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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急 佛金函〔2020〕18 号

关于金融帮扶农业农村建设的通知

各区农业农村局、金融工作局（办），各农业农村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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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促进生猪稳产保

供的通知》（农办计财〔2020〕9 号）、《中共佛山市委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关于加强乡村振兴重点工作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佛乡振组〔2020〕6 号）

精神，加强金融对农业农村建设工作的支持力度，市农业农村局、

市金融工作局联合农业银行佛山分行、中国银行佛山分行、建设

银行佛山分行、邮储银行佛山分行、佛山农商行共同研究，为我

市乡村振兴提供支持农业农村综合金融服务方案，供各农业农村

单位选择使用。鼓励市内其他金融机构推出更多更优质服务方

案，为农业农村单位提供更多选择。

佛 山 市 金 融 工 作 局
佛 山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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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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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近农业农村单位金融需求。相关金融机构将为

我市农业农村单位开辟绿色通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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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各区广泛组织宣传推广，推动各农业农村单位与相关金

融机构的对接洽谈，加大服务指导力度，积极帮助农村振兴建设

解决融资难题，全力保障我市农业农村领域复工开工和建设运

营。

附件：1.农业银行佛山分行支持农业农村建设服务方案

2.中国银行佛山分行支持农业农村建设服务方案

3.建设银行佛山分行支持农业农村建设服务方案

4.邮储银行佛山分行支持农业农村建设服务方案

5.佛山农商行支持农业农村建设服务方案

佛山市金融工作局 佛山市农业农村局

2020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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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农业银行佛山分行支持农业农村建设服务方案

根据佛山市政府提出的乡村振兴工作规划，完善美丽乡村建

设，我行制定了对村居改造提供专项融资产品组合—“村级工业

园改造”、“村居物业租金抵押贷款”等服务方案。

一、支持领域

重点支持佛山市政府相关部门确认或前期经三旧改造程序

审批后纳入村居改造项目，融资主体包括：改造项目投资企事业

法人、村(居)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或国家规定可以作为借款人的

其他组织。支持农业农村相关企业及个人。

二、主要贷款要素

（一）贷款用途方面：解决用于支付村居改造项目的拆迁、

补偿、安置、土地平整等前期费用，也可用于村居改造、厂房建

设以及村居配套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建设等后期各项投入和费

用。

（二）贷款金额方面：项目资金需求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合

理确定，贷款金额最高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 80%，项目资本金应

符合国家和农业银行关于项目资本金管理规定。

（三）贷款期限方面：应结合项目改造规模、拆迁难易度、

施工周期、市场销售等因素合理确定贷款期限。对于项目建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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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的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5 年；对于项目建成后出租的贷款期

限最长不得超过项目建设期+15 年。

（四）贷款价格方面：比照同档期 LPR 实施差异化优惠利率

政策。

（五）还款方式方面：贷款结息方式可按月或按季结息，还

款计划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灵活设定。

三、专属服务支持

（一）专项贷款规模：我行将优先安排专项规模，确保满足

符合授信和发放贷款条件的重点领域项目资金需求。

（二）优先审结通道审批：省分行已建立优先审结通道，市

分行将安排专职经理服务项目并跟进审批，确保项目的快速上报

及审批通过。

（三）支持生猪产业稳定生产：根据省农业、财政厅等部门

关于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促进生猪稳产保供的通知要求，推动生

猪产业形成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我行制定相关信贷政策，积极通

过“公司+农户”、“公司+家庭农场”、“公司+合作社”等模式，

提供全产业链金融服务。

（四）惠农 e 贷服务：惠农 e 贷是我行运用互联网、大数据

技术，批量采集内外部数据，建立数据模型，实现系统自动审批，

农户快捷用信的农户贷款；惠农 e 贷主要支持我行房贷农户、金

融资产农户的短期消费需求、特色产业农户的生产经营需求。惠

农 e 贷是把传统金融服务与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结合起来，可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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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增强农户贷款的便利性和可得性；真正做

到服务城乡、为农户解决资金周转困难的问题。

（五）提供智慧乡村服务：引入“互联网+”概念，整合村

居委村务管理、党务管理、惠农服务和金融服务等，提供“一站

式”电子化金融服务功能，打造现代化美丽乡村；全面对接农村

三资平台系统，根据村委信息化建设需求提供系统优化支持。

（六）现金管理平台服务：我行可为项目公司或股东搭建现

金管理平台，以有效解决企业的多银行账户管理问题、提高财务

效率为目的，为企业提供高效的多银行账户管理、付款管理、资

金归集、资金监控、报表统计等功能服务。

（七）智能 POS 机收款：智能 POS 机功能上可以理解为聚合

支付（即支持全卡种刷卡/插卡/挥卡，市场上主要二维码产品的

扫码支付及 Apple pay、HCE 等云闪付等多种支付受理方式），同

时还具有安卓系统的多应用功能、互联网通讯、云平台管理等的

新一代支付终端产品。智能 POS 收款服务一台机具解决银行卡、

二维码等各种支付产品的需求，可提供经营所需的主动营销等更

多应用功能。

（八）资本金融资服务：通过与我行子公司农银理财、农银

国际、农银投资等子公司“行司联动”，采用理财融资、直接投

资等方式解决部分重大建设项目的前期资本金缺口。

（九）消费扶贫爱心信用卡：是省扶贫办与农业银行广东省

分行、广东东西部扶贫协作产品交易市场联合推出的扶贫品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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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作为各级工会组织和广大消费群众在交易市场参与消费扶贫

的重要渠道。

（十）特色农业贷：

1.高明粉葛贷：为深化三农金融服务，推动三农经济发展，

高明支行结合现有“合水粉葛”特色种植农副产业的金融需求，

以促进高明区特色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我行推出针对农户特色金

融产品—高明粉葛贷。

2.三水乐平雪梨瓜贷：为深化三农金融服务，推动三农经济

发展，促进三水区特色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我行特设“乐平雪梨

瓜贷”项目，该产品针对从事雪梨瓜产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的资金

需求，主要用于满足从事雪梨瓜种植、雪梨瓜产品加工、仓储和

销售经营过程中的资金需求，实行线上线下多渠道申请、线上线

下调查核实、系统自动审批、客户自助用款还款的业务流程，审

批快捷，手续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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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佛山市各区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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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行机构业务部

李俊超 13702908889

2 韩梅 18603094255

3 李永启 13809215500

4
三水支行

梁维贤 13925971823

5 黎莹 13825520167

6
高明支行

叶伟平 13702957722

7 曾飞涛 18566375336

8
华达支行

王少霞 13929920752

9 徐震岳 13923123812

10
城郊支行

谭笑梅 13929938992

11 张兴伟 13923256029

12
石湾支行

陈广深 13925956459

13 何浩谊 13823488393

14
祖庙支行

何敏珊 13630140802

15 黄思洁 13500264137

16
南庄支行

麦锦培 13927703445

17 何永至 13923204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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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银行佛山分行支持农业农村建设服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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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农业农村“稳预期”复工复产服

务方案，加大对农业农村的金融支持力度，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

一、支持领域

重点支持全市农、林、牧、渔等相关农业行业，推进乡村振

兴及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创新金融扶贫

产品和服务方式，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中银惠农通宝”

是中国银行专项支持农、林、牧、渔业及相关客户的信贷产品，

主要服务对象包括：

（一）种植、养殖业：农作物种植、水产畜牧养殖业

（二）农产品加工业：粮食加工、烧腊加工、水产品加工等

（三）餐饮配送业：食材配送、饭堂承包

（四）农产品冷链物流业：蔬菜、冻品等食材冷链物流

（五）农产品批发业：米、油、肉内农产品批发

二、主要贷款要素

（一）贷款用途方面：支持农业特色产品种养殖、特色农产

品加工、食材配送、食材冷链物流、农产品批发等客户的流动资

金贷款或固定资产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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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贷款金额方面：单一借款人授信总量高达 3000 万元。

（三）贷款期限方面：一年短期贷款、三年中长期贷款。

（四）贷款价格方面：比照同档期 LPR 实施差异化优惠了利

率政策，给予普惠农业金融最优利率。

（五）还款方式方面：贷款结息方式按季结息，偿还本金方

式按情况协商确定。

（六）担保条件方面：抵押、质押、保证、信用等多种方式。

三、专属服务支持

（一）专项贷款规模：佛山中行拟给予全市农业行业专项融

资额度，用于在中行办理上述融资产品的企业客户支用贷款，优

先实施合同制作，优先进行放款审核，全力支持全市农业复工复

产，扶持农业农村维持正常经营。

（二）绿色通道审批：对办理上述融资产品农业行业客户，

中国银行将实施绿色审批通道模式，优先受理、优先审批、切实

提升授信审批效率，最快当天上报当天批复。

（三）改善客户分类：对于满足条件的客户可享受行业优惠

政策，进一步增强企业信贷优惠力度。

（四）配套服务：快捷迅速地为相关客户提供专属的代发薪

服务，并为企业个人客户免费开通电话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

行等服务，为授信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免费开立贵宾卡，提供专门

理财经理“一对一”的服务，享受 VIP 绿色通道、汇款手续费减

免、贷款利率优惠、出国金融“一站式”等多重增值服务。对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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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及高管个人提供创业担保贷款金融服务产品，全力解决个人金

融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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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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惠金融事业部 马泽群 82683260

2 普惠金融事业部 冯健海 82683497

3 普惠金融事业部 黄祺 82683262

4 分行营业部 唐嘉辉 82683749

5 南海支行 廖丽萍 86338977

6 西樵支行 周广波 86856190

7 大沥支行 林咏红 85573320

8 黄岐支行 陈锐昌 85918030

9 里水支行 袁炽雄 85689359

10 狮山支行 李锐波 81779318

11 三水支行 梁维健 87727999

12 高明支行 黄志文 88983663

13 南庄支行 冼兆广 85397365

14 石湾支行 余广 82029028

15 汾江支行 张建麟 82029251

16 张槎支行 邱伟军 82029996

17 九江支行 黄亮初 81762717

18 丹灶支行 赖华彬 81848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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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建设银行佛山分行支持农业农村建设服务方案

为支持佛山市“六稳”“六保”工作开展，支持佛山市农村

农业金融服务，建设银行佛山市分行紧密结合佛山实际，全方位

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创新构建“产融促农”、“基建固农”、

“科技强农”、“文化兴农”的全面综合服务体系。

一、免费政策

（一）对农村集体组织

1.免收对公账户开户、销户费；

2.免收对公账户印鉴变更与挂失服务费；

3.免收对公账户维护服务费；

4.免收对公账户代发、代收服务费；

5.免收对公账户银行回单整理年费；

6.免收对公账户回单查询与补单服务费；

7.免费搭建“党群综合平台”、“智慧政务平台”等金融科技

平台；

8.免费搭建资金结算网络；

9.免费搭建农村资金监管平台；

10.免费提供对公网上银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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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惠服务内容（建行内）

1.乡村“百易安”资金监管业务给予最优惠服务；

2.乡村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给予最优惠服务；

3.涉农分期业务给予最优惠费率；

4.工程建设监理业务给予最优惠服务；

5.发行高于同期利率水平的乡村系列理财产品；

6.现金管理服务给予最优惠价格；

7.乡村特约商户线下扫码聚合支付商户微信、支付宝以及本

行借记卡手续费价格给予最优惠价格；

8.乡村小企业贷款利率给予最优惠价格。

三、产融促农 基建固农 科技强农 文化兴农

1.惠农助农贷。扶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助力农户个人金

融需求，尤其是农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建设银行提供“助农贷”“乡村农担贷”等服务产

品。

2.惠农供应链。供针对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等全产

业链，提供订单融资、供应链普惠理财等供应链金融产品，服务

龙头企业上下游小微企业和农户，给予专项优惠政策。

3.惠农龙头宝。助力龙头企业整合上下游资源、延伸产业链

或扩大经营规模提供并购重组融资、并购重组顾问等服务。发挥

建行集团优势，为大型优质企业提供贸易融资、发债、现金管理、

产业基金、资产收益权、股权收益权理财产品等综合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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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惠农建设贷。建设银行为城乡新建、改造各类农产品批发

市场、农产品直销网点、综合加工配送中心、产地集配中心等设

施建设；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科技园等产

业和资源集聚区建设提供固定资产贷款、PPP 贷款等融资支持，

打通城乡物流基础设施，促进城乡产销对接。

5.惠农结算易。针对农产品市场、县域地区及偏远地区农贸

市场，建设银行提供专业的资金结算平台，满足市场管理方和商

户在结算、融资、大数据应用等方面金融服务需要。

6.一村一品。为支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休闲旅游、生态宜

居、文化创意等新型特色村镇建设，提升宜业宜商宜居宜游环境。

建设银行提供特色小镇贷款，满足资金、运营维护和日常管理支

出等资金需求，以及符合特色产业导向的入驻企业融资需求，助

力提升小城镇的基础设施水平和人居环境，促进小镇建设和产业

的深度融合发展。

7.美丽乡村“三旧改造”。全面支持配合佛山市节约集约用

地建设工作，建设银行为“三旧”改造项目（旧城镇、旧村庄、

旧厂房）等提供信贷支持，用于支付土地拆迁补偿费（含拆迁保

证金）、平整费、安置费、安置区安置房建设、集体物业以及公

共服务设施建设等相关改造支出，推动乡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8.保险服务平台。提供建信人寿保险。通过建设银行全资子

公司建信人寿保险公司为乡村居民提供专属个人保障医疗保险

产品，如健康寿险、保 e 家、养老年金、少儿保险、旅行保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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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搭建智慧政务平台，助力提升乡村行政服务水平。结合推

进“放管服” 改革，助力打造行政村“一门式办理” “一站式

服务”村内公共服务中心（站）。建设银行提供智慧政务服务管

理系统、政务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系统及集成

后端行业应用等功能，助力试点乡村全面提升政务管理水平，并

实现让村民办事少跑动甚至零跑动。

10.开展“金融知识进乡村”活动。对接强化金融服务方式

创新，推动农村普惠金融建设，建设银行在系列试点乡村定期开

展“金融知识进乡村”、“金融知识进万家”等讲座活动，向农户、

村两委、基层干部普及基础金融知识及防范金融诈骗知识，提高

农民群众信用意识和风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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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佛山市各区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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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委办 甄振宇 13928645354

2 分行营业部 李远辉 13923262945

3 禅城中心区域支行 廖坚豪 13425704755

4 汾江区域支行 林国荣 13929195252

5 祖庙区域支行 刘思远 13902426619

6 南海区域支行 冯智忠 13703066566

7 西樵区域支行 冯显森 13709660391

8 大沥区域支行 李军 13702908555

9 狮山区域支行 梁嘉毅 13827777441

10 罗村区域支行 劳肖萍 13927757211

11 三水区域支行 严道远 13702344789

12 高明区域支行 许德荣 13923224868

13 大良区域支行 李嘉明 13923131319

14 容奇区域支行 梁国尧 13702822211

15 北滘区域支行 谢伟超 18022229119

16 乐从区域支行 陈耀辉 13927274164

17 龙江区域支行 罗沛明 13825516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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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邮储银行佛山分行支持农业农村建设服务方案

为积极响应支持佛山市金融支持“六稳”“六保”工作，邮

储银行佛山分行针“农业农村”提供一系列金融服务，主要相关

如下：

一、农民丰收卡

邮储银行佛山分行与中国银联合作发行的乡村振兴主题卡

产品，可提供邮储银行佛山分行标准绿卡通 IC 卡全部金融服务

功能，同时，客户开户激活农民丰收卡后可享受涉农特色权益。

发卡对象为个体农户、专业大户、农业合作社负责人等农村地区

涉农经济主体。客户持本人有效实名证件到邮政储蓄银行网点即

可办理。农民丰收卡免收卡工本费、年费、小额账户管理费、账

户余额变动通知短信服务费，农民丰收卡免收客户境内 ATM 跨行

取现手续费。客户激活卡片并在银联云闪付 APP 绑定农民丰收卡

后，可享受以下涉农特色权益：免费法律咨询服务、免费医疗咨

询服务、涉农意外保险。

二、“邮储食堂”服务

邮储银行佛山分行为会员提供的线上权益平台，农民成为邮

储食堂会员即可享受专属补贴、低价购物的生活体验，平台拥有

食品、日化、家电、数码、美妆、母婴等全品类二十万种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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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购物可享优惠，部分商品最低至 5 折。

三、农业担保贷款支持

为全力支持春耕备耕和复工复产，畅通农村新型经营主体融

资渠道，助力经济发展，对于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小微农业企业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

以及国有农（团）场中符合条件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单户

贷支持不超 300 万，免抵押，由广东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

司提供担保，担保费用为种植业 1.5%，养殖业 1.6%；贷款利率

为 LPR+1.6%,还款方式结合农业的产出周期约定，有按期还本付

息、阶段性琮款付息等，期限最长为二年期。

四、惠农合作贷

针对佛山范围内从事农业生产和服务、农业企业、商户、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实际控制人、社员以及家庭农场（专业大户），

年龄在 18-65 周岁的，提供信用贷最高 50 万、房产抵押贷最高

500 万；还款方式结合农业的产出周期约定，有按期还本付息、

阶段性还款付息等，期限最长为三年期。

五、花卉行业贷款支持

佛山有著名的“岭南花乡”美誉，为推动佛山花卉行业发展，

针对该行业提供花卉纯信用贷款产品，单笔 100 万，随借随还，

期限最长为 2 年期，花卉行业贷款，手续更简单，提供绿色审批

通道，及时解决花卉行业客户快速用款需求。

六、贷款延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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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储银行佛山分行将对农业农户类贷款客户，因受疫情影响

存在暂时困难的,将适当给予贷款展期、延期还本付息等临时性

延期还本付息安排,最长可延至今 2020 年 6 月 30 日。对于少数

受疫情影响严重、恢复周期较长且发展前景良好的农业农户,可

根据实际情况与其协商确定另外的延期还本安排。

七、征信保护服务

邮储银行佛山分行对因感染新型肺炎住院治疗或隔离人员、

疫情防控需要隔离观察人员和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因疫情影

响未能及时归还个人贷款，相关逾期记录可以申请不报送中国人

民银行，已经报送的予以信用记录调整。

八、多样化、个性化服务

邮储银行佛山分行会结合农业客户情况和需求，以客户的视

角来开发针对性强的创新产品，利用“信用+担保+抵押”多方式

的贷款组合，全方位满足客户的融资需求，同时针对不同层次的

客户群体，配套多样化的银行金融服务，并延伸至寄递、物流、

保险等邮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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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邮储银行佛山分行主要对接人名单

序号 部门/支行 联系方式

1 禅城区 83031393

2 南海区 86233828

3 顺德区 22685092

4 高明区 88233815

5 三水区 8780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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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佛山农商行支持农业农村建设服务方案

一、支持对象

重点支持全市农业农村农民的融资需求，涵盖农林牧副渔广

义大农业，覆盖农民生产生活的各个资金需求节点，主要包括：

（一）农业种养业，农业生产资料生产销售。

（二）农产品加工、仓储运输、销售流通。

（三）农业服务性行业。

（四）农民创业。

（五）经营性村屋建设，包括拆除旧房的基础上重建/翻新、

空地新建等。

二、主要贷款要素

（一）贷款用途方面：可用于①农业生产日常经营周转；②

各类农业生产配套设施的投入；③经营农村商店的流动资金；④

农业服务性行业的各类投入；⑤农民的生产创业项目；⑥经营性

村屋建设等。

（二）贷款额度方面：根据农户、涉农企业、农民合作社、

家庭农场实际经营情况核算，固定投入类贷款金额可高达项目投

资 70%。

（三）贷款期限方面：贷款期限最长 5 年，政策稳定可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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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贷。

（四）贷款价格方面：定制一口价式实惠利率，符合相关政

策准入的客户还可享受财政贴息，融资成本低。

（五）还款方式方面：按月结息，分期还本，最优可到期一

次性还本。

三、专属服务支持

（一）贴地专业团队 24 小时服务：超过 200 家营业网点遍

布城乡各处，熟谙风土人情及农业知识，300 多人的专业服务团

队，24 小时提供贴心贴身服务。

（二）高效办理流程：充分利用本土银行的优势，实施动态

授权管理，简化审批流程，特别对办理上述融资产品的客户，优

先受理、优先审批、切实提升客户获贷效率。

（三）覆盖面广：广义大农业全覆盖，产业链流程全涵括，

全方位多角度全面满足农业农村农民的融资需求。

（四）无忧贴息申报流程：指定专人每季度收集贴息申请资

料，报送至相关部门，审核无误后将贴息资金通过专户转入借款

人结算账户，全程无需借款人忧心劳力。

（五）配套金融服务：全面配套代发工资、代扣税、代扣水

电煤等业务，并提供批量业务上门服务，全力贴身贴心满足新农

村新农业建设者的金融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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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佛山市各区佛山农商行主要对接人名单

区域 部门/支行 姓名 联系电话

禅城区 总行营业部 周先生 13927732677

禅城区 环市支行 李小姐 13929988533

禅城区 南庄支行 谭先生 13435418294

禅城区 张槎支行 陈先生 13450569930

禅城区 澜石支行 蔡先生 13509964513

禅城区 城南支行 冯先生 13928537843

禅城区 民生事业营销中心 程先生 18029238320

禅城区 泛家居行业营销中心 关小姐 13928663072

高明区 高明支行 何先生 13516577559

高明区 荷城支行 梁先生 13380251122

高明区 杨和支行 朱先生 18029238018

高明区 西安支行 朱先生 13929963096

高明区 明城支行 丘先生 15899575070

高明区 更合支行 梁先生 15217677066

三水区 三水支行 黎先生 13925405330

三水区 西南支行 冯先生 13760998663

三水区 芦苞支行 何小姐 13760962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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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区 大塘支行 何先生 13927799949

三水区 乐平支行 聂先生 18689240280

三水区 白坭支行 李先生 13823449605

顺德区 顺德营销团队 1组 梁先生 18029238477

顺德区 顺德营销团队 2组 张先生 13318332289

顺德区 顺德营销团队 3组 黄先生 13827789289

南海区 南海营销团队 1组 吴先生 13450856047

南海区 南海营销团队 2组 梁先生 15015751475

抄送：农业银行佛山分行、中国银行佛山分行、建设银行佛山分行、邮

储银行佛山分行、佛山农商行

佛山市金融工作局 2020 年 5月 2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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