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全：3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

指数（PMI）为 50.6%，高于上月 1.3 个百

分点。2021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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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2 月上升 0.2 个点至 44.3，创

下自 2020 年疫情暴发及疫后恢复以来

的新高，在我国宏观经济向好的背景下，

小微经济呈稳中扩张的趋势。

通过分项指数来剖析小微指数上

涨原因，其中，市场指数与采购指数均

有较大幅度增长，表明全面

复工复产已经带动小微经

济扩大产能。尽管市场指

数为 39.8，表明整体市场需

求仍没有完全恢复，但采购

指数达 42.4，为下一期小微

经济的持续增长打下了较

好的基础。

制造业指数上升 0.3 个

点达 45.4。尤为难得的是，

在调研中发现，制造业的复

苏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市场需

求回暖带来的产能释放。面

对复杂的市场环境，部分中

小型企业开始主动增加研发

投入，通过提升产品质量来

开拓市场。经济结构调整的

趋势正在逐步向小微经济领

域传导，小微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趋势开始呈现。

此外，交通运输业指数

上升0.2个点，显示疫苗的有

序接种促进了客流量的恢

复，百姓生活正在逐步恢复

至常态。建筑业指数整体上

升0.2个点，其采购指数大幅

上涨 0.4 个点，预示着“两新

一重”类重点工程的增长仍

将持续。

不同区域的小微企业也

各有亮点。此前复工复产较

好的华东地区总指数继续上

升0.1个点，而华北和中南地

区各大涨0.3个点，中部地区

的生产经营强势恢复。其中

华东地区的采购指数增长

0.3个点，中南地区的采购指

数增长0.4个点，为下阶段相

关区域的持续增长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华北地区的市场

指数和风险指数均上升 0.4

个点，该区域的增长有望持

续。西北地区的融资指数上

升了0.3个点，这在小微经济

发展的弱势区域难能可贵，

显示了金融改革在相关区域

的落实正在逐步推进。

李全：小微经济的强势复苏离不开

政策的支持。

2021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

进一步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

题。工业与信息化部则将支持中小企业

发展作为 2021 年的八项重点工作之一

来进行推进。未来，相关财政政策的快

速落地和金融政策的有序推进，将为小

微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财税政策方面，税收减免政策将继

续执行相关规定，实施增值税减免优

惠。即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对月销售额 10 万元以下（含本

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

税；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则要求对小型微

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万元

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

税所得额超过 100 万元但不超过 300 万

元的部分，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此外，根

据有关文件规定，对小微企业 2020 年 1

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的工会经费，

实行全额返还支持政策；除了今年将继

续执行小微企业的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

以外，对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中小企

业，还可依法核准其延期纳税。

金融政策方面，人民银行和金融监

管部门出台了各项政策解决小微企业融

资问题。新增政策要求大型商业银行普

惠小微企业贷款增长 30%以上，今年务

必做到小微企业融资更便利、综合融资

成本稳中有降。延续性政策中，金融系

统将继续实施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

持工具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

划，并在相关工具有序进行的过程中，继

续运用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引导

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小微和民营企

业等领域的支持力度；人民银行还要求

持续开展商业银行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能力提升工程，支持商业银行扩大“三

农”、小微企业、制造业贷款投放。鼓励

银行综合评价小微企业信用风险水平，

降低对抵押担保的依赖；在

产业链供应链融资支持方

面，支持银行发行小微专项

金融债券，推广供应链票据

和应收账款确权，促进企业

发债融资。引导市场推出更

多供应链金融产品，支持产

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融资。

李全：小微经济有望持

续复苏，但扶持政策需持续

跟进。

截至 3 月底，我国累计

报告接种新冠疫苗超过 1亿

剂次，且疫苗接种工作仍在

有序推进。疫情对经济社会

的影响将有望继续回落，小

微经济也将持续复苏并进入

良性发展的状态。

目前，宏观经济最大的

不确定性是外部因素，全球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壁垒渐

高，我国进出口贸易及国际

投融资有可能受到影响。虽

然小微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

国内市场，但国际市场风险

依然有可能通过产业链传导

至小微领域，小微经济复苏

基础依然脆弱。

在将来一段时间，建议

继续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小微

企业予以政策支持。

第一，维持并推进小微

企业的低成本运营。去年在

疫情暴发后，中央和地方各

级政府都对小微企业启动了

减税降费、减免租金等政策

支持，今年部分地区相关政

策正在退出，这有可能影响

小微企业的持续发展。在内

外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的大

背景下，应继续对弱势的小

微企业推动减免租金、减免

税收、减免各种行政事业性

收费的政策，以实现小微经济持续稳中

向好。

第二，加快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转

型。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小

微经济与终端消费密切相关，数字化转

型将有助于小微经济扩张并推动消费有

序增长。目前已经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各

类小微企业已在餐饮、交通出行、零售等

领域取得了显著增长。下一步应继续加

强新兴基础设施建设，为小微经济的数

字化转型打下硬件基础；同时还需要根

据中央相关精神继续改善小微经济的营

商环境，为小微经济的转型发展打下制

度基础。

第三，加大金融对小微经济的精准

滴灌。传统金融体系下，小微企业抗风

险能力差，金融机构对其放贷意愿较低，

改变现状需要通过制定监管指标来进行

约束，例如规定小微贷款占比等，同时应

对金融机构的小微融资安排提供更为优

惠的税收以及有针对性的财政补贴，使

金融机构有动力、有能力为小微经济提

供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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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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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春 意 ”
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课题组

小
微
企
业
护
航
政
策
需
保
持
稳
定

分项指数“五升两平一降”
市场与采购指数大幅上升

从各分项指标指数来看，呈现“五

升两平一降”态势。除成本指数下降，

信心指数与风险指数持平外，其他分

项指数均有所上升。

其中，市场指数上升 0.3 个点，达

到 39.8。具体来看，本月市场出现明

显回暖迹象，除住宿餐饮业业务量指

数与上月持平，主营业务收入指数较

上月下降之外，其他行业市场指数下

辖的产量、订单量、主营业务收入三级

指标均有所上升，而需求增长又进一

步带动批发零售业进货量和多个行业

原材料采购量有所上升。

具体到行业来看，3月农林牧渔业

小微企业市场指数为 39.6，上升 0.1 个

点；制造业小微企业市场指数为 39.1，

上升 0.5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市场指

数为 37.4，上升 0.3 个点；交通运输业

小微企业市场指数为 41.0，上升 0.3 个

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市场指数为

42.3，上升 0.1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

企业市场指数为 38.6，与上月持平；服

务业小微企业市场指数为 36.7，上升

0.2个点。

小微企业的采购指数为 42.4，较

上月上升 0.3 个点。本月调研结果显

示，七大行业原材料采购量指数呈现

“六升一平”态势，除住宿餐饮业原材

料采购量与上月持平外，批发零售业

进货量和其他行业原材料采购量均有

所上升。

具体到行业来看，农林牧渔业小

微企业采购指数为 41.3，较上月上升

0.1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采购指数为

39.6，上升0.4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采

购指数为38.7，上升0.4个点；交通运输

业小微企业采购指数为 37.1，上升 0.3

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采购指数为

49.1，上升0.1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

业采购指数为 38.9，与上月持平；服务

业小微企业采购指数为 41.0，上升 0.1

个点。

反映小微企业经营预期情况的扩

张指数上升 0.1个点，信心指数与上月

持平，分别达42.7和41.7。

分行业看扩张指数，除批发零售

业和服务业扩张指数与上月持平外，

其他行业新增投资需求和用工需求均

有所上升。其中，农林牧渔业小微企

业扩张指数为 43.3，上升 0.2 个点，其

新增投资需求和用工需求均上升 0.2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4.8，上升 0.2 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

和用工需求分别上升 0.1 个和 0.4 个

点；建筑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35.8，

2021年3月份，
“经济日报-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
运行指数”为44.3，较
上月上升 0.2 个点。
从过去12个月趋势
上看，小微企业融资
环境持续好转，综合
成本持续下降。

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近

日公布了《2020 年度中小企业发展环

境评估报告》。报告显示，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的政策措施取得了

积极成效。

记者对多地多家小微企业进行采

访，企业普遍反映，在各项措施促进下，

企业发展环境较上一年有明显改善。

湖北泉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

理王亮明告诉记者，企业对目前出台

的各项针对小微企业的帮扶政策都很

满意，在一系列税费减免、低息贷款等

政策的帮扶下，企业渡过了疫情期的

难关，今年以来效益持续好转，3 月份

营收同比增长近 10%，企业希望好政

策可以继续保持并进一步落实到位。

谈到发展，王亮明告诉记者，企业

在扩大规模的过程中，自有资金还不

足以支撑，希望获得更多的信用贷款

等融资支持，帮助企业化解资金难

题。同时，现阶段技术人才是公司最

迫切的需求。“目前，受制于区位和企

业规模，公司缺乏技术型人才，招人

难，人才稳不住。希望政府能搭建专

业性人才对接服务平台，有针对性地

帮助企业找到所需人才。”王亮明说。

在长期跟踪采访小微经济发展过

程中，记者欣喜地看到，国家帮扶小微

企业的政策传导机制越来越顺畅。

一方面，各地纷纷针对本地实际情

况出台具体措施，强化执行，让政策顺

利落地。福建百思得铝制品工程有限

公司获得了政策实惠，公司财务部经理

杨明玉告诉记者，“疫情发生以来，福建

省领导实地考察企业困难，省财政局针

对小微企业向银行借贷，推出了贴息政

策，补贴公司一个点的利息”。

另一方面，小微企业获得最新政

策资讯的途径也更加丰富和便利。记

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开发的“中

小企业规模类型自测”小程序已上线，

方便中小企业查询可享受的优惠政

策。此外，工信部近日印发《“双千兆”

网络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

年）》，支持中小微企业提升信息化水

平。计划提出，针对中小微企业，要推

动降低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2021 年

再降10%。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近期还将

出台帮助中小企业走向国际舞台的

相关政策。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副局长何亚琼日前表示，为了更好促

进中国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将积极

谋划中国和东盟产业链之间的互联

互通。通过设立境外的产业合作园

区、中小企业合作园区等形式，和东

南亚国家在中低端产业链形成紧密

合作，提升产业附加值和产业链的融

合能力。

上升 0.2 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和用工

需求分别上升 0.1 个和 0.3 个点；交通

运输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39.6，上升

0.2 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和用工需求

分别上升 0.2 个和 0.1 个点；住宿餐饮

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34.7，上升 0.1

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和用工需求均

上升0.1个点。

分行业看信心指数，农林牧渔业、

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住宿餐饮业小微

企业信心指数均有所上升，制造业、服

务业持平，批发零售业下降。其中农

林牧渔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2.6，上

升 0.3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

为 44.2，与上月持平；建筑业小微企业

信心指数为 35.9，上升 0.3个点；交通运

输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0.7，上升

0.2 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信心指

数为 42.5，下降 0.1个点；住宿餐饮业小

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33.5，上升 0.1个点；

服务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34.3，与上

月持平。

此外，本月绩效指数为 44.5，上升

0.2 个点；融资指数为 52.9，上升 0.1 个

点；风险指数为 48.9，与上月持平；成本

指数为62.9，下降0.3个点。

从过去12个月趋势上看，总指数平

稳上升，市场指数、绩效指数和信心指

数呈现不断复苏趋势，采购指数和扩张

指数在一定水平上波动，风险指数近期

好转，融资指数和成本指数则持续在景

气线之上，反映了小微企业融资环境持

续好转，综合成本持续下降。

六大地区指数“五升一平”
华北与中南表现突出

从六大区域指数来看，呈现“五升

一平”态势。除西南地区外，其余区域

指数均有所上升。

华北地区小微指数为 42.0，中南地

区小微指数为 46.4，均上升 0.3 个点。

具体来看，华北地区市场指数为 36.7，

上升0.4个点；采购指数为39.4，上升0.3

个点；绩效指数为 41.9，上升 0.3 个点；

扩张指数为 38.0，上升 0.3个点；信心指

数为 38.3，上升 0.1 个点。中南地区市

场指数为 44.1，上升 0.4个点；采购指数

为46.0，上升0.4个点；绩效指数为44.5，

上升0.3个点；扩张指数为44.7，上升0.3

个点；融资指数为54.9，上升0.1个点。

此外，东北地区市场指数、采购指

数和信心指数上升较大，达到 0.2 个

点；华东地区上升最大的则是采购指

数，为0.3个点。

具 体 来 看 ，东 北 地 区 为 41.0，上

升 0.1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34.9，上

升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37.9，上升 0.2

个点；绩效指数为 41.4，与上月持平；

扩张指数为 38.9，上升 0.1 个点；信心

指数为 42.5，上升 0.2 个点；融资指数

为 50.2，上 升 0.1 个 点 ；风 险 指 数 为

52.9，与上月持平。

华东地区为 45.2，上升 0.1 个点。

其市场指数为 43.3，上升 0.2 个点；采

购指数为 45.1，上升 0.3 个点；绩效指

数为 45.7，上升 0.1 个点；扩张指数为

44.1，上升 0.1 个点；融资指数为 49.2，

与上月持平；风险指数为 48.4，下降

0.1个点。

西南地区为 43.6，与上月持平。其

市场指数为 41.6，上升 0.1个点；采购指

数为 44.2，上升 0.1 个点；绩效指数为

44.6，上升 0.1 个点；扩张指数为 43.5，

与上月持平。

西北地区为 41.4，上升 0.2 个点。

其市场指数为 37.2，上升 0.2 个点；采

购指数为 37.1，上升 0.1 个点；绩效指

数为 44.0，上升 0.1 个点；扩张指数为

39.8，上升 0.2 个点；信心指数为 32.9，

上升 0.1 个点；融资指数为 50.2，上升

0.3 个 点 ；风 险 指 数 为 47.8，下 降 0.1

个点。

行业指数“五升二平”
制造业上升幅度最大

从小微企业各行业运行指数来

看，除批发零售业与住宿餐饮业指数

与上月持平外，其他行业小微企业指

数均有所上升，其中制造业涨幅最大。

制造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5.4，

上升 0.3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39.1，较

上月上升 0.5个点；采购指数为 39.6，上

升 0.4 个点；绩效指数为 48.3，上升 0.3

个点。调研结果显示，3月制造业小微

企业产量上升 0.7个点，订单量上升 0.6

个点，主营业务收入上升 0.5 个点，原

材料采购量上升 0.4 个点，原材料库存

上升 0.5 个点，利润上升 0.6 个点，毛利

率上升0.3个点。

此外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小微企

业运行指数均上升 0.2 个点，农林牧

渔业、服务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均上

升 0.1 个点，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

小 微 企 业 运 行 指 数 均 与 上 月 持 平 。

从各行业分项指标变化看，农林牧渔

业融资指数上升最大，达到 0.4 个点；

制造业市场指数上升最大，达到 0.5

个点；建筑业采购指数上升最大，达

到 0.4 个点；交通运输业风险指数上

升最大，达到 0.4 个点；批发零售业市

场指数、采购指数、绩效指数和融资

指数均有所上升，为 0.1 个点；住宿餐

饮业扩张指数和信心指数上升较大，

为 0.1 个点；服务业市场指数上升最

大，达到 0.2 个点。

企 业 发 展 环 境 显 著 改 善
本报记者 祝君壁

主持人：作为长期跟踪“经济日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

数”情况的学者，您认为本期发布的

小微指数有哪些特点？

主持人：本期的小微指

数表现抢眼，您认为支

撑指数走势的因素有

哪些？

主持人：扶持政策有效

对冲了疫情对小微企

业的影响。随着疫苗

的 推 广 ，经 济 形 势 向

好，您认为针对小微企

业的扶持政策是否需

要调整，如调整应做哪

些调整？

本版编辑 郭文鹃 裴 文 美 编 高 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