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研究报告（2021）》发布

近日，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信用研究所联合天眼查发布了《中国

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研究报告（2021）》，这是继去年《中国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研究

报告（2011-2020）》之后，双方联合发布的第二份专题研究报告。

报告基于 2012 至 2021 年我国市场主体新增注册、新增注销、新增融资和新

增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公开数据，应用“市场主体净增新增比”、“市场主体生存指

数”、“市场主体注销注册比”以及“千人市场主体拥有量”等指标，对我国市场

主体总体及分区域、分行业的发展活力状况进行了系统分析，客观反映了在“需

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下，2021 年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市场

主体的发展特点。最后，报告对进一步培育市场主体和增强市场主体发展活力提

出了建议。

报告称，市场主体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是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关键力量。

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就是市场主体不断发展壮

大的过程。一个区域或行业市场主体的活力状况，代表了该区域或行业的经济健

康状况和发展潜力，也是其营商环境的综合反映。

近年来，我国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健全社会信用

体系，着力培育市场主体、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取得了显著成效，为稳定就

业、推动经济社会创新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据统计，2013 年以来我国平均每

年新增市场主体超过千万户，登记在册的市场主体总数由 2012 年底的近 5500

万户，增加到 2021 年底的 1.54 亿户，增长了 1.8 倍。其中，企业从 1300 多万

户增加到 5100 万户，个体工商户从 4000 多万户增加到 1.03 亿户。

2021 年，在疫情反复冲击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各地、各行业不

断完善微观政策，帮助市场主体减负纾困、恢复发展，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市场主体总体呈现出数量持续增长和结构更加优化的趋势。据统计，2021 年我

国新增各类市场主体 2,887 万户，同比增长了 15.42%，日均新增市场主体 7.9

万户。另经课题组测算，反映市场主体活跃度的主要指标净增新增比 2021 年均

值为 68.1，较 2020 年（73.51）下降了 7.36%，但仍较 2019 年（61.67）高出

10.42%。上述指标从微观层面反映出 2021 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市场主体



优胜劣汰加速，以及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市场主体的巨大韧性和发展活力。

今年前两个月，我国市场主体总量持续保持增长。据统计，2022 年 1-2 月，

我国新增市场主体约 316 万户，同比增长了 4.73%，其中新增企业 102 万户，新

增个体工商户 214 万户。

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一、2021 年我国市场主体发展的主要特点

（一）市场主体成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关键力量

2021 年我国新增注册市场主体 2,887 万户，市场主体总量达到 1.54 亿户，

当年 GDP 规模达 114.4 万亿元。据课题组测算，我国市场主体总量与 GDP 的相关

系数为 0.96，新增市场主体数量与 GDP 的相关系数为 0.99（本数值越趋近于 1，

相关程度越高；越趋近于 0，相关程度越低）；2021 年，我国市场主体总量与城

镇就业人员数量以及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3和 0.94。

另据国家统计局《中国创新指数研究》课题组测算，市场主体总量以及新增

市场主体数量与中国创新性指数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8和 0.99。以上数据表明，

作为我国经济运行的“细胞”，亿万市场主体已成为我国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关

键力量、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和技术创新的主要推动者。

（二）各类市场主体数量保持稳定增长，市场优胜劣汰加速

从新增注册市场主体数量看，2021 年新增市场主体 28,872,541 户，同比增

长了 15.42%，其中，新增企业 9,013,186 户，同比增长 12.5%；新增个体工商户

19,859,355 户，同比增长 17.2%。日均新增市场主体 79,103 户，其中日均新增

企业 24,849 户，日均新增个体工商户 54,246 户 。每千人拥有市场主体约为 111

户，每千人拥有新增市场主体 20.44 户，基本与去年每千人拥有市场主体规模

持平。

从新增市场主体类型来看，个体工商户新增了 19,859,355 户，同比增长了

10.02%，达到1.03亿户，占市场主体的三分之二；有限责任公司新增了7,972,217

户，同比增长了 10.27%；外商投资企业新增 32,058 户，同比增长了 27.80%。

（三）市场主体融资更加活跃，融资规模上升

据不完全统计，2021 年，公开披露的市场主体融资事件共计 21,048 起，每

日融资事件 58 起，同比增长了 27.07%，融资金额达到 351,052,816 万元，同比



增长了 44.39%。

各融资轮次均呈增长趋势，种子轮融资事件 174 起，同比增长了 12.99%；

天使轮融资事件 3,040 起，同比增长了 113.18%；Pre-A 轮融资事件 1,144 起，

同比增长了 83.33%；A 轮融资事件 2784 起，同比增长了 67.11%；Pre-B 轮融资

事件 59 起，同比增长了 47.50%；B 轮融资事件 1,478 起，同比增长 68.91%；C

轮融资事件621起，同比增长了57.61%；D轮融资事件217起，同比增长了47.62%；

E 轮融资事件 58 起，同比增长了 45.00%。Pre-IPO 融资事件 64 起，同比增长了

42.22%；IPO 上市融资事件 651 起，同比增长了 10.90%。

二、市场主体活跃度及生存指数主要特点

（一）市场主体活跃度略有下降

2021 年，受疫情反复和经济下行的影响，市场主体净增新增比（反映市场

主体活跃度的主要指标）为 68.1，较 2020 年（73.51）下降了 7.36%，但仍较

2019 年（61.67）高出 10.42%。2021 年各月净增新增比平均环比增长率呈较大

波动状态，均值在-1.37%左右；下半年则呈震荡下降趋势，平均同比增长率为

-8.26%，与宏观经济走势一致。

（二）东部、中部地区生存指数较高

从 2012 至 2021 年，我国东部地区市场主体的平均生存指数为 3.43；中部

地区市场主体的生存指数平均值为 1.88；西部地区市场主体的生存指数平均值

为-1.87；东北地区市场主体的生存指数平均值为-3.44。

以上数据表明，近 10 年来东部和中部地区市场主体生存环境相较西部和东

北部地区更优。受到 2021 年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影响，各地区市场主体

生存压力均大幅加大。

（三）珠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以及成渝城市群生存指数相对较高

从我国经济较发达的城市群来看，2012 至 2021 年，珠三角城市群市场主体

平均生存指数为 1.37，排名第一；长江中游城市群 2012 至 2021 年市场主体的

平均生存指数为 0.82，排名第二；成渝城市群 2012 至 2021 年市场主体的平均

生存指数 0.67 排名第三。表明以上三个城市群较适于市场主体生存。

三、各地区市场主体发展情况

（一）广东省是市场主体首选注册地

从新增市场主体注册地来看，2021 年广东省新增 2,863,309 户市场主体，



位居榜首，江苏省和山东省新增市场主体数量分列第二和第三位。江西省、海南

省和福建省分别以 102.81%、52.45%和 50.60%的同比增幅位居前三名。

（二）陕西省市场主体活跃度较高

从市场主体活跃度来看，2021 年排名第一的是陕西省，净增新增比为 90.74，

同比增长 11.96%，云南省和湖南省分别为 89.99 和 88.06，位列第二和第三位，

均超过全国 68.1 的平均水平，说明这三个省市场主体活跃度较高。青海省、北

京市和陕西省分别以 41.09%、28.84%和 11.89%的净增新增比同比增幅位居前三

名。

（三）江苏省市场主体生存指数最高，海南省生存指数提升最快

从各地区市场主体生存指数变化趋势来看，2012 至 2021 年，生存指数最高

的是江苏省，生存指数为 2.24；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分别是广东省和湖北省，生

存指数分别为 1.32 和 1.28，说明三个地区市场主体的生存环境较优。

四、各行业市场主体发展活力情况

从各行业市场主体发展活力来看，批发和零售业主体数量和生存指数持续保

持第一，第一产业市场主体活跃度最高，部分行业生存指数下降。

（一）批发和零售业市场主体数量持续保持第一

从各行业新增市场主体数量占比来看，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

及住宿和餐饮业分别为 50.93%、12.17%和 9.52%，排名前三。占比增速最快的三

个行业分别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新

增市场主体占比较 2020 年分别增长了 35.92%、19.99%和 12.81%。

（二）第一产业市场主体活跃度最高

从行业净增新增比情况来看，排名第一的是农、林、牧、渔业，净增新增比

为 76.91，第三产业的批发和零售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净增新增比分

别为 70.63 和 70.08，位列第二和第三位。各行业净增新增比均呈小幅降低趋势。

（三）三大产业中均有生存指数较高的行业

2012 至 2021 年，较容易生存的 5个行业分别是农、林、牧、渔业（1.2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0.98）、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0.76）、建筑业以及交通运

输（0.73）和仓储和邮政业（0.53）。

五、市场主体创新活力保持强劲

2021 年，我国各类市场主体新增商标数量、专利数量、软件著作权数量总



体呈现持续上升态势，同比增速均超过 20%，表明我国企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

和保护意识和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进一步培育市场主体和增强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场主体是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

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要

千方百计把市场主体保护好，为经济发展积蓄基本力量”。针对 2021 年我国市场

主体发展出现的新特点，本报告提出如下建议：

一、稳预期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全面准确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微观政策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的总体要求，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特别是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

主体工作。市场主体承载着数亿人的就业创业，要继续面向市场主体实施新的减

税降费，帮助他们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减负纾困、恢复发展；要继续

加大对实体经济融资支持力度，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增量、扩面、降价；要深化

重点领域改革，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运用市场化机制激励企业创

新投入；要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依法保护各

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政策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要扩大高水平开放，

多措并举稳定外贸，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加大吸引外资力度。

当前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关键在于稳预期。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

转弱”三大压力中，目前供给冲击有所缓和，需求依然较弱，最关键的还是稳定

市场预期。根据调查，目前企业的预期略有改善，但是仍存在一定的观望情绪，

仍较担忧稳增长的政策力度是否足够。事实上，只要市场主体预期稳定了，无论

是需求端和供给端，就会逐渐恢复。而稳预期就要把握好政策调整的节奏和力度，

不要把长期目标短期化、系统目标碎片化。政策的出台要留有适应调整期，政策

的执行要避免一刀切和层层加码。只要稳住了预期，我们市场的活力就会激发出

来，发展的动力就会激活，中国经济也会重现这种生机盎然的局面。

二、抓落实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发展

为进一步做好预调微调和跨周期调节，着力解决制约工业经济运行中的掣肘

问题，确保全年工业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近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

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税务总局等 12 部门联



合印发了《关于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若干政策》，提出了包括财政税费、金

融信贷、保供稳价、投资和外贸外资、用地、用能和环境政策等五个方面共 18

项具体内容。这 18 项措施是各部门经过深入调研，根据当前工业经济运行中存

在的实际困难提出的，具有较高的含金量和较强的针对性。下一步各地各部门应

全力抓好落实工作，确保市场主体尽快享受到相关政策红利，稳定大企业生产经

营，减轻中小企业负担，提升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活力，着力扩大精准有效投资，

稳定传统产业的外需市场，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要重点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帮助中小企业继续应对疫情的冲击和市

场环境需求变化的影响，帮助中小企业渡难关、增后劲。一是继续推动落实纾困

帮扶一揽子惠企政策的落实落地，切实让中小企业得到实惠。进一步加大减税降

费的力度，继续实行小微企业融资担保的降费奖补政策，促进中小企业的融资增

量扩面和降价，解决中小企业当前面临的实际困难。二是继续落实国务院出台的

《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健全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长效机制。

继续帮助中小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发挥中央财政中小企业发展专项

资金作用，新增支持一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加大分层培育和

分类指导，培育中小企业特色的产业集群，引导创新资源向中小企业进一步聚集，

尽快发展起来、壮大起来。

三、助特殊困难服务行业纾困发展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吸纳就业和保住市场主体的关键。疫

情发生以来，我国服务业运行面临严峻挑战，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服务业领

域助企纾困工作。为应对疫情严重冲击，国家实施了减税降费、金融扶持等一系

列服务业助企纾困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但餐饮、零售、旅游、水路公路铁路、

民航等聚集性接触性服务业行业仍然运行艰难，迫切需要出台更有针对性、更

有力度的纾困措施。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商务部等 14 联合部门近日印发了《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

干政策》，提出 43 条政策措施。政策的着力点是回应市场主体关切，支持市场主

体渡过难关、恢复发展，保持全年服务业运行稳定，更好发挥服务业作为就业最

大“容纳器”的功能。这些措施涵盖税收减免、房屋租金减免、社会保险费减免、

防疫支出补贴、失业保险稳岗返还、金融支持政策等方面，体现普惠性和行业性

相结合、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相结合、增强企业自我发展能力和优化企业外部发



展环境相结合，导向明确、针对性强、有效有力。

当前要有效解决疫情防控“层层加码”问题，通过实施“四个精准”“八个

不得”疫情防控措施，建立企业可持续运营环境。“四个精准”即精准监测、精

准识别、精准管控、精准防护。“八个不得”是在严格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五个不得”要求基础上，进一步对服务业行业提出“三个不得”精准防疫要求，

即不得随意封城封区、中断公共交通，不得随意关停服务业场所，不得对服务业

擅自加码疫情防控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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