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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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较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7 月
小微企业运行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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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下降 0.1个点；采购指
数为 45.0，下降 0.2 个点；绩效指数为 45.4，下降 0.2 个
点；扩张指数为 45.2，下降 0.1个点；信心指数为 49.0，下
降 0.2个点；融资指数为 49.1，下降 0.1个点；风险指数为
52.3，与上月持平；成本指数为60.3，上升0.3个点。

从六大区域指数（见图3）来看，呈现“一升一平四降”
态势。其中，华北地区小微指数为45.4，下降0.3个点；东
北地区为 41.4，下降 0.1 个点；华东地区为 47.8，下降 0.3
个点；中南地区为49.5，与上月持平；西南地区为47.0，下
降0.2个点；西北地区为42.1，上升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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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建筑
业、住宿餐饮业和服务业外，其他行业小微企业指数均出
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7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4.6，下降
0.2个点。其中，市场指数为 41.0，较上月下降 0.3个点；
采购指数为 43.3，下降 0.1 个点；绩效指数为 42.2，下降
0.2个点。调研结果显示，7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订
单量下降0.5个点，主营业务收入下降0.4个点，原材料采
购量下降0.3个点，利润下降0.6个点。

制造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4.0，下降0.1个点。其
中，市场指数为 38.4，较上月下降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39.7，下降 0.2 个点；绩效指数为 44.3，下降 0.1 个点。调
研结果显示，7月份制造业小微企业产量和主营业务收入
均下降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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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下降0.2个点，毛利率下降0.1个点。

建筑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3.3，上升0.1个点。其
中，市场指数为 41.1，上升 0.1 个点；采购指数为 36.6，上
升0.3个点；绩效指数为46.9，上升0.1个点。调研结果显
示，7 月份建筑业小微企业工程量上升 0.3 个点，工程结
算收入上升0.4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上升0.5个点，原材料
库存上升0.1个点，利润和毛利率均上升0.2个点。

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6.8，下降 0.3 个
点。其中，市场指数为 45.2，下降 0.4 个点；采购指数为
47.4，上升 0.1 个点；绩效指数为 4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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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个点，主营业务收入下降0.5个点，原材料库存上升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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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下降 0.2 个
点。其中，市场指数为 47.1，下降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53.8，下降 0.3 个点；绩效指数为 46.3，下降 0.3 个点。具
体市场表现为，销售额下降 0.6 个点，进货量下降 0.4 个
点，利润下降0.5个点，毛利率下降0.4个点。

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9.5，与上月持
平。其中，市场指数为 52.1，上升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51.3，上升 0.1 个点；绩效指数为 50.8，上升 0.1 个点。具
体表现为小微企业业务量上升0.2个点，业务预订量上升
0.5 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上升 0.1 个点，原材料库存上升
0.3个点，毛利率上升0.6个点。

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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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上升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45.8，下
降0.1个点；绩效指数为45.3，下降0.1个点。具体表现为
业务预订量上升0.3个点，主营业务收入上升0.4个点，原
材料采购量下降0.1个点，原材料库存下降0.2个点，毛利
率下降0.4个点。

六大区域“一升一平四降”

华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5.4，下降 0.3 个点。其
中 ， 市 场 指 数 为 41.8， 下 降 0.2 个 点 ； 采 购 指 数 为

41.6，下降 0.4 个点；绩效指数为 43.8，下降 0.2 个点；
扩张指数为 41.4，下降 0.2 个点；信心指数为 48.2，下
降 0.3 个点；融资指数为 49.0，下降 0.3 个点；风险指
数为51.7，下降0.1个点。

东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1.4，下降 0.1 个点。其
中，市场指数为 36.4，下降 0.1 个点；绩效指数为 40.5，下
降 0.3个点；扩张指数为 41.4，下降 0.3个点；信心指数为
48.6，下降0.2个点；融资指数为46.0，下降0.1个点；风险
指数为53.6，下降0.1个点。

华东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7.8，下降 0.3 个点。其
中，市场指数为 45.8，下降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47.0，下
降 0.2个点；绩效指数为 46.9，下降 0.3个点；扩张指数为

45.3，下降0.1个点；信心指数为48.0，下降0.4个点；融资
指数为48.0，下降0.2个点。

中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9.5，与上月持平。其
中 ， 市 场 指 数 为 47.9， 下 降 0.1 个 点 ； 采 购 指 数 为
49.4，上升 0.2 个点；绩效指数为 47.7，下降 0.1 个点；
扩张指数为 48.2，下降 0.2 个点；信心指数为 49.3，上
升0.1个点；融资指数为51.7，下降0.2个点；风险指数
为52.0，上升0.1个点。

西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7.0，下降 0.2 个点。其
中，市场指数为 45.2，下降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46.8，下
降 0.3个点；绩效指数为 46.9，下降 0.2个点；扩张指数为
45.1，下降0.1个点；融资指数为48.3，下降0.1个点。

西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2.1，上升 0.1 个点。其
中，市场指数为 40.0，上升 0.1个点；采购指数为 40.4，上
升 0.2个点；绩效指数为 45.2，上升 0.1个点；扩张指数为
41.6，上升0.3个点；融资指数为48.0，上升0.1个点。

融资需求和经营预期下降

7 月份，反映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融资指数(见图 5）

为49.1，下降0.1个点。
7 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8.6，下降

0.4 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6.1，下降 0.2 个
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49.1，下降0.3个点；
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9.0，下降 0.3个点；住
宿餐饮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42.1，下降0.2个点。

小微企业的风险指数（见图 5）为 52.3，与上月持平。
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1.8，上升 0.2 个点；制
造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2.8，上升 0.2 个点；建筑业小
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1.7，下降 0.3 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
企业风险指数为 48.9，下降 0.4 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
业风险指数为 52.7，下降 0.1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
风险指数为 54.3，上升 0.2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风险指
数为 5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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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升四降”态势，其中除农林牧渔业、
制造业和住宿餐饮业外，其他行业的流动资金周转速度
均有所变慢；回款周期表现为“四升三降”态势，其中除建
筑业、交通运输业和批发零售业外，其他行业的回款周期
均有所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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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个点。

7月份，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45.2，下降0.1个点。分
行业来看，除建筑业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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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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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44.2，下降0.2个
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下降 0.2 个点，用工需求下降 0.4 个
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47.5，下降0.1个点，
其新增投资需求下降0.2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扩张
指数为 47.1，下降 0.1个点，其用工需求下降 0.4个点；住
宿餐饮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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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
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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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个点。

7 月份，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9.0，下降 0.2 个点。
分行业来看，呈现“两升五降”态势。其中，农林牧渔业小
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50.4，上升 0.1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
信心指数为 50.3，下降 0.2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信心指
数为 43.2，下降 0.1 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
为 47.8，上升 0.1 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50.0，下降 0.3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9.9，下降0.1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45.4，下
降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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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

平稳，从经济发展速度、就业状况以及

物价水平等方面综合来看，各项宏观

指标均处于正常区间。但是，外部环

境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内部改革步入

深水区，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小微经

济也受到较为显著影响。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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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比上

月下降0.2个百分点。未来，我们需要

积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善营商

环境，扩大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并推动小微经济加速筑底。

7月份，小微指数为 45.9，较上月

下降 0.2 个百分点，创下自 2016 年 12

月份以来的低值。不过，近三年来小

微经济正不断加快结构调整，在完善

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进程中，小微

经济已率先步入结构调整深水区，为

下一阶段增长积蓄力量。

从各分项指数看，成本指数上升

0.3 个点，为 60.3；风险指数与上月持

平，为52.3，其他分项指数均呈下降趋

势。其中，采购指数为45.0，绩效指数

为45.4，信心指数为49.0，均下降0.2个

点；市场指数为42.8，扩张指数为45.2，

融资指数为49.1，均下降0.1个点。

从区域指数来看，西北地区上升

0.1 个点，为 42.1；中南地区与上月持

平，为49.5，其他区域指数均呈现下降

态势。华东地区小微指数为 47.8，华

北地区为 45.4，均下降 0.3个点；西南

地区为 47.0，下降 0.2个点；东北地区

为41.4，下降0.1个点。

从分项指标和区域指标看，小微

指数均呈现一定程度下降。仔细分析

行业指数，服务业小微指数为47.6，建

筑业小微指数为 43.3，均增长 0.1 个

点；住宿餐饮业小微指数为49.5，与上

月持平。其他各行业小微指数虽均有

下降，但总体降幅有限。

目前，在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影响

下，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普遍下调。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世界

经济展望》报告中将今年全球经济增

速预测下调至 3.2%，比 4月份下调了

0.1个百分点，认为全球经济增长较为

乏力，且依然存在下行风险。在此情

形下，我国经济也面临增速放缓压力，

小微经济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

一情况。

针对当前经济形势，2018 年 7 月

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

出了“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

资、稳投资、稳预期”“六稳”方针。此

后，又陆续推出了一系列举措，推动

“六稳”方针落地，取得了初步成效。

今年上半年，金融机构继续加大对实

体经济信贷支持，企业债券融资增速

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力度加大，

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负增长势头持续

减缓，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呈现逐步回

升态势。

小微企业是金融市场“弱势群

体”，较难与金融机构博弈，市场压力

又最先触及小微企业。为了避免小微

经济进一步下行，更好发挥小微经济

在促进就业、推动经济增长中的微观

主体作用，下一阶段应继续加大对小

微企业实施定向降准政策力度，并在

合适时机加大对小微企业减税降费力

度，使“六稳”方针能够在小微领域切

实落地。

7月份“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
企业运行指数”报告显示，反映小微企业融资需
求的融资指数为49.1，下降0.1个百分点；风险
指数为52.3，与上月持平。

“今年上半年，通过贯彻落实《关于促进中
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开展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培育，多措并举推动缓解中小微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民营和中小企业状况
得到改善。”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
斌表示，上半年民营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加快
2.7个百分点，比整体工业高2.7个百分点。

“民营和中小企业清欠也在积极推进。”辛
国斌介绍，截至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部门和大
型国有企业共清偿拖欠民营和中小企业账款超
过3800亿元。“未来，将进一步细化清欠实施方
案，加强督导检查，确保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确
定的清偿一半以上目标。”

辛国斌表示，做好清欠工作是支持民营和
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举措，能进一步激发中小
企业发展活力。“下半年，我们将敦促地方政府
和国有大型企业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采取更
有效措施，确保完成年度清欠目标任务。”

辛国斌介绍，一是加强调度约谈。按月调
度清欠进展情况并通报，督促清偿进度慢的地
区和单位加大工作力度，必要时约谈相关地区
负责人；二是加强督导检查，通过国务院大督
查、全国减负专项督查、专项审计等方式，对各地落实清欠工作情况全面检
查，以督促清、以督促改，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完成；三是加强举报督办，工信
部和各省都设立了举报平台，接受企业投诉，挂牌督办；四是研究建立长效
机制，加快研究中小企业促进法配套立法工作，探索将预防和解决拖欠问
题纳入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建立长效机制，从源头解决拖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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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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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 动 小 微 经 济 加 速 筑 底
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课题组

□ 在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下，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普

遍下调。在此情形下，我国经济也面临增速放缓压力，小

微经济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情况。

□ 小微企业是金融市场“弱势群体”。为了避免小微

经济进一步下行，下一阶段应继续加大对小微企业实施定

向降准政策力度，并在合适时机加大减税降费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