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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急 佛金函〔2020〕17 号

关于金融支持外贸企业发展的通知

各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金融工作局（办），各外贸企业：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国两会加大“六稳”工作力度、落实“六

保”任务的部署要求，根据《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

实广东省促进外贸稳定增长若干措施的实施意见》(佛府办

〔2020〕11 号)精神，加强金融对外贸企业的支持力度，市商务

局、市金融工作局联合进出口银行广东分行、中信保公司广东分

公司、中国银行佛山分行、工商银行佛山分行、建设银行佛山分

行、招商银行佛山分行、广发银行佛山分行等共同研究，为我市

外贸企业提供“稳外贸”金融综合服务方案，供佛山市外贸企业

选择使用。鼓励市内其他金融机构推出更多更优质服务方案，为

外贸企业提供更多选择。

“稳外贸”金融综合服务方案融合各级政府、监管部门的金

融政策工具和支持政策，并发挥各金融机构特色优势，通过服务

优化和产品创新，贴近外贸企业金融需求。相关金融机构将为我

佛 山 市 金 融 工 作 局
佛 山 市 商 务 局

http://www.chancheng.gov.cn/fsccjkj/gkmlpt/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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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外贸企业开辟绿色通道，主动对接了解企业经营需求，提供优

质高效的综合金融服务，并通过合理让利，与企业共生共荣。建

议各区广泛宣传推广，推动外贸企业与相关金融机构的对接洽

谈，加大服务指导力度，积极帮助外贸企业解决融资等难题，全

力保障我市外贸企业健康发展。

附件：1.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广东分公司支持外贸企业发

展服务方案

2.进出口银行广东省分行支持外贸企业发展服务方案

3.中国银行佛山分行支持外贸企业发展服务方案

4.工商银行佛山分行支持外贸企业发展服务方案

5.建设银行佛山市分行支持外贸企业发展服务方案

6.招商银行佛山分行支持外贸企业发展服务方案

7.广发银行佛山分行支持外贸企业发展服务方案

佛山市金融工作局 佛山市商务局

2020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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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广东分公司
支持外贸企业发展服务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及省委省政府关于稳外贸工作有关决策部署，中国出口信用保险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保”）广东分公司加大对佛山政策性出

口信用保险资源的投放力度，切实保障外贸出口企业贸易收款风

险，配套贸易融资，进一步发挥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逆周期调节

工具的作用。为促进佛山市外经贸的稳定与高质量发展，中国信

保广东分公司特制定如下三大方面的服务方案，支持佛山企业复

工复产，稳住外贸基本盘：

一、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为佛山企业出口提供应收账

款保障

（一）稳定并力争扩大加工贸易型企业的出口信用保险承保

覆盖面。针对加工贸易名单企业，协同政府有关部门推进落实好

出口信用保险投保工作。

（二）进一步扩大一般贸易企业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提高

疫情下海外买家付款风险保障。加大对重点国别市场支持，引导

企业加强多元化市场开拓，支持外贸新业态模式、支持行业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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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品牌企业巩固扩大在手订单规模。

（三）对于 2019 年度出口额 300 万美元以下的小微出口企

业，可以免费领取由省、市两级财政保费 100%支持的小微出口

企业信用保险保单，并可以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上完成线上

保单领取工作。

二、为佛山出口企业提供风险咨询和提供海外买家、目标市

场的资信报告服务

（一）为出口企业提供各类收款方式下的风险咨询服务。为

企业的贸易模式、结算方式、合同条款风险等方面提供咨询服务。

为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企业提供风险培训服务。

（二）为出口企业提供海外公司资信服务。通过海外调取的

有关报告，帮助企业快速了解近 200 个国家地区海外公司的全方

面资信信息；把握目标市场潜在客户的交易动态和需求，有的放

矢地开拓市场。

（三）为小微出口企业提供“买家资信红绿灯”以及“中国

信保小微学院”线上服务。“资信红绿灯”服务是中国信保依托

人工智能算法为小微出口企业提供的一款即时、标准、可视度高

的移动端海外买方交易风险简易识别查询工具。“小微学院”是

中国信保面向小微出口企业的专属在线知识服务平台，为小微出

口企业的成长赋能。

三、出口信用保险保单为投保企业提供融资配套服务

（一）为加工贸易企业提供保单融资配套。由省商务厅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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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广东分公司发起设立加工贸易企业贸易

融资风险补偿资金池，通过设立资金池，引入进出口银行等有关

重点合作银行，搭建“政银保”合作模式，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

提供无抵押、优惠利率专项贷款。

（二）为一般贸易出口企业提供保单融资配套。联合各主要

银行为一般贸易出口企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提供保单配套融资，

为企业在贸易风险保障的基础上缓和资金压力。与市级或区级政

府有关部门探索“政银保”融资合作模式，促进银行降低融资门

槛，加大贸易融资规模。

（三）对于小微出口企业配套省商务厅“贸融易”融资政策

产品。省商务厅联合中国信保、建设银行落地“贸融易”政策，

以“政银保”三方合作方式建设银行为小微出口企业提供线上无

担保无抵押的融资贷款，解决小微企业资金压力。

四、各级政府对企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等方面给予支持

目前各级政府对企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的保费及其他方面

给予不同比例的支持，具体内容如下：

省级：

（1）投保小微企业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保费支持 80%

（2）投保一般企业短期出口信用保险费给予一定比例支持

（具体内容以正式出文为准）

市级：

（1）投保小微企业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保费支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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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一年度年出口额在 5000 万美元（含 5000 万美元）

以下投保出口信用保险的保费支持比例不超过 15%，单家企业支

持上限 20 万。（具体内容以正式出文为准）

（3）对于企业购买资信服务（含海外企业资信报告、进口

采购分析报告、海外采购商/供货商名录报告、全球行业报告、

国别风险分析报告和全球银行资信报告等）的费用给予不超过

30%的支持，单家企业支持最高不超过 1 万元。（具体内容以正式

出文为准）

区级：

顺德区：对于上一年度进出口额 300-6500 万美元的企业投

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的保费支持比例为 20%，，对近三年首次投

保本专项的企业提高支持比例到 30%，单家企业支持上限 5 万。

（具体内容以正式文件内容为准）

南海区：对 2020 年度有纳入南海海关统计进出口实绩，投

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并已缴纳保费的企业，按实缴保费的 50%

给予资助，单家企业获支持金额不超过 15 万元人民币。（具体内

容以正式出文为准）

禅城区：规定的疫情期间内，对于上一年度进出口额 200 万

美元以上的企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的自缴保费支持比例为 50%，

单家企业支持上限 12 万。同时给予企业出险理赔后仍有损失的

部分给予最高不超过 20 万的全额损失补助。（具体内容以正式出

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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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区：对于上一年度出口额 300-1000 万美元的企业投保

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在省给予保费不超过 20％扶持的基础上，

区级给予保费 80％扶持，但上限不超实缴保费金额。（具体内容

以正式文件内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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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中国信保佛山营业部区域工作联络人

地区或工作块 联络人 联系电话

顺德区 陈宇鸣 13824474626

南海区 陈佃慧 18898814240

禅城区 钟心桃 15013035668

三水区 霍艳莲 13560136375

高明区 陈佳媚 18825055687

小微企业工作 周玉姬 13790710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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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进出口银行广东省分行

支持外贸企业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中国进出口银行（以下简称“口行”）是由国家出资设立、

直属国务院领导、支持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投资发展与国际经济合

作、重点产业发展、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政策性银行。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形势，外贸

产业和制造业受到巨大冲击。为更好发挥政策性金融逆周期调节

作用，口行加大外贸产业和制造业的支持力度，多措并举支持稳

外贸、稳外资、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进一步扩大

信贷投放，切实为企业提供优惠的政策性金融服务。

一、重点服务领域

（一）外贸产业及其产业链

对于外贸企业直接开展的货物进出口和服务进出口贸易，以

及外贸产业链、外贸新业态（包括电子商务、外贸综合服务体等）

开展的进出口贸易配套服务，提供进出口贷款和相关贸易融资产

品支持，满足企业运营的资金需求。

（二）制造业及其供应链

针对制造业及相关供应链配套产业，我行深化金融服务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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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为企业的日常运营和项目投资提供信贷支持，帮助客户解决

资金难题，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三）重大项目建设

我行积极支持基础设施补短板、民生建设等领域项目。对涉

及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能源供应、先进制造业项目、

以及省市级复工复产重点民生项目提供信贷支持，利用政策性资

金优势，助力企业降低财务成本。

（四）中小微企业

目前，针对中小微供应链企业和外贸企业，我行分别与供应

链融资平台及核心企业、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及中信保合作，推出

“保理 E 贷”和“贸赢贷”产品，相关中小微企业可线上办理相

关业务，高效、便捷地享受优惠利率信贷服务。

二、服务支持对象

对于在我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且资信状况良好的境内企业，我行制定了全方位金融服务，

积极满足企业的各类资金需求。

我行立足政策性金融定位，重点服务于具有一定生产和贸易

规模、经营管理和财务资信状况良好的企业，聚焦支持受经济下

行和疫情影响而受困的外贸产业、制造业及其配套产业，为相关

企业和项目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优惠信贷，具体方案根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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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用评级、项目评估、风控措施等因素综合评定。

三、专项优惠政策

我行认真履行政策性金融职能，以专项政策及优惠利率积极

支持企业参与疫情防控、复工复产。

（一）优惠信贷资金与利率支持

疫情发生以来，我行利用政策性金融优势募集低成本资金进

行信贷投放，为客户提供优惠的贷款利率，切实降低企业财务成

本。目前，我行计划扩大外贸领域信贷投放，实现全年新增 4000

亿元外贸产业贷款，并安排 500 亿元资金专项纾困制造业和进出

口企业，以及 1600 亿元信贷规模专项支持中小微企业。

（二）设立金融服务“绿色通道”

对外贸外资、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基

建”、外贸企业和制造业企业纾困等重点领域，我行针对开户、

信贷审批和放款等环节，设立审批绿色通道，提高服务企业的工

作效率。

（三）银政保合作提供外贸保障

疫情以来，我分行积极与广东省商务厅、广州市政府沟通协

作，牵头负责广东省扩大进出口政策性信贷工作，安排专项资金

用于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同时分行积极与中信保广东分公

司对接，共同梳理确定外贸客户“白名单”，探索短期险项下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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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业务的合作，为企业的进出口贸易提供保险保障和融资支持。

（四）推动小微企业服务“增量扩面、提质降本”

针对小微企业，一方面我行加大小微企业直贷业务支持，与

综服平台及供应链链核心企业合作，利用互联网技术及系统优

势，为相关小微企业提供高效快捷的优惠信贷；另一方面，我行

持续推进与商业银行合作，以较低利率向商业银行发放贷款，再

由其转贷给小微企业，扩大支持地方小微企业信贷规模和覆盖

面，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中国进出口银行广东省分行联系人：

李 杰 020-89332657；13352806027

郑剑雨 020-89332640；1392228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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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国银行佛山分行支持外贸企业发展服务方案

为贯彻落实金融支持“六稳”“六保”的重要精神和工作要

求，中国银行佛山分行推出外贸领域“稳外贸”复工复产金融服

务，加大对外贸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

一、支持范围

对纳入以下范围的企业和项目，可以申请“稳外贸”专属金

融服务：外贸企业、外资企业、跨境电商企业、跨国集团等外贸

领域企业。

二、金融支持

（一）专项信贷资金支持

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设立 200 亿元专项信贷额度，服务企业

开展外贸活动、恢复市场经营、助推复工复产。根据企业情况提

供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贸易融资、票据贴现等业

务品种在内的一体化融资支持方案。

（二）专属融资产品支持

为支持广东省内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重点企

业、针对因疫情原因出现的暂时性资金困难（疫情发生前企业自

身经营正常）的重点企业，提供专项信贷产品，审批时效快、利

率低、额度灵活、针对性强。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提供包括流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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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贸易融资、票据贴现等业务品种在内的

一体化融资支持方案，推出“单一窗口税费融资”等专属产品，

支持加工贸易型及出口贸易型企业。

（三）专项贷款利率优惠

针对大型外贸领域企业，如为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存量客户

力争新发放贷款融资利率低于上年平均水平，新客户参照同类型

客户中最高信用评级标准享受优惠利率；针对中、小、微外贸领

域企业，进一步加强利率定价管理，加大利率优惠，实现新发放

贷款利率逐笔降低，通过免除抵、质押物评估费等，尽最大可能

对小微企业实行优惠让利。

（四）专项服务收费服务

如为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新客户享受首年账户开户套餐费

用全免（包含账户开户费、企业网银使用费、手机银行使用费全

免）。跨境汇款、信用证、保函、银行承兑汇票等业务手续费专

项优惠。对于捐赠转账汇款以及涉及疫情防控事项须加急开出的

保函全部实施免收相关手续费政策，切实支持抗击疫情工作开

展。相关部委、地方政府疫情防控重点保障名单内企业的进出口

业务和进口关税保险，给予优先处理，并减免手续费。2020 年 6

月 30 日前，外贸进出口相关物流企业支付国际运费，中国银行

免收汇款手续费；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电子审单、企业

网银等渠道叙做跨境贸易项下汇款，减免 50%手续费；对中小企

业出口业务单据处理给予最高减免 50%手续费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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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便捷线上金融服务

提供企业网银、手机银行、银企直连等多种线上渠道，涵盖

预约开户、国际汇款、结汇、单证、保函、供应链、中银票 e 贴、

跨境资金池、中银全球现金管理等金融服务的“e 企赢”综合解

决方案。

（六）专属绿色通道服务

对于重点保障和支持企业，在风险可控和合规的前提下，采

取“优先受理、优先尽责、优先审批”方式审批项目。在发起阶

段，推行平行作业，由尽责人员提前介入业务发起，主动做好项

目对接，指导业务人员制定科学、合理的授信方案，积极推动审

批进程，为企业开展外贸活动、恢复市场经营、助推复工复产提

供审批支持；对于涉及抗疫医疗物资的进口采购需求，开辟单证

服务绿色通道，加快业务处理效率。同时，优先处理涉及疫情汇

款款项，确保时效性。

（七）降低企业应急贷款成本

对于疫情防控重点企业，在给予贷款优惠利率基础上，若贷

款企业符合《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人民银行 审

计署关于打赢疫情防控狙击战强化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资金

支持的紧急通知》（财金[2020]5 号）条件，可按实际贷款利率

的 50%向财政部门申请贴息，贴息期限不超过 1 年。

（八）纾解存量企业还贷困难

提供针对性的优惠金融服务，对于有发展前景但暂时受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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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领域企业，不盲目停贷、压贷、抽贷、断贷，合理推动企业

缓解债务压力，通过贷款展期、续贷、调整还款还本付息计划等

方式，给予企业一定期限的临时性延期还本和付息安排，维持企

业正常经营。

三、其他支持

（一）中国银行佛山分行及辖内机构为辖内企业提供绿色通

道金融服务，一对一提供结算服务及信贷评估，定期向当地商务

部门及时反馈服务信息。

（二）相关企业可以向中国银行佛山分行辖内机构提出服务

申请，中国银行佛山分行将在 24 小时内完成对接，切实做好服

务。

（三）中国银行佛山分行辖内分支机构应主动对接当地商务

主管部门及重点企业，提供专业金融服务方案，做好企业评估和

上报工作。

（四）中国银行佛山分行将根据企业实际需求，按照内部风

险审批流程和市场化原则，对服务条件的信贷项目加快办理审

批、放贷手续，加大对以上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信贷支持力度。

（五）中国银行佛山分行及各级分行指定专人负责此项工

作，中国银行具体联系人见后表。



` 17

附表

中国银行佛山分行主要对接人名单

序号 部门/支行 主要对接人 联系方式

1 交易银行部 姚瑶 0757-82683204

2 公司金融部 周子勇 0757-82683418

3 普惠事业部 冯健海 0757-82683497

4 分行营业部 陈健明 0757-82683431

5 南海支行 李业昌 0757-86285243

6 三水支行 蔡伟根 0757-87726128

7 高明支行 温淑清 0757-88983686

8 南庄支行 洪惠明 0757-85312565

9 大沥支行 何仲佳 0757-85573308

10 黄岐支行 黄锶明 0757-85918628

11 西樵支行 李鹏鹏 0757-86856111

12 石湾支行 刘泳文 0757-82029036

13 汾江支行 邹锦巍 0757-82029298

14 狮山支行 丘伟洪 0757-81030091

15 里水支行 万俭光 0757-85689337

16 张槎支行 陈敏思 0757-82029998

17 丹灶支行 何子南 0757-85412493

18 九江支行 梁少斌 0757-8176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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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工商银行佛山分行支持外贸企业发展服务方案

一、服务支持对象

佛山分行“稳外贸、稳外资”服务方案支持对象为进出口贸

易类、服务贸易类、加工贸易类、外商投资类四大类别客户，为

重点外贸外资企业、优质制造业企业以及在供应链中居于核心地

位龙头企业提供全方位、全链条金融服务。

二、配套支持政策

（一）融资规模支持。工商银行佛山分行提供专项融资额度

和配套融资规模，对符合相关融资条件的外贸外资企业提供融资

支持。

（二）优惠利率支持。工商银行佛山分行对同时纳入人民银

行“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内的企业按已有优惠政策执行；

其他企业可提供较同业有竞争力的贷款利率水平，原则上本外币

融资利率可给予外部指导价格水平下浮 10%优惠。

（三）费率减免支持。对通过工商银行佛山分行办理“工银

速汇”业务和“单一窗口”平台办理跨境汇款业务，最高可减免

50%手续费。工商银行佛山分行对企业跨境采购防疫物资购汇、

境外疫情防控捐赠资金结汇业务列为最高优先级并提供优惠报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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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期限担保支持。工商银行佛山分行对企业灵活设置支

持外贸、外资相关融资期限、担保方式，视企业复产复工过程中

的实际困难，适当加大信用贷款比例。

（五）受困企业支持。工商银行佛山分行坚决做到不盲目抽

贷、断贷、压贷，确保做好融资接续安排，并可视企业具体情况

和实际困难将结息周期调整为按半年结息或按年结息，协助外贸

外资企业战胜疫情灾害影响。

（六）绿色通道支持。工商银行佛山分行将启动支持服务对

象企业金融服务“绿色通道”和建立 7*24 小时应急值班机制，

保障突发紧急跨境支付等金融需求有效解决，逐户建立前中后台

服务专班，主动业务对接、简化业务流程、高效审批效率，批量

化处理与随报随处理结合，特事特办、急事急办。

（七）国际结算、融资及跨境人民币全口径金融服务支持。

工商银行佛山分行通过组合“全球快汇”、“工银速汇”等系列产

品，为企业提供从进出口贸易签约到产销全流程、各环节的跨境

结算服务；依托出口发票融资、出口订单融资、短期出口信用保

险项下贸易融资、出口退税款融资及流动资金贷款等提供短期本

外币信贷支持，缓解企业资金周转压力；通过“工银跨境通”提

供“结算+交易+融资”的跨境人民币系列服务，满足企业结算便

捷、成本可控、利率优惠、审批高效的全流程跨境人民币业务需

求。

（八）单证及贸易金融专业咨询支持。工商银行佛山分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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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跨境 e 单通”全球一体化集约综合服务，为企业解决疫情期

间因运输停滞导致的单据受阻，保障跨国交单服务；联动其全球

网络免费提供国际结算及融资专业咨询，为企业应对贸易风险、

把握国际惯例、研判汇率走势、规避贸易纠纷等提供专业指导和

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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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建设银行佛山分行支持外贸企业发展服务方案

为了支持稳外贸工作，建设银行佛山分行启动多项产品服务

供外贸企业参考：

一、外汇政策支持

（一）对于受理与疫情防控有关的物资进口、境外捐赠汇款

以及资本项下等业务，建立外汇政策以及收付款绿色通道，明确

对来自境内外且涉及此次疫情的外汇捐赠资金，无需开立捐赠账

户，直接办理入账和结汇手续。

（二）疫情期间，与疫情防控有关的物资进口、境外捐赠项

下汇款以及资本项目收入结汇支付建立绿色通道，可凭客户的说

明直接办理，无需事前、逐笔提交单证材料，简化流程、快速处

理、随申随办，且一律免收汇款手续费。与疫情防控有关的跨境

付款、跨境捐赠及资本项下业务，可给予汇款手续费全免的优惠。

二、跨境快贷

建设银行普惠金融战略为小微外贸企业提供优质跨境金融

服务作为“破题”目标，先后开发了“跨境快贷-退税贷”，“跨

境快贷-出口贷”，“跨境快贷-信保贷”等线上金融产品。

产品创新点：

1.大数据计算额度。利用内外部数据分析企业及企业主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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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状况，在系统上为企业核定信用额度。企业通过网银系统自主

查询。

2.全线上。客户申请、合同签订、业务评价、融资审批、融

资发放、贷后管理等均在网银上完成。企业无需提交纸质材料。

3.纯信用。小微出口企业及实际控制人无需提供抵押与质押

品。

4.随用随支可循环。额度为可随时无条件撤销额度。额度为

可循环额度，在有效期内可随时申请支用。跨境快贷系列产品适

应客户群体广泛，申请操作便利简单，解决中小微进出口企业融

资难的困境。

“跨境快贷”系列产品实行利率优惠，2 月 5 日起，跨境快

贷新签订的借款合同，贷款利率下调 50 个 BP（调整后由原

5.0025%下调为 4.5025%）。

“跨境快贷”产品宽限期申请系统功能于 2 月 14 日上线。

功能上线后，客户可线上发起申请，针对参加疫情防控工作的医

药、运输、制造等行业的小微企业，以及受疫情影响未能及时收

款导致经营出现困难的小微企业，可在额度有效期内申请宽限

期，初定每次不超过 30 天（含）。

三、贸融易

贸融易是广东省商务厅、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广东分公司

和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三方合作，携手向广东中小外贸企业

推出灵活便捷、利率优惠的普惠金融服务。向广东省中小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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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条门槛、成本双低、操作简便的保单融资服务，切实缓解

中小外贸企业收汇风险加大、市场开拓乏力以及融资困难等问

题。

四、全球撮合家

建设银行“全球撮合家”平台。主要借助金融科技的应用，

对跨境交易场景下的海量数据，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进行精准匹

配和智能推送，为企业跨境贸易、投资、项目合作提供信息发布、

需求撮合和商机推荐；同时依托建行跨时区、多币种、集团全牌

照的专业优势，配套提供全方位金融解决方案。平台涵盖“需求

发布”“需求库搜索”“智能跨境撮合”和“企业中心”等主要功

能，以及“活动大厅”“资讯大厅”“特色专区”等配套版块，支

持中英文网站和手机 APP 使用，提供在线机器翻译等服务。目

前，该平台免费使用。

五、跨境融资

经过多年的发展，建设银行在全球主要经济中心，贸易中心

都设立了分支机构和子公司，能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充足的贷款规

模及低成本的资金支持。建行丰富的跨境融资产品可以满足客户

贸易融资、项目融资、生产经营周转或者临时性资金等信贷需求。

六、跨境 e 汇

“跨境 e 汇”是指企业通过建行“跨境 e+”平台办理进出

口项下业务，包括：进口付汇、出口收汇、跨境人民币收付汇、

结售汇、国际收支申报等，企业无需前往银行提交资料，尊享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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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线上全流程的外汇网银服务。

产品优势：智能模板，一次汇款，永久记忆；批量汇款，模

板导入，省时省心；T+0 跨境收付款，到账及时真无忧；7*24 小

时操作，无惧风雨；本外币账户实时查询，短信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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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建设银行佛山分行稳外贸业务主要对接人名单

序号 部门/支行 主要对接人 联系方式

1 外管政策、跨境 e汇 叶文 0757-22977240

2 跨境快贷、跨境融资 林丰 0757-22977229

3 贸融易 彭思瑶 0757-22977230

4 全球撮合家 林悦 0757-22977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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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招商银行佛山分行支持外贸企业发展服务方案

为了支持稳外贸工作，招商银行佛山分行启动多项产品服务

供外贸企业参考：

一、跨境结算综合服务

（一）跨境结算便利：为外贸企业提供粤港澳大湾区贸易投

资便利化政策的咨询服务，协助企业同监管机构进行相关业务的

沟通协调，为符合条件的企业申请开展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

点。针对跨境集团企业，招商银行提供跨境资金池、全球现金管

理等特色金融服务，让企业拥有加倍便捷的跨境结算体验。

（二）在线结售汇交易及付汇服务：招商银行提供企业网银、

手机 APP 和招银避险电子交易平台等多种线上交易渠道，以及电

子单证汇出汇款服务，全线上无纸化流程，服务企业结售汇、外

币资金增值及付汇需求，享受结售汇优惠。

二、信保项下特色融资服务

（一）境外应收账款保理融资服务：针对企业在境外承包工

程或出口设备产生的应收账款，招商银行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

司合作，对于已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投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

特定合同的企业，招商银行可提供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服务，

企业可享有专属授信支持及专属融资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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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口信用证项下信保福费廷融资服务：针对出口企业

收到的国际信用证，如开证银行无同业授信额度或期限较长，招

商银行可依托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出口信用保险支持，为信用

证项下应收账款提供福费廷融资服务，企业可享有专属优惠费

率。

三、小微企业专属金融服务

（一）融资优惠利率：针对符合条件的普惠小微企业，招商

银行提供一定比例的贷款优惠利率。

（二）绿色审批通道：针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抵押贷款，

招商银行开通审批绿色通道，最快一个工作日即可批出。

（三）纯信用贷款额度：针对在招商银行有两年及以上结算

交易记录的小微企业，可根据企业在招行的结算情况给予纯信用

贷款额度。

（四）专属供应链融资额度，在线办理：招商银行联合包括

腾讯集团、宁德时代、苏宁、宝武钢铁、大华股份、南方电网、

中建四局在内的多个集团，推出供应链项下融资业务，批量为供

应商提供专属融资，且享受贷款优惠利率。除此之外，针对招商

银行重点核心企业的供应商，招行将提供专属的供应链融资额

度，全流程线上办理。

（五）保函在线闪电开：招商银行提供全额保证金项下国内

非融资性保函业务的闪电开服务，实现全流程无纸化线上开立保

函，最大程度满足企业的时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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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走出去”投资企业综合金融服务

招商银行拥有丰富的企业境外投资整体方案服务经验，能为

企业就监管审批、外汇政策、架构搭建、境外账户开立等提供全

面建议、梳理流程。依托于招商银行在全球各地主要城市的 6 家

境外分行、1 家子行、离岸金融中心及 1 家海外投行子公司，招

商银行可发挥“境内外、离在岸、本外币、投商行”四位一体的

联动优势，为企业就境外投资需求提供包括跨境实时汇划及配套

的外汇汇率避险、财务顾问、过桥融资、并购贷款、债务置换等

特色服务。

（一）OSA、NRA、FT 账户开立服务：招商银行作为全国第

一家经营离岸业务的银行，可为企业开立离岸账户，同时也提供

NRA、FT 等账户服务，方便企业灵活选择。

（二）红筹结构搭建：依托招商银行香港分行、纽约分行、

离岸金融中心等海外经营机构，以及拥有全牌照的子行永隆银行

和投行子公司招银国际，招商银行可为企业提供红筹架构搭建的

全方位金融服务及红筹上市服务。

（三）非融资性保函：针对企业在境外的投标、履约等非融

资性保函需求，招商银行可联同境内、境外分行及全球数百家代

理行渠道提供保函直开和转开服务，满足企业在全球各地的保函

需求。

（四）境外应收账款保理融资服务：针对企业在境外承包工

程产生的应收账款，招商银行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合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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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已投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特定合同的企业，招商银行可提供应

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服务，企业可享有专属授信支持及专属融资

费率。

五、外资企业综合金融服务

（一）融资服务：针对企业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招商银行

可利用境外分行渠道，通过境外保函增信为企业提供外保内贷融

资服务，或引入境外低成本外债资金，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二）资金跨境调拨服务：招商银行提供跨境双向资金池和

跨境资金集中运营服务，满足资金跨境调拨以及集中管理需求，

构建资金跨境流动渠道。

六、专属财资管理服务

招商银行为跨境投资及外资企业定制专属财务管理金融服

务，便于企业进行集团内各公司财务管理。

（一）全球现金管理服务：统一管理境内境外账户，实现使

用境内公司一个网银，即可管理招行境内外所有账户，涵盖统一

账户视图、支付结算、跨境汇划等功能，享受“一户通全球”的

便捷体验。

（二）财资管理服务：招商银行提供 CBS 跨银行现金管理平

台，是招商银行自主研发的专业资金管理系统，为企业提供多银

行账户管理、支付结算、资金监控、资金预算、票据管理、银行

融资等财务管理中台支撑。



` 30

附表

佛山市各区招商银行主要对接人名单

序号 部门/支行 主要对接人 联系方式

1 交易银行部 陶经理 0757-81999109

2 分行营业部 谢经理 0757-81999586

3 分行营业部 文经理 0757-81999581

4 容桂支行 林经理 0757- 28092295

5 北滘支行 吴经理 0757- 28092296

6 顺德支行 钟经理 0757- 22369835

7 顺德支行 田经理 0757- 22369983

8 南海支行 罗经理 0757- 86326129

9 大沥支行 游经理 0757- 81999245

10 三水支行 刘经理 0757- 87759930

11 城南支行 冯经理 0757- 83101426

12 乐从支行 翟经理 0757- 28909927

13 狮山支行 潘经理 0757- 81203218

14 禅城支行 廖经理 0757- 82368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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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广发银行佛山分行支持外贸企业发展服务方案

广发银行是国有控股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并在佛山南

海建有集科技、国际业务单证、运维保障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强大

的服务支撑中心。广发银行佛山分行为直属一级分行，始终坚持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贯彻落实党中央“六稳”“六保”工作要求，

依托中国人寿平台，充分发挥保银协同优势、总部优势以及服务

优势，特为佛山外贸企业制定“护航稳外贸”的综合金融服务方

案，并推出六项关键措施，更好地服务国家外贸经济发展大局，

以金融之力稳住外贸基本盘。

一是开通跨境金融服务快捷通道。积极响应国家稳外贸工作

要求，开通跨境金融服务快捷通道，优先为涉及应急物资进口的

企业办理业务，通过总行集中处理、提供专业化服务、分行专人

专岗，保证业务效率；服务稳外贸工作大局，对外贸企业给予业

务支持和手续费优惠；对于符合我行“优先级”范围的外贸客户

开通快捷授信审批通道。

二是依托供应链提供融资服务。围绕供应链上下游，为外贸

企业在线提供保理、订单融资、预付款融资及票据融资等多种融

资方案。我行 e 秒贴现、e 秒票据质押、e 秒票据池、e 秒开票

等“互联网+票据”的应用方案，为外贸企业提供安全、便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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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票据融资服务，解决传统票据融资业务流程长、效率低的痛

点；e秒供应链产品助力外贸企业轻松实现供应链融资业务的“秒

级”放款，同时支持随借随还、线上订单确认、线上提赎货等操

作，助力外贸企业提高供应链效率。

三是提供线上化跨境产品便捷服务。深入了解企业痛点，聚

焦国际业务线上化便捷服务，推出“跨境瞬时通”系列 8 大在线

产品。通过企业网银、手机银行、现金管理等对公电子渠道或第

三方平台，在线提交业务申请或资料，办理收付汇、信用证开证

及押汇、关税缴纳及海关税费保函信息电子传输、外币存款定活

互转等国际业务。通过便捷的线上化处理，节约客户人力、物力

成本，提升国际业务的效率，为外贸稳定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四是加大对外贸企业的信贷支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提供

控货权进口开证、进口押汇、出口押汇、信保融资、保函等多渠

道融资方案，满足境内外贸企业本外币的融资需求，降低企业融

资成本，并确保信贷资金高效使用；特色贷款产品出口退税账户

托管贷款，解决出口企业出口退税款未能及时到账而出现短期资

金困难；为外贸企业提供涵盖境内外合作伙伴的全球化供应链金

融服务，以及一站式的跨境联动综合服务方案，帮助企业寻找最

优融资方式。

五是发展普惠金融，服务外贸小微企业。推广普惠金融专项

信贷产品，对诚信纳税的外贸小微企业提供小额信用贷款产品，

实现从客户授信申请、审批、合同签约、提款、还款的全线上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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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多措并举解决外贸小微企业融资“融资难、融资贵”的痛点。

六是深化与政府、信保等机构的合作，为外贸企业增信。通

过与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及政府机构的合作，为企业融资提供增

信，以完善的贸易融资产品体系和丰富的业务合作模式，满足客

户进出口项下各类融资需求；持续开展禅城区科技型风险补偿基

金、西樵政银、九江政银等政银合作项目，重点推广佛山市融担

基金业务，多措并举为外贸企业提供强有力信贷支持 。



` 34

附表

佛山各区广发银行主要对接人名单

区域 机构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顺德区

乐从支行 汤先生 13202386239

顺德分行营业部 吴女士 15986090984

大良支行 刘先生 13924861666

勒流支行 何先生 13516618123

北滘支行 郭先生 13751531384

容桂支行 陈女士 13420696696

龙江支行 莫先生 13798611223

陈村支行 高先生 15622228866

三水区
三水支行 张先生 13925935880

广健支行 吴先生 13824507990

南海区

里水支行 陈先生 18188733737

狮山支行 谢先生 18566061002

罗村支行 梁先生 13760900040

平洲支行 黄先生 13798680755

西樵支行 区先生 18520909961

大沥支行 梁先生 18688296667

沥东支行 叶先生 18566304561

桂城支行 林先生 1392851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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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分行营业部 洪女士 13928575580

千灯湖支行 廖先生 13929118231

九江支行 范先生 13702982641

高明区
荷城支行 关先生 13928517553

高明支行 吴先生 18038683199

禅城区

新湾支行 蓝先生 18824897930

湖景支行 张先生 13923209975

新民支行 张先生 15817835579

新江支行 陈先生 13709665337

城南支行 李先生 13923111989

永丰支行 邱女士 13630165120

佛山分行营业部 廖先生 18188732566

丽日支行 司徒先生 13632346990

新发支行 何先生 18676590997

南庄支行 谭先生 13415599832

大院支行 伍女士 13827721321

新卫支行 石女士 13528973288

大福支行 陈先生 1867518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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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中信保广东分公司、进出口银行广东省分行、中国银行佛山分行、

工商银行佛山分行、建设银行佛山分行、招商银行佛山分行、广

发银行佛山分行

佛山市金融工作局 2020 年 5月 2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