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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经发布

更多内容请
关注“趋势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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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即将发布的产品有 11 月小微企业运行指数
报告，敬请关注。

12月中经发布预告

2020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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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微经济韧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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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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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发布了《2020
年全国企业负担调查评价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显示，2020年三季度反映总体负担增加的企业占
比较前两个季度大幅减少；呼吁延续按比例减免和缓
缴社会保险费及医疗保险费、持续降低用电和用气成
本、减轻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税负的企业占比分别
为77%、58%、49%。据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主
任单立坡介绍，为跟踪各项惠企政策落实成效，受工
信部委托，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连续三个季
度对31个省（区、市）的8600家企业开展问卷调查，其
中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占比分别为76%和56%。

今年以来，相关部门出台的一系列援企稳企助企
政策效果显著。单立坡表示，企业反映社保和医保费
减免缓征政策对企业支持效果最好，含金量最高。企
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普遍希望，一些力度大、效果好
的政策能够延续实施。报告显示，中小微企业诉求主
要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延续获得感强的阶段性政策，
将“雪中送炭”进行到底；二是优化财政金融支持方
式，促金融“活水”浇灌更多小微企业；三是统筹推进
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推动制造业物流业融合发展；四
是增强租金减免政策可操作性，让减租“及时雨”更好
润泽困难企业；五是对重复检测、认证、评估、检查、测
绘等加重企业负担的行为进行清理。

在地区评价情况方面，报告显示各地降成本成效
显著。单立坡建议，各地应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加快
高质量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建立长效机制治理涉企收
费，加大依法推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力度。

惠企政策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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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经济日报-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
指数”与上月持平。七个分项指
数呈现“两升两平四降”态势，采
购指数、信心指数均较上月提高
0.2个点，市场指数、绩效指数与
上月持平。

制造业小微企业表现亮眼。
七大行业中，制造业行业指数值
最高，其市场指数、采购指数、绩
效指数、扩张指数、信心指数等
分项指标明显上升。具体来看，
制造业小微企业订单量、产量和
开工率等指标上升幅度较大，库
存、利润、就业等指标也均有所
上升。融资指数和风险指数虽然
有所下降，但绝对值也都在50之
上。制造业企稳回升得益于宏观
经济企稳，特别是出口增长。

生产恢复带动货运量增长。
10月份，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指
数上升0.2个点，其采购指数、绩
效指数、扩张指数、信心指数等
大部分分项指标均有所上升。

虽然整体经济回暖，但小微
经济持续复苏仍受一定限制。一
方面，生产恢复带动原料价格上
升，企业综合成本上升，小微企业
由于议价能力有限，往往只能被
动接受。10月小微企业总成本指
数有所下降，从区域看，除东北地
区外，其他五大地区成本指数均
有所下降，反映小微企业综合成
本上升。另一方面，虽然包括出口
在内的需求有所回升，但需求相
对生产能力仍显不足。多数行业
小微企业市场指数有所下降，农林牧渔业、制造业、交通运
输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和服务业的市场指数中产
品价格指标也均有所下降。

消费需求相对不足是未来一段时间小微企业面临的
主要难题。从生产侧看，各项经济指标明显改善，经济继
续保持稳步恢复态势。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已经转正，
企业基本全面复工，就业持续增加。小微企业中，制造业、
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设备利用率及开工率不断提高，住
宿餐饮等行业也基本全面恢复运营。但是，今年前三季度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速仍在下降。小微企业经营
业务单一，议价能力弱，利润薄，对外部市场依赖大，更易
受到市场需求的影响，当前农林牧渔业、建筑业、交通运
输业、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及服务业小微企业的订单
量、业务预订量、产品价格仍在下降。

疫情发生以来，相关部门针对中小微企业出台了税
费减免、信贷优惠等多项帮扶政策，小微企业融资环境较
为宽松，融资指数持续高于景气值，对小微企业稳定生产
经营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后，政策还应进一步挖掘消费潜
能、释放需求，促进小微经济持续发展。

第一，保持当前财政支持实体经济的各项政策，加大
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第二，通过货币政策持续推动消费信贷，促进消费规
模增长，不断释放市场需求。

第三，减少对生产和消费领域的各种限制，提高整体
经济活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

2020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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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月
持平。

从各分项指标指数来看，呈现“两升两平
四降”态势。其中市场指数为39.3，与上月持
平；采购指数为42.4，上升0.2个点；绩效指数
为44.0，与上月持平；扩张指数为42.9，下降
0.1个点；信心指数为41.6，上升0.2个点；融资
指数为52.0，下降0.2个点；风险指数为48.4，
下降0.1个点；成本指数为62.4，下降0.3个点。

七大行业“两升五降”

从小微企业各行业运行指数来看，除制
造业和交通运输业上升外，其他行业小微企
业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10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3.1，下降0.2个点。其市场指数为39.2，较上
月下降0.1个点；采购指数为40.8，下降0.2个
点；绩效指数为43.4，下降0.1个点。调研结果
显示，10月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产量和产品
库存均下降0.4个点，订单量下降0.3个点，原
材料采购量下降0.2个点，原材料库存下降
0.4个点，毛利率下降0.4个点。

制造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5.1，上升
0.2个点。其市场指数为38.8，较上月上升0.1
个点；采购指数为39.8，上升0.5个点；绩效指
数为48.1，上升0.3个点。调研结果显示，10月
制造业小微企业产量上升0.6个点，订单量上
升0.5个点，产品库存上升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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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个点，毛利率上升0.3个点。

建筑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0.8，下降
0.3个点。其市场指数为37.5，下降0.2个点；
采购指数为38.3，下降0.2个点；绩效指数为
41.6，上升0.1个点。调研结果显示，10月建筑
业小微企业工程量下降0.4个点，新签工程合
同额下降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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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和毛利率
均上升0.1个点。

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3.1，
上升0.2个点。其市场指数为40.5，下降0.1个
点；采购指数为37.7，上升0.4个点；绩效指数
为43.5，上升0.1个点。调研结果显示，10月交
通运输业小微企业业务预订量下降0.5个点，
主营业务收入下降0.3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上
升0.3个点，原材料库存上升0.6个点，利润上
升0.8个点。

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4.8，
下降0.1个点。其市场指数为41.3，下降0.2个
点；采购指数为49.2，上升0.4个点；绩效指数
为41.7，下降0.1个点。具体市场表现为：积压
订单下降0.4个点，销售额下降0.6个点，库存
下降0.3个点，进货量上升0.4个点，利润下降
0.5个点。

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39.4，
下降0.2个点。其市场指数为37.8，下降0.4个
点；采购指数为38.8，下降0.1个点；绩效指数
为39.1，下降0.4个点。具体表现为小微企业
业务量下降0.3个点，业务预订量下降0.6个
点，主营业务收入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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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个点，毛利率下降0.7个点。

服务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0.8，下降
0.2个点。其市场指数为36.5，下降0.3个点；
采购指数为40.9，上升0.1个点；绩效指数为
38.7，下降0.1个点。具体表现为业务量下降
0.3个点，业务预订量下降0.6个点，主营业务
收入下降0.4个点，原材料库存上升0.6个点，
利润下降0.5个点。

六大区域“两升一平三降”

华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1.8，下降0.2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36.6，下降0.2个点；绩效
指数为41.6，下降0.2个点；扩张指数为38.2，
下降0.1个点；融资指数为53.6，下降0.4个
点；风险指数为46.9，下降0.3个点。

东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1.0，下降0.1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34.9，下降0.1个点；采购
指数为38.1，下降0.2个点；扩张指数为39.6，
下降0.3个点；融资指数为49.7，下降0.3个点。

华东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5.3，与上月
持平。其市场指数为43.4，下降0.1个点；采购
指数为45.3，上升0.1个点；绩效指数为45.5，
下降0.3个点；扩张指数为44.5，下降0.1个
点；信心指数为41.7，上升0.1个点；融资指数
为49.3，上升0.2个点；风险指数为48.6，下降
0.2个点。

中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5.9，上升0.1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43.5，上升0.2个点；绩效
指数为43.9，上升0.2个点；扩张指数为44.9，
上升0.1个点；信心指数为42.0，上升0.3个点。

西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3.7，上升0.3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41.6，上升0.3个点；采购
指数为44.6，上升0.4个点；绩效指数为44.3，
上升0.2个点；扩张指数为43.8，上升0.2个
点；信心指数为38.6，上升0.4个点；风险指数

为48.8，上升0.2个点。
西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0.8，下降0.1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36.7，下降0.2个点；采购
指数为36.5，下降0.1个点；绩效指数为43.2，
下降0.1个点；扩张指数为39.7，下降0.1个
点；融资指数为49.7，下降0.4个点；风险指数
为44.9，下降0.3个点。

融资需求下降 信心指数上升

10月反映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融资指数
为52.0，下降0.2个点。

10月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9.6，下降0.3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融资指
数为53.5，下降0.2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融
资指数为50.2，下降0.4个点；批发零售业小
微企业融资指数为51.5，下降0.2个点；住宿
餐饮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46.5，下降0.2个
点；服务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53.0，下降
0.1个点。

小微企业的风险指数为48.4，下降0.1个
点。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45.6，下
降 0.1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0.1，下降0.3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风
险指数为50.8，下降0.2个点；服务业小微企
业风险指数为41.0，下降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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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缓；回款周期指数表现为“四升三降”态势，其
中除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外，其
他行业的回款周期均有所缩短。

10月反映小微企业经营预期情况的扩张
指数下降0.1个点，信心指数上升0.2个点。

10月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42.9，下降0.1
个点。分行业来看，除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上
升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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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下降0.2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下降0.4
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36.0，下降
0.3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下降0.7个点；批发
零售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44.3，下降0.2个
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下降0.5个点；住宿餐饮
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3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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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41.1，
下降0.4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下降0.5个点，
用工需求下降0.6个点。

10月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41.6，上升0.2
个点。分行业来看，除农林牧渔业和建筑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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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下降0.2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信心指
数为44.4，上升0.3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信
心指数为35.7，下降0.3个点；交通运输业小
微企业信心指数为40.9，上升0.2个点；批发
零售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42.9，上升0.3个
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33.2，上
升 0.1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34.1，上升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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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处理，均已经调整为正向指标，指数越大
表明情况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