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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开发银行”）成立于1994年，是国家出资设立、直属国务院领导、

支持中国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发展、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开发性金融机构。开发银行

以“增强国力、改善民生”为使命，发挥中长期投融资和综合金融服务优势，筹集、引导和配

置社会资金，为国家经济重大中长期发展战略服务，是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中国最大

的中长期信贷银行和债券银行。开发银行坚持改革创新，充分运用服务国家战略、依托信用支持、

市场运作、保本微利的开发性金融功能，不断增强自身活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致力建设

成为国际一流开发性金融机构，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永续支持。

国家开发银行
简介

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
简介

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以下简称“深圳分行”）成立于1999年3月，秉承“增强国力、

改善民生”的开发性金融使命，积极探索科技型、创新型、产业化、国际化的城市分行发展之路，

以市场化方式支持深圳企业成长。深圳分行的信贷资产规模从成立之初的19亿元增至2021年

末的3332亿元（不包含转贷款），贷款发放累计超1万亿元，是深圳地区的中长期投融资大行、

绿色融资大行、外汇大行和债券大行。二十三年间，深圳分行支持了一大批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是支持深圳特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力银行。

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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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长期项目贷款

◆	专项债配套融资

◆	建设项目短期贷款

◆	PPP模式中长期项目贷款

◆	保障性租赁住房专项贷款

◆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贷款

◆	开发性金融工具

壹·基础设施

重点信贷产品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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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础设施

贷款用途
产业园区、轨道交通、公路、水利、公共住房、

城市更新、片区整体开发等。

贷款期限
依据行业特点及项目需求确定，一般在10-25年，

部分领域最长可达 45年。

贷款对象
在国家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领域开展

大中型基本建设、技术改造类项目建设的客户。

01
中长期项目贷款

重点信贷产品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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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用途
各类基础设施、产业园区等。

贷款期限
根据专项债匹配期限。

贷款对象
已由地方政府专项债支持、有配套融资需求，且

实行企业化经营管理、有经营性收益的项目。

02
专项债配套融资

重点信贷产品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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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础设施

贷款用途
向开发银行中长期贷款客户发放的，用于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的短期贷款。

贷款期限
一般不超过 1年。

贷款对象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开发银行信贷政策，已在开

发银行办理中长期项目贷款业务，具有短期项目

建设资金需求的客户。

03
建设项目短期贷款

重点信贷产品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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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用途
各类基础设施。

贷款期限
依据行业特点及项目需求确定，不超过 PPP合

同期限。

贷款对象
项目已纳入财政部PPP库的企业。

04
PPP 模式中长期
项目贷款

重点信贷产品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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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础设施

贷款用途
纳入政府建设计划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建设。

贷款期限
依据行业特点及项目需求确定，一般不超过 25

年。

贷款对象
各类专业化规模化的住房租赁企业，以及其他专

营或兼营住房租赁业务的企业。

05
保障性租赁住房

专项贷款

重点信贷产品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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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用途
养老服务设施建设项目、老年用品制造生产等。

贷款期限
依据行业特点及项目需求确定，原则上不超过 25

年。

贷款对象
应为依法成立，符合我行准入条件的实施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的企事业法人以及其他合格主体，应

具有清晰的产权关系和健全的治理结构。

06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专项贷款

重点信贷产品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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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础设施

资金用途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金融委工作要求，

为解决重大项目资本金到位难等问题，人民银行

支持开发银行设立金融工具，用于补充投资包括

新型基础设施在内的重大项目资本金，但不超过

全部资本金的50%，或为专项债项目资本金搭桥。

支持领域
交通水利能源等网络型基础设施、信息科技物流

等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地下管廊等城市基础设施、

高标准农田等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国家安全基础

设施，重大科技创新等领域，其他可由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投资的项目。

07
开发性金融工具

重点信贷产品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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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长期项目贷款

◆	研发贷款

◆	重点产业发展贷款

◆	并购贷款

◆	人民银行科技创新再贷款

◆	支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试点机制

◆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项贷款

◆	转贷款

贰·产业发展

重点信贷产品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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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产业发展

贷款用途
厂房、产业园区、产能产线等建设。

贷款期限
依据行业特点及项目需求确定。

贷款对象
属于深圳市重点发展的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或在细分市场具有一定领先优势的制造业企业。

01
中长期项目贷款

重点信贷产品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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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用途
企业为研发新技术、新产品产生的设备购置、预

研、中试、测试、研发人员薪酬等资金需求。

贷款期限
依据行业特点及项目需求确定，一般不超过 10

年。

贷款对象
属于深圳市重点发展的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或在细分市场具有一定领先优势的制造业企业。

02
研发贷款

重点信贷产品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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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产业发展

贷款用途
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等强链补链重点领域，向产业链或产业集群

中龙头企业及产业链上游关键节点企业发放的贷

款。

贷款期限
依据行业特点及项目需求确定。

贷款对象
对产业上下游优惠升级有较强引领带动作用的龙

头企业或行业细分龙头企业。或处于产业关键环

节，与链主龙头企业配套关系紧密，技术优势和

综合实力较强的产业链上游企业。

03
重点产业发展贷款

重点信贷产品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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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用途
服务于国计民生、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产业

并购。

贷款期限
依据行业特点及项目需求确定，一般不超过7年。

贷款对象
属于深圳市重点发展的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或在细分市场具有一定领先优势的制造业企业。

04
并购贷款

重点信贷产品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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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产业发展

贷款用途
可支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开展技术研发、日常生

产经营等。

贷款期限
依据行业特点及项目需求确定。

贷款对象
“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国

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等科技企

业。

05
人民银行科技创新

再贷款

重点信贷产品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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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用途
用于高技术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不得用于并购

项目、国家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的项目以及参与

民间借贷、投资资本市场等。

贷款期限
依据行业特点及项目需求确定。

贷款对象
属于深圳市重点发展的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或在细分市场具有一定领先优势的制造业中小微

企业。

06
支持科技型中小微
企业试点机制

重点信贷产品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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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产业发展

贷款用途
将直接贷款、转贷款和银团贷款等信贷产品与基

金投资、证券融资等金融服务相结合，为“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提供多元化

金融支持。

贷款期限
依据行业特点及项目需求确定。

贷款对象
纳入工信部“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或省

（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级工信部门“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名单，且在认定有效期内。所属行业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开发银行信贷政策。

07
 “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专项贷款

重点信贷产品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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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用途
建立开发银行与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优势互补的

合作机制，由开发银行负责向合作银行批发资金，

合作银行再将资金转贷至符合要求、自行开发评

审的小微企业。

贷款期限
依据行业特点及项目需求确定。

贷款对象
与深圳农商行、微众银行合作，面对单户授信	

3000	万元及以下的小微企业。

08
转贷款

重点信贷产品宣传册



/ 20

叁·绿色低碳

◆	人民银行碳减排支持工具贷款

◆	长江大保护专项贷款

◆	污水垃圾处理专项贷款

◆	可再生能源补贴确权贷款

叁·绿色低碳

重点信贷产品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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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用途
为碳减排重点领域内具有显著碳减排效应的项目

提供优惠利率贷款。

贷款期限
依据行业特点及项目需求确定。

贷款对象
符合人行《关于设立碳减排支持工具有关事宜的

通知》规定的投向范围，主要包括：清洁能源、

节能环保、碳减排技术三大类。

01
人民银行碳减排
支持工具贷款

重点信贷产品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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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绿色低碳

贷款用途
为长江经济带城镇和乡村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

工业污染治理、综合交通体系建设、农村基础设

施等重点领域提供专项贷款。

贷款期限
依据行业特点及项目需求确定。

贷款对象
属于污染防治、退岸入园、岸线绿化等重点领域，

位于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的长江大保护项目，优

先支持长江干流、三峡库区、主要湖泊等重点区

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修护。

02
长江大保护

专项贷款

重点信贷产品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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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用途
支持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环卫收运等项目建设。

贷款期限
依据行业特点及项目需求确定，一般不超过 25

年。

贷款对象
垃圾处理设施和污水处理设施的融资主体，包括

垃圾清扫分类、垃圾焚烧发电、生活垃圾、餐厨

垃圾、医疗及危险废物处理处置、污水处理及配

套管网建设、智慧水务、黑臭水体治理、海绵城

市建设等。

03
污水垃圾处理
专项贷款

重点信贷产品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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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绿色低碳

贷款用途
支持受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到位时间滞后影响的

风电、光伏、生物质发电等项目，可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偿还存量债务，不得用于新建项目。

贷款期限
贷款期限不得超过	10	年，且不超过企业剩余经

营期限，宽限期不超过	1	年。

贷款对象
已纳入补贴清单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

04
可再生能源补贴

确权贷款

重点信贷产品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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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贷款

◆	东西部劳务协作专项贷款

◆	助学贷款

肆·社会民生

重点信贷产品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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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社会民生

贷款用途
突发事件发生时，在国家应急管理体制下，根据

事件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等因素，开行启动应急

融资响应机制，向符合条件的主体发放用于突发

事件处置和救助的贷款。

贷款期限
一般不超过 1年，特殊情况下最多不超过 2年。

贷款对象
已实现市场化运营、具备信贷资质的企业主体。

01
应急贷款

重点信贷产品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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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用途
用于企业日常生产经营周转、中长期项目建设等。

贷款期限
依据行业特点及项目需求确定。

贷款对象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开发银行准入要求，且吸纳

劳务协作对口地区劳动者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

02
东西部劳务协作
专项贷款

重点信贷产品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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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社会民生

贷款用途
支持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目的

是促进教育公平和高等教育事业持续协调健康开

展。

贷款期限
最长贷款期限为借款学生剩余学制加 15 年（不

超过 22年）。

贷款对象
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

学校、科研院所、党校、行政学院、会计学院（学

校名单以教育部公布的为准）的全日制本专科学

生、研究生（包括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预科生和第二学士学生。

03
助学贷款

重点信贷产品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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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专项贷款

◆	国际物流供应链专项贷款

◆	稳外贸专项贷款

伍·国际业务

重点信贷产品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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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国际业务

贷款用途
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产能合作、金融合作、绿色环保、民生发展等领

域的相关项目。

贷款期限
依据行业特点及项目需求确定。

贷款对象
项目所在地位于“一带一路”国家，或服务“一

带一路”国家项目建设和经贸合作的企业。

01
“一带一路”专项贷款

重点信贷产品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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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用途
支持国际货运通道建设、运力提升及物流供应链

体系建设。

贷款期限
依据行业特点及项目需求确定。

贷款对象
国际物流、海运、航空、港口、铁路及中欧班列

相关重点企业。

02
国际物流供应链
专项贷款

重点信贷产品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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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国际业务

贷款用途
支持产品出口企业生产经营周转。

贷款期限
依据行业特点及项目需求确定，一般不超过3年。

贷款对象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开发银行信贷政策，具有外

贸资金需求的企业。

03
稳外贸专项贷款

重点信贷产品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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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于 1994 年，注册资本 570 亿元，直属国务院领导，是
我国唯一一家农业政策性银行。主要职责是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以国
家信用为基础筹集资金，承担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代理财政支农资金拨付，以服
务乡村振兴统揽工作全局，聚焦支持农业农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六大领域”，
即“全力服务国家粮食安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农业现
代化、农业农村建设、区域协调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目前，全系统共有 31 个
省级分行，308 个市级分行，1693 个县级支行，员工 5万多人，服务网络遍布中国
大陆地区。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东省分行成立于 1995 年，在全省 21个地级市均设有市级
分行，并设有56个县级支行，地市覆盖率100%，县域覆盖率95%。“十三五”期间，.
累计投放支农资金.2730.亿元，助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为推动广东乡村振兴，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战略支撑和补短板作用。“十四五”时期，
我们将秉承“深耕三农、创新模式、改革机制、强化担当”的发展方针，坚持“合
规为先、风控为要、全面主动、审慎稳健”的合规理念，推动广东省分行各项工作
高质量发展。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深圳市分行成立于 1997 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唯一一家农业
政策性银行。成立 25 年来，在总行、省分行及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积极履行政
策性金融职能，坚持服务实体经济本质和服务“三区”建设。截至 2022年 6月末，
资产总额 404 亿元。十四五时期，我们将用好用足各项政策，服务深圳粮食安全、
乡村振兴、城乡一体融合发展及交通、能源、水利、生态环保、社会民生等领域的
重点项目建设，发挥政策性银行职能作用支持特区社会经济发展。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东省分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深圳市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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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粮棉油类贷款

政府储备调控粮油贷款

农产品购销储贷款

粮食仓储 ( 物流 ) 设施贷款

粮油购销流动资金贷款

Grain and Cotton Oil  Lo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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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国家或地方政府储备计划文件，为保证中央和地方政府储备用于调节全国粮食供求总量，稳定

粮食市场，以及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或其他突发事件等情况的粮食和食用油而发放的贷款。

承担中央和地方粮棉油储备任务、中央和地

方政府粮油调控任务、国家战略物资储备计

划、中央储备肉糖等储备计划的企事业单位，

以及按照国家政策承担政府政策性收储任务

的单位（部门）委托的企业。

一般采用信用贷款。执行国家政策，保本微利。

原则上不超过 1年，最长不超过储存实物的

保质期。

一、政府储备调控粮油贷款
Govenment reserve regulation grain and oil loans

贷款对象

贷款利率

贷款期限

贷款方式

贷款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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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执行国家粮棉油调控政策和战略物资储备计划以外，为支持粮棉油收购、调销，以及其他重要涉

农产品专项储备等，促进粮棉油及其他重要涉农产品流通和产销衔接，而发放的本外币贷款。

具备相应经营资质，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法

人，符合融资规定的公益二类或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的事业单位法人，以及国家规定可以

作为借款人的其他经济组织。其中申请粮食

收购贷款的企业应具备收购资格。

一般为担保贷款方式，符合条件的可采用信

用方式。

按照保本微利原则。

最长不超过 1年。

二、农产品购销储贷款
Purchase sale and reserve loan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贷款对象

贷款利率

贷款期限

贷款方式

贷款用途

信贷产品手册
Loan Product Broch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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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解决借款人在粮食仓储设施（物流体系）及配套工程等方面的新建、扩建、改造、开发、购置

固定资产等投资需求。

具备相应经营资质，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法

人，符合融资规定的公益二类或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的事业单位法人，以及国家规定可以

作为借款人的其他经济组织。

原则上采用担保贷款方式。按照保本微利原则。

一般 5至 10 年，最长不超过 15 年。

三、粮食仓储 ( 物流 ) 设施贷款
Loans of Grain Storage(Logistios)Facilities

贷款对象

贷款利率

贷款期限

贷款方式

贷款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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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解决借款人购买粮食（油料、油脂）原料、成品粮油、原辅料和其他日常粮油流动资金需求。

具备相应经营资质，从事粮食生产、购销、

流通、加工且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法人，以

及国家规定可以作为借款人的其他经济组织。

原则上采用担保贷款方式。按照保本微利原则。

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不超过 1年，中期流

动资金贷款期限为 1-3 年，循环流动资金贷

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2年。

四、粮油购销流动资金贷款
Circulating Loans for Purchasing and 
Selling of Grain and Oil

贷款对象

贷款利率

贷款期限

贷款方式

贷款用途

信贷产品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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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基础设施类贷款
Loans of Infrastructure Project

水利建设贷款

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贷款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贷款

城乡一体化贷款

农村路网建设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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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支持农田水利建设、防洪工程建设、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水土保持和水生态保护建设等主要

与“三农”发展相关的农村地区的水利建设项目。

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主管机关核准登记，

具备相应经营资质，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法

人，符合融资规定的公益二类或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的事业单位法人，以及国家规定可以

作为借款人的其他经济组织。

一般为担保贷款，具体包括抵押、质押、保证，

项目建成后形成的固定资产、收费权具备抵

质押条件的，应追加抵押或质押担保。

按照保本微利原则。

流动资金贷款一般不超过 1年，最长不超过

3年，固定资产贷款一般不超过 20 年，最长

不超过 30 年。

一、水利建设贷款
Loans of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贷款对象

贷款利率

贷款期限

贷款方式

贷款用途

信贷产品手册
Loan Product Broch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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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支持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环境综合治理、山水林田湖草保护修复、林业资源开发与保护、

生态产品供给建设及运营等项目。

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主管机关核准登记，

具备相应经营资质，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法

人，符合融资规定的公益二类或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的事业单位法人，以及国家规定可以

作为借款人的其他经济组织。

一般为担保贷款，具体包括抵押、质押、保证，

项目建成后形成的固定资产、收费权具备抵

质押条件的，应追加抵押或质押担保。

按照保本微利原则。

流动资金贷款一般不超过 1年，最长不超过

3年，固定资产贷款一般不超过 15 年，最长

不超过 30 年。

二、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贷款
Loan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and Protection

贷款对象

贷款利率

贷款期限

贷款方式

贷款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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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满足农村区域（主要包括乡、镇、村范围）内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及运营方面的合理资金需求，

包括农村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乡村开发建设等相关内容。

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主管机关核准登记，

具备相应经营资质，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法

人，符合融资规定的公益二类或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的事业单位法人，以及国家规定可以

作为借款人的其他经济组织。

一般为担保贷款，具体包括抵押、质押、保证，

项目建成后形成的固定资产、收费权具备抵

质押条件的，应追加抵押或质押担保。

按照保本微利原则。

流动资金贷款一般不超过 1年，最长不超过

3年，固定资产贷款一般不超过 15 年，最长

不超过 20 年。

三、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贷款
Loans of Improving Rural Environment

贷款对象

贷款利率

贷款期限

贷款方式

贷款用途

信贷产品手册
Loan Product Broch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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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满足县域范围（包括县级市、城市郊区郊县）内城乡融合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领域中，城乡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支撑建设和均等化一体化、服务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及农村土地整治整理

等方面所产生的建设及运营方面的合理资金需求。

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主管机关核准登记，

具备相应经营资质，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法

人，符合融资规定的公益二类或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的事业单位法人，以及国家规定可以

作为借款人的其他经济组织。

一般为担保贷款，具体包括抵押、质押、保证，

项目建成后形成的固定资产、收费权具备抵

质押条件的，应追加抵押或质押担保。

按照保本微利原则。

流动资金贷款一般不超过 1年，最长不超过

3年，固定资产贷款一般不超过 15 年，最长

不超过 20 年。

四、城乡一体化贷款
Loans of Urban-rura lntegration

贷款对象

贷款利率

贷款期限

贷款方式

贷款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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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支持农村公路、普通国省道、水运基础设施、县域城镇道路、道路附属设施等方面建设运营、

资产购置等资金需要。

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主管机关核准登记，

具备相应经营资质，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法

人，符合融资规定的公益二类或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的事业单位法人，以及国家规定可以

作为借款人的其他经济组织。

一般为担保贷款，具体包括抵押、质押、保证，

项目建成后形成的固定资产、收费权具备抵

质押条件的，应追加抵押或质押担保。

按照保本微利原则。

流动资金贷款一般不超过 1年，最长不超过

3年，固定资产贷款一般不超过 15 年，最长

不超过 20 年。

五、农村路网建设贷款
Loans of Rural Roads Network Constructions

贷款对象

贷款利率

贷款期限

贷款方式

贷款用途

信贷产品手册
Loan Product Brochure

支农为国·立行为民 14支农为国·立行为民



叁·现代农业类贷款

农村土地流转和土地规模经营贷款

现代农业园区贷款

农村流通体系建设贷款

农业科技贷款

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

农业小企业贷款

Modern Agricultural  Lo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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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支持全域国土综合整治、低质低效土地整理、土地复垦、未利用地开发、矿区及历史遗留损毁

土地综合治理及修复、空心村治理、美丽宜居乡村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中低产田改造、耕地质

量保护与提升工程、现代农业高产高效生产基地等耕地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和农业提质增效，多种形

式适度规模经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

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和乡村产业等建设及运营。

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主管机关核准登记，

具备相应经营资质，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法

人，符合融资规定的公益二类或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的事业单位法人，以及国家规定可以

作为借款人的其他经济组织。

一般为担保贷款，具体包括抵押、质押、保证。按照保本微利原则。

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期限最长为 1年，中期流

动资金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3年，循环流动

资金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2年，固定资产贷

款期限一般不超过15年，最长不超过20年。

一、农村土地流转和土地规模经营贷款
Loans of Rural land circulation and 
land scale management

贷款对象

贷款利率

贷款期限

贷款方式

贷款用途

信贷产品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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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支持农业农村园区建设与运营，田园综合体、村级工业园、以园区为载体的一二三产业和城乡资

源要素融合发展，以及其他有利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园区建设及运营，

其中现代农业园区称号需经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认定。

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主管机关核准登记，

具备相应经营资质，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法

人，符合融资规定的公益二类或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的事业单位法人，以及国家规定可以

作为借款人的其他经济组织。

一般为担保贷款，具体包括抵押、质押、保证。按照保本微利原则。

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期限最长为 1年，中期流

动资金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3年，循环流动

资金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2年，固定资产贷

款期限一般不超过15年，最长不超过20年。

二、现代农业园区贷款
Loans of Modern Agricultural Parks

贷款对象

贷款利率

贷款期限

贷款方式

贷款用途

信贷产品手册
Loan Product Broch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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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支持农副产品批发 ( 交易 ) 市场、农副产品及食品等冷链物流、农业生产资料仓储物流等现代

农业物流体系，新型流通业态、城乡一体化的连锁配送和营销网络、农村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和涉农

电子商务平台，国家重要战略物流节点城市的涉农物流项目，港口、码头、铁路、机场、货运站点、

重要口岸等涉农物流基础设施，保税区、自贸区的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农村区域 (包括县、县级市、

城市郊区郊县 ) 与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相关的快递仓储配送、农副产品市场和物流基础设施等建设与

运营。

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主管机关核准登记，

具备相应经营资质，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法

人，符合融资规定的公益二类或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的事业单位法人，以及国家规定可以

作为借款人的其他经济组织。

一般为担保贷款，具体包括抵押、质押、保证。按照保本微利原则。

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期限最长为 1年，中期流

动资金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3年，循环流动

资金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2年，固定资产贷

款期限一般不超过15年，最长不超过20年。

三、农村流通体系建设贷款
Loans of Construction of the Rural Circulation System

贷款对象

贷款利率

贷款期限

贷款方式

贷款用途

信贷产品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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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支持现代种业，高端农机装备，智慧农业，生态环保技术成果转化，国家农业自主创新示范区、

农业科技园区、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区、农业科技创新与集成示范基地、农业科技成果孵化器、农业高

新技术园区等国家和地方政府农业科技园区、农业科技推广培训基地、农业科普基地等建设与运营。

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主管机关核准登记，

具备相应经营资质，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法

人，符合融资规定的公益二类或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的事业单位法人，以及国家规定可以

作为借款人的其他经济组织。

一般为担保贷款，具体包括抵押、质押、保证。按照保本微利原则。

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期限最长为 1年，中期流

动资金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3年，循环流动

资金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2年，固定资产贷

款期限一般不超过 15 年。

贷款对象

贷款利率

贷款期限

贷款方式

贷款用途

四、农业科技贷款
Loans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信贷产品手册
Loan Product Broch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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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解决在农、林、牧、渔等领域生产、加工、流通全产业链生产经营和农业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以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方面的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投资需求。

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具

备相应经营资质，实行独立核算的以粮棉油及

农、林、牧、渔等领域生产、加工、流通为主

业的企业法人，符合融资规定的公益二类或从

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法人，以及国家规

定可以作为借款人的其他经济组织，一般应具

备区县级以上龙头企业资质。

一般为担保贷款，具体包括抵押、质押、保证。按照保本微利原则。

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期限最长为 1年，中期流

动资金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3年，循环流动

资金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2年，固定资产贷

款期限一般为 5-10 年，最长不超过 15 年。

五、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
Loans of Leading Enterprises in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贷款对象

贷款利率

贷款期限

贷款方式

贷款用途

信贷产品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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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解决小微企业从事符合农发行业务范围的研发、生产、加工、流通、服务、运营维护等经营活动

的合理流动资金需求，以及新建、扩建、改造、购置固定资产的合理资金需求。

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主管机关核准登记，

具备相应经营资质，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法

人，符合融资规定的公益二类或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的事业单位法人，以及国家规定可以

作为借款人的其他经济组织。

一般为担保贷款，具体包括抵押、质押、保证。按照保本微利原则。

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期限最长为 1年，中期流

动资金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3年，循环流动

资金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2年，固定资产贷

款期限一般不超过 5年。

贷款对象

贷款利率

贷款期限

贷款方式

贷款用途

六、农业小企业贷款
Loans of Small Sized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信贷产品手册
Loan Product Broch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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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经批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开

始在全系统办理国际结算、贸易融资等

业务。目前，全国有百余家分支机构开

办了国际业务，服务领域扩大，服务功

能增强。

肆·国际业务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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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结算

二、代客外汇交易

三、国际贸易融资

主要包括汇款业务、托收业务、信用证业务和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申请人应为外

管局企业名录中属于 A类的客户。

主要包括即期结售汇业务、远期结售汇业务和即期外汇交易，其中远期结汇售汇期

限最长不超过 1年，同时，客户需与我行签订远期结售汇协议。

主要包括减免保证金开证业务、出口押汇业务、进口押汇业务、出口贴现业务、海

外代付业务、出口发票融资业务、提货担保业务、出口信保融资业务和打包放款业务，

产品期限根据具体的贸易融资品种确定，同时，申请人应为外管局企业名录中属于

A类的客户。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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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汇贷款

 五、对外保函

以可自由兑换外币为计价单位，向我行业务范围内借款人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和项

目贷款，产品期限根据具体的贷款用途确定。

主要包括融资性对外保函和非融资性对外保函，其中非融资性对外保函包括备用信

用证、保函等，可满足客户货物贸易及非贸项下多种款项支付的担保需求，适用于

交易双方希望以银行信用代替商业信用，为款项支付提供额外担保的客户。农发行

拥有与国家主权相同的评级，开出的备用信用证、保函易于被对方银行接受，有银

行信用作保障，有效控制贸易对手行为，使交易更有保证。

信贷产品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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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经国务院和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农发行参与发起设立了中国农业产业发

展基金、现代种业发展基金和北京先农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现了股权投资的

突破。农发行以“三农”客户需求为导

向，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的引领作用，

积极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逐步形

成了“投资业务、投行业务、中

间业务、机构业务、资管业务”

五大业务发展平台。

伍·投资业务
Investment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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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债券承销

二、代理保险

债券承销业务是指农发行作为承销商帮助具有法人资格的非金融企业在银行间债券

市场发行相关债券，达到债券发行企业直接融资目的的业务活动。农发行于 2014

年取得债券承销资格，2017 年 8 月取得 A类主承销商资格。

代理保险业务是指农发行各级行接受保险公司的委托，在合同约定范围内代为办理

保险业务，并依法收取代理手续费的业务活动。代理保险业务范围主要包括：代理

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保险费、代理支付理赔款或保险金、经双方确认的其他业务。

29

信贷产品手册
Loan Product Brochure

支农为国·立行为民



三、企业理财

四、信贷资产证券化

企业理财业务是指在向客户提供财务分析与规划、投资建议及投资产品推介等服务

的基础上，接受客户的委托和授权，按照与客户事先约定的投资计划和方式进行投

资与资产管理的业务活动。农发行理财业务主要包括：对潜在目标客户群进行分析

研究；针对特定目标客户群开发设计并销售理财产品；客户授权农发行代表客户按

照理财合同约定的方式进行投资和资产管理；投资收益与风险由客户与农发行按照

理财合同的约定方式承担。

信贷资产证券化是指由农发行作为发起机构，将符合标准的信贷资产信托给受托机

构，由其以资产支持证券的形式向投资机构发行的受益证券，以该资产所产生的现

金支付资产支持证券收益的结构性融资活动。

信贷产品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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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
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由农发行独资设立，注册资产 500 亿元，实行公司制运作，

主要投资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基金采取项目资本金投入、股权投资以及参与

地方投融资公司基金等投资方式。累计投资项目约8400个，投资总规模约4600亿元。

六、产业投资基金
1.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基金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基金于 2012 年 12 月 25 日正式挂牌成立，基金总规模 40亿元，

由农发行、财政部、中信集团、信达资产共同出资，主要投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是我国第一支国家级农业产业基金。

2. 现代种业发展基金

2013 年，财政部、农发行、中国中化集团共同出资发起设立的现代种业发展基金，

基金总规模 25 亿元，是我国第一支有政府背景、市场化运作的种业基金。种业基

金采用委托管理的运营模式，由农发行、中财荃兴资本共同出资成立的北京先农投

资公司负责基金的投资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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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客户部 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5003 号爱地大厦东座九楼 蒋雁 0755-83551254.
13631626767

客户部 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5003 号爱地大厦东座九楼 刘相坤 0755-83551459.
13603099470

客户部 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5003 号爱地大厦东座九楼 梁宇婷 0755-83551228.
13923452881

办公室 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5003 号爱地大厦东座十楼 黄承东 0755-83551561.
13926531349

办公室 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5003 号爱地大厦东座十楼 刘玲 0755-83231412.
18194062231

深圳市分行业务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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