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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2 月份“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报告发布——

结构调整步伐加快 信心指数平稳上升
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课题组
2018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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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较上月下降 0.1 个点，受
春节因素影响，本月小微企业运行略有下降。
从各分项指标指数（见图 2）来看，本月小微企业运行
整体呈现“两升一平五降”态势。其中，市场指数为 44.0，
下降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45.8，较上月下降 0.4 个点；绩
效指数为 46.6，下降 0.2 个点；扩张指数为 45.8，下降 0.3
个点；信心指数为 49.2，上升 0.1 个点；融资指数为 49.1，
下降 0.1 个点；风险指数为 53.2，上升 0.2 个点；成本指数
为 61.2，与上月持平。
从六大区域指数（见图 3）来看，
“ 一升五降”态势较
为明显。华北地区小微指数为 45.7，下降 0.2 个点；东北
地区为 42.2，下降 0.2 个点；华东地区为 49.0，下降 0.3 个
点；中南地区为 50.0，下降 0.3 个点；西南地区为 47.7，下
降 0.1 个点；
西北地区为 43.0，
上升 0.1 个点。

中，绩效指数为 45.9，上升 0.4 个点；扩张指数为 42.3，上
升 0.3 个点；信心指数为 40.2，上升 0.4 个点；融资指数为
47.9，
上升 0.1 个点；
风险指数为 50.4，
上升 0.5 个点。

融资需求和扩张意愿下降
2 月份反映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融资指数(见图 5)为
49.1，
下降 0.1 个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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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下降 0.2 个
点；建筑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5.5，上升 0.3 个点；交通
运输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9.7，下降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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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下降 0.2 个点；服务业小微
企业融资指数为 53.7，
上升 0.3 个点。
小 微 企 业 的 风 险 指 数 ( 见 图 5) 为 53.2，上 升 0.2 个
点。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1.2，与上月持平；
制造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3.2，上升 0.2 个点；建筑业
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3.1，上升 0.1 个点；交通运输业小
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0.3，上升 0.3 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
企业风险指数为 54.2，上升 0.2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
业风险指数为 54.1，上升 0.3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风险
指数为 51.2，上升 0.1 个点。调研结果显示，七大行业流
动资金周转指数呈现“六升一降”态势。其中，除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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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升三降”态势。其中，除农林牧渔业、住宿餐
饮业和服务业外，
其他行业的回款周期均有所缩短。
2 月份反映小微企业经营预期情况的扩张指数下降
0.3 个点，
信心指数上升 0.1 个点。
2 月份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5.8，下降 0.3 个点。分
行业来看，除农林牧渔业和住宿餐饮业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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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下降 0.2 个点。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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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下降 0.1 个点。其中，新增投资需求下降 0.4 个
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8.4，下降 0.2 个点。
其中，
新增投资需求下降 0.2 个点，
用工需求下降 0.5 个点；
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7.9，下降 0.4 个点。其
中，新增投资需求下降 0.4 个点，用工需求下降 0.5 个点；
服务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8.2，下降 0.4 个点。其中，
新增投资需求下降 0.4 个点，
用工需求下降 0.4 个点。
2 月份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9.2，上升 0.1 个点。分
行业来看，呈现“两升五降”的态势。其中，农林牧渔业小
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8.7，下降 0.1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
信心指数为 50.6，上升 0.3 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信心指
数为 41.5，下降 0.3 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
为 49.4，上升 0.2 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50.7，下降 0.2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50.0，下降 0.1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4.8，下
降 0.2 个点。

七大行业“两升一平四降”
从小微企业各行业运行指数（见图 4）来看，除农林牧
渔业、交通运输业和住宿餐饮业外，其他行业小微企业指
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2 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4.8，与上月
持平。其中，市场指数为 42.0，较上月下降 0.1 个点；采购
指数为 43.9，较上月下降 0.2 个点；绩效指数为 41.9，上升
0.1 个点。调研结果显示，2 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产
量下降 0.3 个点，主营业务收入下降 0.4 个点，原材料采购
量下降 0.2 个点，毛利率上升 0.3 个点。
制造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4.9，
下降0.2个点。其中，
市场指数为40.1，
较上月下降0.3个点；
采购指数为40.4，
下
降0.4个点；
绩效指数为46.1，
下降0.3个点。调研结果显示，
2 月份制造业小微企业订单量下降 0.4 个点，
产品库存下降
0.5个点，
原材料采购量下降0.5个点，
毛利率下降0.4个点。
建筑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3.9，较上月下降 0.1 个
点。其中，市场指数为 42.4，下降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38.8，下降 0.2 个点；绩效指数为 47.4，下降 0.2 个点。调
研结果显示，2 月份建筑业小微企业工程量下降 0.3 个
点，新签工程合同额下降 0.4 个点，原材料库存下降 0.4
个点，利润下降 0.5 个点。
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7.6，上升 0.1 个
点。其中，市场指数为 46.0，上升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47.2，下降 0.2 个点；绩效指数为 46.3，上升 0.3 个点。调
研结果显示，2 月份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运输量及主营业
务收入均上升 0.5 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下降 0.4 个点，
毛利
率上升 0.6 个点。
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9.6，下降 0.2 个
点。其中，市场指数为 48.5，下降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54.8，下降 0.4 个点；绩效指数为 47.5，下降 0.1 个点。具
体市场表现为：积压订单下降 0.5 个点，库存下降 0.6 个
点，进货量下降 0.3 个点，
利润下降 0.3 个点。
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8.9，较上月上升
0.1 个点。其中，市场指数为 50.7，上升 0.2 个点；采购指
数为 49.9，上升 0.3 个点；绩效指数为 49.6，上升 0.1 个
点。具体表现为：小微企业业务量上升 0.3 个点，原材料
库存上升 0.6 个点，
毛利率上升 0.4 个点。
服务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7.4，
较上月下降 0.1 个
点。其中，
市场指数为44.9，
下降0.2个点；
采购指数为46.3，
下降 0.3 个点；
绩效指数为 45.4，
下降 0.3 个点。具体表现
为：
业务量下降 0.6 个点，
业务预订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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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个点。

中，市场指数为 41.7，下降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41.7，下
降 0.3 个点；绩效指数为 44.3，下降 0.1 个点；扩张指数为
41.9，下降 0.4 个点；融资指数为 49.2，下降 0.1 个点；风险
指数为 51.7，
下降 0.2 个点。
东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2.2，下降 0.2 个点。其
中，市场指数为 37.5，下降 0.3 个点；绩效指数为 42.0，下
降 0.4 个点；扩张指数为 42.3，下降 0.2 个点；融资指数为
46.3，
下降 0.3 个点。
华东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9.0，下降 0.3 个点。其
中，市场指数为 47.5，下降 0.4 个点；采购指数为 47.5，下
降 0.3 个点；绩效指数为 48.5，下降 0.2 个点；扩张指数为

六大区域“一升五降”
华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5.7，下降 0.2 个点。其

46.9，下降 0.4 个点；信心指数为 48.4，下降 0.3 个点；融资
指数为 48.5，
下降 0.1 个点。
中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50.0，下降 0.3 个点。其
中，市场指数为 48.7，下降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50.4，下
降 0.4 个点；绩效指数为 48.8，下降 0.1 个点；扩张指数为
48.8，
下降 0.5 个点；
信心指数为 49.1，
下降 0.2 个点。
西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7.7，下降 0.1 个点。其
中，市场指数为 46.1，下降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47.8，下
降 0.5 个点；绩效指数为 48.2，下降 0.3 个点；扩张指数为
46.5，
下降 0.3 个点。
西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3.0，上升 0.1 个点。其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李 全

产能工作虽滞后于大型国有企业，但成本和质量要求已经开始通过产业链传导到中下
游，
这将促使小微经济体逐步、全面进入结构调整期
目前，
小微企业在
“瘦身”
过程中已经呈现出质量提升的显著特点，
这种质量提升不
仅仅限于对产品质量的探讨，
更要从战略高度调整产业结构，
并以此为基础深层次布局
产业链

在结构性改革的进程中，中国经济正在实现
从高速度向高质量的转换。目前，已有多个省份
陆续调低了 2018 年的 GDP 增长目标，
其中天津将
GDP增幅从去年的8%下调至5%；
福建、
海南等地方
政府开始取消对部分市县的GDP考核；
浙江则推出
“亩产效益”
综合评价改革，
更加注重经济效率。
除宏观考核体系调整外，产业主体内部调整
已经产生了积极效果。2016 年，煤炭、钢铁分别
完成去产能 2.9 亿吨和 6500 万吨。2017 年，煤炭
行业 1.5 亿吨以上、钢铁行业 5000 万吨左右、煤电
行业 5000 万千瓦的去产能年度任务目标均已超
额完成。
数据显示，
前两年全国已退出煤炭、
钢铁产能
分别超过 4.4 亿吨和 1.15 亿吨，去产能完成数量接
近“十三五”期间任务要求。到“十三五”期末，全
国预计还将取消和推迟煤电建设项目约 1.5 亿千
瓦，淘汰煤电落后产能 2000 万千瓦，今年将在船
舶制造、有色金属、炼化、建材等行业继续加大去

产能力度。
从宏观经济运行来看，2018 年开局形势不
错。在结构调整的深水区，各项总量指标的趋势
性下行是正常的。目前来看，今年前两个月经济
运行整体情况符合预期并呈现良性增长，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所带来的提质增效效果已经初步显
现。在这一形势下，2018 年小微企业总体上仍面
临下行压力，
但质量和效率的提升会成为主旋律。
2018 年 2 月份“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小微企业运行指数”
（下称“小微指数”
）为 46.7，较
上月下降 0.1 个点，
仍在稳中有升的总体格局中小
幅震荡。需要看到的是，当月的小幅下降有春节
等季节性因素。在 2017 年第四季度小微指数连
续反弹的基础上，2018 年 2 月份各分项指数呈现
出调整的状态，除绩效指数、风险指数小幅上升，
成本指数持平外，其他各项指数均呈下降趋势。
其中，采购指数为 45.8，较上月下降 0.4 个点，显示
出小微企业原材料采购等显著回落。这一方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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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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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
有关部门
多年来采取了诸多强有力
的措施。其中，成立民营银行既是落实普惠金融的重
要抓手，
也是补齐小微企业融资短板、完善现有金融体
系的重要举措。正处于探索期的民营银行该如何补齐
短板，
更好地服务小微企业？
就这一问题，赛迪研究院中小企业所提出了 4 点
建议。
第一，引导民营银行承接政策性银行批发贷款业
务，
不断扩充资金来源。长期以来，
国家开发银行主要
通过转贷模式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目前，这一
模式已取得积极成效。据此，建议引导民营银行积极
参与国家开发银行转贷业务，
不断扩充资金来源。
第二，
支持民营银行与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对接，
扩
大服务小微企业范围。2015 年 9 月份，中央财政通过
整合资金出资 150 亿元，建立总规模为 600 亿元的国
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在该基金的示范带动下，许多
省市都开始设立地方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建议中小企
业发展基金与民营银行对接，将基金投资项目中有银
行信贷需求的企业推荐给民营银行。一方面，中小企
业发展基金投资的项目经过层层筛选，均为发展潜力
较大的优质项目，可适度降低民营银行风险；另一方
面，可通过这种方式将小微企业股权融资与银行信贷
更好连接起来，
方便小微企业融资。
第三，
鼓励民营银行积极开展投贷联动，
丰富服务
小微企业方式。当前，民营银行主要通过发放贷款为
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服务方式较为单一。建议鼓
励其他民营银行积极开展投贷联动工作。具体来说，
一是不断扩大试点范围，将其他民营银行纳入试点工
作；
二是总结上海华瑞银行投贷联动工作经验，
为其他
民营银行开展投贷联动工作提供参考。
第四，
定期开展考核，
确保其服务小微企业的定位不变。由于民营银行尚
不成熟，主管部门为防范风险必然对其严格管理。这一方面有利于稳定金融
市场，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民营银行快速发展。建议设置一套指标体系，一方
面，通过考核机制引导民营银行“不忘初心”，坚持特色化发展战略，更好地为
小微企业服务；另一方面，将考核结果作为对民营银行政策支持的重要依据。
尤其是要将小微企业贷款户数、小微企业贷款金额等作为重要考核指标，
考核
结果作为增设分支机构、允许发债、享受税收优惠的重要参考。

本报记者 李佳霖

在小微经济体系内部，
结构调整的相关政策效果已经开始初显。比如，
小微企业去

相关原材料价格处于历史高位有关，另一方面也
与小微企业对成本的关注有关。同时，扩张指数
为 45.8，下降 0.3 个点，这显然与小微经济主体对
未来增长预期相关。
数据显示，
在小微经济体系内部，
结构调整的
相关政策效果已经开始初显。比如，小微企业去
产能工作虽滞后于大型国有企业，但成本和质量
要求已经开始通过产业链传导到中下游，这将促
使小微经济体逐步、
全面进入结构调整期。
从区域指数来看，除西北地区略微上升 0.1 个
点以外，其他地区指数均呈下降态势。西北地区指
数仅为43.0，
距离荣枯值尚远，
其总量对全国小微经
济贡献也有限。此前表现较好的华东地区和中南
地区指数均下降了 0.3 个点，
但这两个地区的指数
已接近或达到荣枯值，
其他地区指数则小幅下降。
从行业指数来看，
除交通运输业、
住宿餐饮业
指数小幅微升，
农林牧渔业指数持平外，
其他各行
业指数均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制造业指数为 44.9，
下降 0.2 个点，距荣枯值尚远。此外，调研结果显
示，
小微经济的行业流动资金周转指数呈现“六升
一降”态势，其中除建筑业外，其他行业流动资金
周转速度均有所加快，
除农林牧渔业、
住宿餐饮业
和服务业外，
其他行业的回款周期均有所缩短。
目前，小微企业在“瘦身”过程中已经呈现出
质量提升的显著特点，这种质量提升不仅仅限
于对产品质量的探讨，更要从战略高度调整产
业结构，并以此为基础深层次布局产业链。换
句话说，动能转换是 2018 年全年小微企业发展
的关键词。

注：

民营银行该如何补短板

动能转换是小微企业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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