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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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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独立采样调查系统，经济日报社已建成产
经、财经、农经全覆盖的经济信息数据库。创业企业
调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查、中国家庭财富调查、
中经产业景气指数、中农景气指数、小微企业运行指
数、消费趋势报告 （乳制品） 等特色信息产品均已编
制发布。

11月份即将发布的产品有：10 月小微企业指数
报告、中经农业景气指数报告、三季度消费趋势报告

（乳制品） 等，敬请关注。

11月中经发布预告

2020年9月“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报告发布——

市场回暖 企业扩张意愿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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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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份，“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3.9，较上月上升0.2个点。反
映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融资指数为52.2，较上月上升
0.4 个点；小微企业的信心指数为 41.4，上升 0.2 个
点。本月小微企业运行指数多项指标有所上升，显示
出小微企业经营向好态势。

为了帮助小微企业进一步提升持续发展能力，工
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2020-2021
年度中小企业经营管理领军人才培训（下称领军人才
培训）。据了解，此次领军人才培训对象主要针对成
长性好、创新能力强、在区域或行业中处于龙头骨干
地位的中小企业经营管理者，发展潜力大的初创小微
企业经营管理者。计划培训中小企业经营管理领军人
才不少于1800名，其中来自制造业企业的学员不少于
30%，培训周期为1年。

据工信部中小企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培训主要
采用集中培训与学习实践相结合、课堂教学与实际应
用相结合等方式，围绕中小企业经营管理的重点领域
和薄弱环节，着力提升企业经营管理者专业化能力和
水平。

此外记者获悉，工信部人才交流中心还将联合各
地中小企业服务机构、行业组织分别开展 2020-
2021年度“专精特新”和“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
展”专题培训，进一步扩大领军人才培训规模和影
响力。

开展领军人才培训

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本报记者 祝君壁

本版编辑 郭文鹃

制 图 高 妍

今年以来，随着一系列支
持小微经济的政策落地，三季
度延续了二季度复工复产趋
势，在积极财政政策和流动性
合理充裕的支撑下，小微经济
呈 持 续 复 苏 态 势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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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较上月上
升 0.2 个点。但当前疫情在全
球并没有得到完全控制，世界
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小微
企业在复工复产的基础上，需
进一步增强政策合力，助力小
微经济持续复苏。

在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
多、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
下，9 月份小微指数上升 0.2
个点，继上月指数平稳后再现
升势，各分项指数呈普遍上升
态势，形势喜人。

小微指数各分项指数呈
“七升一降”，除风险指数下降
0.1个点外，其余指数均呈现上
涨局面。其中，融资指数和绩
效指数均大涨0.4个点，分别为
52.2 和 44.0，货币政策效果正
在小微领域有所体现。扩张指
数上升 0.3 个点，为 43.0，采购
指数和信心指数均上升 0.2 个
点，分别为42.2和41.4，可见小
微企业已经呈现复苏态势。市
场指数和成本指数各上升 0.1
个点，分别为39.3和62.7，显示
出小微市场有所回暖，成本相对可控。

区域指数呈“五升一平”态势，除西南地区与上月
持平以外，各区域均呈上升态势，此前复苏较弱的地区
本月也呈现明显的回升态势。其中，东北地区显著上升
0.3个点至41.1。

行业指数呈“六升一降”态势，除农林牧渔业有所
下降以外，其他行业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其
中，交通运输业与批发零售业小微指数均大涨 0.4 个
点，建筑业小微指数大涨0.3个点，制造业小微指数略
有上涨。

无论从总指数还是从分项指数来看，9月份小微经
济复苏态势明显，但风险依然存在。各分项指数中，除
了融资指数和成本指数位于荣枯值之上，其余分项指数
仍距荣枯值有一定距离。各区域指数均在荣枯值以下，
各行业指数也均处于荣枯值以下。再加上疫情尚有反复
的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小微企业造成影响，这些都
需要引起关注。

相信在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后，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各种中长期因素将继续发挥主导作用。在高质量发
展过程中，如何通过控制宏观杠杆率来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如何通过增加技术投入来补齐科技创新短板，如何
通过收入预期改善和消费意愿的兑现来提升消费甚至就
业，这些都是推动我国小微经济进一步发展需要深入思
考的问题。

（作者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
心南开大学基地研究员、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2020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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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
较上月上升0.2个点。

从各分项指标指数（见图 2）来看，呈现
“七升一降”态势。其中市场指数为39.3，上
升0.1个点；采购指数为42.2，上升0.2个点；
绩效指数为44.0，上升0.4个点；扩张指数为
43.0，上升0.3个点；信心指数为41.4，上升
0.2个点；融资指数为52.2，上升0.4个点；风
险指数为 48.5，下降 0.1 个点；成本指数为
62.7，上升0.1个点。

从六大区域指数（见图3）来看，呈现“五
升一平”态势。华北地区小微指数为42.0，上
升0.2个点；东北地区为41.1，上升0.3个点；华
东地区为 45.3，上升 0.2 个点；中南地区为
45.8，上升0.2个点；西南地区为43.4，与上月
持平；西北地区为40.9，上升0.1个点。

七大行业“六升一降”

从小微企业各行业运行指数（见图4）来
看，除农林牧渔业下降外，其他行业小微企业
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

9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3.3，下降0.2个点。其市场指数为39.3，较
上月下降0.3个点；采购指数为41.0，下降0.1
个点；绩效指数为43.5，下降0.1个点。调研
结果显示，9月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产量和产
品库存均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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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个点。

制造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4.9，上升
0.1个点。其市场指数为38.7，较上月上升
0.2个点；采购指数为39.3，下降0.2个点；绩
效指数为47.8，上升0.4个点。调研结果显
示，9月制造业小微企业积压订单上升0.3个
点，主营业务收入上升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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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润上升0.6个点，毛利率上升0.5个点。

建筑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1.1，上升
0.3个点。其市场指数为37.7，下降0.1个点；
采购指数为38.5，上升0.3个点；绩效指数为
41.5，上升0.2个点。调研结果显示，9月建筑
业小微企业工程结算收入下降0.2个点，原材
料采购量上升0.6个点，利润上升0.3个点，毛
利率上升0.5个点。

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2.9，
上升0.4个点。其市场指数为40.6，上升0.2
个点；采购指数为37.3，上升0.1个点；绩效
指数为43.4，上升0.2个点。调研结果显示，
9月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运输量和主营业务
收入均上升0.5个点，原材料库存上升0.7个
点，利润上升0.4个点，毛利率上升0.3个点。

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4.9，上
升0.4个点。其市场指数为41.5，上升0.2个
点；采购指数为48.8，上升0.3个点；绩效指
数为41.8，上升0.5个点。具体市场表现为：
积压订单上升0.5个点，销售额上升0.7个点，
库存上升0.4个点，进货量上升0.5个点，利
润上升0.7个点，毛利率上升0.5个点。

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39.6，
上升0.2个点。其市场指数为38.2，上升0.3
个点；采购指数为38.9，上升0.1个点；绩效指
数为39.5，上升0.3个点。具体表现为小微企
业业务量上升0.5个点，业务预订量上升0.6
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上升0.3个点，原材料库
存上升0.2个点，利润上升0.4个点，毛利率上
升0.6个点。

服务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1.0，上升
0.2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36.8，上升 0.1 个
点；采购指数为40.8，上升0.2个点；绩效指
数为38.8，下降0.2个点。具体表现为业务
量上升0.4个点，业务预订量上升0.2个点，
原材料采购量上升0.1个点，原材料库存上
升0.2个点，利润和毛利率均下降0.3个点。

六大区域“五升一平”

华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2.0，上升0.2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36.8，上升0.2个点；绩
效指数为 41.8，上升 0.2 个点；扩张指数为
38.3，上升0.3个点；融资指数为54.0，上升0.6
个点；风险指数为47.2，上升0.2个点。

东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1.1，上升0.3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35.0，上升0.3个点；采
购指数为 38.3，上升 0.4 个点；绩效指数为
41.5，上升0.5个点；扩张指数为39.9，上升0.4
个点；信心指数为42.0，上升0.3个点；融资指
数为50.0，上升0.3个点。

华东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5.3，上升0.2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43.5，上升0.2个点；采
购指数为 45.2，上升 0.3 个点；绩效指数为
45.8，上升 0.4个点；扩张指数为44.6，上升
0.1个点；信心指数为41.6，上升0.2个点；融
资指数为49.1，上升0.3个点。

中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5.8，上升0.2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43.3，上升0.1个点；采

购指数为 45.5，上升 0.2 个点；扩张指数为
44.8，上升 0.3 个点；信心指数为41.7，上升
0.1个点；融资指数为54.5，上升0.4个点；风
险指数为46.8，上升0.1个点。

西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3.4，与上月
持平。其市场指数为41.3，下降0.1个点；采
购指数为 44.2，下降 0.1 个点；绩效指数为
44.1，上升 0.2 个点；扩张指数为43.6，上升
0.1个点；信心指数为38.2，上升0.3个点；融
资指数为 48.1，上升 0.1 个点；风险指数为
48.6，下降0.1个点。

西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0.9，上升0.1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36.9，上升0.1个点；采购
指数为36.6，上升0.2个点；绩效指数为43.3，
上升0.3个点；扩张指数为39.8，上升0.2个点；
融资指数为50.1，上升0.1个点。

融资需求和经营预期上升

9月反映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融资指数
(见图5)为52.2，上升0.4个点。

9月建筑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50.6，上
升1.0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50.6，上升0.9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融
资指数为51.7，上升0.7个点；住宿餐饮业小
微企业融资指数为46.7，上升0.4个点；服务
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53.1，上升0.8个点。

小微企业的风险指数(见图5)为48.5，下
降 0.1 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44.9，下降0.4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风
险指数为43.9，下降0.3个点；批发零售业小
微企业风险指数为51.0，下降0.2个点；住宿
餐饮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41.9，下降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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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除制造业和
服务业外，其他行业的流动资金周转速度均
有所变缓；回款周期指数表现为“两升一平四
降”态势，其中除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和服务
业外，其他行业的回款周期均有所延长。

9月反映小微企业经营预期情况的扩张
指数上升0.3个点，信心指数上升0.2个点。

9 月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3.0，上升
0.3个点。分行业来看，除农林牧渔业下降
外，其他行业的小微企业扩张指数均有所
上升。其中，制造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5.1，上升 0.3 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上升
0.6 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36.3，上升 0.1 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上升
0.6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39.7，上升 0.2 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上升
0.6个点，用工需求均上升0.2个点；批发零
售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44.5，上升0.4个
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上升0.3个点，用工需
求上升0.4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扩张
指数为 34.9，上升 0.1 个点，其新增投资需
求上升0.3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
为 41.5，上升 0.1 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上
升0.3个点，用工需求上升0.2个点。

9月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41.4，上升0.2
个点。分行业来看，除农林牧渔业、制造业、
交通运输业和住宿餐饮业下降外，其他行业
的小微企业信心指数均有所上升。其中，农
林牧渔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42.3，下降0.4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44.1，下降
0.1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36.0，
上升0.5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
为40.7，下降0.1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
信心指数为42.6，上升0.4个点；住宿餐饮业
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33.1，下降0.2个点；服
务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34.0，上升 0.2
个点。

附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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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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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扩张指数和信心指数反映小微企业经
营预期情况，9月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信心指
数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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