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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大保护长江大保护““钱钱””的问题如何解决的问题如何解决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创新社会性项目融资调查

本报记者 彭 江

2016年1月5日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强调，把修复长江生

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5年过去了，长江经济带

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转折性变化，这离不开资金支持——在长江大保护过程

中，“钱”的问题究竟该如何解决？为什么政策性金融发挥了重要作用？资金

解决的过程中有哪些创新？经济日报记者近日开展了深度调研。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

君，共饮长江水。”长江流域以18.8%的国土面积，

承载着全国 32%的人口和 34%的经济总量，保护

好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每个中华儿女的责任。

近年来，随着长江沿江各地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得到了较大改

善。生态修复离不开资金支持，在长江大保护过

程中，政策性金融发挥了重要作用。数据显示，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自 2018 年

以来累计投放长江大保护贷款 4423 亿元，为长

江大保护提供了有力资金支持。未来，政策性金

融将如何在“一江清水向东流”中更好地发挥作

用？经济日报记者前往江苏、安徽两省进行了

调研。

补上融资“短板”

“芦苇萧萧吹晚风，画船长在雨声中。”走进

安徽省马鞍山市薛家洼生态园，只见长江沿岸芦

苇、杨柳随风起伏，远眺一片楚天开阔之感，人与

自然十分和谐。

马鞍山是一座工业城市，以“中国钢铁基地”

著称。出人意料的是，在这座钢铁城市还能遇见

如此原生态的江边湿地。其实，在长江生态综合

治理前，这里曾是另一番景象。

“此处有畜禽养殖场 2 个，非法码头 3 家，固

废堆放点 1处，散乱污企业 7家，沿江还有渔民住

家、作业船 223 条，危旧民居 96 户。”安徽省马鞍

山市雨山区城投公司董事长丁传宝告诉记者，作

为一座资源型城市，过去的马鞍山沿江钢铁产业

布局密集、污染排放大，一度让当地“滨江不见

江、临水不亲水”。

为重现碧水蓝天，马鞍山着力实施综合治

理。然而，没有钱，生态修复工作无从开展。“在马

鞍山薛家洼地区整治项目中，预算资金约 6.4 亿

元，资金能否到位是长江整治工作的关键。”丁传

宝说。钱的问题如何解决？商业性银行贷款意愿

不强，政策性金融发挥出重要力量。在薛家洼地

区项目中，农发行马鞍山市分行提供了生态环境

建设与保护贷款5亿元，目前已投放3.3亿元。

“我们还全力支持了长江马鞍山段东、西两

岸整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是这些项目的独家

贷款银行。”农发行马鞍山市分行行长陈立俊介

绍，他们共支持长江岸线治理项目 7 个、审批贷

款 40 亿元，已发放贷款 14.85 亿元，实现了辖内

43公里长江岸线整治信贷全覆盖。

有了政策性金融支持，长江（马鞍山段）沿江

岸线整区域综合治理工程顺利开展，目前已搬迁

沿江“散乱污”企业 77 家、居民 1391 户，整治码

头、渡口 26座，让长江岸线 1.18万亩土地得以生

态修复。

在此过程中，发挥金融力量必不可少。记者

在调研中发现，由于长江大保护项目大多具有公

益性、准公益性、社会性，商业银行参与项目的积

极性不高，因此，积极引入政策性金融力量，为具

有社会性项目融资“补短板”，成为长江大保护环

保项目落地的关键。

记者发现，与商业银行相比，农发行作为政

策性银行，其贷款资金具有三大特性。一是贷款

价格优惠，由于政策性银行资金成本较低，其贷

款利率低于商业银行同类产品。二是贷款资金

充足，动辄几十亿元的项目贷款资金需求都能满

足。三是贷款期限较长，一般项目贷款期限可达

10 年左右，长的可达 20 年以上。这三大特性使

农发行天然地与长江大保护的项目资金需求相

吻合。

“长江经济带是一条黄金水道，保护好这条

黄金水道，需要在重大基础设施方面投入大量资

金，仅靠地方政府财力是远远不够的。除了需要

中央、省、市各个层级共同推进外，还迫切需要利

用好金融贷款资金，尤其是农发行等政策性银行

的参与。”江苏扬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吴军说。

为解决地方政府在“治水”中资金不足的问

题，农发行江苏省分行与沿江城市南通、泰州、镇

江、扬州、无锡等地市政府签署服务长江大保护

战略合作协议，意向合作金额超 2000亿元，建立

了良好的政银合作机制，将政策性金融贷款积极

运用到生态修复治理中。

据统计，2020 年以来，农发行江苏省分行累

计支持长江大保护项目 12个，金额达 84.6亿元；

2019年以来，累计为长江大保护提供低成本 PSL

（抵押补充贷款）资金近 100亿元，以及享受首年

利率优惠的项目金额近 200 亿元。这些都有效

助力了长江流域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沿线综合整

治及码头区域环境三者有机统一。

创新贷款模式

虽然，政策性金融可在支持长江大保护中发

挥重要作用，但传统的信贷模式制约了贷款进一

步发放。一般而言，政策性金融贷款往往偏重于政

府购买服务类项目，这局限了政策性贷款的发放，

让缺少政府购买的项目难以获得贷款支持。

如何才能让政策性金融在支持长江大保护

中发挥更大作用？农发行安徽省分行基建处处

长周正泉说：“政策性银行贷款实质上是财政的

延伸，长江大保护是涉及长江流域生态环保与数

亿人口生活幸福的大事。作为唯一的农业政策

性银行，农发行要深化银政合作，在信贷产品供

给上不断创新融资模式，将贷款资金投放出去。”

针对长江大保护项目公益性强、自身现金流

不足等问题，农发行积极探索“准公益性、市场化

运作”的融资模式，从现金流和合规性出发，帮助

地方政府设计融资方案，帮助客户组合各类现金

流，破解项目还款来源的难题。

安徽省巢湖市全域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

就是发现“现金流”的一个创新。巢湖作为长江

中下游流域的五大淡水湖之一，是长江中下游的

重要生态屏障。由于巢湖流域矿山众多，多年来

“小、乱、散”的粗放式采矿让周边山体“伤痕累

累”。更为严重的是，废弃的矿石随着雨水流入

江河中，给水质带来较大污染。随着废弃矿山次

生灾害日益突出，巢湖废弃矿区的综合整治对恢

复区域内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巢湖水环境，改善

周边农户居住环境极其重要。

2020年，农发行巢湖市分行将全域废弃矿山

生态修复项目确定为信贷支持重点，主动对接巢

湖市政府，全面了解区域发展规划，找准政银合

作契合点，通过市场化方式支持巢湖全域废弃矿

山修复。

由于该项目并非政府购买类项目，为让项目

贷款早日落地，农发行巢湖市分行集中全行资

源，成立创新课题组，通过专班作业，先后引入合

肥金丝柳公司、巢湖大矿山民爆公司、巢湖投资

公司作为承贷主体。

贷款主体确定了，下一步是解决可供还款的

“现金流”问题。农发行信贷工作人员认为，该项

目的还款“现金流”是能得到保障的。首先，修复

矿山可以获得废弃石料处置收入，矿石石料可以

为安徽省引江济淮工程建设提供石料。其次，修

复矿山还能获得国家土地指标补偿收益。

“现金流”找到后，贷款得以顺利发放，巢湖

市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也随之顺利开展。“我

们初步规划将废弃矿山划分为几大板块，一块建

成绿地公园，另外一块可以做成民宿、攀岩等项

目，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项目的开展实现了生

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三丰收’。”合肥金

丝柳生态建设公司总经理孔月林说。目前，农发

行巢湖市分行已审批项目 4 个，贷款 36.6 亿元，

已投放贷款 4.39 亿元；拟审批项目 1 个，贷款 5

亿元。

“农发行安徽省分行通过创新融资模式，走

出一条支持（准）公益性项目市场化运作的新路，

目前‘特许经营+公司综合收益’‘公司融资建

设＋运营主体租赁’等创新融资模式在农发行系

统内推广。”周正泉介绍，“十三五”期间，农发行

安徽省分行累计投放农业农村基础设施贷款

2764亿元，其中长江大保护贷款467亿元。

农发行江苏省分行则针对大保护项目公益

性强的特点，探索研究长江大保护项目商业化运

作的思路，从现金流与合规性出发，出台《借款人

综合收益作为还款来源评估指引》，指导江苏省

各级农发行破解项目还款来源难题。

提高放贷效率

长江大保护项目，每晚落地一天就会让生态

多被破坏一天。贷款发放速度直接影响到项目

实施进程。与商业贷款相比，政策性贷款存在一

个不足——放贷流程比较繁琐，审批层级较多，

贷款发放时间相对较长。针对这一不足，农发行

在推进政策性金融资金服务长江大保护项目中，

积极创新、优化放贷流程，确保长江大保护贷款

资金及时落地。

江苏省南通市五山滨江片区生态修复一期

工程项目就是创新的受益者。2018年，农发行江

苏省分行在《南通城市西部滨江地区城市设计》

规划出炉后，成立五山滨江片区生态修复信贷专

项服务小组，迅速与政府和企业达成合作意向；

并将该项目作为全省支持长江大保护贷款示范

项目和“信贷服务长江行”重点项目，快速启动绿

色办贷机制。从 2019 年 5 月 13 日启动调查，到

2019 年 6 月 20 日顺利获批 13 亿元中长期贷款，

该项目贷款从调查至审批仅38天。

在农发行政策性信贷资金的快速支持下，五

山滨江片区生态修复进程加速，目前片区内已拆

迁“散乱污”企业 203 家、危旧民居 2508 户，腾退

修复岸线 5.5 公里，梳理河道 12 条，栽植树木 20

多万棵，新增绿地面积约 6000公顷，生态环境焕

然一新。

据农发行江苏省分行工作人员毛亮介绍，他

们建立了省市县三级联动营销机制、重点项目前

中后台联合办贷等多项机制，集中系统合力，推

动长江大保护项目加速落地。“工作中，我们对长

江大保护项目优先受理、优先审批、优先投放，创

新开展前中后台协同作业，平均办贷周期比其他

贷款缩减三分之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保证

长江大保护项目建设资金供应不断档，我行还为

长江大保护项目配套出台多项信贷支持政策，积

极开辟绿色通道。”毛亮告诉记者。

“通常来讲，贷款审批、考察是分开进行的。但

针对长江大保护项目，我们采用审批、联合办贷的

方式，前、后台业务同时进行，大大缩短了时间。”

农发行扬州市分行营业部经理朱江告诉记者。

“生态环境修复是长期目标，这类项目落地

前，通常比较繁琐。因此，我们会根据地方需求，

与农发行共同开发一些产品，争取做到‘一个项

目一策’，缩短贷款时间。”扬州发改委长江处处

长韩世来说。

为不断加大长江大保护支持力度，农发行总

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深入研究支持长江大保

护方式方法，通过设置专项考核任务目标，开展

专项行动等方式，切实加大长江大保护支持力

度。目前，该行已在同业中最先制定了 10 条专

项优惠政策，从贷款规模保障、利率优惠、担保方

式等 10 个方面给予长江大保护差异化信贷政

策，进一步体现政策性银行在服务国家重大发展

战略中的“先导”作用。

望着长江中可爱的江豚上下跳跃，浪花翻

涌，人们会情不自禁地发出欢呼，这是人与自

然的相互感知——保护好母亲河，我们义不容

辞。因而，运用金融工具将更多资源配置到保

护长江、绿色发展中去，也是金融工作的应有

之义。

长江大保护资金需求多，投入期限较长，且

项目大多具有公益性、准公益性、社会性，难以产

生直接的商业利润。因此，政策性金融、开发性

金融要发挥主力军作用，对涉及国计民生的项目

持续加大投入。欲揽瓷器活，先有金刚钻。政策

性、开发性金融机构在支持长江大保护项目时，

不能简单地一放了之，应积极创新融资模式，确

保资金贷得出、收得回。

在具体工作中，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应结合

实际情况，探索新路径，按照市场化运作原则，不

断优化完善 PPP 模式，探索支持工程总承包模

式；还应围绕借款人综合现金流定项目，帮助企

业“发现现金流、创造现金流、设计现金流”，形成

具有复制推广价值的信贷模式。此外，政策性、

开发性金融机构还需要积极了解国家有关长江

大保护项目规划和实施情况，主动参与相关配套

制度设计与重大问题研究工作，做好全方位金融

服务；并应积极争取有关支持，综合运用中长期

贷款、基金、债券承销等多元化金融工具，多渠道

为长江大保护提供资金支持。

当然，金融支持长江大保护还需“大家

抬”。商业性金融要积极探索创新融资模式，在

商业可持续基础上，以市场化方式加强对长江

大保护项目的支持服务。其实，商业银行可以

在多个方面提供更大的支持力度。比如，提供

专项贷款额度保障长江大保护信贷资金投放，

适当降低长江大保护贷款利率水平，延长贷款

期限，在贷款审批上简化长江大保护相关贷款

的审批流程等。此外，还可发挥政策性融资担

保公司作用，为相关项目提供担保。

金融支持长江大保护的关键，是要通过金

融资源配置和引导，鼓励地方政府、相关企业

和项目正确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将生态

保护、绿色发展和社会责任纳入核心价值观，

以此助力绿色低碳产业发展，积极培育绿色生

态，在长江经济带推动构建由绿色产品、绿色

项目、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绿色企业等要

素组成的绿色发展体系。

大舸中流下，青山两岸移，金融业可为长

江大保护贡献更多智

慧，助力江更清、水

更甜。

金融可为生态保护贡献更多
彭 江 武亚东

长江马鞍山段经过治理，湿地重现。据统计，农发行马鞍山市分行共支持长江岸线治理项目 7

个、审批贷款40亿元，实现辖内43公里长江岸线整治农发行信贷全覆盖。 本报记者 彭 江摄

在农发行政策性信贷资金支持下，安徽马鞍山市43公里长江岸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明显。

本报记者 彭 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