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人：6 月份，虽然小微企业运行指数连

续第三个月与上月持平，但各行业、各地区

小微企业表现差异也很明显。请您分析一

下具体情况。

孙文凯：各分项指数变动确实存在较大差

异，八个分项指数呈“三升五降”态势。其中，

市场和信心指数分别上升 0.3 个点。市场指数

上升来自于整个经济持续复苏，各地区和各行

业市场指数均有不同程度上升。类似的，企业

整体上对未来经营持续好转保持信心，各行业

信心指数均有好转，除了华北地区外各地区信

心指数也均有不同程度提高。

采购指数上升 0.2 个点。除了批发零售业

采购指数稍有下降，其他行业采购指数均有所

提高；从地区看，采购指数在大部分地区也有

所提高。

其他指数下跌 0.2 个点或 0.3 个点不等。

绩效指数和成本指数下降对应成本上升导致

虽然市场好转但企业绩效稍降。融资指数小

降但仍处景气区间。各地区各行业风险指数

大多有所下降，主要是企业流动资金周转速度

下降导致。

六大区域指数变动方向不一，呈现“三升

一平两降”态势。东北、华东、西北地区指数稍

有上升，西南地区持平，华北和中南地区稍

降。三个指数上升地区市场、采购、信心指数

均有所好转，两个指数下降地区主要来自绩

效、采购、扩张、融资和风险指数下降。

行业指数也出现一定分化，呈“两升五平”

态势。农林牧渔业和交通运输业指数上升 0.1

个点，其余行业持平。农林牧渔行业指数上升

来自市场、采购、扩张、信心指数上升，交通运

输业指数上升则主要来自市场、采购、信心指

数的上升。值得关注的是住宿餐饮业虽然持

平，且市场指数好转，但扩张指数仍在下降，人

员雇佣和新增投资均减少。

整体来看，小微指数保持平稳同时显示出

两个亮点：一是市场指数普遍上涨反映了市场

整体的持续恢复，特别是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住

宿餐饮业业务量和主营业务收入持续上升；二

是融资指数虽有所下降，但连续一年多处于

50 以上的高位，意味着小微企业融资环境仍

在持续好转。

主持人：6月份，您借助邮储银行调查系统对

小微企业疫情后恢复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

调查结果和小微指数呈现的状况是否一致？

孙文凯：调查发现，小微企业尚未完全恢

复到疫情前正常状态，当前几乎所有小微企业

均已开工，但产能、利润情况仍较疫情前有较

大差距。

产能方面，只有 64.62%的企业达到了 90%以上的产能利用率，去年 5

月调查时这一比例已经达到 52.04%。制造业恢复相对较好，这一比例

达到 71.92%；住宿餐饮业仅为 44.67%，虽然远高于去年 5 月份调查时的

18.75%，但完全恢复仍需要时间。从绩效来看，当前仅有 54.64%的企业

认为绩效与疫情前相比已无明显区别。

专题调查反映出的情况与小微指数呈现的情况基本一致。

与疫情前相比，绝大多数企业雇佣人数不变，比例达到 83.67%，但

有 9.91%企业雇佣比例下降，下降较多的行业为住宿餐饮业，与小微指

数分项变动基本一致。

调查显示，整体上小微企业对全年预期相对乐观，全国 61.91%的企

业预计今年全年营业收入相比疫情前基本不变或有所提高。其中制造

业最为乐观，这一比例达到 73.97%。住宿餐饮业最不乐观，这一比例仅

为 46.69%。这也与小微企业信心指数反映信息一致。

主持人：小微指数和专项调查的结果基本一致，反映出当前小微企业

运行过程中面临一些情况和问题。您认为，制约小微企业发展的因

素主要有哪些，应该如何应对？

孙文凯：当前，成本上升，疫情防控以及出口下降预期给小微企业

持续经营带来压力。调查显示，有色金属、燃料、化工原料等原材料价

格大幅上涨，压低了企业绩效；零散疫情带来的隔离、交通限制等政策

措施仍然制约小微企业发展，对中南地区企业影响尤其明显，住宿餐饮

业受影响依然较大；此外，随着将来国外疫情逐步缓解，供应链逐步恢

复，我国出口持续高速增长较难持续，近期已经出现出口增速下降

趋势。

虽然当前小微企业复苏相对缓慢，但若能够抓住时机进行改革调

整，将有利于为更长时期的持续健康发展筑牢基础。调查显示，有

33.36%的企业计划在未来三个月内采用增加创新投入的方式提升企业

竞争力，特别是小微企业较多的华东和中南地区，行业中制造业和住宿

餐饮业计划增加创新投入比例较大。可见，复苏缓慢下竞争压力会促

使小微企业增加创新投入，长期看有利于提高其竞争力，并提高经济发

展质量。

针对当前经济的不确定性，宏观政策仍然需要采用相机抉择的方

式稳固经济复苏态势。减缓财政与货币政策退出速度，继续增加财政

支出，适度放松信贷；发挥大型企业在期货市场的力量以及市场谈判

力，集中采购大宗商品，降低成本，必要时国家可以给大宗商品以价格

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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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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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份持平。分项指数呈现

“三升五降”态势。其中市

场指数为39.8，上升0.3个

点；采购指数为42.4，上升

0.2 个 点 ；绩 效 指 数 为

44.3，下降 0.2 个点；扩张

指 数 为 42.6，下 降 0.2 个

点；信心指数为41.4，上升

0.3个点；融资指数为52.9，

下降0.3个点；风险指数为

48.9，下降 0.3 个点；成本

指数为 63，下降 0.2 个点。

自 2020 年 6 月份以来，小

微 企 业 运 行 指 数 稳 中

有升。

2021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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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小微企业经营预期情况的

信心指数为41.4，较5月份上升0.3个点。

“ 我 们 公 司 主 要 从 事 粮 油 产 品 销

售。自疫情发生后，公司的营销模式由

线下销售改为以线上销售为主，为了应

对疫情带来的不便，我们还启用了线上

审批制度。”柳州科顿商贸有限公司财务

负责人梁素敏告诉记者，在政府的帮扶

政策支持下，通过公司改革和业务创新，

目前公司经营状况已基本恢复至疫情前

的正常水平。

安徽弘亿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会计姚

楠告诉记者，减税降费政策是大多数小

微企业最关注的政策之一，“希望政府继

续推行这项政策，帮助更多的小微企业

较快恢复至正常水平”。

随着市场逐步复苏，营商环境不断

优化，越来越多中小微企业逐渐走出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困境。

采访中，不少企业主表示，希望下一

步政策在持续发挥税费调节作用，减轻企

业负担的同时，也要着力帮助小微企业提

升专业化水平，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专职副会长马彬

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总体延续稳定

恢复态势，未来中小微企业持续稳定健

康增长还面临很多挑战和不确定性。在

当前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的背

景下，中小微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其创新

能力、质量效益显得尤为重要。

“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

要明确提出，实施领航企业培育工程，培

育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和核心竞争力的

龙头企业，推动中小企业提升专业化优

势，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

业单项冠军企业。

为加快培育发展以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业链

领航企业为代表的优质企业，近日，工业

和信息化部、科技部、财政部等六部门联

合印发《关于加快培育发展制造业优质

企业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

见》），提出构建优质企业梯度培育格局、

提高优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打造大中

小企业融通发展生态等10条指导意见。

针对构建优质企业梯度培育格局，

《指导意见》提出，要分类制定完善遴选

标准，选树“小巨人”企业、单项冠军企

业、领航企业标杆。引导“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成长为国内市场领先的“小巨人”

企业，聚焦重点行业和领域引导“小巨

人”等各类企业成长为国际市场领先的

单项冠军企业，引导大企业集团发展成

为具有生态主导力、国际竞争力的领航

企业。

《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 2025年，梯

度培育格局基本成形，发展形成万家“小

巨人”企业、千家单项冠军企业和一大批

领航企业。

“这不仅给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指

明了方向，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马彬说，

“《指导意见》的出台将为国内各个行业

的 优 质 企 业 带 来 一 系 列 的 红 利 ，带 动

4000 万家中小微企业提升专业化优势和

能力水平。”

让 创 新“ 小 巨 人 ”脱 颖 而 出
本报记者 祝君壁

本版编辑 郭文鹃 裴 文 美 编 高 妍

从过去 12 个月趋势看，总指数呈平

稳上升态势，市场指数、绩效指数呈现不

断复苏趋势，信心指数、采购指数、扩张指

数和风险指数在一定水平上波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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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升五平”

从小微企业各行业运行指数来看，农

林牧渔业小微企业指数和交通运输业小

微企业指数较上月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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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份农林牧渔小微企业

运行指数为 43.4，上升 0.1 个点；制造业小

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5.2，与上月持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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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上

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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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渔业小微企业市场指数、采购指数、扩张

指数和信心指数较上月上升，其中采购

指数上升最大，达到 0.3 个点；制造业小

微企业市场指数、采购指数和信心指数

有所上升，达到 0.3 个点；建筑业小微企

业市场指数、采购指数和信心指数有所

上升，其中市场指数升幅最大，为 0.4 个

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市场指数、采购

指数、绩效指数和信心指数有所上升，其

中采购指数升幅最大，为 0.3 个点；批发

零售业小微企业市场指数和信心指数有

所上升，其中市场指数上升最大，为 0.4

个点；住宿餐饮业市场指数、采购指数和

信心指数有所上升，其中采购指数和信

心指数上升较大，达到 0.3 个点；服务业

市场指数、采购指数和信心指数有所上

升 ，其 中 采 购 指 数 上 升 最 大 ，达 到 0.3

个点。

六大区域“三升一平两降”

从六大区域指数来看，呈现“三升一

平两降”态势。东北地区、华东地区和西

北地区小微企业运行指数有所上升。

具体来看，华北地区小微企业运行指

数为 41.9，下降 0.1 个点。分项指数“二升

六降”，市场指数、成本指数有所上升，其

中市场指数为 36.7，上升 0.2 个点；成本指

数为 68.4，上升 0.2 个点。华北地区小微

企业风险指数下降最大，为0.4个点。

东北地区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1.1，

上升 0.2 个点。分项指数“六升二降”，融

资指数、成本指数下降，其中融资指数为

49.9，下降 0.2个点；成本指数为 69.1，下降

0.3个点。东北地区小微企业市场指数上

升最大，为0.4个点。

华东地区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5.4，

上升 0.1 个点。分项指数“三升五降”，市

场指数、采购指数和信心指数上升较大，

其中市场指数为 43.7，上升 0.3 个点；采购

指数为 45.2，上升 0.3 个点；信心指数为

41.9，上升0.3个点。

中南地区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6.3，

下降 0.1 个点。分项指数“三升五降”，市

场指数、信心指数和成本指数上升，其中

市场指数为 44，上升 0.2个点；信心指数为

41.9，上升 0.3个点；成本指数为 64.6，上升

0.1个点。中南地区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下

降最大，达到0.4个点。

西南地区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3.5，

与上月持平。分项指数“三升四降一平”，

市场指数、采购指数和信心指数上升，其

中市场指数为 41.5，上升 0.3 个点；采购指

数为 44，上升 0.2 个点；信心指数为 37.8，

上升0.3个点。

西北地区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1.4，

上升 0.1 个点。分项指数“四升三降一

平”，绩效指数、融资指数和风险指数下

降，其中绩效指数为 44，下降 0.1 个点；融

资指数为 50，下降 0.3 个点；风险指数为

48.1，下降0.1个点。西北地区小微企业市

场指数、采购指数和信心指数上升较大，

为0.3个点。

市场和采购指数上升

6月份反映小微企业市场情况的市场

指数为39.8，较上月上升0.3个点。分行业

来看，6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市场指数

为 39.5，上升 0.2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市

场指数为 38.9，上升 0.3 个点；建筑业小微

企业市场指数为 37.2，上升 0.4 个点；交通

运输业小微企业市场指数为40.8，上升0.2

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市场指数为

42.6，上升 0.4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

市场指数为 38.9，上升 0.2 个点；服务业小

微企业市场指数为36.8，上升0.2个点。

调研结果显示，七大行业市场指数下

辖的产量、订单量、主营业务收入等三级

指标均有所上升。

6月份反映小微企业采购情况的采购

指数为 42.4，较上月上升 0.2 个点。农林

牧渔业小微企业采购指数为41.3，上升0.3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采购指数为 39.7，

上升 0.3 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采购指数

为 38.4，上升 0.1 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

业采购指数为 37.4，上升 0.3 个点；批发零

售业小微企业采购指数为 48.9，下降 0.2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采购指数为

39.3，上升 0.3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采购

指数为41.3，上升0.3个点。

调研结果显示，制造业、建筑业、交通

运输业、住宿餐饮业和服务业小微企业原

材料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上升，农林牧渔业

小微企业原材料采购量指数与上月持平。

6月份反映小微企业经营预期情况的

扩张指数较上月下降 0.2 个点；信心指数

较上月上升0.3个点。

6 月份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2.6，下

降 0.2 个点。分行业来看，七大行业小微

企业扩张指数呈现“一升六降”态势。

其中，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

为 43.1，上升 0.1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扩

张指数为 44.6，下降 0.1 个点；建筑业小微

企业扩张指数为 35.6，下降 0.3 个点；交通

运输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39.3，下降0.2

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4.2，下降 0.2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

扩张指数为 34.6，下降 0.3 个点；服务业小

微企业扩张指数为41.4，下降0.2个点。

从调研结果来看，农林牧渔业小微

企业新增投资上升 0.1 个点，人员变化与

上月持平；制造业小微企业新增投资上

升 0.1 个点，人员变化与上月持平；建筑

业小微企业新增投资（机械设备）下降

0.4 个点，人员变化下降 0.3 个点；交通运

输业小微企业新增投资（运输工具等）下

降 0.2 个点，新增员工人数上升 0.1 个点；

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新增投资下降 0.2

个点，新增员工人数下降 0.4 个点；住宿

餐饮业小微企业新增投资（店面、营业面

积、设备）下降 0.5 个点，人员变化下降

0.2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新增投资（店

面、营业面积、设备）下降 0.1 个点，人员

变化与上月持平。

6 月份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1.4，上

升 0.3 个点。分行业来看，农林牧渔业小

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2.1，上升 0.2 个点；制

造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4.3，上升 0.3

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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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上升 0.2 个点；住

宿餐饮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33.5，上升

0.3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34.2，上升0.2个点。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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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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