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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近期，小微企业发展的国际国内

环境如何？5 月小微指数持平是受哪些

因素影响？

李全：2021 年 5 月以来，全球经济延

续结构性复苏态势。部分国家新冠肺炎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快速恢复；印度

等部分国家疫情依然严重，伴随着通胀等

因素，经济下滑明显。

我国在疫情有效防控的基础上，经济

显著复苏。5 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为 51.0%，微低于上月 0.1个百分点，

仍处于高位运行，显示制造业平稳扩张。

其中，大、中型企业 PMI 分别为 51.8%和

51.1%，比上月上升 0.1 个和 0.8 个百分点，

均高于临界点；小型企业PMI为48.8%，比上

月下降2.0个百分点。企业复苏和扩张中，大

中型企业快于小微企业。同时，5月非制造业

商务活动指数为55.2%，较上月上升0.3个百

分点，综合PMI产出指数为54.2%，比上月上

升0.4个百分点，显示我国非制造业扩张步伐

有所加快，企业生产经营稳步扩张。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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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与上月持平。

从年初至今，小微指数总体呈现稳中上升

态势，小微企业发展基础不断夯实。

从分项指数来看，融资指数为 53.2，

上升 0.3 个点，显示小微企业在相关政策

支持下，融资环境持续改善；风险指数为

49.2，上升 0.4 个点，说明小微经济已经走

出底部，风险逐步释放；成本指数为 63.2，

上升 0.3 个点，显示在结构性减税、扩大内

需等政策影响下，小微企业的运行成本呈

下降态势。但市场指数为 39.5，下降 0.2

个点，显示小微经济市场还在回暖过程

中；采购指数为 42.2，下降 0.2 个点，这可

能由于上游原材料价格大涨引起小微企

业主短期采购意愿不强。

从区域指数来看，小微经济回落筑

底，六大区域指数“四平两降”。其中，整

体实力较强的华东地区小微指数为 45.3，

与上月持平，华北、中南、西北小微指数与

上月持平；其余两大区域略降，体现出后

续的发展韧性。

主持人：随着经济稳步复苏，针对小微企

业的相关扶持政策是否会有所调整？对

小微企业发展有怎样的影响？

李全：近期，我国经济政策逐步常态化，宏观经济的整体向好以

及政策回归有利于小微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4 月 30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稳中求进的工作

总基调，强调了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强调不急转弯，并要求

把握好时度效，固本培元，稳定预期，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使

经济在恢复中达到更高水平均衡。

实际上，从去年我国疫情基本控制以来，相关经济扶持政策始

终有张有弛，没有对经济进行过度刺激，经济复苏态势明显后，相关

政策缓慢、有节奏地退出，确保了我国经济社会保持平稳运行。在

这样一个背景下，小微经济有望与宏观经济同步走稳。

今年以来，减税降费政策对小微经济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同

时，稳就业、加强社会保障等政策为小微企业后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5月份，稳健的货币政策继续保持了流动性合理充裕。在货币政策向

常态化回归的同时，强化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支持，对

小微经济更是有所倾斜。

值得注意的是，5 月上旬，大宗商品延续了 4 月份以来的上涨

趋势，对制造业领域的中下游影响颇大。小微企业处于经济体系

末端，议价能力较弱，受影响更明显。虽然五月中旬以来，大宗商

品市场开始降温，但我们依然需要关注相关产品价格趋势，这是

下一阶段小微经济发展，特别是制造业小微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

影响因素。

主持人：当前，小微经济进一步复苏还面临哪些压力？您有什么建议？

李全：当前，小微经济运行的压力主要来自三方面。

一是境外疫情反弹引起贸易需求降低以及国际海运价格抬升，

对外向型小微企业造成压力。

二是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议价能力弱的小微企业造成压力。

三是人民币汇率波动一定程度上对制造业领域特别是出口导

向型的制造业小微企业造成压力。

针对以上问题，建议从三个方面应对：

首先，加大对创新型小微企业出口退税的力度，在涉及国家鼓励

的绿色发展等领域实施运费、保费补贴等措施。

其次，继续积极应对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阶段性增加紧缺原

材料供给，同时对相关小微企业实施补贴，以弥补原材料价格上涨

对小微企业利润的挤压，为小微企业的后续发展拓展空间。

最后，在汇率波动的过程中，一方面，应在双循环的框架下加大

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通过政府采购等方式引导国内市场采购小

微企业产品；另一方面，通过针对性的汇

差补贴实施精准扶持，以增强小微企业国

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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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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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月持平。

分 项 指 数“ 四 升 四

降”。其中市场指数为

39.5，下降0.2个点；采

购 指 数 为 42.2，下 降

0.2 个点；绩效指数为

44.5，下降0.1个点；扩

张 指 数 为 42.8，上 升

0.1个点；信心指数为

41.1，下降 0.3 个点；

融资指数为53.2，上升

0.3 个点；风险指数为

49.2，上升0.4个点；成

本 指 数 为 63.2，上 升

0.3个点。自2020年 5

月以来，小微企业运行

指数稳中有升。

“五一”假期以来，在人员流动、消费

增长拉动下，小微企业总体运行情况较

好，其中，住宿餐饮业、旅游业、服务业等

领域小微企业表现尤为突出。

“今年‘五一’期间，我们在成都的 5

家门店营业额达到 119.14 万元，比去年同

期增长了 48 万元。”成都市老码头餐饮娱

乐有限公司总经理沈烨告诉本报记者，营

业额虽然还没恢复到 2019 年同期水平，

但 门 店 营 业 状 况 与 去 年 相 比 已 有 明 显

好转。

“新冠肺炎疫情对于餐饮服务业来说

可谓是‘冰点打击’。”回忆起 2020 年的情

况，沈烨仍然有些激动，“2020年，公司现金

流减少了5000万元，这是营业20余年来从

未有过的危机。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我

们根本坚持不下来。”

对餐饮企业来说，压力主要来自于人

工工资和原料价格齐涨导致企业运行成本

大幅增加。对于沈烨而言，今年企业营收

能否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关键看下半

年。“盼望政府能够通过减税降费继续给予

小微企业支持和帮助。”沈烨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其他行业小微企

业也出现了企稳向好势头。宿州凯诺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尹浩告诉记者，

“随着市场的复苏，自去年 6 月份开始，订

单量和开标项目数量逐步增长，投标方式

也从以往的线下变成线上，为建筑企业投

标提供了更多机会。在资金上，受益于国

家减税降费补贴和银行推出的信用贷款，

我们才能渡过难关。”尹浩说。

在日前举行的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发展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熊茂平公

布了最新的个体工商户开户数据，今年 1

月份至 4 月份，全国新设个体工商户 605.9

万户，同比增长 55.2%。“这个数量高于

2018 年同期的 387.5 万户，也高于 2019 年

同期的 497.8 万户。”熊茂平说，“除受疫情

影响比较直接的接触性服务行业外，个体

工商户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经营活

跃状况较去年有了大幅提高。”

尽管当前小微企业整体运行情况有

所好转，但因国际疫情状况复杂，企业成

本上升，小微企业生产经营仍面临困难。

熊茂平介绍，5月 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专

题研究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纾困和发展，提出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措

施、加大普惠金融力度、给予稳岗就业补

贴、引导平台降低收费抽成、推动个体工

商户参加社保、建立个体工商户扶持体系

等多方面措施，继续有针对性加强对个体

工商户的支持。

在政策帮扶之下，小微企业也应加

大 技 术 创 新 力 度 ，争 当“ 专 精 特 新 ”企

业。对此，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王江

平表示，工信部通过梯度培育、强化创

新、精准服务来引导广大中小企业“专精

特新”发展。

“‘十四五’期间，我们将实施中小企

业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提升工程，形成

‘百十万千’专精特新企业群体，全面提升

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在制造

业补短板、锻长板中发挥积极作用。”王江

平表示，要通过“双创”带动百万家创新型

中小企业，培育十万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及

千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持 续 向 好 尚 需 政 策“ 再 帮 一 把 ”
本报记者 祝君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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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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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成本下降 融资需求增强
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课题组

从过去 12 个月趋势上看，总指数呈上

升趋势，市场指数、绩效指数呈现不断复苏

态势，信心指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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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大行业“五平二降”

从小微企业各行业运行指数来看，制

造业和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指数较上月下

降 0.1个点，其他五大行业小微企业指数与

上月持平。

具体来看，5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

运行指数为 43.3，与上月持平；制造业小微

企业运行指数为 45.2，下降 0.1 个点；建筑

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0.7，与上月持平；

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3，下降

0.1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5.5，与上月持平；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运

行指数为 40.1，与上月持平；服务业小微企

业运行指数为41.3，与上月持平。

从各行业分项指标变化看，农林牧渔

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风险指数和成本指

数较上月上升，其中成本指数上升最大，

达到 0.5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

风险指数和成本指数有所上升，其中风险

指数上升最大，达到 0.5 个点；建筑业小微

企业扩张指数、融资指数、风险指数和成

本指数有所上升，其中融资指数和风险指

数升幅较大，为 0.4 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

企业融资指数、风险指数和成本指数有所

上升，为 0.3 个点；批发零售业采购小微企

业扩张指数、融资指数、风险指数和成本

指数有所上升，其中融资指数和风险指数

上升较大，为 0.4 个点；住宿餐饮业融资指

数、风险指数和成本指数有所上升，其中

融资指数上升最大，达到 0.5 个点；服务业

扩张指数、融资指数、风险指数和成本指

数有所上升，其中融资指数、风险指数和

成本指数上升较大，达到 0.3个点。

六大区域“四平两降”

从六大区域指数来看，东北地区和西

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有所下降，其他区域

均与上月持平。

具体来看，华北地区小微企业运行指

数为 42，与上月持平；东北地区小微企业运

行指数为 40.9，下降 0.1 个点；华东地区小

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5.3，与上月持平；中南

地区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6.4，与上月持

平；西南地区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3.5，下

降 0.1个点；西北地区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1.3，与上月持平。

从各地区分项指标变化看，华北地区

小微企业融资指数和成本指数上升较大，

为 0.3；东北地区小微企业采购指数下降

较大，为 0.4；华东地区小微企业成本指数

上升最大，达到 0.4；中南地区小微企业风

险指数上升最大，达到 0.4；西南地区小微

企业市场指数和信心指数下降较大，为

0.3；西北地区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上升最

大，为 0.3。

企业抗风险能力提升

5 月反映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融资指

数为 53.2，较上月上升 0.3 个点。分行业来

看，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50.3，

上升 0.1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55.2，上升0.3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融资指

数为 50.8，上升 0.4 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

企业融资指数为 51.8，上升 0.3 个点；批发

零售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52.5，上升 0.4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7.8，上升0.5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融资指

数为 54.2，上升 0.3 个点。调研结果显示，

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

住宿餐饮业和服务业下期融资需求指数上

升，其中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下期融资需

求指数上升最大，达到0.6个点。

5月反映营运风险的风险指数为 49.2，

较上月上升 0.4个点。分行业来看，农林牧

渔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46.4，上升 0.2 个

点；制造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1，上升

0.5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45.8，

上升 0.4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风险指

数为 44.4，上升 0.3 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

企业风险指数为 52，上升 0.4 个点；住宿餐

饮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43.2，上升 0.4 个

点；服务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41.3，上升

0.3个点。调研结果显示，七大行业流动资

金周转指数均呈上升态势，其中制造业小

微企业流动资金周转指数上升最大，达到

0.4个点；制造业和建筑业小微企业回款周

期指数上升较大，达到0.5个点。

5月反映小微企业成本指数为 63.2，较

上月上升 0.3 个点，企业整体成本有所下

降。分行业来看，七大行业小微企业成本

指数全部呈现上升态势。其中，农林牧渔

业小微企业成本指数为 65.6，上升 0.5 个

点；制造业小微企业成本指数为 62.3，上升

0.3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成本指数为68.1，

上升 0.3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成本指

数为 74.2，上升 0.3 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

企业成本指数为 58.5，上升 0.3 个点；住宿

餐饮业小微企业成本指数为 69，上升 0.3个

点；服务业小微企业成本指数为 68.5，上升

0.3个点。

从调研结果来看，农林牧渔业小微企

业总体经营成本指数和营销成本指数上升

较大，为 0.5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原材料

采购成本指数、物流成本指数和加工成本

指数上升较大，为 0.4 个点；建筑业小微企

业原材料采购成本指数上升最大，达到 0.4

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总体经营成本

指数上升最大，达到 0.4 个点；批发零售业

小微企业进货价格指数上升最大，达到 0.4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总体经营成本

指数上升最大，达到 0.3 个点；服务业小微

企业原材料采购成本指数和营销成本指数

上升较大，为0.4个点。

5 月反映小微企业经营预期情况的扩

张指数较上月上升 0.1 个点；信心指数较

上月下降 0.3 个点。5 月小微企业扩张指

数为 42.8，上升 0.1 个点。分行业来看，七

大行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呈现“四升三

平”态势。其中，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扩

张指数为 43，与上月持平；制造业小微企

业扩张指数为 44.7，与上月持平；建筑业

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35.9，上升 0.2 个点；

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39.5，与

上月持平；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

为 44.4，上升 0.3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

业扩张指数为 34.9，上升 0.2 个点；服务业

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1.6，上升 0.1 个点。

从调研结果来看，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新

增投资与上月持平，人员变化与上月持

平；制造业小微企业新增投资与上月持

平，人员变化下降 0.1 个点；建筑业小微企

业新增投资（机械设备）上升 0.3 个点，人

员变化与上月持平；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

新增投资（运输工具等）与上月持平，新增

员工人数下降 0.2 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

企业新增投资上升 0.2 个点，新增员工人

数上升 0.3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新

增投资（店面、营业面积、设备）上升 0.1 个

点，人员变化上升 0.2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

业新增投资（店面、营业面积、设备）上升

0.1个点，人员变化与上月持平。

5 月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1.1，下降

0.3个点。分行业来看，农林牧渔业小微企

业信心指数为 41.9，下降 0.2 个点；制造业

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4，下降 0.3 个点；建

筑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35.3，下降 0.3 个

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0.5，

下降 0.2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信心指

数为 42.4，下降 0.2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

企业信心指数为 33.2，下降 0.3 个点；服务

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34，下降0.3个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