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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成立是开发性金融社会化的重要里程碑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会长陈元和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胡怀邦共同为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揭牌） 
 

2013 年 4 月 28 日，经国务院批准、民政部批复中国开发性金融

促进会正式成立。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的成立，是国家开发银行在

总结 20 年实践经验和探索中国特色开发性金融理念和方法的基础上，

推动开发性金融社会化的重要里程碑，将进一步推进开发性金融理论

研究、模式创新、机构建设和相互协作，深度融合国家开发银行等开

发性金融机构、各级政府、广大会员和社会各界的智慧和力量，为开

发性领域搭建合作交流平台，更好地发挥开发性金融在增强国力、改

善民生领域的独特作用，促进产融合作、银政合作，引导社会力量、

整合生产要素，为国家发展和会员成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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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会员提供开发性金融特色服务，与会员共同成长 

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优势，组合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各类企业、

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的资源，遵循开发性金融理论和实践，按照“政

府入口、开发性金融孵化、市场出口”的方针，协同国家开发银行等

机构，为会员提供发展规划、投融资、信用评价、培训、产业链合作、

项目孵化等开发性金融特色服务。 

（一）“融资、融智、融商”的综合服务 

整合生产要素、社会资本和会员资源，为地方政府和会员单位提

供“融资、融智、融商”的“三融”综合服务。 

 招商引资：帮助中外政府“招商引资、产能合作”，引入特色

产业链企业，推动产城融合，打造产业生态圈。 

 产业合作：为会员构造和延伸产业链，为会员提供项目合作、

并购重组、供应链金融等服务。 

 构造项目：发挥开发性金融规划优势，构造信用结构、培育开

发项目，帮助会员提供项目前期孵化和完善融资条件。 

 战略规划：针对会员发展的不同阶段，提供发展规划、战略布

局、投资顾问等规划咨询服务。 

 高端智库：根据会员需要，组织一流专家，联合开展课题研究、

成果发布和专家论证会等智库服务。 

 产业扶贫：与贫困地区政府合作，通过政策扶持，组织会员参

与产业扶贫，支持贫困地区发展，同时为会员提供发展机遇。 

 国际合作：对接外国政府发展战略和政要，支持会员抱团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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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二）技术评价鉴定服务 

我会正在积极组建专家网络平台和技术评价鉴定中心，为会员提

供技术评价鉴定服务，推动科技创新与金融、资本市场结合。 

 企业技术鉴定评估：由专家团队对企业技术的先进性、可行性

和经济性特征做出评价，提供技术价值认定。 

 企业技术咨询服务：充分利用产业专家优势，为企业技术创新、

改造等工作提供专业化的咨询服务。 

 军民融合技术鉴定评估:推动军民技术融合深度发展，协助开

展国防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发展，以技术鉴定为平台推动军

民技术双向转移转化。 

 技术发展趋势研究:组织专家团队，对《中国制造 2025》明确

的三维（3D）打印、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生物工程、

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技术进行跟踪研究，定期发布研究报

告，树立技术鉴定市场权威。 

 推动技术评价应用:联合发改委、财政部、中咨公司等有关部

门和单位形成合作链条，推动技术评价应用，将评价中心的项

目推荐给相关部委，纳入体制给予支持。 

 创建技术交易平台:结合技术评价，服务企业发展，创建技术

交易平台，推动技术工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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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端会议、会展和培训 

搭建会员交流的平台，根据会员需求，整合我会政府、智库、行

业资源，组织高端会议，召开大讲堂活动，建立行业俱乐部等。 

 会员定制会议：解决单一会员推动整体行业发展战略的困境，

组织高端会议，邀请政府高层、行业领军企业、相关智库共同

探讨形成有利于会员战略实施的政策建议和社会氛围。 

 开发性金融大讲堂：大讲堂重点宣介开发性金融理念和方法，

解读落实国家各项产业政策，促进会员间的交流合作。 

 行业金融俱乐部：搭建由政府部门、龙头企业、专家学者、金

融机构等组成的高端会员联盟，精准对接项目合作，推动重点

产业发展。 

 大型会展：举办亚信、拉美博览会等高端会展，并组织会员参

与达沃斯论坛、G20 峰会等国际国内高端会议。 

 高级研修院：筹组“一带一路”高级研修院等机构，为丝路沿

线国家政府官员、智库专家、企业家等提供高端培训，并根据

会员需要，安排会员共同培训。 

（四）金融服务 

我会积极开展自身金融服务能力建设，直接为会员提供优质的金

融产品和服务，协助会员提升融资能力。 

 信用评级：我会控股子公司上海远东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是一家

全国性专业资信评估机构，可为会员单位提供企业资产、资信

等级评估等专业评级和咨询服务，协助企业债券发行工作。 

 投资、资产管理及信息技术：我会控股子公司中开金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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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等，直接为会员提供股权投资、资产管理等金融服务。 

 金融租赁、保险和交易结算等服务：我会正在搭建金融租赁、

保险和交易结算等金融服务平台，运用开发性金融方法，为会

员提供金融服务，提升会员融资能力，促进会员发展。 

（五）信息宣传服务  

与中外权威机构合作，依托我会官方网站、短信、微信订阅号等

多元信息手段，为会员提供咨询、宣传、大数据等全方位的信息资讯、

公共关系、品牌塑造和形象宣传等服务。 

 信息资讯：为会员提供宏观政策、金融资讯、行业信息、项目

合作“融商”资讯等常规信息服务，并根据会员需求，提供专

业、精准的信息订制服务。 

 企业形象：综合运用国内外媒体平台，以及我会的网站、微信

等平台，为会员提供制定系统宣传方案、录制宣传微视频、策

划工作成果报道等多元宣传服务。 

 大数据服务：利用大数据分析，为会员提供社会舆情监控服务，

防范声誉风险；发布行业发展指数，为会员提供发展信息和风

险防范信息。 

 公益宣传：为会员搭建公益活动平台，组织会员开展公益捐助

等活动，提升会员公益形象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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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服务模式简介 

（一）“融资、融智、融商”的综合服务 

“融资、融智、融商”服务是将国家开发银行等开发性金融机构的

金融优势与我会社会资源优势相结合，为会员提供综合服务的模式。 

“融资”是指利用“投、贷、债、租、证”金融产品和我会评级业

务优势，为会员提供贷款、中期票据、债券、租赁、信用评级等金融

产品服务。“融智”是指发挥我会的专家和专业优势，与会员开展规划

合作，编制区域、产业、社会、市场等各类发展规划，系统性融资规

划等。“融商”是指依托我会的社会化平台，与各行业协会、社团组织

合作，充分整合资源、信息，为会员企业、产业园区、经济开发区提

供产业链建设和延伸服务，为城市开发注入产业支撑，推动产城互动，

构造产业生态圈，为地方政府打造发展新动力。 

案例 整合资源 打造阿尔山绿色发展示范区 

为推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阿尔山时

提出的“阿尔山旅游一定会火起来”的殷切

期望，我会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的“融智、

融资、融商”优势，助力内蒙古自治区绿色

发展。2015 年 10月 18日，我会组织相关产

业会员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

“开发性金融助力体育健康产业发展研讨

会”，充分发挥资源整合优势，将相关会员，国内外体育、文化和旅游行业知名企业家、

专家学者、金融机构负责人聚集在阿尔山，围绕阿尔山特有资源，研讨打造阿尔山特色

冬季体育运动与健康休闲产业，促进阿尔山相关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打造阿尔山绿色发

展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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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融资、融智、融商”的综合服务——城市发展 

我会针对地方政府和会员企业的发展需求，开展规划、投融资、

项目引导等顾问服务，帮助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帮助会员构造和

完善项目融资条件，推动地方城市建设和国家重点行业快速发展。 

2015年，我会响应李克强总理号召，积极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

作（PPP）模式，整合会员资源，搭建 PPP项目联合体，把资源、资金、

技术等方面优势汇聚成合力，形成“我会搭台、央企和民企合作、开

行融资”的成熟模式，为国内外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

目前沈阳市地下管廊、轨道交通等 PPP 项目，南京江北新区地下综合

管廊建设和成都市轨道交通、海绵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项目正在

有序推进。 

案例 以龙头企业为核心，开展城市综合建设开发 

针对地方政府城市发展中资金短缺

难题，我会发挥规划融资顾问优势，为台

州市等地方政府引入中国中车集团，开展

以轨道交通为核心的城市综合开发，由中

国中车集团作为综合融资平台，我会提供

规划融资顾问服务，帮助中国中车集团贷

款、债券等多渠道筹资。同时，为台州市

产业园区引入会员产业链企业，成功支持

了台州市等城市的城市建设综合开发。 

 

案例  整合资源，助推央企和地方政府合作 

积极推进我会会员--中城建第三工程局集团公司的“融商”服务工作，形成“融商”

与“融资、融智”相互协同的局面，密切客我关系，推动会员和客户的相互转化。会同

国开行山西分行积极推动中城建三局与山西吕梁中阳县政府合作，以 BOT方式实施国道

209、省道 340中阳县过境改线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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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融资、融智、融商”的综合服务——城市发展 

案例 “银、政、企、社”合作，助推产城互动建设 

包头是我会协同国家开发银行推行“融资、融智、融商”服务的首家试点。2012

年 4月起，我会联系有关各方先后推动土储贷款、文化产业贷款、北梁棚户区改造等重

点项目，引导中国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中国中车集团等我会会员参与包头市项目建设，

助推产城互动发展，获得各方高度肯定。 

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和发展需求，我会为包头设计了以“融资”为动力、以“融智”

为引领、以“融商”打造产业群和产业链，“三融”相结合支持城市与产业融合发展，

城建融资与产业融资相融合的金融服务模式。2012 年以来，在“三融”模式引领下，

先后推动了 30亿元土储项目贷款、5亿元文化产业园区贷款、160亿元棚户区改造贷款

等重点项目，有力支持了包头经济社会发展。 

2014年针对包头市发展轨道交通的需求，重点推动了中国中车与包头市对接。经

多方论证和反复沟通，双方计划设立区域轨道交通车辆组装和维保中心；我会发挥社会

资源整合优势，引导有政策资源、投资意向、管理能力的会员，参与中国中车在包头市

项目建设，通过“会员联合体”构造产业链合作。 

 

 

 

 

 

 

 

 

 

 

 

 

 

 

 

 

 

联系部门：业务一部 010-88309615 miaojipu@cd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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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融资、融智、融商”的综合服务——扶贫公益 

我会积极与国家级、省级贫困地区政府合作，出台扶持政策，组

织会员开展扶贫项目合作，支持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同时，与世界公

益性组织合作，为会员企业搭建捐助平台，组织会员开展公益捐助等

活动。先后参与了云南保山、贵州道真、山西沁县扶贫项目，在产业

扶贫、爱心捐助等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案例  以“融商”服务支持贵州省道真县扶贫 

我会整合资源，引入产业链合

作，以“融商”推动产业扶贫。具

体做法为结合当地区位优势、特色

产业、发展需求，引导四川科创集

团有限公司、中城建三局集团有限

公司到道真县投资兴业，开展合作，

推动产业扶贫。如结合贵州道真县

中草药产业优势，引导四川科创集

团在道真县投资建厂，进行中草药

种植与加工，延伸产业链条，目前

双方已签署合作协议；依托安徽亳州中草药市场优势，推动各方合作，解决道真县中草

药产品市场出口问题。 

案例  以“三融”助力山西省沁县农业产业化发展  

在山西沁县，我会因地制宜，谋划产业扶贫路径。主要做法是结合当地大棚蔬菜资

源优势，确定了支持农业产业扶贫龙头企业发展、打造农业产业扶贫基地、帮助贫困地

区脱贫致富的工作路径，同时引入嘉盛农业有限公司作为农业产业化扶贫的主体，并协

同地方政府进行政策扶持、组织增信，推荐有实力的企业提供融资担保，为嘉盛农业开

辟多方位的融资渠道，为其通过市场化手段快速发展打下基础。帮助嘉盛农业设计项目

投融资结构，引进诺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嘉盛农业进行战略合作，为其提供首期 5000

万元人民币的金融支持。目前该项目正在推动成为山西省重点扶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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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融资、融智、融商”的综合服务——扶贫公益 

案例 联合会员单位向贫困听障人士捐赠 

2012年 8月，我会联合

会员通过中国听力医学发展

基金会、美国斯达克听力基金

会向西安、成都及周边地区的

贫困听障人士捐赠专业助听

器，帮助听障人士重回“有声

世界”。 

 

 

开展贫困村大学生村官培训 

 

我会联合中国扶贫开发协会，

先后于2013年12月在广东和 2014

年 5月在甘肃开展了两期贫困村

大学生村官培训，通过对理想信念、

产业扶贫、开发性金融、创业技能

等方面的培训，提高了年轻村官的

思想觉悟和职业能力、素质，取得

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联系部门：业务二部 010-88303697 wang_wenzhong@cd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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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资讯服务 

我会为会员提供常规和定制信息服务。 

常规信息是向会员普发的信息，主要包括《客户信息服务周刊》、

《行业信息日报》和《文化金融周刊》等形式，为会员提供宏观资讯、

要闻解读、开行资讯、我会案例和行业信息等。 

定制信息服务是根据会员个性化需求而发布的信息。一是为会员提

供特定行业、金融、经济形势等精准信息；二是为会员发布项目重组、

并购、投资等合作信息；三是为会员建设微信群等信息交流平台，如

非洲投资群、开发性金融支持阿尔山绿色发展群等。 

●我会微信号及页面内容 

                   

以上信息通过邮件、手机短信发送，并在我会官网同步更新。 

 

 

联系部门：信息部 010-88305949 yancheng@cd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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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端会议、会展和培训——交流研讨会 

为更好地为会员提供交流合作等“融商”服务，我会搭建了多元

化的会员交流合作平台，通过这些平台为会员提供政策解读、形势分

析、趋势预测等服务，成功实现了会员项目的直接或间接对接合作。 

召开行业重大议题交流研讨会，就会员关心的重大发展战略邀请

政府高层、行业领军企业、相关智库、金融机构组织高端会议，进行

交流互动，共同探讨形成有利于会员战略实施的政策建议和社会氛围，

解决单一会员推动整体行业发展战略的困境。 

案例 举办大型国际论坛-首届空中丝绸之路国际论坛 

2016年 1月 20日，举办了“首

届空中丝绸之路国际论坛”。来自

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研究机构、

航空企业围绕主题做了专题汇报。

我会顾问、专家和理事单位，发

改委、交通部、民航局等部委，

波音、巴西航空工业等航空企业

的代表参加了论坛。为促进“空

中丝绸之路”建设，我会通过开

展国家规划、区域规划和行业规

划等研究活动，提出落实和推动“空中丝绸之路”建设的相关政策建议。为解决融资难

题，我会积极探索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开发性金融机构对“一带一路”沿线航空

网建设的支持模式。 

 

 

 

联系部门：综合部 010-88303250 yanjie@cd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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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端会议、会展和培训——走出去高端对接会 

为支持走出去企业召开高端对接会，围绕服务“一带一路”战

略，为会员“走出去”提供多元交流平台和合作舞台，支持我国企业

抱团出海，对接国际资源，获得国际市场机会。 

案例 中国-埃塞俄比亚国际产能合作对接会 

会同国家开发银行、中非基金共同举

办中国-埃塞俄比亚国际产能合作对接会，

埃塞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全国政协副主席

陈元，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之杰出席会议

并致辞，为国内“走出去”企业打开中埃

合作通道。探索创办首个国际合作微信群

—非洲投资群，累计发展投资非洲的企业

高管、智库领军学者和相关金融机构、社

会组织、政府部门等 60家单位、100余

人，定期开展各类投资、洽谈活动。  

 

案例 举办亚信非政府论坛“开发性金融与亚洲发展”圆桌会议 

举办亚信非政府论坛“开发性金融

与亚洲发展”圆桌会议，全国政协副主

席陈元出席会议并致辞，国家开发银行

副行长李吉平和袁力出席会议并讲话，

俄罗斯外经银行、乌兹别克斯坦外经银

行、亚太开发联盟机构、韩国产业银行

等开发性金融机构和企业 100 余人参加

会议，会议期间我会向各国开发性金融

机构发布了《开发性金融机构相互信任

与合作发展倡议书》，引领会员在国际平

台上发出声音，创造合作机会。 

 

 

联系部门：综合部 010-88303250 yanjie@cd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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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端会议、会展和培训——开发性金融大讲堂 

开办开发性金融大讲堂，集“理论创新、研究宣介、信息服务、

产业合作”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建立高层联系沟通渠道，对接中央最

新政策法规，宣介开发性金融最新成果，引导广大会员、国家开发银

行客户和相关各界开展重点领域业务，加强沟通合作。 

 

案例 举办多期开发性金融大讲堂 

我会分别与贵阳市人民政府等

单位共同举办“2015世界众筹大

会”，“2015证道创新经济论坛”，

“开发性金融助力中小企业发展暨

中国资产管理行业高峰论坛”等大

型活动，内容涉及十八大政策解读、

开发性金融助推重点行业发展、新

形势下中国城市发展以及文化、养

老、扶贫、PPP解读、大众创新万

众创业等领域，被多家媒体追踪报

道，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为会员提供智库平台和合作交流平台。10月 29 日，《人民

日报》第 17版区域经济特刊整版刊发我会作为主办方之一的 2015世界众筹大会情况。

截止目前，开发性金融大讲堂已成功举办 22期。 

 

 

 

 

 

联系部门：培训部 010-88303738 tianming@cd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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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端会议、会展和培训——行业金融俱乐部 

建立行业金融俱乐部，致力于打造行业金融领域政、产、研、融

一体化的高端合作平台，密切行业领域的政府主管部门、行业专家、

龙头企业、金融机构的联系，研究国家行业发展政策，交流信息和产

业发展动态，推动相关行业与金融资本有效对接，实现相关行业企业

与金融机构间广泛深入合作。 

 

案例 建设产融互动合作平台 

2015年，我会大力建设产融互动平台，发起成立体育金融俱乐部，召开体育金融

俱乐部成立仪式暨开发性金融助力体育健康产业发展研讨会，陈元会长就推动绿色发展

做重要讲话，国家开发银行李吉平副行长和自治区党委常委、政府副主席符太增、统战

部长布小林等出席。文化金融俱乐部和能源金融俱乐部共举办 4期研讨、调研和项目推

动活动。为促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我会成立首个分支机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委员会，推动 PPP 模式在公共服务领域的示范项目，陈元会长，中央政策研究

室原副主任郑新立、中国 PPP研究院院长贾康等出席成立大会。 

 

     

 
“体育金融俱乐部”启动仪式和首期活动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委员会成立 

 

联系部门：培训部 010-88303738 tianming@cd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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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服务—信用评级服务 

我会积极建设自身金融服务能力，陆续筹建信用评级、资产管理、

金融投资、金融租赁、保险等分支机构，增强对会员的直接服务手段，

为会员融资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协助会员提升融资能力。 

信用评级服务—上海远东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资

信”），该公司成立于 1988年，注册资本 3000万元人民币，是我国第

一家社会化专业资信评估公司，我会为控股股东。经过 20 年的发展，

远东资信已成为国内大型资信评级机构之一，并在北京、广东等全国

七个省份设立了分支机构，初步形成覆盖全国主要经济区域的机构布

局。目前，我会正联合上海远东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组建技术评价鉴定

中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技术进步。 

 资本市场评级业务方面，远东资信自成立以来累计完成债券评

级达 1000余笔，拥有丰富的债券评级经验。 

 政府咨询领域，远东资信协助政府、大型企业完成产业结构调

整、地方政府评级、十三五规划前期重大课题等多项咨询项目。 

 金融咨询领域，远东资信积极为金融机构、企业和投资者提供

金融机构风险咨询、企业财务顾问服务，已与中国银行等金融

机构签订风险咨询合作协议。 

 在企业咨询领域，作为我国最早进行全国企业集团和上市公司

公开信息评级的资信公司，远东资信完成的企业评级已达

10000多次，已成为该领域最主要的评级机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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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服务—投资、资产管理服务 

投资、资产管理服务--中开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开金”）,中开金为促进会控股公司，成立于 2015年 10月，注册资本

为 30，000万元人民币，该公司是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协会认证的拥有

私募证券投资、股权投资、创业投资等私募基金业务的金融服务机构，

可为会员提供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和投资咨询等金融服务。 

自成立以来，中开金积极开展“融资、融智、融商”服务，在产

业投资资本市场、金融同业市场等领域有良好的业绩表现，已与众多

央企、国企、地方政府和 A股主板上市公司形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同时，该公司重点投资于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产业型新城及地

方支柱产业，与促进会及大型央企会员达成全面战略合作，共同发起 

“汉富国开城市发展投资基金”、“汉富北车城轨发展投资基金”、“汉

富城市基础设施产业并购基金”等基金。2016 年 4 月 22 日，促进会

联合该公司发起规模 500亿的 “中国城市地下综合管廊专项投资基

金”，该基金着眼于城市综合管廊项目投资，拟依托高端政府合作、促

进会及央企产业资源，助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多方共赢。  

  

 

 

 

 

 

中国新型城镇化投融资论坛暨城市综合管理建设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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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服务——搭建金融服务平台 

金融控股集团，为支持地方政府提升金融调控能力，我会充分发

挥开发性金融优势和专业经验，协助地方政府整合金融资源，组建金

融控股集团，集聚资金用于支持地方棚改等重点项目建设，支持重点

产业发展，发挥资金的引领作用，将金控集团建设成为引导社会资本

支持地方发展的综合调控平台。 

金融租赁，我会正在积极筹建金融租赁公司，用于支持内蒙古阿

尔山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以及东北地区调整经济发展结构的试点。 

产业基金，与地方政府、产业龙头企业合作，建设产业基金支持

行业发展，例如我会正与陕西省政府合作，以开发性金融为引领，充

分利用陕西省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独特优势，筹组 600亿规模的丝路

能源基金，带动银行贷款等金融资金，用于支持企业走出去，服务于

丝路沿线能源相关项目建设。 

 

 

 

 

 

 

联系部门：业务一部 010-88309615 miaojipu@cdb.cn 

        国 际 部  010-88309890 tangfen@cdb.cn



 
 

 

 

 

 

 

 

 

 

 

 

官方网站：www.capdf.org.cn 

官方微信：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jinrongcujinhui）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6号  邮编：100032 

电子邮箱：service@capdf.org.cn 

联系电话：010-66152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