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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经济日报—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

运行指数”为44.5，较前月

上升0.2个点，指数创20个

月以来新高。自2020年9月

以来，小微企业运行指数稳

中有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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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强“硬实力”更好应对风险挑战
本报记者 祝君壁

本版编辑 秦 悦 美 编 高 妍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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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数创 20 个月以来新高
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课题组

小微企业运行态势良好

李

全
9 月份，小微企业各分项指标指数呈现“六升一平一

降”态势。其中市场指数为 40.1，上升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42.6，上升 0.3 个点；绩效指数为 44.6，上升 0.2 个点；扩张指

数为 42.6，上升 0.1 个点；信心指数为 41.7，上升 0.2 个点；融

资指数为 52.9，与前月持平；风险指数为 49，上升 0.1 个点；

成本指数为 62.9，下降 0.2 个点。

七大行业全部上升

从各行业运行指数来看，七大行业指数全部上升。具

体来看，9 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3.8，上升

0.1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40.1，上升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41.6，上升 0.1 个点；绩效指数为 43.8，上升 0.1 个点。调研

结果显示，9 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订单量上升 0.1 个

点，主营业务收入上升 0.6 个点，利润上升 0.4 个点。

制造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5.3，上升 0.1 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39.2，上升 0.1 个点；采购指数为 39.9，上升 0.3 个

点；绩效指数为 48.1，上升 0.1 个点。调研结果显示，9 月份

制造业小微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产品销售收入）上升 0.1 个

点，利润上升 0.2 个点，毛利率下降 0.1 个点。

建筑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0.8，上升 0.1 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37.2，上升 0.1 个点；采购指数为 38.4，与前月持

平；绩效指数为 42，上升 0.2 个点。调研结果显示，9 月份建

筑业小微企业工程结算收入与前月持平，原材料库存下降

0.3 个点，利润上升 0.4 个点，毛利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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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上升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37.3，上升 0.4

个点；绩效指数为 43.3，上升 0.2 个点。调研结果显示，9 月

份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运输量（客/货）上升 0.3 个点，利润

上升 0.3 个点，毛利率上升 0.2 个点。

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5.8，上升 0.2 个点。

其市场指数为 43，上升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49.6，上升 0.4

个点；绩效指数为 42.7，上升 0.2 个点。调研结果显示，9 月

份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利润上升 0.5 个点，毛利率上升 0.2

个点，新增投资上升 0.1 个点，新增员工人数上升 0.1 个点。

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0.5，上升 0.3 个点。

其市场指数为 39.6，上升 0.5 个点；采购指数为 39.4，上升

0.3 个点；绩效指数为 40.2，上升 0.3 个点。调研结果显示，9

月份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利润上升 0.6 个点，毛利率上升

0.3 个点，新增投资（店面、营业面积、设备）下降 0.1 个点。

服务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1.5，上升 0.2 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37，上升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41.5，上升 0.4 个点；

绩效指数为 39.8，上升 0.3 个点。调研结果显示，9 月份服务

业小微企业业务预订量上升 0.2 个点，利润上升 0.5 个点，毛

利率上升 0.4 个点。

六大区域“五升一平”

从六大区域指数来看，呈现“五升一平”态势。具体来

看，华北地区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2.3，上升 0.2 个点。其

市场指数为 37.4，上升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39.7，上升 0.3

个点；绩效指数为 42.2，上升 0.3 个点；扩张指数为 38，上升

0.1 个 点 ；融 资 指 数 为 54.3，上 升 0.1 个 点 ；风 险 指 数 为

47.3，上升 0.2 个点。

东北地区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1，上升 0.1 个点。其

市场指数为 35，上升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37.8，上升 0.3 个

点；绩效指数为 41.6，上升 0.2 个点；扩张指数为 38.7，与前

月持平；信心指数为 42.4，上升 0.1 个点；风险指数为 53.5，

下降 0.1 个点；成本指数为 69.3，上升 0.1 个点。

华东地区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5.5，上升 0.1 个点。

其市场指数为 43.9，上升 0.1 个点；采购指数为 45.4，上升

0.2 个点；扩张指数为 44.3，上升 0.1 个点；信心指数为 42，

上升 0.2 个点；融资指数为 49.5，与前月持平；成本指数为

60.7，下降 0.2 个点。

中南地区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6.7，上升 0.2 个点。

其市场指数为 44.6，上升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46.1，上升

0.4 个 点 ；绩 效 指 数 为 44.6，上 升 0.2 个 点 ；扩 张 指 数 为

44.7，上升 0.2 个点；信心指数为 41.9，上升 0.2 个点；融资

指数为 55.3，与前月持平；风险指数为 47.5，上升 0.2 个点。

西南地区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3.6，与前月持平。其

市场指数为 41.6，上升 0.1 个点；采购指数为 44.4，与前月

持平；绩效指数为 44.9，上升 0.2 个点；扩张指数为 43.7，下

降 0.1 个 点 ；信 心 指 数 为 37.9，与 前 月 持 平 ；融 资 指 数 为

48.4，上升 0.1 个点；成本指数为 60，下降 0.4 个点。

西北地区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1.7，上升 0.2 个点。

其市场指数为 37.6，上升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37.8，上升

0.4 个 点 ；绩 效 指 数 为 44.4，上 升 0.1 个 点 ；扩 张 指 数 为

39.5，上升 0.1 个点；信心指数为 33.4，上升 0.2 个点；风险

指数为 48.2，上升 0.1 个点；成本指数为 65.1，与前月持平。

市场回暖 信心提升

9 月份反映小微企业市场情况的市场指数为 40.1，较前

月上升 0.2 个点。分行业来看，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市场指

数为 40.1，上升 0.2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市场指数为 39.2，

上升 0.1 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市场指数为 37.2，上升 0.1 个

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市场指数为 41，上升 0.3 个点；批

发零售业小微企业市场指数为 43，上升 0.2 个点；住宿餐饮

业小微企业市场指数为 39.6，上升 0.5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

业市场指数为 37，上升 0.3 个点。调研结果显示，农林牧渔

业小微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上升 0.6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订

单量上升 0.3 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新签工程合同额上升

0.3 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上升 0.4 个点；

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上升 0.7 个点；服务业小

微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上升 0.4 个点。

9 月份反映小微企业采购情况的采购指数为 42.6，较前

月上升 0.3 个点。分行业来看，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采购指

数为 41.6，上升 0.1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采购指数为 39.9，

上升 0.3 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采购指数为 38.4，与前月持

平；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采购指数为 37.3，上升 0.4 个点；批

发零售业小微企业采购指数为 49.6，上升 0.4 个点；住宿餐

饮业小微企业采购指数为 39.4，上升 0.3 个点；服务业小微

企业采购指数为 41.5，上升 0.4 个点。调研结果显示，农林

牧渔业小微企业原材料采购量上升 0.3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

业原材料采购量上升 0.5 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原材料采购

量上升 0.3 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原材料库存上升 0.7

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进货量上升 0.4 个点；住宿餐饮

业小微企业原材料采购量上升 0.5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原

材料采购量和原材料库存均上升 0.6 个点。

9 月份反映小微企业经营预期情况的扩张指数为 42.6，

较前月上升 0.1 个点。分行业来看，七大行业小微企业扩张

指数均较前月上升 0.1 个点。从调研结果来看，农林牧渔业

小微企业人员变化上升 0.3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新增投资

上升 0.2 个点，人员变化上升 0.2 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新增

投资（机械设备）上升 0.2 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新增投

资（运输工具等）上升 0.1 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新增投

资上升 0.1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人员变化上升 0.2 个

点；服务业小微企业人员变化上升 0.2 个点。

9月份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41.7，较前月上升0.2个点。分

行业来看，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42.5，与前月持平；

制造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44.5，上升0.2个点；建筑业小微企

业信心指数为35.7，上升0.1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信心指

数为40.6，上升0.2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43，

上升 0.1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33.5，上升 0.2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34.4，上升 0.1个点。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江苏省淮安市古文楼餐饮服务

有限公司旗下的古文楼阳光现代城三店 8 月份半停业状态

持续 23 天。“出乎意料的是，餐厅恢复正常营业后，迅速恢

复至疫情前的营收水平，9 月份企业效益并未受到太大影

响。”总经理刘阳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古文楼三店每月营业

额可达 120 万元至 130 万元，已超 2019 年月平均水平，即便

受疫情影响，9 月份营收仍有 121 万元，“疫情反复确实会给

餐饮企业造成影响，我们也逐渐摸索出应对经验。只要防

疫工作做到位，企业品牌不受影响，就能尽量规避风险。”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古文楼三店之所以具备一

定抗风险能力，得益于企业良好的资金周转能力以及加速

推进转型升级。刘阳介绍，去年，受益于国家减税降费及

贷款优惠政策，企业仅用半年时间便恢复至疫情前经营

状态，“疫情之后，餐饮行业整体恢复较快，新入行企业增

加，带动用人成本上升。留住员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涨

工资，我们公司一年大约会上调两次工资，因此人员流动

不算太大”。

刘阳表示，古文楼是百年老字号、中华名小吃，具有

260 年历史。面对当前形势，企业正在积极转型，寻求新

的经济增长点。“目前，我们正尝试使公司的明星产品汤

包以半成品形式进入市场，在网上售卖。同时，借助新媒

体平台直播带货，介绍企业文化，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古

文楼。”

中小微企业量大面广，一头连着经济发展，另一头连着

城乡就业。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肖亚庆在日前

召开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当前，中小微企业发展的

外部环境仍错综复杂，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也明显增加，

尤其是二季度以来，中小微企业面临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不断地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原材料成本上升、物流

成本增加大幅度推高经营成本，订单不足影响企业正常经

营、资金回笼遇到障碍，再叠加一些地方出现的疫情和汛期

影响，加剧了中小微企业经营困难。

“疫情 发 生 后 ，我 们 企 业 经 历 了 非 常 大 的 困 难 和 挑

战。营收下滑，租金和部分供应商货款一时交不出来。”

广西贺州市博盛花园酒店有限公司总经理谢建华告诉记

者，8 月正值暑期，原本酒店散客预订量较多，又承接了几

个大型会议，没料到南京出现疫情，对酒店生意造成影

响，“所有会议全部取消，本该是旺季的 8 月份营收直接减

半。好在 9 月份以来疫情形势逐渐好转，酒店业绩也逐步

恢复。”

谢建华表示，截至 9 月底，酒店营收已恢复至 2019 年同

期的 80%，“这都要感谢政府给予的税收、社保优惠和租金

减免等政策。银行也给予我们续贷和延期贷款等帮助，还

主动上门了解企业情况并提供相关支持”。

疫情反复让谢建华认识到，小微企业必须提升抗风险

能力以及核心竞争力。“为积极应对疫情冲击，我们做了大

量工作。企业在降本增效的同时，狠抓服务，有针对性提高

目标客户满意度。”谢建华表示，“我们会努力加强企业‘硬

实力’，也希望政策上能够继续给予小微企业支持和帮助，

延续社保的减免政策，同时多多进行金融扶持。”

2021 年 9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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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环比上升 0.2 个点，

同比上升 0.6 个点，创下 20 个月以来

的新高。这在当前国际环境复杂严

峻，国内疫情多点散发、汛情等影响下

尤显不易，体现了在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下，小微企业运行态势良好。

从各分项指数看，除成本指数下

降 0.2 个点为 62.9，融资指数与上月持

平为 52.9 外，其他六项分项指数全部

呈上升态势。成本指数下降与全球大

宗商品价格高企有直接关系，融资指

数未实现增长与全球货币政策紧缩预

期有一定关系。采购指数上升 0.3 个

点达 42.6，其显著增长预示下一阶段

小微企业将继续扩张。市场指数为

40.1，上升 0.2 个点，扩张指数为 42.6，

上升 0.1 个点，这两项指数也反映了小

微企业生产扩张趋势。同时，小微企

业绩效和信心也在逐渐恢复，绩效指

数为 44.6，上升 0.2 个点，信心指数为

41.7，上升 0.2 个点，显示小微企业复

苏态势已经确立。

从区域指数看，除西南地区小微

企 业 运 行 指 数 为 43.6，与 前 月 持 平

外，其余各地区指数均有所上涨。其

中，华北、中南、西北等区域指数均增

长 0.2 个 点 ，分 别 达 42.3、46.7、41.7，

东 北 与 华 东 地 区 指 数 均 上 升 0.1 个

点 ，分 别 达 41、45.5。 虽 然 各 地 区 指

数普遍上升，但西北、东北、西南等区

域小微企业运行指数距荣枯值较远，

小微企业发展仍有不小压力。

从行业运行指数看，9 月份小微

企业七大行业指数全部上涨。其中，

住 宿 餐 饮 业 小 微 企 业 运 行 指 数 为

40.5，上升 0.3 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

企业运行指数为 43.1，上升 0.2 个点，

这说明随着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统筹推进，人口有序流动，消费稳定恢

复。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5.8，上升 0.2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

运行指数为 41.5，上升 0.2 个点，反映

了扩大内需的相关政策已发挥作用，

内需正有序恢复。制造业、农林牧渔

业、建筑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均上升 0.1 个点，分别为 45.3、43.8、

40.8。随着全球产业链逐步恢复，制造业小微企业将继续进行结

构性调整。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受行业景气周期影响有所波动，

建筑业小微企业在房地产调控态势下将继续调整。

今年以来，我国针对小微企业稳定发展的各项政策稳步推进，

下半年维持了对小微企业的财税扶持政策，央行 7 月中旬全面降

准及三季度公开市场操作为市场注入了流动性，再加上其他各项

政策支持，小微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趋稳。尤为难得的是，各行业小

微企业投资和人员变化均呈上升趋势。制造业小微企业新增投资

上升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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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个点，人员变化上升 0.2 个点。小

微企业的有序扩张将带动下一阶段的采购和生产，为下月小微企

业持续复苏奠定基础。

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因素，虽然 9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

数（PMI）为 49.6%，下降 0.5 个百分点，降至临界点以下，但制造业

多数行业仍较上月有所扩张，有 12 个行业景气水平高于临界点。

制造业小微企业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有望呈现稳健复苏态势。9

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3.2%，上升 5.7 个百分点，服务业

景气状况有所改善。位于扩张区间的行业增加至 16 个，包括受疫

情冲击较为严重的铁路运输、航空运输、住宿、餐饮、生态保护及环

境治理等行业，其商务活动指数均大幅回升至临界点以上，相关行

业的业务总量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恢复性增长。信息服务业相关

活动继续保持活跃，土木工程建筑业订单有所回升，这显示国家

“两新一重”（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交通、水利等重

大工程建设）投资目标正在有效实现。这都将为后续小微经济的

稳定发展提供支撑。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兼顾公平与效率，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不仅要求尽快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也要求不断完善收入分配及扩

大消费。小微经济在这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只有充分释放小微

经济活力，才能通过小微企业的良好发展促进就业、拉动消费，实

现经济社会良性发展。

下一阶段支持小微经济发展应聚焦以下两项综合政策。

一是针对性支持“专精特新”制造业小微企业发展。制造业的

恢复是小微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目前部分原材料价格创出历史

新高、海运价格持续高企、国际贸易形势严峻，制造业中小微企业，

尤其是受原材料价格、海运价格影响较大的企业，应由各省份工信

部门与财政部门甄别、决定，予以专项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缓解

企业困难，这既有助于中小微企业稳定，也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

同时，要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对相关企业的融资支持作用，扶持制造

业中小微企业发展。

二是维持前期针对中小微企业减税降费、定向融资等相关政

策，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以拉动内需增长。当前消费复苏仍有较大

提升空间，可以考虑从小微企业入手，维持针对性支持政策，使小

微企业为产品供给和消费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