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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终终端端端数数数据据据
解解解读读读中中中小小小微微微企企企业业业困困困境境境
本报记者 周锦江 赵松刚

热点1：仅潍城区到现在还有400多家企业未参
加年检。

热点2：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涨幅创33个月来新
低。

热点3：1-7月份，全市完成房地产投资238 . 1亿
元，同比下降0 . 6%，今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热点4：7月末潍坊市本外币储蓄存款余额为
2359 . 4亿元，比年初增加277 . 6亿元，同比多增99 . 5亿
元；其中当月增加77 . 3亿元，同比多增35 . 6亿元。

众多中小微企业

缺席年检

从2011年潍坊市工商
局的一项统计数据上显
示，潍坊市共有注册个体
工商户18万户，私营企业
3 . 6万户。从数量上来讲，
这些人在市场上占有的比
重已经超过九成，也正是
这些人，成为市场的弱者。

一旦市场环境转下，
这些中小微企业，就被推
上风口浪尖。

与大型企业相比，中
小微型企业的优势是，经
营比较稳定，资金周转金
额不大且速度较快。可是，
很多时候因为手头资金不
足，错失了良好时机。当资
金出现断层时，面临的处
境则更加艰难。

“资金周转出现了问
题，所以近几年一直在走
下坡路，公司没办法再经
营下去了。”潍坊市景宏进
出口有限公司的一名负责
人说，他们的企业从事的
业务是出口潍坊的农副产
品，对资金的流动性非常
依赖，如果没有资金的支
持，很快就会倒闭。

银行、政府的各种扶
持政策，通常很难惠及到
这些已经站在倒闭边缘的
中小微企业身上。

这个2005年就已经创
立的企业，在2012年，最终
因为资金周转出现了长时
间的断层，不得不宣告破
产，“公司现在已经没人
了，只剩下财务在处理一
些事务。”这名负责人说。

跟这家企业的命运相
似，2012年，潍坊市工商局
潍城工商分局在7月份公
布的一份未年检企业中，
一共有540家企业还未参
加年检。这些企业中，有一
定数量的企业，就是因为
资金链接断裂，企业经营
不善，最终不得不选择注
销企业，或者任其自行消
失。

“企业不参加年检的
原因很多，但是，经营不
善，在这些未年检的企业
中，是占有一定比重的。”

潍城工商分局企业注册局
的徐国凤坦言，未年检的
企业名单公布后，目前又
有一部分企业参加了年
检，“但是还有400多家企
业到现在未参加年检”。

记者得知，潍城区每
年需要参加年检的企业约
在4000家左右，也就是说
从目前来看，10家企业中
就有1家还未参加年检。当
然，未年检企业虽然并非
都因为经营不善，但是也
从侧面反映出市场低迷环
境下，不利因素对中小微
企业造成的影响。

消费终端无力

7月份，随着食品类价
格的进一步下降，全市居
民消费价格延续上月走
势，涨幅继续回落。CPI同
比上涨0 . 8%，涨幅较上月
下降0 . 3个百分点，为2009

年11月份以来月同比涨幅
最低水平，创33个月来新
低。

从潍坊市统计部门发
布的监测数据显示，食品
类一直都是拉动CPI快跑
的最主要因素，其中的主
力拉动者则是猪肉价格。
2012年以来猪肉价格却一
直在较低的价格区间内徘
徊。

拉动CPI上涨的因素
中蔬菜类破天荒成为最主
要推手。

潍坊市居民消费的八
大类商品与服务项目价格
表现为“五涨一平两降”，
除了家庭设备及维修服
务、交通和通信两项下降
和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
务与上月持平外，其余五
大类均有不同程度上涨。

退休在家专职带孙子
的郑建国每月有千余元的
退休金，老伴没有收入，近
期在肉蛋菜消费上也开始
感到压力。郑建国“接待”
了一下子女，一桌子十个
菜就花去菜金近200元，节
俭惯了的老郑近期在自己
的饮食上开始苛刻，希望
缓解一下资金压力。同时
减少其它消费支出，除了

必不可少的药品，能省则
省，但依然觉得钱不经花。

普通老百姓的消费如
此，富人也一样。胡润百富
董事长兼首席调研员胡润
日前来潍坊表示，从刚刚
公布的“2012富豪消费价
格指数”可以看出，富豪们
的奢侈品消费增幅开始放
缓。胡润说，最近一年，大
金融环境给中国高端消费
者造成一定影响，所以，今
年富豪消费价格指数上涨
较慢。

从富豪到市井老百
姓，在消费上都开始谨慎
缩减。

一时间找不到更好的
理财投资渠道，存储成为
不少人的第一选择。数据
显示，7月末潍坊市本外币
储蓄存款余额为2359 . 4亿
元，比年初增加277 . 6亿元，
同比多增99 . 5亿元；其中当
月增加77 . 3亿元，同比多增
35 . 6亿元。

刘振宇从五年前开始
拿出近十万元的资金投入
股市，从去年以来，一直表
现良好的传统行业股票均
表现不佳。刘振宇说，他目
前资产缩水在10%以上，黄
金、房地产都是较为理想
的投资方式，但门槛越来
越高，一时间不知道该用
什么方式使资产保值升
值。

花也不是，不花也不
是。就在9月10日刘振宇从
股市中解出一半钱来，因
为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地
方暂存于银行。

楼市拉动疲软

房地产依然是不少市
民的首选资产保值升值渠
道，因为房地产的拉动作
用减弱，与其相关的数十
个行业也受到影响。房地
产投资出现负增长，商品
房销售回落、降幅缩小。1-
7月份，潍坊全市完成房地
产投资238 . 1亿元，同比下
降0 . 6%，今年以来首次出
现负增长。

同时数据还显示，住
宅投资同比下降，但住宅
在房地产开发投资中的比
重反而有所提高。同比来
看的话，销售面积和销售
额均有缩减，但前者的降
幅要比后者大。

相关专家分析，销售面
积降幅超过销售额，侧面反
映已售商品房的价格实际
是有所上涨的。而对于房价
上涨可以理解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开发项目品质在
提升，一方面是优质房地产
资源变得稀缺。

作为财富分布的研究
者，记者问到胡润如果在
中国投资的话会选择什么
行业？胡润笑着说，房地产
是个不错的选择。胡润补
充，他并不是专业的投资
者，但是自己在房地产的
投资选择上排在前两位的
要素是，品牌开发商和黄
金地段。

但总量的减少对于周
边及上下游产业的影响都
非常明显。这从楼市的促
销中可见一斑

中建大观天下的一口
价还记忆犹新，作为潍坊
楼市东南片区的又一大盘
恒大群发信息，“山东8盘
让利2亿！10套特价房，4790

元起含1500元每平装修，

无需贷款两年分期付。”
“我早就预言恒大会有动
作，果然不出所料”，潍坊
一位房地产营销人士说。
稍作盘点，近期以一口价、
特价房促销的大盘就已经
有了中建大观天下、丹桂
里天街、恒大名都、潍京等
多个项目。

记者发现，对于这样
的让利活动已经有不少观
望者坐不住了。更有悲观
者直言，大跌之后必会迎
来大涨。市民刘先惠已经
在筹资考察，准备马上出
手。刘先惠认为，有特价房
只要不是小盘就得马上下
手，慢了还真抢不到。当时
中建打折时，她在犹豫那
个地段离工作地方太远，

纠结中已经错失机会。
楼市的促销背后一个

不争的事实就是大家都在
以价换量，希望通过此方
式打动消费者购房。房子
卖得少了，但与之相对应
的装修、建材、物业，甚至
商铺等等都会出现市场紧
缩的困难。

采访中几乎所有行业
都无一例外地说，今年不
好干。为此，记者采访了相
关统计分析专家，专家表
示不用悲观。因为全市工
业用电量增速逐月加快，
说明大市场依然有需求，
企业家们也都在探求生存
之道。或许正如胡润所言，
潍坊歌尔声学的财富积累
不是偶然。

财财富富专专家家胡胡润润来来潍潍讲讲财财富富之之道道。。

梳理潍坊市近期发布的官方数据信息可
以看到，老百姓的消费力弱了、用于买房子的
贷款同比下降了、工业用电量一直在快速增
长。作为中小微企业，一直以来都是经济环境
的高敏感度晴雨表，从工商部门发现年审量骤
减，至银行针对中小微企业不断出台扶持政
策，貌似很难得到经济向好的结论，而工业用
电量持续增涨，又让大家松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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