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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进出口银行简介
成立与历史
▪ 成立依据 ：韩国进出口银行法 (法律第2122号，1969. 7. 28)
▪ 成立目的
- 提供进出口贸易、境外投资及境外资源开发等对外经济合作所需
金融 服务，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 历史
- ’76. 7.

韩国进出口银行成立 (法定资本 ：1500亿韩元)

- ’77. 1.

代理出口保险业务

- ’87. 6.

受委托办理对外经济合作基金业务

- ’91. 3.

受委托办理南北合作基金业务

- ’92. 7.

将出口保险业务移交给韩国贸易保险公司 (新设)

- ’05. 12. 受委托办理多边发展银行信托基金运作和管理业务
- ’07. 2.

受委托办理韩国境外直接投资统计综合管理业务

- ’09. 1.

增加法定资本 (4万亿韩元 → 8万亿韩元)

业务范围
▪ 提供进出口贸易、境外投资及境外资源开发所需金融服务
▪ 运作和管理对外经济合作基金
▪ 运作和管理南北合作基金

中长期战略目标
▪ 树立中长期经营计划
封面说明
封面上的符号为中文“真”
，意为真实和诚意。韩国进
出口银行一直将该符号用于封面上，以表达想成为顾
客真诚合作伙伴的愿望。

-	为了满足加大对成套设备和绿色产业等新发展动力产业扶持
力度的需要和充分发挥出口信用机构 (ECA: Export Credit
Agency) 作用的要求，树立并宣布“愿景2020”(2011年7月)

03

韩国进出口银行 业务介绍

▪ 战略目标体系

职责

愿景

核心价值

加强对外经济合作，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连接大韩民国与世界的国际金融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全球性

信任

01. 发展成为国际项目专业银行

5大
战略目标

02. 带头支持未来发展动力产业和新兴产业
03. 执行政府政策，弥补市场缺陷
04. 发展成为国际合作专业机构
05. 奠定核心能力基础

01. 加强境外项目开发和咨询服务能力
02. 促进直接间接融资发展，以支持大规模项目
03. 加大绿色出口金融支持力度
04. 构建未来发展动力产业随时支持体系

10大
战略任务

05. 加强中小型企业金融支持体系建设
06. 加强与政府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体系建设
07. 加强经济合作功能并推进现代化
08. 充分发挥作为对朝交易综合支持机构的作用
09. 筹资组合的多元化
10. 加强项目审核和风险管理能力建设

专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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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进出口银行
业务范围

韩国进出口银行信贷制度

金融咨询

其他重点业务
南北合作基金
(IKCF)

对外经济合作基金
(ED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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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进出口银行信贷制度
1. 出口融资
●

●

●

2. 贸易融资
▪ 出口保理

买方信贷
(向海外顾客提供的信贷支持)

▪ 出口贴现

▪ 直接贷款

▪ 福费廷

▪ 转贷贷款

▪ 信用证保兑

▪ 两步转贷贷款

▪ 商业汇票再贴现

按业绩贷款

▪ 贸易融资再融资

▪ 一揽子出口贷款

3. 担保

个别交易贷款

▪ 融资性担保

▪ 中小出口企业优惠贷款
▪ 短期出口贷款

▪ 非融资性担保

4. 债券承销业务

▪ 绿色产业金融支持
▪ 新发展动力产业金融支持
▪ 出口企业新扩建设施贷款
▪ 出口企业技术开发贷款
▪ 海外市场开发贷款
●

5. 进口融资
6. 境外投资和资源开发融资
▪ 境外投资贷款和境外项目贷款
▪ 外国法人贷款

卖方信贷

▪ 外国政府贷款

▪ 打包贷款和延付贷款

▪ 境外资源开发贷款
▪ 并购融资(M&A Financing)
和融资(联合融资)中介

金融咨询
其他重点业务
▪ 韩国版隐形冠军培育项目
▪ 协调发展项目

对外经济合作基金 (EDCF)

南北合作基金 (IK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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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进出口银行
信贷制度
1. 出口融资

买方信贷（向海外顾客提供的信贷支持）
直接贷款

以从国内企业进口商品或成套设备的外国买方为对象，对进口商品或成套设备所需资

Direct Loan

金提供贷款
发放贷款

进出口银行

出口商
支付货款

进口商
出口

偿还贷款

贷款条件

贷款金额
▪「出口合同金额 - 标准预付款*」范围内
(在建设期间可对利息部分提供附加支持)
贷款范围
▪ 所有品种 (成套设备、机电、零部件、机械类、运输设备及纺织等）
贷款利率
▪基准利率 + 加息率 (根据期限、资信状况及交易结构确定)

* 船舶项目 ：出口合同金额的20%，非船舶项目 ：出口合同金额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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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期限 ：提款期 + 还款期
▪ 根据出口产品的生产时间和项目建设时间等因素确定提款期
▪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关于出口信贷的指导原则协议》内容和出口产
品的交 易规模、销售计划及使用年限确定还款期
※ 还款期在两年以上(含)的，遵循经合组织《关于出口信贷的指导原则协议》
- 船舶、飞机、发电设备 ：最长不超过12年
- 新再生能源、水电、核电设备 ：最长不超过18年
- 其它品种 ：遵循国家分类规定，一般为5至10年
- 项目融资(PF)方式交易 ：最长不超过14年

转贷贷款
Interbank
Export Loan

在与境外银行签订授信额度(Credit Line)合同之后，使境外银行在额度内放款给拟进
口韩国产货物或服务的进口商
出口商在发货的同时可收回货款

授信额度(Credit Line)
③批准

韩国进出口
银行

⑥贷款入账

转贷银行

⑧还款

⑤支付货款

⑦还款

②申请

④发货

出口商

进口商
①签订出口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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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条件
短期转贷贷款

中长期转贷贷款

贷款范围

所有品种 (不含法律上禁止出口的品种)

贷款利率

·(固定) 掉期利率 (SWAP) + 加息率
·(浮动) 伦敦银行拆借利率 (Libor) + 加息率

贷款期限

2年以内

2-10年

贷款金额

合同金额的100%

合同金额的85%

交易方式

信用证，托收(D/A)，赊销(O/A)

本金偿还方式

每年等额还款两次 (若不满2年，可到期一次偿还)

两步转贷贷款

在与境外银行签订授信额度合同之后，对当地韩资企业的设备、运作成本和当地企业

(Untied
Two-Step Loan)

购买韩资企业货物或劳务成本提供贷款，以向境外韩资企业提供支持

·(固定) 商业利率 (CIRR) + 对外贷款溢价
·(浮动) 伦敦银行拆借利率 (Libor) + 加息率

放款给当地韩资企业

进出口银行

转贷银行

设备成本/投资成本/运作成本

韩资企业
(End-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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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款给当地企业

进出口银行

转贷银行

当地韩资企业相关的采购/供货成本

当地企业
(End-user)

韩资企业

贷款条件

放款给当地韩资企业 (KRC Loan)		

放款给当地企业 (TC Loan)

终端用户 (End-user)

当地韩资企业*		

当地企业**

資金用途

设备/投资/运作成本		

当地韩资企业相关的采购/供货成本

贷款利率

(固定) 掉期利率(SWAP) + 加息率
(浮动) 伦敦银行拆借利率(Libor) + 加息率

贷款币种

美元或当地货币(需与韩国进出口银行事先协商)

贷款期限

▪ 购置设备 ：14年以内		

10年以内

▪ 投资成本 ：10年以内
▪ 运作成本 ：3年以内
本金偿还方式

每年分期还款一次以上 (允许最长4年的宽限期)

* KRC(Korea Related Company) ：韩国企业的持股率不低于10%的当地韩资企业或虽持股率低于10%但与韩国
企业签订交易或合作合同的当地企业
** TC(Transacting Company) ：从KRC采购或向KRC供货的当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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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业绩贷款
在以往出口业绩范围内，对出口产品生产或出口所需资金提供一揽子贷款。根据贷
一揽子出口贷款
(短期一揽子出口贷款/ 款期限分为短期一揽子出口贷款(6个月)和中期一揽子出口贷款(1年)。
中期一揽子出口贷款）
贷款条件

贷款对象
▪ 出口货物(贷款范围)或者供应出口用货物或原材料的国内中小型企业
贷款金额
▪ 短期一揽子出口贷款 ：不超过近6个月出口业绩的90%
▪ 中期一揽子出口贷款 ：不超过近1年出口业绩的60%
贷款币种
▪ 韩币或其他外币
贷款利率
▪ 基准利率 + 加息率 (根据资信和担保情况确定)
贷款期限
▪ 短期一揽子出口贷款 ：6个月
▪ 中期一揽子出口贷款 ：1年

个别交易贷款
中小出口企业
优惠贷款

为了有效支持资信或担保能力较差的中小出口企业的小规模出口贸易，不进行资信
评估，对出口合同履约能力和出口贸易的安全性进行评估而提供信贷支持。
贷款条件

贷款范围
▪ 除了出口禁止品种以外的所有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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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对象
▪出口人的出口履行能力和出口贸易的安全性达到一定标准的出口贸易
贷款币种
▪ 韩币或其他外币
贷款利率
▪ 基准利率 + 加息率 (根据资信和担保情况确定)
贷款期限
▪ 自首次提款日至“出口货款结算日+15日”以内，最长不超过6个月 (非融资性担保最
长不超过12个月)

短期出口贷款

对交付货物后2年内结算货款的短期出口贸易 (不含船舶及工业设备) 提供信贷支
持，用于生产出口商品或自装船至最终货款结算期间改善现金流量
贷款条件

贷款范围
▪ 贷款对象品种 (不含船舶及产业设备)
贷款金额
▪生产或出口所需金额 (货物出口合同金额减去已收款后的余额范围内)
贷款币种
▪ 韩币或其他外币
贷款期限
▪ 自首次提款日至“出口货款结算日+30日”以内 (最长不超过2年)
贷款利率
▪基准利率 + 加息率 (根据资信和担保情况确定)

12

韩国进出口银行 业务介绍

绿色产业金融支持

对新再生能源、提高能效及环保项目等绿色产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
贷款条件

支持对象
▪ 根据《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制定的《绿色认证制度实施办法》所指定的绿色技
术及 绿色项目等认证对象

区分

对象产业

新再生能源		新能源：燃料电池、氢能、煤炭液化及气化
			再生能源：太阳光、太阳热、生物、风力、
能源相关产业
		
水力、海洋、废物、地热
原子能/电力

核电站设备及建设技术、智能电网等

提高能效

发光二极管(LED)、能源储存等

环保产业
			
知识产业

淡化、水处理、脱硫设备、防治大气/土壤污染、
固体废物处理、环保汽车/船舶等
新材料、纳米融合、生物医药等

支持方式
▪韩国进出口银行的所有金融支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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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动力产业
金融支持

对国防工业、高速列车、作为新发展动力的尖端融合产业以及包括现代服务业的知
识文化内容产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

贷款条件

支持对象
▪ 尖端融合产业、现代服务业、知识服务业、文化产业
▪ 国防工业、高速列车
支持方式
▪ 韩国进出口银行的所有支持商品

出口企业新扩建设
施贷款

对出口企业出口品生产设施新扩建所需资金提供信贷支持

贷款条件

贷款对象
▪ 从事绿色增长产业和新发展动力产业的出口企业
▪ 韩国进出口银行选定的“隐形冠军”(Hidden Champion)培育对象企业
贷款范围
▪ 在韩国进出口银行支持对象设施产生的年销售额的出口比例不低于30%的，
通过新建、改扩建工厂或购置机械和各种设备等方式新扩建设施所需资金
贷款金额
▪ 实际所需资金的80%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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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币种
▪ 韩币或其他外币
贷款利率
▪ 基准利率 + 加息率 (根据资信和担保情况确定)
贷款期限
▪ 自首次提款日起8年以内 (允许最长3年的宽限期)

出口企业技术
开发贷款

对购置研发设备、器具及器材成本和运转试验生产设施成本等出口产品开发和商用
化所需研发资金提供信贷支持

贷款条件

贷款对象
▪ 从事绿色增长产业和新发展动力产业的中小型出口企业
▪ 韩国进出口银行选定的“隐形冠军”(Hidden Champion)培育对象企业
▪ 推进生物医药领域新药和生物仿制药开发项目的大企业
贷款币种
▪ 韩币或其他外币
贷款金额
▪相应技术开发项目的实际所需资金的90%以内
贷款利率
▪ 基准利率 + 加息率 (根据资信状况和贷款期限确定)
贷款期限
▪自首次提款日起8年以内 (含最长3年的宽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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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市场开发
贷款

对海外市场调研、寻找海外客商、参展、构筑海外网络等为促进出口而进行的海外市
场开发活动所需资金提供信贷支持

贷款条件

贷款对象
▪ 从事绿色增长产业和新发展动力产业的中小型出口企业
▪ 韩国进出口银行选定的“隐形冠军”(Hidden Champion)培育对象企业
贷款金额
▪海外市场开发活动实际所需资金的100%以内
(不超过贷款批准上一年度出口业绩的3分之1)
贷款利率
▪ 基准利率 + 加息率 (根据资信状况和贷款期限确定)
贷款期限
▪自首次提款日起3年以内 (含最长2年的宽限期)
还款方式
▪ 过了宽限期，每年分期还款两次以上
(贷款期限不超过2年的，可到期一次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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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方信贷
打包贷款和
延付贷款

对从出口商品生产到结算需要时日的出口交易提供资金融通，用于生产出口商品
(打包贷款) 或自交付装运至最终货款结算改善现金流量 (延付贷款)

贷款条件

贷款对象
▪打包贷款 ：出口或生产出口商品或者供应出口商品生产所需原材料的国内企业
▪ 延付贷款 ：从事出口业务的国内企业
贷款方式
▪打包贷款 ：对出口商品生产所需资金提供贷款
▪延付贷款 ：自交付装运至收回赊销货款期间提供贷款
贷款金额
▪ 打包贷款 ：
“出口合同金额 – 已收款”的90%以内
▪ 延付贷款 ：
“出口合同金额 – 标准预付款”以内
贷款币种
▪ 韩币或其他外币
贷款利率
▪基准利率 + 加息率 (根据期限和资信、担保情况确定)
贷款期限
▪ 打包贷款 ：自首次提款日至出口商品交付完成日或最终货款结算日加30日以内，
借贷 人申请的实际需要资金期间
▪ 延付贷款 ：自提款日至支付保函或相应合同上约定的分期还款日加30日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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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贸易融资

出口保理

从出口企业无追索权地 (Without Recourse) 受让基于赊销 (Open Account) 方式

(Export Factoring)

出口贸易产生的应收账款债权

融资对象

▪出口产品具有竞争力、技术具有较强实力的具备出口合同履行能力的出口企业

受让条件

▪ 赊销期 ：不超过1年 (一般为30日至90日)
▪ 发放预付款 ：受让应收账款债权时，以预付款方式发放80 -100%
- 在进口商结算货款时，向出口商支付余额
▪ 手续费
- 贴现费 ：伦敦银行拆借利率(Libor) + 加息率(根据交易形式和资信状况确定)
- 保理商佣金 ：应收账款的 0.1% - 0.4%

交易结构

▪ 单保理 (One-Factor System) ：直接承担进口商的信用风险并催收应收账款的
方式 (适合保理的进口商 ：资信优良的大型企业)
▪ 双保理 (Two-Factor System) ：通过进口商所在国保理商承担信用风险并催收
应收 账款的方式 (适合保理的进口商 ：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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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入结算期不到2年的凭信用证或非凭信用出口贸易产生的汇票，为出口商提供资金
融通
买入条件

▪ 买入对象 ：基于采用信用证方式或非信用证方式 (D/A、D/P、O/A等) 的出口合同
所产 生的汇票
▪ 金额 ：单笔5万美元以上
▪ 期限 ：90日-2年
▪ 融资利息 ：伦敦银行拆借利率(Libor) + 加息率(根据交易形式和资信、
担保情况确定)
▪ 操作方式 ：循环授信额度 (也可按个别交易操作)

福费廷

无追索权地买入结算期不到2年的远期信用证项下或外国银行担保的非信用证项下

(Forfaiting)

出口贸易产生的汇票，为出口商提供资金融通

买入条件

▪融资对象 ：具有1年以上同类品种生产经验和出口业绩的企业或者与同一进口商有		
一次 以上贸易往来的企业
▪ 金额 ：单笔1万-5千万美元
▪ 期限 ：30日-2年
▪ 贴现利率 ：伦敦银行拆借利率(Libor) + 加息率(因国家和银行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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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证保兑

韩国进出口银行对位于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开立的信用证做出付款承诺

(L/C Confirmation)
保兑条件

▪ 保兑对象 ：不可撤销的即期及远期信用证
▪ 金额 ：5千万美元以下
▪ 手续费 ：根据韩国进出口银行规定费率收取(因国家和银行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 申请保兑的银行和出口商的必备条件与福费廷相同
▪ 申请人 ：开证银行或出口商

商业汇票再贴现

根据商业银行向进出口商提供的汇票贴现及进口远期汇票融资业绩，韩国进出口银
行向商业银行提供资金融通，即通过商业银行支持出口商

贸易融资再融资

根据商业银行向中小出口商提供的贸易融资业绩，韩国进出口银行向商业银行提供
资金融通，即通过商业银行向中小出口商提供支持

支持对象

▪ 商业银行向中小出口商提供的贸易融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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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担保

融资性担保

韩国进出口银行向担保对象交易的债权人(国内外金融机构)承诺，当债务人(借款人)
未偿付债务时，由韩国进出口银行偿还贷款

担保范围

根据贷款交易和借款人的不同性质，采用支付保函、房地产及有价证券等不同方式，
采取债权保全措施后进行的贷款交易

担保条件

担保申请人
▪ 国内企业、外国政府、国内外金融机构以及外国人
担保受益人
▪ 国内外金融机构、外国人
担保金额
▪ 担保对象贷款的本息总额范围内
担保费
▪ 对内担保根据担保对象贷款的风险水平确定，而对外担保则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 (OECD)的《关于出口信贷的指导原则协议》执行
担保期限
▪按照担保对象贷款的期限、性质以及担保申请人的资信状况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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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融资性担保

对进出口和境外投资、境外资源开发项目承包和实施提供各种非融资性担保

担保业务种类

▪ 投标保函（Bid Bond）
▪ 预付款保函（Advance Payment Bond）
▪ 履约保函（Performance Bond）
▪ 维修保函（Maintenance Bond)
▪ 其他非融资性保函

担保条件

▪担保金额 (期限) ：担保对象交易的招投标指南或合同载明的金额 (期限) 范围内
▪ 担保费率 ：标准担保费率 + 附加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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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债券承销业务

<韩国进出口银行法> 第18条第一款(第1项 - 第9项)规定的贷款对象发行债券时，
对其进行认购、承销及投资(
“承销”) 或担保

承销和担保对象

承销和担保对象债券
▪有资格从韩国进出口银行借款的人发行的债券 (以发债取代借款)

承销和担保条件

承销和担保金额
▪承销金额 ：与债券发行目的相符的贷款种类规定的贷款金额范围内
▪担保金额 ：担保对象债券的本息总额范围内
承销和担保期限
▪ 根据与债券发行目的相符的贷款种类和债券发行人的资信状况确定
债券币种
▪承销 ：无限制
▪	担保 ：除了美元、欧元及日元以外的货币。如是私募债券或中小企业债券，
则无限制
债券承销收益率和担保费率
▪债券承销收益率 ：债券票面利率 + 各类手续费率
▪债券担保费率
- 债券发行人为国内企业 (包含母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时 ：根据担保对象债券的
		 风险水平采用不同费率
- 债券发行人为外国政府、外国人或外国金融机构时 ：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的《关于出口信贷的指导原则协议》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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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进口融资

进口信贷

为需要保障长期稳定供应或适时进口的主要资源和商品的进口贸易提供信贷支持

贷款条件

贷款范围
▪ 高新技术和产品
▪ 铁、铜、铝和合金钢等主要矿产资源和半成品
▪ 原油、天然气、液化石油气(LPG)等能源和木材、纸浆等自然资源
▪ 新再生能源相关的原材料、产品及技术
▪ 为保障国家经济稳定发展需要适时进口的主要资源和商品
贷款金额
▪进口所需资金总额的80%以内 (中小企业 ：90%以内)
如由韩国进出口银行开立进口信用证，则为进口额的100%以内
贷款币种
▪ 韩币或其他外币
贷款利率
▪ 基准利率 + 加息率 (根据资信和担保情况确定)
贷款期限
▪ 主要资源和商品 ：自首次提款日起2年以内
▪ 设备类 ：自首次提款日起10年以内 (固定资产使用年限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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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境外投资和资源开发融资

境外投资贷款和
境外项目贷款

境外投资贷款
对国内企业境外投资或将国产设备租赁到海外所需资金，向国内企业提供长期贷款
境外项目贷款
对国内企业境外项目运营或新改建设备所需资金，向国内企业提供长期贷款

贷款条件

贷款对象
▪ 境外投资贷款 ：与拟投资行业相适应的管理经验超过3年、实施境外投资项目的
国内企业
▪境外项目贷款 ：在不设立境外法人的情况下实施境外项目的国内企业
贷款金额
▪ 大型企业 ：所需资金的80%以内
▪中小型企业和引进韩国知识经济部规定的高新技术项目 ：所需资金的90%以内
▪ 资源开发项目 ：所需资金的100%以内（与企业规模无关）
贷款币种
▪ 外币或韩币
贷款利率
▪ 基准利率 + 加息率 (根据资信和担保情况确定)
贷款期限
▪ 自首次提款日起30年以内 (含3-5年以内的宽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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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法人贷款

对国内企业的境外子、孙公司境外项目运营或新改建设备所需资金，向外国法人提
供直接贷款

贷款条件

贷款对象

贷款金额

▪国内企业的境外子、孙公司

▪ 所需资金的100%以内

贷款利率

贷款币种

▪基准利率 + 加息率（根据资信和担保情况确定）

▪ 外币或韩币

贷款期限
▪ 设施资金和直接投资资金 ：自首次提款日起30年以内 (含3-5年以内的宽限期)
▪ 运营资金 ：自首次提款日起3年以内

外国政府贷款

以向国内企业出资的外国法人出资 (含次级贷款等准资本金支持) 的外国政府或外国
人为对象提供贷款

贷款条件

贷款对象
▪ 向国内企业出资的外国法人出资的外国政府或外国人
贷款金额
▪所需资金的90%以内 (必要时所需资金的100%)
贷款币种
▪外币或韩币
贷款利率
▪基准利率 + 加息率 (根据资信和担保情况确定)
贷款期限
▪自首次提款日起30年以内 (含3-5年以内的宽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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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施境外资源开发项目的国内企业或国内企业出资的外国法人境外项目的全过程
(勘探、开发、生产)所需资金提供贷款

贷款条件

贷款范围
▪ 韩国公民在国外单独或以与外国人合作方式进行的境外资源开发 (勘探、开发、
生 产)项目
▪ 向实施境外资源开发项目的外国人提供开发资金融通，再进口全部或部分被开发资
源的 项目
▪ 韩国公民或韩国公民出资的外国法人作为境外资源开发项目的资源采购合同采购
方参与 的项目
贷款对象
▪ 国内企业 (实施境外资源开发项目或具备境外资源开发项目执行能力的国内企业)
▪ 国内企业出资的外国法人 (国内企业持股率不低于10%)
▪ 国外的境外资源开发项目主办方 (国内企业或其境外法人作为境外资源开发项目的
资源 采购合同的采购方参与时)
▪ 外国政府或外国法人 (向国内企业的境外法人出资的外国政府或外国法人)

并购融资

并购融资（M&A Financing）

(M&A Financing)

▪ 杠杆收购(LBO)融资（以被收购企业资产做优先抵押借款）
▪ 股权、资产及业务转让或受让相关贷款

27

韩国进出口银行 业务介绍

金融咨询

提供出口贸易、境外投资、境外资源开发及跨国并购(M&A)相关的个性化金融咨询服务
与营业部门分工合作，提供综合金融服务
- 	授信部门作为放款人提供贷款，金融咨询部门为业主提供金融咨询(Financial Advisor)或牵头行
(Mandated Lead Arranger)等服务，支持成功立项

主营业务

金融咨询(F/A)业务
▪ 审核项目合同可融资性 (Bankability)
▪ 制定融资方案 (Financing Plan)
▪ 建立财务模型 (Financial Model) (供给投资者和银团)
▪ 支持选定咨询公司 (法律、市场、技术、环保、保险、财务模型等）
▪ 编制组织银团贷款成员所需文本 (Preliminary Information Memorandum,
Request for Proposal 等)
▪ 编制贷款条件清单 (Term Sheet)
▪ 与MLA组织银团贷款成员，推介活动 (Road Show)
▪ 与银团进行金融合同协商
牵头行(MLA)业务
▪ 编制银团贷款信息备忘录(Information Memorandum)，并向潜在的参加行推荐
▪ 验证财务模型，并对金融合同、抵押合同及项目合同进行尽职调查
▪ 在进行谈判时，协调业主与参加行代表、银团之间的关系
重点支持对象
▪ 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投资开发类项目
▪ 投标类项目 (民间资本推进的发电、海水淡化项目)
▪ 根据政府间经济合作协议推进的项目 (G-to-G)
▪ 国内国营企业的境外(投资)项目
▪ 将EDCF与韩国进出口银行资金相结合的综合金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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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重点业务

韩国版隐形冠军(Hidden Champion)培育项目
项目概要

是韩国进出口银行推进的重点项目之一。宗旨是拟用10年(2010-2019年)的时间培育100
家韩国版隐形冠军企业*，以促进韩国经济稳步健康发展，提高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

协调发展项目(Global PaSS Program)
项目概要

是为积极配合政府推进的大型、中小型企业协调发展政策，并为中小型企业提供实际帮
助，韩国进出口银行与大型企业共同支持中小型企业的金融支持项目。由 ① 共同进入海
外市场项目和 ② 中小型出口企业协调发展项目组成
Global PaSS
▪为与大型企业共同进入海外市场的中小企业建立“全球合作伙伴关系 (Partnership in
Overseas Business)”
▪ 培育具备技术实力的“可持续发展型中小企业 (Sustainable Growth with SMEs)”
▪ 关怀社会弱势群体的“希望种子 (Seed)”

* 出口额超过3亿美元、全球市场份额占前5位的，或销售额超过1万亿韩元、出口比例超过50%的全球性中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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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合作基金
(Economic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Fund)

为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并扩大韩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流，于1987
年设立的政策基金
EDCF主要支持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相当于官方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 ODA)中采用还本付息方式的优惠信贷(Concessional
Loan)

运作单位及体系

韩国企划财政部作为EDCF的运作主体全面负责包括审定贷款项目在内的一切业务，
而韩国进出口银行受政府委托代理EDCF运作和管理相关业务*

基金运作委员会
基金政策审议

主管部门

企划财政部

外交通商部

基金业务协议

基金运作管理主体

对外窗口

韩国进出口银行
受政府委托办理基
金业务

* 基金运作和管理，对援助申请项目进行审核，贷款合同谈判和签订，执行融资和后续管理，援助工作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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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项目援助 → 实地审查 → 项目批准 → 批准通知 → 签订政府间协议
→ 贷款合同谈判和签订 → 聘请咨询师 → 采购 →支付资金 → 后续管理

援助形式

向发展中国家政府或法人发放的贷款
▪ 	开发项目贷款 (Development Project Loan) ：对上下水道设施、医院、环保设备、
交通及通讯设备等发展中国家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提供贷款
▪ 	设备贷款 (Equipment Loan) ：对用于开发项目的设备采购所需资金提供贷款
▪民间资本项目贷款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Loan) ：对民间资本项目所需资金，
向发 展中国家政府或专设法人(民间资本项目法人)提供贷款
▪ 基金转贷 (Two-step Loan) ：先与发展中国家金融机构核定授信额度，在最终受益人
从韩 国进口所需设备时在额度内提供贷款
▪ 	商品贷款 (Commodity Loan) ：对发展中国家为紧急调整国际收支或保障国内经济稳
定从 韩国进口商品时所需资金提供贷款
向民间资本项目法人的出资 ：如被认为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开发建设和促进与发展中国家
的经济合作，向民间资本项目法人出资（与民间资本项目贷款相结合）
向集合投资基金的出资 ：如被认为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开发建设和促进与发展中国家的经
济合作，向集合投资基金(采用给出资人分配投资收益的方式)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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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条件

按收入水平将援助对象国家分为五组，对不同组采用不同利率和还款期限，并每年根据世
界银行国别收入分组结果对分组予以调整
▪ Ⅰ组 ：联合国划分的最不发达国家
▪ Ⅱ组 ：除了最不发达国家以外，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1005美元的国家
▪ Ⅲ组 ：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005至1915美元之间的国家
▪ Ⅳ组 ：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915至3975美元之间的国家
▪ Ⅴ组 ：人均国民总收入在3975至6925美元之间的国家

援助基本条件如下，在此范围内对不同国家组采用不同利率和还款期限
分类

向发展中国家贷款

贷款额度

项目费用范围内
(向最不发达国家以外的国家发放的无束缚性贷款不超过85%)

利率

年0.01 - 2.5%

还款期限

40年以内

宽限期

15年以内

还本方式

每年分期还款2次

付息方式

每6个月后付

担保

- 如借款人是中央政府或中央银行 ：免担保
- 如借款人是地方政府或法人 ：由中央政府、中央银行或多边发展银行
保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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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合作基金
(Inter-Korean Cooperation Fund)

宗旨是支持南北韩交流与合作项目，促进双方交流与合作，为恢复民族共同体做出贡献，
是支撑韩国政府对北政策的财政手段，也是夯实民间交流与合作基础的有力支撑

相关机构

南北交流合作 委员会
▪ 审议表决粮食、化肥等重点援助项目支持方案
▪ 制定和修改基金相关法律和规定
▪审议基金运作放案和基金决算报告
统一部
▪ 经与有关部门协商，决定支持方案
▪ 编制基金相关法律和规定制定案(草案)和修正案(草案)
▪ 编制基金运作放案(草案)和决算报告(草案)
韩国进出口银行
▪ 管理基金(会计、决算、评估、闲置资金运作)
▪ 就援助申请项目进行咨询和审核
▪ 提供资金援助和后续管理

主要援助方式

无偿援助
▪ 人员往来 (金刚山旅游、南北足球队轮流举办比赛等)
▪ 社会文化合作项目 (共同编纂韩民族词典、共同发掘满月台遗址等)
▪ 离散家属交流 (离散家属互访、建立会面所等)
▪对北人道主义援助 (粮食、化肥、紧急救助等)
▪交流合作基础建设项目 (开城工业园区基础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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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偿援助
▪ 对北援助贷款 (粮食贷款、器材设备贷款、轻工业原材料贷款)
▪ 轻水反应堆项目 (KEDO) 贷款
▪ 经济合作项目贷款 (投资于开城工业园区和金刚山等)
▪ 运进、运出贷款 (农水产品运进、服装来料加工等)
▪ 经济交流合作特殊贷款 (停止交易时保障经营稳定)
保险
▪经济合作项目保险 (投资于开城工业园区和金刚山等)
▪交易保险 (农水产品运进、服装来料加工等)

援助流程
咨询、申请、受理
(无偿援助、援助贷款：
统一部，
贷款、保险：
韩国进出口银行)

提供资金、后续管理、
决算、评估
（韩国进出口银行）

项目审核及审查
（韩国进出口银行）

决定援助方案
（统一部）

与有关部门协商
（统一部）

南北交流合作委员会
审议、
・ 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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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
联系电话 :(82-2)3779-6114
韩国首尔市永登浦区银行路38(汝矣岛洞16-1) 邮编 :150-996
绿色增长金融部
为发电、海水淡化、新再生能源及环保项目
提供金融支持
电话 : (82-2) 3779-5373, 6394
传真 : (82-2) 3779-6751

成套设备金融部
提供油气和基础设施对外承包工程相关
金融支持
电话 : (82-2) 3779-6407, 6410
传真 : (82-2) 3779-6747

核电金融室
为核电项目提供金融服务
电话 : (82-2) 3779-6466
传真 : (82-2) 3779-6751

境外建设金融室
为境外建设项目提供金融服务
电话 : (82-2) 3779-6376
传真 : (82-2) 3779-6748

未来产业金融室
为尖端融合产业和知识文化产业提供金
融支持
电话 : (82-2) 3779-5266, 5265
传真 : (82-2) 3779-6779

转贷金融室
转贷贷款，两步转贷贷款
电话 : (82-2) 3779-6373, 6370
传真 : (82-2) 3779-6746

金融咨询部
为出口贸易、境外投资、境外资源开发以及
跨国并购(M&A)提供金融咨询服务
电话 : (82-2) 3779-5256
传真 : (82-2) 3779-6721

中小企业金融部
中小型企业一揽子出口贷款，中小型出口企
业优惠贷款，短期出口贷款，进口贷款
电话 : (82-2) 3779-6303, 6919
传真 : (82-2) 3779-6744

对外经济合作基金（Economic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Fund）
亚洲部
电话 : (82-2) 3779-6590
传真 : (82-2) 3779-6756

资源金融部
为境外资源开发项目提供企业资金融通和
PF方式的金融支持
电话 : (82-2) 3779-6439, 6445
传真 : (82-2) 3779-6775
船舶金融部
提供船舶出口和远洋船舶相关金融支持
电话 : (82-2) 3779-6333, 6328
传真 : (82-2) 3779-6745

隐形冠军业务室
培育隐形冠军
电话 : (82-2) 3779-5298
传真 : (82-2) 3779-6722

境外投资金融部
境外投资相关贷款，跨国并购，金融中介
电话 : (82-2) 3779-6429, 6431
传真 : (82-2) 3779-6749
贸易金融部
出口贴现，福费廷，出口保理，进口信贷
电话 : (82-2) 3779-6468, 6697
传真 : (82-2) 3779-6764

拉丁美洲与非洲部
电话 : (82-2) 3779-6594
传真 : (82-2) 3779-6757, 6780

南北合作基金
(Inter-Korean Cooperation Fund）
电话 : (82-2) 3779-6628
传真 : (82-2) 3779-6758

营业性分支机构
首都圈

岭南圈

湖南圏

仁川分行
仁川广域市南洞区仁州大路585
花旗银行仁川总部大楼15层
电话 : (82-32) 235-6114
传真 : (82-32) 442-6121

釜山分行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中央大陆721
友利投资证券大楼6层
电话 : (82-51) 817-5050
传真 : (82-51) 817-6060

光州分行
光州广域市东区锦南路224
渣打银行大楼7层
电话 : (82-62) 232-6944
传真 : (82-62) 232-6946

水原分行
京畿道水原市灵通区光敎路107
京畿中小企业综合支援中心9层
电话 : (82-31) 259-6600
传真 : (82-31) 259-6609

大邱分行
大邱广域市寿城区大邱大路2424
三星证券大楼13层
电话 : (82-53) 754-1021
传真 : (82-53) 754-1020

全州分行
全北全州市完山区全州路1
大韩教员共济会馆大楼10层
电话 : (82-63) 271-6134
传真 : (82-63) 271-6139

中部圈
大田分行
大田广域市西区大田大路797
Capital Tower 16层
电话 : (82-42) 489-9715
传真 : (82-42) 489-9716
清州分行
忠北清州市兴德区丰山路50
中小企业支援中心6层
电话 : (82-43) 237-0475
传真 : (82-43) 237-0476

昌原分行
庆南昌原市义昌区中央大陆257
庆南贸易会馆5层501号
电话 : (82-55) 287-6830
传真 : (82-55) 287-6831
蔚山分行
蔚山广域市南区三山路197
东洋综合金融证券大楼5层
电话 : (82-52) 274-5276
传真 : (82-52) 274-5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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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代表处
境外代表处
亚洲/中东

东京
Rm. 1904, 19th Fl., Hibiya Daibiru,
1-2-2 Uchisaiwaicho, Chiyoda-ku,
Tokyo 100-0011, Japan
电话 : (81-3) 3580-8702
传真 : (81-3) 3580-8705
北京
Office C-716, Beijing Lufthansa Centre,
50 Liangmaqiao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016, China
电话 : (86-10) 6465-3371
传真 : (86-10) 6463-7116
上海
Rm. 1203, Aetna Tower, No.107,
Zunyi Road, Shanghai, 200051, China
电话 : (86-21) 6237-5561~2
传真 : (86-21) 6237-5563
新德里
901, 9th Fl., Eros Corporate Tower,
Nehru Place, New Delhi 110019, India
电话 : (91-11) 4168-8720~2
传真 : (91-11) 4168-8723
塔什干
14C-04,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enter,
107-B, Amir Temur Street,
Tashkent 100084, Uzbekistan
电话 : (998-71) 238-9288
传真 : (998-71) 238-9218
河内
8th Floor, Daeha Business Center, 360
Kim Ma Str., Ba Dinh Dist., Hanoi, Vietnam
电话 : (84-4) 3771-7009
传真 : (84-4) 3771-7010
马尼拉
10/F Pacific Building, Sen. Gil Puyat Corner
Makati Avenues 1200, Makati City,
Philippines
电话 : (63-2) 864-0624
传真 : (63-2) 864-0625
雅加达
Manara Mulia Tower Suite 2007 JL,
Jend Gatot Subroto Kav. 9-11, Jakarta
12930
电话 : (62-21) 525-7261
传真 : (62-21) 525-7260

迪拜
P.O. Box 482038, The Gate, 4th Floor,
West, Tenancy A2, DIFC, Dubai, UAE
电话 : (971-4) 362-0852
传真 : (971-4) 362-0851
伊朗派驻人员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No. 18, West Daneshvar St., Sheikhbahai
Ave. Vanak Squ. Tehran, Iran
电话 : (98-21)8805-4900
传真 : (98-21)8806-5301

美洲

纽约
460 Park Ave. 8th Fl., New York,
NY 10022, U.S.A
电话 : (1-212) 355-7280, 7282
传真 : (1-212) 308-6106
华盛顿
1300 L Street, N.W. Suite 825,
Washington D.C. 20005, U.S.A.
电话 : (1-202) 408-8838～9
传真 : (1-202) 408-7858
墨西哥城
Hamburgo 213, Torre Summa, piso 12,
Col. Juarez, Del. Cuauhtemoc, C.P.
06600, Mexico D.F., Mexico
电话 : (52-55) 5511-8445
传真 : (52-55) 5511-8472
圣保罗
Av. Paulista, 1439 cj. 142, CEP 01311-200,
C, Cesar-Sao Paulo, Brasil
电话 : (55-11) 3283-3021
传真 : (55-11) 3287-0548

欧洲

莫斯科
Office Building 1704A, World Trade
Center Entr.3, 12 Krasnopresnenskaya
Nab., 123610, Moscow, Russia
电话 : (7-495) 258-2366
传真 : (7-495) 258-2368
巴黎
36 Avenue Hoche, 75008 Paris, France
电话 : (33-1) 4421-8402
传真 : (33-1) 4421-8315
波兰派驻人员
Korea Trade Center, 21st Fl.
Warsaw Financial Center ul.
Emilii Plater 53, 00-113 Warszawa, Poland
电话 : (48-22) 520-6248
传真 : (48-22) 520-6249

境外法人
韩国进出口银行英国银行
KEXIM BANK (UK) LIMITED
3rd Floor, Moorgate Hall 155 Moorgate
London EC2M 6XB, United Kingdom
电话 : (44-20) 7562-5500
传真 : (44-20) 7588-3642
韩国进出口银行印尼金融公司
PT. KOEXIM MANDIRI FINANCE
Menara Mulia Tower Suite 2007 JL, Jend
Gatot Subroto Kav. 9-11, Jakarta 12930,
Indonesia
电话 : (62-21) 525-7261
传真 : (62-21) 525-7260
韩国进出口银行越南租赁金融公司
KEXIM Vietnam Leasing Co., Ltd.
9th Floor, DIAMOND PLAZA Bldg.,
34 Le Duan Street. Dist 1,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电话 : (84-8) 3825-7000
传真 : (84-8) 3823-0854
韩国进出口银行亚洲金融有限公司
KEXIM Asia, Ltd.
Suite 3501, 35/F, Jardine House,
1 Connaught, Central, Hong Kong
电话 : (85-2) 2810-0182
传真 : (85-2) 2810-4460

EDCF境外办事处
坦桑尼亚
P.O.Box 1154, Office No. 301/302, 2nd
Fl., Village Walk Plaza, Oysterbay
Dar es Salaam, Tanzania
电话 : (255-22) 260-2637
传真 : (255-22) 260-2619
哥伦比亚
Calle 94 No. 9-39 Bogota, Colombia
电话 : (57-1) 616-7200 (ext: 229)
传真 : (57-1) 610-0338
南非共和国
18th Fl., Sandton City Office Tower,
Corner Rivonia Road & 5th Street,
Sandton, P.O.Box 786703,
Sandton City 2146, South Africa
电话 : (27-11) 784-0193
传真 : (27-11) 784-0622

韩国进出口银行地址 : 韩国首尔市永登浦区银行路38(汝矣岛洞16-1)
邮编 : 150-996
电话 : (82-2) 3779-6114 传真 : (82-2) 784-1030
SWIFT : EXIKKRSE
www.koreaexim.go.k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