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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蒋远胜主持的课题荣获 2017 年度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近日，经济学院举行了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奖成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的需求理论、管理制度和公共政策”的颁奖仪式和交流座谈会，院长蒋远胜、院

党委书记漆雁斌、副院长吴平及“新农合”课题组老师参加了会议。会上，漆雁

斌书记宣读了四川省人民政府文件《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 2017 年度四川省科学

技术奖励的决定》（川府发[2018]16 号），对蒋远胜院长带领课题组老师求真务

实、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进行了肯定，鼓励老师们积极推进科技成果

转化、促进科技与经济

深度融合，在科研工作

中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课题负责人蒋远胜院长

代表课题组感谢学校和

学院对课题组科研工作

的大力支持，课题组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继续弘扬科学精神，提升科研水平，形成良好的科研创新氛围，推动学院科研工

作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院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圣贝分校签订校际合作协议 

近年来，经济学院大力推动国际化办学进程，继与法国南锡高等商学院、英

国埃塞克斯大学、德国埃森经济管理应用技术大学开展深度合作后，再添美国加

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新成员，在促进学院教育教学改革、师资队伍建设及

人才培养模式优化的基础上，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留学通道。 

近日，四川农业大学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圣贝分校签署了本科、硕士、交换

学习等多层次的校际合作协议。该项合作面向全校本科生、研究生开展 3+1+1.5

本硕连读项目、留学学分交换项目、领导力提升和创业管理、商业领袖的短期暑

期项目等，并为四川农业大学教师提供专业培训，双方教师互派交流和学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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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州立大学圣贝分校被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普

林斯顿评论和福布斯杂志评为美国西部顶尖大学。 欧洲 CEO 杂志指出加州州立

大学圣贝分校的商业公共管理学院为世界上最具有创新精神的学院之一。 

华福证券西南分公司来经济院洽谈院企合作 

4 月 8 日，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南分公司总经理助理袁燕女士一行来经

济学院商谈了院企合作事宜。会议由经济学院副院长吴平教授主持。会上，吴平

副院长首先代表学院对袁燕女士一行表示热烈欢迎，介绍了学院近年来的招生就

业、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校地合作等情况，以及学院为促进学生成长成才与社

会需求相对接出台的一系列措施。袁燕女士一行对学院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工作表

示赞赏，表达了华福证券公司与经济学院合作的意愿。最后双方就定期举办职业

生涯规划培训、证券行业高端讲座、投资学专业相关赛事以及签订实习基地等事

宜进行了详细沟通，并达成了合作意向。 

经济学院主持召开 “新时代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座谈会 

4 月 12 日，由四川省金融学会现代农业金融专委会、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

院主办的“新时代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座谈会在四川农业大学成都校区召开。中

共四川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服务体系建设指导处易飞处长、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

行杨宇焰副处长、四川省农村信用联合社王挺副理事长、成都市农村商业银行成

先明副行长、雅安市农村商业银行魏哲平行长、四川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张

克俊所长、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马德功教授、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院孙蓉教授等专

家参与座谈，就新时代农村金融改革发展进行交流。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锦

秀，经济学院副院长吴平等参会，会议由经济学院院长蒋远胜教授主持。 

会上，蒋远胜院长提出农

村金融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中的创新和改进方向，并就乡

村振兴战略给农村金融带来的

机遇与挑战进行讨论，认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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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振兴给农村金融带来了重大机遇，建议在新时代背景下，需以乡村振兴战略为

优先，以改进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为核心，以农村产权改革、农业信息化为支撑，

以财政金融政策为保障，加快推进农村金融改革。易飞处长认为金融改革要建立

三位一体、适度竞争、相互补充的金融体系。杨宇焰副处长认为，农村金融的牵

涉面很广，包括产权问题以及利益分配问题。王挺理事长和成先明行长分别介绍

了四川省信用社系统的乡村振兴战略金融支持方案和成都农商银行参与农村成

都市农村金融改革的成效和挑战。张克俊教授、马德功教授、孙蓉教授分别就贷

款政策、涉农贷款、农村产权、农村金融可持续性、普惠保险和农业保险等内容

做了发言。杨锦秀部长提出农村队伍的建设是农村金融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

本次座谈会为新时代背景下农村金融改革创新奠定理论基础和提供智力支持。 

农业部中德农业中心 Ritter Jurgen Alois 博士等一行来经济学院德国

研究中心交流洽谈合作 

4 月 12 日，农业部中德农业中心德方主任 Ritter Jurgen Alois 博士、农

业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欧洲处处长唐治韶、四川省农业厅国合处调研员高世林等

一行莅临我校德国研究中心，并就中德农业合作事宜等展开洽谈。四川农业大学

副校长、中心主任吴德，经济学院院长、中心常务副主任蒋远胜，校国合处副处

长、中心副主任夏新蓉、经济学院副院长吴平等参加会议。 

吴德代表四川农业大学致

欢迎辞，并向来宾介绍了学校、

学科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基本情

况，也表达了学校对于国际合作

大力支持的决心。蒋远胜向来宾

介绍了中心的发展，特别是对德

政党政治、产业与经贸、文化教

育交流等做了详细介绍，并表达

了更广范围的合作意愿。Ritter Jurgen Alois 和唐治韶处长对我校取得的成绩

给予了高度肯定。唐处长简要介绍了中德农业中心的基本情况，期望双方在未来

能取得更多的合作和更大的成果。会上，双方就本年 6月中德农业企业对话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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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农业论坛展开了具体洽谈。 

区金所副所长曹正勇挂职井研，深化校县合作 

2017 年四川农业大学与井研县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搭建起了全面持续稳定

的校县合作平台。经济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曹正勇于 2017 年 7 月挂职井

研县委常委，协助负责农业农村工作。挂职期间，曹正勇副所长结合井研县实际

情况，突出发展主题，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增强“四个意识”，紧扣中心工

作狠抓工作落实，坚持“实字当头、干字为先”履职尽责。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

最大的民生大事、乡村振兴作为最大的政治任务。通过调研、走访等方式，多次

到乌抛乡狮子村、周坡镇石马村等贫困村了解查看易地扶贫搬迁、产业扶贫、医

疗救助等推进情况。按照“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工作指向，加强川农大和地方

的联系与合作，并与当地政府建立长效合作机制，推进校地合作落地生根，促进

校地合作交流，加速科技成果创新及转化。 

区金所所长吴平带队赴京参加 CFA 高校联盟教学研讨会 

5 月 11-12 日，经济学院副院长、区域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所长吴平等一行 3

人赴京参加主题为“第一届金融学国际化人才培养、专业特色方向建设” 暨首

届 CFA 高校联盟教学研讨会，重庆工商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湖南农业大学、武

汉工程大学、湘潭大学等 10 余所高校相关学院院长参加此次教学研讨会。会上，

融仕国际教研院院长李树生主持，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与证

券研究所联席所长赵锡军教授就金融学人才培养与专业特色方向建设做了专题

报告。蚂蚁金服研究院院长李振华以金融科技的发展与未来人才培养为题，探讨

了未来金融科技人才培养。随后，参会高校相关学院院长围绕现阶段金融人才培

养如何结合学校历史条件办出特色、如何适应为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培

养高质量、国际化的金融人才进行了讨论。吴平副院长就我校金融投资人才办学

特色进行了介绍，并表示欢迎在未来积极与各大院校进行更为广泛深入的交流。

之后，各参会单位就 CFA 培养班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模型创新、改革方向等问题

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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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钟莹博士参加四川省金融学会第四期现代金融人才培训 

5 月 14-18 日，经济学院钟莹博士参加了由四川省金融学会举办的第四期现

代金融人才培训班。培训班联系金融发展变化实际，围绕“提升金融相关从业人

员现代金融知识”的中心思想全面开展。培训会上，来自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

学、成都清数科技公司、成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公司、法银律师事务所的蒋和胜

教授、蒋永穆教授、周毅教授、赵静梅教授、张桥云教授、赵勇先生、龚民先生

等专家学者分别就“大数据与区块链：数字经济核动力引擎”、“一带一路”、“中

国经济全球化”、“对普惠金融实践的思考”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讲解和分析。此

次培训阐明了新时代背景下金融行业的发展趋势，极大地丰富了教师们的专业知

识，对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 Calum Turvey 来经济学院开展学术交流 

5 月 23 日上午，应经济学院区域经济与金融研究所邀请，康奈尔大学戴森

学院应用经济与管理系 Calum Turvey 教授来经济学院做题为《Land Reforms and 

Inclusive Rural Transformation》专题学术交流。学术报告会由经济学院院长

蒋远胜教授主持。经济学院师生和区金所专职科研人员参加了报告会。Turvey

教授从中国农村土地改革入手，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变化情况，依

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并与美国对比分析了土地改革带来的巨大影响，随后重点

围绕农村土地流转、农作物保险、农村信贷展开了三者之间的联动关系及其对农

村经济产生的重大影响展开了深入研究。Turvey 教授是著名的农业经济和农业

金融专家，是农业金融评论 Agricultural Finance Review 的主编。 

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教授方涛来经济学院开展学术交流 

5 月 23 日下午，应经济学院邀请，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方涛教授为学院

师生做题为《农民工与城乡劳动力市场机制研究》专题学术讲座。讲座由学院副

院长吴平教授主持，经济学院师生参加了此次讲座。方涛教授从中国经济转型的

大背景出发，深入剖析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搜寻问题，利用微观数据深入研究了

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搜寻方式对其工作收入的影响，发现进城农民工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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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工作的方式对其收入水平存在显著影响。  

区金所彭艳玲博士荣获《四川省金融学会 2018 年度重点研究课题》

立项 

区域经济研究所彭艳玲博士主持的题为《现代农业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运行

成效及其发展创新研究——以成都市“农贷通”为例》专项研究课题获得《四川

省金融学会 2018 年度重点研究课题》立项。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教授Ye-Sho Chen来四川农业大学进行访问

交流 

6 月 13 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 E.J. Ourso 商学院 Ye-Sho Chen 来校

访问，对校际合作事宜进行交流。经济学院院长蒋远胜、副院长吴平接待 Ye-Sho 

Chen 教授，并参加座谈。座谈会由蒋远胜主持。 

院长蒋远胜对 Ye-Sho Chen 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学院学科发展、国

际交流、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等作了介绍，期望与商学院拓展合作新模式，在师

资交流、学生交换、科学研究和项目开发等几个方面开展深入合作。Ye-Sho Chen

对经济学院的国际化办学表示肯定，并指出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战略背景下，中美双方将有很多合作机会，通过整合资源，建成高效的合

作通路，使双方在未来实现共赢。本次座谈会为美国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与我校

开展后续深入合作交流奠定了良好基础。 

经济学院院长蒋远胜参加“一带一路南南合作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

成立大会 

 6月 22-23日，“一带一路南南合作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成立大会暨2018

“一带一路”与中非合作农业经济政策论坛在中国农业大学举办。中国农业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国内 40 所农林院校和吉尔吉斯斯坦国立农

业大学、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柬埔寨皇家农业大学等“一带一路”沿线 30 所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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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中外院校校长等 200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农业农村部部领导马爱国、国际合

作司唐盛尧副司长、教育部国际司领导班子成员陶洪建参赞参加联盟成立仪式并

发表讲话，对联盟成立表示祝贺，对未来联盟下的各种合作表示鼓励和支持。 

会议宣读了“一带一路南南合

作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宣言章

程及行动计划，举行了联盟成员院

校授牌仪式，经济学院院长蒋远胜

代表四川农业大学参加了授牌仪

式。学校加入一带一路南南合作农

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为学院国际

化办学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为全英文专业和课程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

学生交流、教师交换和联合科研等合作项目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学院将抓住机

遇，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不断加强与世界高校的交流和合作。 

经济学院宋坤博士受邀参加 2018 年中国留美经济学年会 

6 月 23-24 日，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hinese Economists Society 2018 China 

Annual Conference, CES）年会在安徽合肥召开，会议由合肥工业大学承办。经

济学院金融系教师宋坤博士受邀参加会议并做了汇报。 

此次年会的会议主题为“中国改革开放：40 年回溯与新时代展望”，主讲嘉

宾包括 200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Edward C. Prescott 教授，美国医学科学

院院士 David O. Meltzer 教授和 Mike Grossman 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

院院长姚洋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等。主办方在为期两天的会议

中安排了 56 个分论坛，吸引了来自欧洲、美洲、大洋洲、亚洲等世界各地的 200

多名国内外知名高校经济学学者与决策者参加，围绕农业经济、环境经济、教育

经济、公司金融等主题进行全面地深入地探讨。 

美国圣文森特商学院院长 Gary Quinlivan 博士来经济学院访问交流 

6 月 25 日，美国圣文森特学院商学院院长 Gary Quinlivan 博士一行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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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访问交流。经济学院副院长、区域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所长吴平、国际经济与

贸易系主任沈倩岭参与座谈与交流。双方就创新合作模式、师资交流、学生交换、

科学研究和项目开发等几个方面初步达成合作意向。会后，Quinlivan 博士为经

济学院师生做了题为《跨国公司：神话与事实》的学术报告。Quinlivan 博士从

跨国公司与寻求垄断权力，跨国公司与世界环境，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的外债

问题和跨国公司与贫困等方面分析了跨国公司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利与弊，论述了

跨国公司的神化与事实。报告结束后，在场的学生纷纷就世界经济的发展，中美

贸易战，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等问题进行提问和互动。 

成都市农村金融改革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建议 

近日由经济学院院长蒋远胜教授组织区金所研究团队为《成都市农村金融改

革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建言献策。以下是研究团队针对成都市金融改革现有基础

上提出深化改革对策建议内容。 

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以成都建设西部金融中心为契机，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和乡村振兴战略为优

先，以改进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为核心，以农村产权改革、农村信息化为支撑，以

财政和金融政策为保障，以农村金融信息化“农贷通”为平台，以基于农村产权

的金融创新和基于数字技术的普惠金融为特色，全面系统推进农村金融改革，确

保到 2022 年建立包容开放、适度竞争和多层次、多元化的较为完备的农村金融

服务体系，并在完善金融组织体系、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直接融资方

式、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及合理配置金融资源支持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等关键领域、

重点环节取得重大突破，实现城乡基本金融服务服务均等化。 

一、继续深化农村金融机构和组织改革 

（一）分类推进金融机构改革。积极推进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设立和

深化“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加快推进和深化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普惠金融事业

部改革和发挥更大作用。持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完成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联社

的改革，扩大简阳农商行的职能，保持县域机构法人地位不变、坚持服务三农方

向不变，提升持续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围绕乡村振兴的撤乡并镇，深化成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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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人银行机构的改革。引导各金融机构加快服务乡村振兴的战略转型，增强市

场竞争能力、风险管理能力和涉农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能力。 

（二）进一步鼓励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加快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推

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持续服务三农，建立村镇银行等新型机构与传统农村金融机

构间的良好的竞争合作机制。采用机构补贴、涉农金融产品补贴等方式，引导村

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加大服务三农力度。降低门槛允许城市商业银行等金

融机构在县城或中心场镇设立村镇银行，积极探索村镇银行服务乡村振兴的新机

制。组织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合作试点，规范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组织，鼓励

发展农业互助保险试点。 

（三）大力推动非银金融体系建设，推动县域租赁、贷款公司等的建设。推

动构建省、市、县三级的农业政策性担保体系，支持农业政策性担保公司扩大规

模和覆盖面。 

二、拓展各类涉农交易市场，构建全国领先的涉农资本市场服务体系 

（一）继续利用农村产权改革成果，深化基于农村产权的金融创新。深化和

拓展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及农村土地股权化。总结“两权”抵押贷款的经验，从“农

村承包地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两权抵押贷款为重点到全面推广“集体建设

用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上房屋所有权、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农业生产设施所

有权、农村养殖水面经营权和经济林木（果）权”等新六权抵押贷款。进一步推

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股权量化与工商资本结合，实现农村承包土地直接融

资。继续开展和深化花木、农产品、农业设备等农村动产的抵质押贷款创新。 

（二）完善农村产权交易体系、服务体系和提高交易效率。以成都农村产权

交易所为重点，构建全市“一个交易平台、四级服务体系”，采取多种合作模式，

推进成都农交所与省内市州、区（市）县联网运行，完善“交易+互联网”的新

模式和“1+9+N”（一个主网+九大频道+N 个业务处理系统）的新思路，统一全

省农村产权交易鉴证管理。以农村产权交易所、产权收储公司为基础，提升交易

和收储的定价效率，提高农村产权交易的活跃程度，发挥在农村产权交易中的市

场定价作用。建立农村产权收储的动态价格调整机制，形成完整可行的工作流程。

分类编制并及时发布农村财产权和土地经营权转让交易价格指数，增强交易价格

透明度，活跃交易市场。优化农村产权抵押融资风险基金的使用机制，建立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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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风险分担机制。鼓励发展农村产权交易第三方中介服务及服务机构，围绕产

权交易业务提供交易咨询、代办、委托找地、土地托管、金融贷款、农业保险、

土地资产价值评估等服务。建立健全农村产权价值评估机制，加强对农村产权评

估机构的规范管理，提高评估价值的市场认可程度。 

（三）培育农业资本市场主体和创设农产品商品交易中心。创建涉农企业资

本市场融资培育载体。以四川（天府）股权交易中心为重点，创新实践成都经济

证券化行动，开展对重点企业实施一对一跟踪服务，打造农业多层次资本市场

“成都军团”。创新设立农村商品交易中心。以天府商品交易所为重点，按照“一

所多中心，一县一平台”思路推进建立全国性的单一农产品交易平台，开展商品

实物交易和商品衍生品场外交易，适时升级华北木材交易市场、汉源花椒交易中

心、苍溪县红心猕猴桃交易中心、南江黄羊交易中心等农产品交易中心。完善花

木交易全产业链综合服务平台。花交所推进花木现货挂牌、竞价等交易模式，推

进购销模式创新，完善中国花木价格指数编制水平和科学性，提高价格指数的公

信力和影响。 

（四）创新农业产业生态圈和基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综合金融服务。

培育或者引入大型农业商贸或者涉农物流核心企业，依托涉农企业核心企业信用，

针对各类收益权，运用自偿性贸易融资的方式，形成资金闭环，培育农业产业生

态圈。创新以农村集体产权为核心的融资服务模式，开展针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开户、授信、农村集体产权抵押贷款、农村集体经济收益权质押贷款、农村

集体经济股权质押贷款等农村集体经济综合性金融服务改革。 

三、继续以“农贷通”为平台，完善统一的农村信贷市场和普惠金融服务体系 

一是继续发挥“农贷通”平台功能，加强“农贷通”平台服务创新，拓宽平

台服务范围，提高平台运行效率，探索市场化运行机制，完善统一的农村信贷市

场建设。二是深化“农贷通”平台“三站合一”（“村级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农

村产权交易服务站+农村电商服务站”）体系，整合平台在农村金融服务、农村产

权流转处置、信息采集、金融宣传、农业农村电商服务等方面一体化服务功能，

助推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发展。三是完善“农贷通”平台信用信息归集和更新工作

机制，加速信息流通，降低涉农企业、农户和金融机构搜寻和匹配的成本，提高

平台服务水平。四是完善财政资金配套机制，加快风险补偿资金落地实施，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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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推进村级服务站和镇级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做到标识规范悬挂，经费保障到

位、工作人员到位，硬件设施到位，服务内容、工作职责、管理制度上墙公示。

要构建部门、县域、乡镇、村社以及金融机构和农村产权交易所的分级培训机制。 

四、继续推进应对市场风险和价格风险的涉农保险产品创新 

（一）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应对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涉

农保险产品创新，实现农业保险扩面、提标、增品，积极应对由于保险业的开放

所带来的农业保险业务的竞争。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加大农业保险支持力度，

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助农户参加农业保险，支持保险机构开发保障适度、保

费低廉、保单通俗的农业保险产品，在主粮作物承保覆盖率稳步提升的同时，逐

步实现对地方支柱农产品的覆盖，助力地方农业经济发展。 

（二）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开展特色农业保险、小额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

及地震等巨灾保险和生猪、蔬菜、禽蛋类等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试点等内容。试

点和扩大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新型经营主体雇工意外伤害性险、农产品质量

保证保险等新型保险的范围和规模。继续研发和投放茶叶、柑橘、猕猴桃等易受

灾经济作物的天气指数保险，研发设计鸡蛋、牛奶、牛羊肉等的价格指数保险。

提高精算水平，适当降低保费。 

（三）继续拓展大灾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积极试点农产品收入保险和目标

价格保险，实现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从保物化成本向保完全成本、保产量和保收

入转变。在政府主导的农业保险提标试点之外，积极探索“保险+期货”、“订单

农业+保险+期货（权）”。组织涉及农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组成保险共同体，共同推

进，以利于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顺利开展。 

五、加快发展直接融资机制创新 

（一）建立健全乡村振兴发展基金及配套政策。鼓励建立乡村振兴科创基金、

农业产业发展基金和乡村振兴私募基金，积极整合各方资源，发挥国有企业资金、

财政资金杠杆作用，以特色小镇、优势农业产业、古蜀文化等为切入点，引导金

融资本、社会资本进入乡村振兴各领域。积极培育成都市相关国有企业成为乡村

振兴基金的出资人和管理人，加大对重点领域和项目的资金支持力度，对乡村特

色项目进行积极孵化。加强对乡村振兴领域的企业上市辅导，完善多层次资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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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市、转板等配套奖励政策。 

（二）创新发展乡村绿色债务融资。支持长期专注于绿色产业的成熟企业通

过发行企业债、短融、中期票据、资产支持证券、集合债等多种方式进行直接融

资。适时推出乡村绿色发展专项债，为长期专注乡村绿色、环保发展的企业，特

别是中小涉农企业提供更加多元便利的直接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持续完善

乡村绿色金融相关的标准规则和政策体系，建立健全与绿色金融发展相匹配的专

业性中介服务体系和第三方评级评估机构。 

（三） 积极探索发行乡村振兴专项地方政府债券。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充分发挥专项地方政府债券的优势与特点，积极争取相关政策，以具有一定现金

流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如乡镇污水处理厂等）为主要支持重点，持续加大

对乡村振兴的中长期资金支持。 

六、加快推进银保担多行业和多产品的组合和协同创新 

（一）响应国家农业支持政策，推进再担保业务标准、代偿风险分担比例、

再担保费率等方面的制定和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业务数据信息系统建设工作，落实

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服务于“三农”发展的担保功能。 

（二）加强农业担保体系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合作，并与农户签订多方合作

协议，积极开展“银保担”互动融资。 

（三）推进“价格保险+期货”、“农业保险+巨灾风险补偿基金”等保险或期

货为主体、政府为主导的协同创新。 

（四）构建政产学研创新联盟，推动多行业联合产品研发，强化行业协同发

展创新。 

七、加快完善农村信用环境和推进数字技术的普惠金融创新 

探索建立农村信用信息系统，大力开展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的评

定工作，探索将农村优秀党员、“五好家庭”、乡风文明示范户评选以及创业青年

等纳入信用体系；在涉农领域使用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加强农村征信市场培育，

完善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内部授信评价机制；严厉打击逃废金融债务的违法违

规行为，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通过信用评级、培育农村征信市场、完

善相关机制，可以增强农村经济主体的信用意识，使其形成良好的信用行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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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农村地区的信用环境，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推动农民增收致富和金融部门经营

效益的提升。 

一是增强银行和第三方支付业务对大型农产品交易市场的服务。可进一步鼓

励和引导商业银行积极在农产品交易中心和市场推进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

银行等业务和“微银行”一体机的设立工作，引导农产品交易所（中心）和一般

市场采用第三方支付软件进行支付结算（如微信、支付宝等），加强对非现金交

易的宣传工作和积分奖励政策，尝试建立农产品交易市场手机 APP，促进农产品

交易效率化。 

二是创新多样化的普惠金融产品，满足农村地区移动支付、互联网理财、互

联网保险的金融需求，以个人征信体系为依据，为信用好、资金需求额度不大的

农业生产者快速提供金融服务。 

三是实现四个转型。机构转型：突破人和网点假设，打造数字经济型数字银

行，实行大数据风控，打造在线交易平台提高客户参与度，降成本、增效率、覆

盖长尾。业务范围和模式转型：实行农村金融机构线上+线下交易，将机构主导

型服务模式转化平台主导型营销模式；以互联网交易平台和产业链服务为基础，

打造生态圈、产业链金融，资金引流到以核心企业为基础的产业链上下游。业务

拓展方式转型：农村金融机构业务进行拓展，实行合作与联合，与互联网金融企

业（线上+线下）、金融科技企业等联合开展金融业务，促使金融业务转。 

八、加快推进农村金融支持四川农业对外开放合作 

（一）推进对农业开放合作“两区”的金融支持。加快评定境外农业合作示

范区和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鼓励农村金融机构支持开户地在四川的境外农

业示范区的主要公司。加快联保贷款机制、企业互助担保联盟等创新在园区的先

行先试。引导示范中心纳入临近的农业产业园区，促进援外项目与农业产业项目

的结合。畅通金融机构对农业产业园区公司的贷款审批渠道。加强与政策性银行

的战略合作，构建适合农业走出去企业特点的多品种授信、集团授信等制度。加

快农业走出去企业信用评级体系建设，并将此体系与金融机构信用评级体系关联

参照。支持企业以境外资产和股权抵质押获得贷款，逐步扩大和丰富境外资源抵

（质）押担保的范围和方式。 

（二）设立并购协调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一是对于较大规模的境外投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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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省政府联合部委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资本金和贷款贴息）。二是对并购之

后的跨境资源整合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支持，如中粮集团的境内外公司的内部整

合，资产评估增值需要缴纳税收，建议此类业务给予延迟纳税支持。推动建立由

政策性银行、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出资的境外投资合作担保机制。按照企业项目

性质和承担国家走出去战略情况，按照一定比例拨付风险保证金给项目的贷款银

行，按照逐年递减原则减少风险保证金拨付比例，最终由企业自主承担。 

（三）优化国际结算服务。积极支持有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地方农村商业银行

开通国际业务。开通县域金融网点国际结算业务；提供信用证、托收、汇款等出

口贸易服务；办理进口开证、进口代收、汇出汇款等进口业务。同时，提供一站

到位的国际结算审单服务、关于国际贸易和国际结算的专家服务并通过计算机远

程通讯或网上银行实现单据初审，实现收结汇和国际收支申报的远程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