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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建行佛山市分行支持重点项目

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一、支持领域

重点支持全市重点项目、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及其他符合市

委市政府部署的重大项目，主要包括：

（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二）城市更新（三旧改造）项目。

（三）村级工业园改造项目。

（四）产业园区建设项目。

（五）企业技术升级改造项目。

（六）纳入佛山市 2020 年重点项目名单内项目。

（七）人才安居房建设项目。

（八）新农村改造建设项目。

二、主要贷款要素

(一）贷款用途方面：可用于：①日常经营周转；②各类项

目新建、改扩建和技术升级改造；③城市更新（三旧改造）、村

级工业园改造前期服务商及后期的项目建设资金投入；④基础设

施建设、产业园区建设、以及乡村建设的资金投入。

(二）贷款金额方面：流动资金需求根据项目单位实际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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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口测算；建设类资金需求根据项目的实际需要、风险水平等因

素合理确定。其中，项目资本金应符合国家和建设银行关于项目

资本金管理规定和最低资本金比例要求。

(三）贷款期限方面：贷款期限最长 20 年，视项目实际需求

及用途明确。

(四）贷款价格方面：比照同档期 LPR 实施差异化优惠利率

政策，给予市重大项目融资最优利率。

(五）还款方式方面：贷款结息方式可按月或按季结息， 偿

还本金方式按项目情况协商确定。

三、专属服务支持

(一）专项贷款规模：佛山建行拟给予全市重点项目专项融

资额度，用于在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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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支持重点项目建设进

度，确保信贷资金及时到位。

(二）绿色通道审批：对办理上述融资产品的企业客户， 建

设银行将实施绿色审批通道模式，贷款客户优先受理、优先审批、

切实提升客户授信审批效率。

(三）优化申报流程：对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保政策 和

监管要求的项目，可通过优先核准程序进行快速准入。

(四）改善客户分类：对于满足条件的项目可享受行业优 惠

政策，进一步增强企业信贷优惠力度。

(五）配套金融服务：升级“民工惠”金融服务平台，为项

目建设单位提供代发工资、在线培训、在线技能认证、在线找工



- 4 -

等服务，畅通用工信息供需对接机制；建立企业复工复产帮扶机

制，升级网络供应链线上服务，通过建行供应链金融平台协助找

订单，为企业提供账期延长、简化核心企业准入、减免业务费用

等差别化服务；升级对项目业主单位股东和高管个人的个性化一

对一服务，全力解决个人金融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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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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景新 13702922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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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永亨 18022229062

14 容奇区域支行 郑志成 13802686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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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中国工商银行佛山分行支持重点项目

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国内最大资产规模的商业

银行，具备全面、高效的全球范围内业务协调能力，可满足央企

及跨省企业综合性、跨地域、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下称“我行”）是工商银行系统内

业务规模最大的地级市分行，我行长期与区域内龙头企业、上市

公司、政府机构等政企客户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提供全方位、

深层次金融服务支持。

为积极响应支持佛山市重大项目积极稳妥复工开工，我行制定了

全方位、深层次金融服务支持方案，解决重大项目实际金融需求。

一、重点支持领域

1、积极支持基础设施项目和补短板重大项目建设，如高速

公路、铁路、机场、城市轨道交通、市政公用设施等；

2、重点支持制造业实体高质量发展，聚焦新兴制造业及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如技术改造、设备更新、搬迁扩产等；

3、大力支持教育、医疗、养老、消费升级等民生领域项目；

4、其他符合国家产业发展导向和省市政府决策部署的重大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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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支持已纳入省市政府重点项目、专项债项目等名单的重

点项目；优先支持与疫情防控相关的公共服务领域补短板项目。

二、融资支持服务

对需求符合国家产业导向和我行信贷政策条件的项目，我行

将积极满足项目资金需求，全力支持项目建设。我行可通过固定

资产项目贷款等方式支持重点项目建设，贷款资金专项用于重点

项目建设，贷款金额为项目总投资的 60—80%，贷款期限为 10-25

年，还款方式上一般按月或按季付息，还本可按季或半年制定还

款计划，还款比例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灵活设定。同时对于重大

项目我行将给予同行业同类型项目相应期限资金成本一定比例

的优惠利率，具体根据企业信用评级、项目评估、风控措施等因

素综合评定。

三、专属金融服务

我行为重点项目和企业定制了相应专属金融服务，保障省市

重点项目稳妥复工开工，具体如下：

（一）专属绿色信贷服务

专属信贷资金规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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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审批通道。已成立省分支三级联动专属服务团队，并开

通绿色信贷通道，确保项目的快速上报及审批通过。同时安排专

职经理服务项目并跟进审批，确保银企间信息沟通顺畅。

（二）专属信息化技术服务

融安 E 信：为项目企业定制专属系统，提供风险信息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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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分析评级、数据挖掘、实时预警、自动控制等信息技术服务，

使企业实现对外部风险的及时预警和有效干预。

融智 E 信：利用我行专业研究团队及合作机构的研究成果，

并整合多渠道专业研究资源，为项目企业在经济、金融等领域提

供多样化、多层次的智库服务，提供定制化研究报告及专家讲堂

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政策解读、行业分析及投行案例详解等。

（三）专属理财及资金服务

财资管理云服务：我行为项目公司或股东搭建财资管理云平

台，以项目企业支付结算和财资管理为核心，为客户提供账户管

理、资金结算、资金计划、资金监控、资金分析、国际业务等财

资管理服务。

工银聚平台配套供应链融资：依托我行工银聚平台以项目公

司及上游供应商提供订单、采购、发货、结算等功能，按照“三

流（资金流、信息流、物流）合一”的思路，以项目公司为核心

企业向上游客户提供贸易融资业务。本业务既解决项目公司金融

结算需求，同时解决上游客户资金需求保障项目稳定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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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佛山各区工商银行主要对接人名单

区域 机构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佛山 分行公司金融业务部 屈先生 13927208666

佛山 分行公司金融业务部 张先生 13434869939

佛山 分行公司金融业务部 岑先生 13715541624

禅城区 分行营业部 章女士 13528903888

禅城区 汾江支行 梁女士 13727310246

禅城区 高新支行 陆先生 13927728692

禅城区 升平支行 陈先生 13927710862

禅城区 石湾支行 丘先生 13827750716

禅城区 张槎支行 廖先生 13433247945

禅城区 南庄支行 梁先生 13929110393

三水区 三水支行 李先生 18927751877

高明区 高明支行 叶先生 13702956399

南海区 大沥支行 何先生 13928647466

南海区 丹灶支行 陈先生 13929916399

南海区 九江支行 丁先生 13760987916

南海区 里水支行 崔先生 13600313122

南海区 罗村支行 陈女士 13802466811

南海区 南海支营 高先生 13827730809

南海区 平洲支行 凌先生 13824512896

南海区 狮山支行 李先生 13928632666

南海区 西樵支行 叶先生 13902810626

南海区 盐步支行 罗先生 13802460316

南海区 黄岐支行 刘先生 13392251106

顺德区 顺德支营 陈先生 13016618003

顺德区 北滘支行 何先生 13929908875

顺德区 陈村支行 古女士 13929920189

顺德区 均安支行 杜先生 13827797999

顺德区 乐从支行 岑先生 13827734562

顺德区 勒流支行 何先生 13703010788

顺德区 龙江支行 李女士 13703063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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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区 伦教支行 黄先生 13703080230

顺德区 容桂支行 周先生 13923265660

顺德区 杏坛支行 李先生 13724697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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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农行佛山分行支持重点项目

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下称“我行”）是佛

山地区市场份额最大的金融机构，长期与区域内大型国企、上市

公司、行业龙头保持着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提供全方位、深层

次的优质金融服务。

为积极响应支持佛山市重大项目复工开工，我行制定了全方

位、深层次金融服务支持方案，解决重大项目实际金融需求。

一、支持领域

重点支持佛山市内 2020 年省市重点建设项目、专项债和专

项贷款支持项目、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优质制造业项目及其他

符合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的重大项目等，主要包括：

（一）传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高速公路、铁路、机场、城

市轨道交通、市政公用设施等。

（二）新基建项目：5G 基建、特高压、城郊高速铁路和城

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

互联网等。

（三）专项债和专项贷款支持项目。

（四）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范围内的高端创新集聚区规划

建设项目，如佛山三龙湾高端创新集聚区内规划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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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城市更新（三旧改造）项目。

（六）村级工业园改造项目。

（七）工业和新兴产业园区建设项目。

（八）新兴制造业及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项目。

（九）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项目及公共服务领域补

短板项目。

（十）其他符合国家产业发展导向和省市政府决策部署的重

大项目。

二、主要贷款要素

(一）贷款用途方面：可用于：①日常经营周转；②项目建

设各阶段的资金投入。

(二）贷款金额方面：流动资金需求根据项目单位实际经营

缺口测算；项目建设资金需求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合理确定，贷

款金额一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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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期限一般可达建设期+20 年，可

视项目实际需求适当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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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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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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供应链融资服务：依托我行“保理 e 融”产品，

以项目公司为核心企业为其供应商提供批量、自动、便捷的应收

账款管理、保理融资等综合性供应链金融服务，解决上游客户资

金需求，保障项目稳步推进。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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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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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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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个人金融服务：我行可为项目业主单位股东和高管个

人提供个性化一对一服务，配套一揽子个人金融服务需求解决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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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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银行与金融同业部 刘镇 13923120108

2 公司业务部 黄敏俊 18688296649

3 三水支行 宋清 13923108619

4 高明支行 高平舟 17708620091

5 华达支行 陈炯勋 13929919830

6 城郊支行 刘晓 13827758971

7 石湾支行 梁嘉豪 13590556776

8 祖庙支行 黄远聪 13929993834

9 南庄支行 陈耀文 1370292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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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交通银行佛山分行支持重点项目

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国有控股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

网络遍及全球主要国际金融中心，位居全球银行百强行列，业务

范围涵盖了商业银行、证券、信托、金融租赁、基金管理、保险、

离岸金融服务等领域，拥有多元的业务结构、强劲的创新能力和

市场竞争力以及卓越的品牌价值。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

行（下称“我行”）是目前交通银行系统内增长速度最快的地级

市分行，可为本地政府机构、重大项目、重点企业提供多维度全

方位金融服务。

为响应落实国家扶持实体经济的相关政策，进一步做好“六

稳”、“六保”工作，交通银行佛山分行不断强化综合化的金融服

务能力，开通绿色通道，为佛山市重大项目的建设启动及重点企

业的复工复产提供优质金融服务支持。

一、重点支持领域

全面支持已纳入省、市重点项目名单等重点项目，重点支持

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产业转型升级、民生服务保障和疫情

防控 5 大领域相关项目。

1、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全方位支持机场建设、铁路、轨道

交通、高速公路、市政公用设施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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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市更新领域，重点支持旧村居改造、村级工业园改造

等城市更新项目；

3、产业转型升级领域，大力支持因新兴产业引进、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产生的企业搬迁扩产、设备改造升级等融资需求；

4、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积极支持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

保障相关项目；

5、疫情防控领域，优先支持疫情防控重点企业及相关项目

需求。

二、全方位融资服务支持

1、专项债+配套融资的全方位融资服务

我行目前已为佛山市内近百个专项债项目提供申报筹划、材

料整理、信息审查等各种服务，基于我行在地方政府专项债领域

的专业能力，我行可以在当前专项债政策纲领下，为本地专项债

项目提供全流程专项债申报服务支持，同时对符合市场化融资要

求的专项债项目单位提供额外的配套融资支持，为专项债项目建

设和专项债项目单位资金使用提供全方位融资服务。

2、境内+境外的全球化融资服务

交通银行广东省分行今年已成立 QFLP 湾区基金，专项支持

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基建项目建设，结合境外交行融资服务，实现

境外融资境内使用，打通境外资金投资境内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

资金通道；同时，交通银行已在欧美、亚太等 17 个国家和地区

设立了 23 家境外分（子）行及代表处，境外营业网点共 67 个，

具备全面、高效的全球范围业务服务能力，可为本地重大项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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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单位的境外融资提供有效途径支持。

3、商行+投行的全生命周期融资服务

对需求符合国家产业导向和我行信贷政策条件的项目，我行

可通过传统商业银行固定资产贷款等方式提供融资支持，融资比

例一般按项目总投资的 60—80%，融资期限原则上最长不超过 25

年，还本付息方式可根据项目资金安排灵活设计。而在项目前期

及后期阶段，我行通过引入交银投资、交银信托、交银租赁等机

构，通过直接投资/融资、间接融资等方式为重大基建项目提供

全生命周期的资金支持，解决项目在不同阶段的资金需求。

三、专属金融服务支持

我行为重点项目和企业定制了相应专属金融服务，具体如

下：

（一）专属信贷服务

专属授信政策。我行目前针对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产

业转型升级、民生服务保障和疫情防控 5 大领域配套专属融资授

信政策，积极支持相关领域项目资金需求。

专属审批通道。针对本地重大项目和重点企业融资需求开通

绿色审批通道模式，优化授信流程，专人跟进项目进度，对上报

上级行项目采取一会制，切实提升客户授信审批效率。

专属融资规模。

为及时有效地保障重大项目融资，我行针对重点领域、重大

项目和重点企业提供专属融资规模支持，为项目建设和企业资金

使用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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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属定价优惠。

我行目前对于本地符合重大基建项目、新基建项目、战略性

新兴产业、制造业转型升级、单一窗口下人民币贸易融资等相关

重点领域均配套专属融资定价优惠，为降低项目融资成本提供有

效支撑。

（二）专属后勤保障配套服务

工程管家系统：我行工程管家系统可通过工人信息实名制管

理、工资专户实时监控、工程款/工资款智能分账、资金全流程

封闭式运作，有效保障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权益，助力佛山

政府智慧城市建设和智慧工地建设。

职工企业年金：

交通银行作为全国最早取得企业年金基金托管和账户管理

双资格的首批银行，有先进的年金托管系统和高效的账户管理架

构能为企业提供安全高效的年金服务，通过协助重大项目的项目

单位实现年金方案筹划，为企业提升职工管理水平，不断吸引优

质人才加入提供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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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佛山各区交通银行主要对接人名单
区 域 机构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佛山 分行公司业务部 李文伟 13923293377

佛山 分行国际业务部 曾少嵘 13630101883

佛山 分行大客户一部 李宝春 18676563856

佛山 分行大客户二部 周海 13923123077

佛山 分行大客户三部 黄文亮 18316181995

禅城区 分行营业部 邝家荣 13702929254

禅城区 禅城支行 吕毅斌 15920702029

禅城区 豪苑支行 张广学 13929944818

禅城区 湖景支行 苏一帆 15011666762

禅城区 城南支行 王佳娜 13929955521

禅城区 禅西支行 陆少华 13929934491

南海区 南海支行 罗振玮 13927701247

南海区 西樵支行 王渊 13702434589

南海区 大沥支行 梁炜权 13728522766

南海区 黄岐支行 朱幸贤 13923118101

南海区 狮山支行 麦永灿 13928679938

南海区 平洲支行 马颖恒 13929900110

三水区 三水支行 鲁绍佳 13928598013

高明区 高明支行 张红强 1392317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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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中国光大银行佛山分行支持重点项目

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下

属子公司，是中国中央政府管理的中央国有企业。强大的综合金

融控股集团平台为光大银行业务发展提供了强大助力，不断提高

了光大银行可持续的经营能力和发展潜力。中国光大银行佛山分

行（下称“我行”）隶属于广州分行的二级分行，成立于 2008 年，

本部设于佛山市南海区，现有支行 9 家、社区银行 2 家，网点分

布于禅城、南海、顺德、三水四区，员工 200 余人。建行十二年，

佛山分行全力服务佛山市经济社会建设，累计为佛山市重大基础

建设、实体经济发展等提供了超过 400 亿元的综合金融服务支

持，为 20 多万位佛山市居民提供了便捷、优质的金融服务，为

个人客户解决了超 30 亿元的融资需求。

为积极响应支持佛山市“六稳”、“六保”工作，稳定居民就

业，保障基本民生，我行在稳投资中就重大项目制定了全方位、

深层次金融服务支持方案，解决企业实际金融需求。

一、重点项目服务方案

支持重大项目、重点工程、重点企业及支柱产业建设，为重

点、优质项目以及佛山市 2020 年重点项目名单内企业提供信贷

资金等综合金融服务。

（一）重点支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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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面支持佛山市基础设施、高新产业、生态环保、社会

事业。

2、重点支持佛山市城镇化建设，推进有佛山特色的城镇产

业、公共服务设施、生态环境的建设。

3、重点支持“新基建”业务，如 5G 基建、特高压、城际高

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等。

4、重点支持制造业实体高质量发展，加大对传统制造业转

型升级的支持力度，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

器人、高性能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

（二）金融服务方案：

流动资金贷款：根据项目现金流及综合效益还款情况合理确

定贷款期限，最长可 3 年。 担保方式可为信用、保证或抵质押。

城镇化建设贷款：城镇化建设贷款是指我行向承担城镇化建

设的企业法人发放的用于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旧城镇、旧厂房和

旧村（城中村）改造，保障房建设，土地综合整治，城镇基础设

施建设等的贷款。城镇化建设贷款可适应四大领域：

1、旧城改造：光大银行向旧城改造项目发放的贷款主要用

于支付旧城改造项目拆迁阶段的拆迁费、补偿费（含拆迁保证

金）、安置费（含安置房建设费用）及其他合理支出。

2、土地综合整治：光大银行向承担城镇化建设职能的主体

发放的用于城镇化建设中涉及的征收、平整和复垦等土地综合整

治建设。即土地一级开发。

3、安置房、保障房建设：光大银行向保障房、安置房建设

项目提供的贷款主要用于保障房、安置房的建安费用、配套基础



- 22 -

设施建设费用等。

4、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光大银行向承担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职能的主体提供的用于与城镇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相关的水电气

暖、生态环保、信息通讯、文化旅游、公共交通、物流配送、防

灾避险、垃圾处理、排水防涝、地下综合管廊等基础设项目建设，

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相关的学校、医院项

目建设，以及老旧基础设施改造项目。

授信主体：依法成立，经政府批准或明确其承担城镇化建设

职能的企业法人；资产负债率不高于 75%，实收资本在 5000 万

元及以上。

贷款金额：最高不超过项目总投资额的 70%。

贷款期限：原则上不超过五年（含），最长不得超过十年（含）。

担保方式：原则上采用抵质押担保方式，对于抵质押担保不

足的，可采取保证担保方式。

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根据项目现金流及综合效益还款情况合

理确定贷款期限，最长可 10 年。担保方式原则上采用抵质押担

保方式，对于抵质押担保不足的，可采取保证担保方式。

（三）专属服务支持

绿色审批通道：对于重点项目，特别是新基建项目，我行扩

大了授信权限，优化了前置审批流程，加大资源配置力度，设立

项目沟通的绿色通道。

投融资撮合平台：我行利用光大集团下属各金融机构的联动

以及外部合作金融机构的良性互动，形成以总行主导的投融资撮

合平台，在该平台上建立了资金池和项目库。我行根据项目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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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限制和偏好成立专项投资计划，收集、筛选优质的项目或企业，

并通过我行投行部设计的结构或通道投向企业，实现资金使用的

专项和较高的收益。

附表

佛山各区光大银行主要对接人名单
序号 部门/支行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金融市场部 吴先生 13702544971

2 金融市场部 陈先生 13902808249

3 公司业务一部 谭小姐 18927799080

4 分行营业部 李先生 13922463355

5 禅城支行 刘先生 13925490678

6 顺德支行 胡先生 13925135757

7 大沥支行 徐先生 13902840777

8 容桂支行 李先生 13929912798

9 南庄支行 古小姐 13809817833

10 三水支行 黄先生 13923159998

11 乐从支行 关小姐 13612470178

12 里水支行 吉小姐 180022398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