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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著名经济学家龙永图在(论道周口)中提到'中小企业的发展'必须深化金融改革'使银

行业真正为中小企业服务*不应把追求利润作为主要目的'而应把降低客户的融资成本作为银行业发

展的主要目的+ 如果改变这样一种根本的观念和理念'我们整个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环境将发

生巨大改变,那么'周口中小企业目前的发展现状如何-中小企业在周口城镇化发展中扮演什么样的角

色- 这些中小企业的发展面临哪些问题-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部门和企业,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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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城镇化和城市的

发展! 一定要有利于吸引成

千上万中小企业的参与其

中! 没有成千上万的中小企

业!只引进几个大的企业"大

的项目! 不能解决我们的就

业问题! 不能解决城镇化真

实的发展问题#

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 !

我们中国
567

以上的中小企

业从来没有得到过银行的支

持!可以设想!如果我们金融

体制改革以后!有
."7

以上的

中小企业得到金融机构的支

持的话! 那么我们中国经济

发展的前景将是完全不同的

景象$

中小企业已成为社会就业主渠道

!!!!!!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中小企业在国家经

济发展的大潮中! 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

起来$ 尤其是近年来!中小企业的快速健康

可持续发展! 不论是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

献!还是对社会扩大就业的助推!都发挥出

越来越大的作用! 已经成为周口城镇化发

展的重要基石$

据市工信局统计! 截至
-"!8

年
!-

月

底! 全市中小微企业
-692-

家! 从业人员

.3/3

万人!营业收入
-.3.

亿元!实现增加值

989

亿元! 实交税金
82/!

亿元! 实现利润

-.9

亿元$

我市的中小企业大多属于民营经济$截

至
-"!8

年底!民营经济占全市
:;<

比重达

.!7

!对全市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贡献达到

.-7

!早已成为我市财政的重要支柱和县域

经济的主体$

近年来!民间资金在社会固定资产的投

资比重不断攀升!

-"!-

年我市民营经济投

资
253

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

达
2"7

$

随着民营企业科技水平不断提升!

-"!-

年我市民营企业科技投入
-/3

亿元!民营经

济投资项目中重点项目比重达到
."7

$我市

有实力的中型民营企业多数建有专门科研

机构!每年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
!7

以上!对

推进产业转型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我市社会

就业的主渠道!安排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

员的
2"7

! 不仅安置了大量城市下岗职工!

还吸收了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有效解决了

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问题!缓解了

劳动力供求矛盾$

周口中小企业需要良好发展空间
!!!!!!

通过上述数字可以看出! 中小企业为

我市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至关紧要的贡

献$ 但是!中小企业在生存发展的过程中!

难免会遇到诸多问题和困难$

以河南久通电缆有限公司为例! 这是

一家成立于上世纪
5"

年代的民营企业!经

过多年的创业! 该企业已经从当初的一家

小型电缆厂! 成长为我市电缆生产行业的

龙头企业$ 目前为我市提供就业岗位
3""

个!并制定了在&十二五'末期创造利税
-/.

亿元的目标$

该公司总经理王学海认为! 中小企业

的发展主要局限于一些民营企业难以获得

与国有企业相同的政策支持$ 他希望在发

展中小企业的过程中! 政府要打破国有企

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界限! 像对待

国有企业一样! 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发展空

间和更多的政策支持(另外!政府也要优先

解决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为

中小企业提供畅通的融资渠道! 并减少没

有必要的行政审批程序和环节#

王学海告诉记者! 民营中小企业拥有

非常强的生存能力和求生欲望! 但是在生

存和发展的过程中! 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

决# 比如他们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就是不

断创新科技! 增强在行业内的竞争力以及

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

王学海说!在人们眼中!民营中小企业

是个人的财产! 其实民营中小企业同样拥

有社会属性!其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创造的

财富还是要通过创造利税% 提供大批就业

岗位等方式!将财富回归到社会!对社会经

济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小企业越多 百姓生活越富足

!!!!!!

龙永图说! 一个城市有了成千上万发

达的中小企业!这个城市就会非常稳定!城

市经济就会非常繁荣!不会大起大落# 所以

他希望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 政府应

该把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作为发展城市经济

的血和肉! 当成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

加以考虑# 如果一个地方要想真正长治久

安!一定要藏富于民!而藏富于民的重要手

段就是建立起千千万万个中小企业! 只有

建立的中小企业越多! 百姓的生活才能过

得越来越殷实#

经过多年的发展! 如今我市的一大批

中小企业既是大企业成长的摇篮! 也是新

形势下促进全市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增强

财力%保障社会稳定的主导力量# 但是!我

市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 还面临着民营

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不高% 产业结构不尽

合理%缺乏管理和技术人才%服务体系不够

完善%发展环境不够宽松%融资难等困难和

问题#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促进我市中小企

业健康%持续发展!现在已经成为我市相关

部门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其中!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市工

信局深入企业了解需求! 通过举办银企对

接活动! 不仅为不少中小企业争取了银行

信贷支持! 还采取了多种措施积极拓宽企

业融资渠道# 同时!市工信局还规范整合了

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各类中介机构! 支持中

小企业开拓海内外市场! 有力助推了中小

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工人在生产车间里生产

某企业大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