公众号下单，在方
便顾客的同时，也成功地将买花这种低频
次消费行为变成了高频次消费习惯，从而
挖掘到了商机。

当前，主流消费群体已从“60 后”
“70 后”人群，逐渐转变为“80 后”“90
后”人群，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新兴经
济形态正在重塑传统实体经济，不断激发
商业模式创新，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因
此，中小微企业必须紧密跟踪、研究新生
消费人群的习惯和喜好，加快与互联网跨
界深度融合，不断加强技术创新、商业模
式创新，搭建全新的消费场景，才能在未
来市场竞争中经受住考验。

开放、连接、赋能是未来产业发展趋
势。在当前环境下，不管是做产品，还是
提供服务，中小微企业都必须将自己的能
力开发出来，以更加包容的心态，与外
界、与社会“链接”，从而在开放的互联
网产业链生态环境中找到更加适合自己的
定位，并贡献价值。

在政策支持层面，工业和信息化部正
在落实《关于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培育行动
计划》，强调促进制造业与互联网跨界深
度融合，推动制造模式向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服务化转变。这一计划将搭
建信息化服务平台，为中小微企业服务，
促进大中小企业间的资源协同共享及优势对接，支持中小企业通过
信息化提高效率和效能，充分培养创新型中小企业。这些举措将有
力推动新产品、新业态、新市场和新模式的发展，无疑将使中小微
企业的发展空间更加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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