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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份，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
企业运行指数(图1)为46.2，较上月下降0.2个点。

从各分项指标指数(图 2)来看，呈现“一升七降”态
势。其中市场指数为 43.2，下降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45.4，下降0.2个点；绩效指数为45.7，下降0.3个点；扩张
指数为45.7，下降0.3个点；信心指数为49.1，下降0.2个
点；融资指数为49.3，下降0.1个点；风险指数为52.4，下
降0.4个点；成本指数为59.9，上升0.3个点。

从六大区域发展指数(图 3)来看，呈现全部下降态
势。华北地区小微指数为45.5，下降0.2个点；东北地区
为41.9，下降0.1个点；华东地区为48.1，下降0.3个点；中
南地区为49.7，下降0.3个点；西南地区为47.4，下降0.1
个点；西北地区为42.3，下降0.2个点。

七大行业“一升一平五降”

从小微企业各行业运行指数(图4）来看，除农林牧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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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市场指数为41.3，较上月下降0.2个点；采购指数
为44.0，下降0.1个点；绩效指数为42.2，与上月持平。调
研结果显示，2月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产量和订单量均下
降0.4个点，原材料库存下降0.4个点，利润下降0.1个点。

制造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4.2，下降0.1个点。其
市场指数为38.8，较上月下降0.2个点；采购指数为40.0，
下降0.2个点；绩效指数为44.5，下降0.2个点。调研结果
显示，2月制造业小微企业订单量和主营业务收入均下降
0.5个点，产品库存下降0.6个点，原材料库存下降0.2个
点，利润下降0.2个点，毛利率下降0.4个点。

建筑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3.5，下降0.1个点。其
市场指数为 41.0，下降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37.1，下降
0.2 个点；绩效指数为 47.3，下降 0.3 个点。调研结果显
示，2 月建筑业小微企业工程量和工程结算收入均下降
0.4个点，原材料库存下降0.4个点，利润下降0.3个点，毛
利率下降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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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下降0.2个点；采购指数为47.1，
下降0.4个点；绩效指数为45.6，下降0.3个点。调研结果
显示，2月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运输量和主营业务收入均
下降0.4个点，原材料库存下降0.6个点，利润下降0.4个
点，毛利率下降0.2个点。

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9.2，下降 0.2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47.9，下降0.4个点；采购指数为54.3，
下降0.2个点；绩效指数为46.7，下降0.2个点。具体市场
表现为：销售订单量下降0.5个点，积压订单量下降0.6个
点，进货量下降0.2个点，利润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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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上升 0.1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51.5，上升0.3个点；采购指数为50.8，
上升 0.4 个点；绩效指数为 50.4，上升 0.3 个点。具体表
现为：小微企业业务预订量和主营业务收入均上升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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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上升0.3个点，毛利率上升0.5个点。

服务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7.7，下降0.2个点。其
市场指数为45.4，下降0.3个点；采购指数为46.0，下降0.3
个点；绩效指数为45.3，下降0.3个点。具体表现为：业务
量下降0.4个点，主营业务收入下降0.2个点，原材料采购
量下降0.4个点，利润下降0.4个点，毛利率下降0.5个点。

六大区域均出现下降

华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5.5，下降0.2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41.8，下降0.5个点；采购指数为42.0，下降0.4

个点；绩效指数为43.5，下降0.3个点；扩张指数为41.7，
下降0.2个点；信心指数为48.1，下降0.2个点；风险指数
为51.6，下降0.4个点。

东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1.9，下降0.1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37.1，下降0.3个点；采购指数为39.4，下降0.3
个点；绩效指数为41.3，下降0.2个点；扩张指数为42.1，
下降0.3个点；风险指数为53.9，下降0.2个点。

华东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8.1，下降0.3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46.3，下降0.5个点；采购指数为47.4，下降0.4
个点；绩效指数为47.3，下降0.4个点；扩张指数为45.9，
下降0.5个点；融资指数为47.8，下降0.2个点；风险指数

为51.7，下降0.3个点。
中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9.7，下降 0.3 个点。其

市场指数为 48.2，下降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49.5，下降
0.5 个点；绩效指数为 47.9，下降 0.3 个点；扩张指数为
48.7，下降 0.5 个点；信心指数为 49.2，下降 0.4 个点；融
资指数为51.8，下降0.2个点；风险指数为52.0，下降0.6
个点。

西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7.4，下降0.1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45.6，下降0.2个点；采购指数为47.7，下降0.1
个点；绩效指数为47.4，下降0.4个点；扩张指数为45.7，
下降0.4个点；融资指数为48.5，下降0.2个点；风险指数

为51.5，下降0.4个点。
西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2.3，下降0.2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40.1，下降0.4个点；采购指数为40.4，下降0.4
个点；绩效指数为45.4，下降0.2个点；扩张指数为42.0，
下降0.3个点；信心指数为39.0，下降0.4个点；风险指数
为49.8，下降0.3个点。

融资需求和经营预期下降

2月份制造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图5）为49.5，下降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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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下降0.2个点；
服务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54.2，下降0.1个点。

小微企业风险指数(图5）为52.4，下降0.4个点。农
林牧渔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51.5，下降0.4个点；制造
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52.7，下降0.2个点；建筑业小微
企业风险指数为51.9，下降0.5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
业风险指数为49.6，下降0.2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
风险指数为53.2，下降0.2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风险指
数为51.1，下降0.4个点。调研结果显示，七大行业流动
资金周转指数呈现“两升五降”态势，其中除批发零售业
和住宿餐饮业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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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升六降”态势，其中除住宿餐饮
业外，其他行业的回款周期均有所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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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指数下降0.2个点。

2月份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45.7，下降0.3个点。分
行业来看，除住宿餐饮业外，其他行业的小微企业扩张指
数均有所下降。其中，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6.8，下降0.3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下降0.4个点；制造
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44.6，下降0.3个点，其新增投资
需求下降0.4个点，用工需求下降0.1个点；建筑业小微企
业扩张指数为39.4，下降0.1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下降
0.4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47.5，下降0.3
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和用工需求均下降0.3个点；批发
零售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48.0，下降0.5个点，其新增
投资需求下降0.6个点，用工需求下降0.4个点；服务业小
微企业扩张指数为48.2，下降0.4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
下降0.3个点，用工需求下降0.5个点。

2月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49.1，下降0.2个点。分行
业来看，呈现“三升四降”态势。其中，农林牧渔业小微企
业信心指数为49.7，上升0.1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信心
指数为50.4，下降0.2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3.1，上升 0.3 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8.1，下降 0.2 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50.3，下降 0.3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9.4，下降0.3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4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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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都已对原始数据进行
处理，均已经调整为正向
指标，指数越大表明情况
越好。

2019年2月份，经济日报—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6.2，较上月下降 0.2 个点。六个区
域指数也都有不同程度下降，其中，
华东与中南地区指数下降对总指数
下降影响最大。七大行业指数呈现

“一升一平五降”，结合行业权重，可
知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指数下降对
总指数影响最大。

2月份小微指数有所下降，是由
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的。首先，春节的
月度效应是小微指数下降的重要原
因。由于春节假期期间企业有相当
长时间停止生产和销售，因此企业产
量和主营业务收入都会出现环比下
降。可以说，春节效应对小微经济发
展的影响属于正常现象。

其次，小微指数下降与近期整
体价格走低也有一定关联。统计显
示，价格指数与小微指数显著正相
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1
月份 CPI 环比上涨 0.5%，但上涨幅
度比上月下降0.2%。同时，2019年1

月份PPI环比下降0.6%，比上月回落
0.8个百分点，大多数行业价格同比
都有所回落，这对企业是一个不利的
影响。

再次，制造业整体景气度下降，
对制造业占比较大的小微指数有一
定负面冲击。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
的 2 月份制造业 PMI 为 49.2%，处于
不景气区间，且低于上月0.3个百分
点。2 月份制造业 PMI 表现为生产
活动有所减缓，主要是受春节前后部
分企业停工减产影响。同时，外部环
境错综复杂，制造业的进出口指数在
低位运行，新出口订单指数和进口指
数分别为 45.2%和 44.8%，均持续位
于临界点以下，在全球增长势头减弱
和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影响下，对外
贸易压力较大。

虽然近期小微指数由于多种原
因叠加而有一定下降，但是小微经济
企稳仍然可以期待，这主要由于以下
几个原因：

第一，我国经济增长有望企稳，
并维持相对高位。展望 2019 年，虽
然经济存在下行压力，但全年 GDP
同比增长预计仍会达到6%以上。国
家将继续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和松紧
适度的货币政策促进需求增长，提高

产能利用率，促进整体经济稳定。整
体经济维持高增长态势运行将为小
微经济企稳提供宏观经济条件。

第二，国家对小微企业的扶持政
策不断拓展。在已有各项优惠政策
基础上，年初国务院会议再提各种扶
持政策，放宽了享受优惠的企业标准
并进一步加大税收优惠力度。这些
优惠政策将覆盖绝大多数民营企业
和小微企业，为小微经济减负，提高
其发展能力。

第三，非制造业仍然处于景气区
间。2019年2月份，国家统计局公布
的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4.3%，
总体继续保持增长。服务业商务活
动指数为53.5%，继续保持良好发展
态势。铁路运输、航空运输、电信、银
行和租赁及商务服务等行业商务活
动指数位于 55.0%以上较高景气区
间，业务总量实现较快增长。

第四，行业市场需求和预期仍然
较好。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
年 2 月 份 综 合 PMI 产 出 指 数 为
52.4%，表明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总体保持扩张。服务业新订单指数
和 业 务 活 动 预 期 指 数 为 50.5% 和
60.6%，比上月分别上升 0.3 和 1.8 个
百分点，市场需求在进一步扩大，企

业整体对行业发展预期向好。建筑
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9.2%，总体仍保
持较快增长。反映市场预期的建筑
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66.7%，比上
月和上年同期分别上升2.2和1.0个
百分点，继续位于高位景气区间。新
订单指数重回扩张区间，为 50.6%，
比上月上升1.0个百分点，市场需求
有所恢复。可以预计，随着“稳就业、
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
预期”的“六稳”政策措施的推进，将
使企业预期明显改善。

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小微
经济有望企稳并重回上升路径。

但同时，小微企业仍需不断加强
自身能力建设。近年来，国家对小微
企业的扶持力度前所未有，小微企业
应借此东风，不断培养自身核心竞争
力和营利能力。目前，相对于大型企
业，小微企业的竞争力仍然偏弱。因
此，必须进一步在培养内生能力上下
功夫，包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审慎
经营，做精主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提高产品质量，逐步提升产品市场竞
争力、市场占有率和与上下游的议价
能力，才能不断提高小微企业生产效
率，形成成熟的商业模式，壮大企业
实力，并最终实现良性发展。

新鲜出炉的2月份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6.2，较上月下降0.2个
点。在众多小微企业创业奋进的现状下，“流量下
沉”成为一些小微企业成功转型的突破口。

机遇偏爱有准备的人。两年前专注于土地流
转服务业务的“来买地网”，因市场大环境和多因
素共同影响而陷入困境，痛定思痛后进行业务转
型，成立了农广传媒。农广传媒主打中国县域市
场的广告投放平台，专注于下沉市场的新零售场
景，以县城、乡镇、农村常住人口为核心受众，将智
能媒体终端融合到线下生活必经场景，通过线上
媒体与线下社群的联动，为广告主提供一站式的
智能营销服务，帮助品牌开拓下沉市场，积累消费
人群。

近年来，大型公司开始角逐三四五六线城市
和乡镇农村用户，“流量下沉”成为趋势。然而，下
沉市场存在着信息传达不通畅、品牌下沉落地难、
获客成本高等一系列问题。更重要的是，下沉市
场原有的本土化媒介通路（刷墙、地方电视台）逐
渐萎缩，互联网信息冗杂又难以精准触达用户，所
以急需新的媒介通路。

农广传媒打造的这条下沉市场的信息通路，
具有较强的商业延展性。作为一个底层商业单元
的触发点，它可以直接产生物联网流量，与线上数
据打通，不仅使广告推送更精准，也能够真正实现
新零售场景下人与人、人与物的连接。

此外，农广传媒既是覆盖城乡商业网点的流
量入口，也是一家数字互动营销平台。直接获取
用户需求，实现快速本地化的线上裂变传播，提升
品牌落地的转化率，引导用户到店消费。目前，农广传媒的智能终端已覆盖
京津冀地区100多个区县、100%的乡镇以及95%的行政村，合计10000多个
点位。2018年，其营业收入快速攀升，年营收超过2000万元，取得了良好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

农广传媒的转型发展有力地表明，时刻观察时代发展大势、做市场的“有
心人”，就能为企业寻找到新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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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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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日长假影响显著 住宿餐饮指数上升
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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