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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
就在眼前

为您提供所需资金

美国进出口银行

意莱美公司



美国进出口银行助您企业成长 。

意莱美公司向您展示当您在得到极具竞争力的财务援助后，如何优先获
得美国的产品及服务。美国进出口银行通过向中国具有较高信誉度的私
有或国有买家提供一定保证期限的资金援助，来帮助买家购买到美国的
产品及服务。拥有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保证后，当出现资金周转困难
时，中国买家即可从贷方贷得极具竞争力的期限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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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公司实力
帮助您获取所需资金

让意莱美助您企业成长

如果您需要：
• 壮大公司实力
• 购买美国的产品及服务
• 增加公司财务基础

意莱美公司将向您展示如何实现以
上业务。

当今市场环境下，全球商务面临着
各种资本及融资挑战。我公司旨在通过帮助
您与进出口银行进行合作，从而应对各种

向中国买家提供资金援助后，中国买家即可
获得美国的产品及服务。在过去77年的经营
历史中，美国进出口银行曾提供超过4560亿
美元的出口资金援助，所提供的资金优先用
于开拓全球市场。

挑战，获得可靠的资金援助，进而实现公
司目标。

在这充满挑战的市场环境下，通过
我们与美国进出口银行进行合作，您就可
以获得可靠的产品、服务、技术以及资金
援助。

美国进出口银行为美国官方出口贷
款机构，该机构可为因传统融资方式受阻而
具有高信誉度的中国买家提供贷款援助，从
而顺利购得美国的产品及服务。美国进出口
银行所提供的贷款按照贷款期限可分为短期
贷款、中期贷款以及长期贷款，贷款对象针
对各个私有以及国有企业。美国进出口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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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过去
2006年，美国进出口银行向中国提供资金已逾164亿元人民币。仅仅
4年之后，即2010年该数字减少到61亿元人民币。目前我们们正在寻
找可以扭转这一趋势的公司，并帮助这些公司获得104亿美元的资金援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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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金额减少

带来难得机遇
 · 美国进出口银行为什么向您提供贷款？

美国进出口银行致力于美国经济增长，通过向全世界具有高信誉度的公司提
供资金援助从而使这些公司购买到美国的产品及服务。

也就是说如果您曾购买中国以外国家的产品及服务且目前仍有这方面的需
求，您可以寻找到美国提供的资金援助以及商业发展机遇。

美国进出口银行曾出资数十亿美元：
2006年，美国进出口银行曾向中国公司提供164亿元人民币资金援助。 

您必须要了解该融资项目：
仅仅在四年之后，即2010年，贷款金额减少到61亿元人民币。

扭转
局势
目标资金164亿元人民币
· 我们可以获得164亿元的资金援助

导致贷款金额减少可能是由于出现一些其他更加便捷的融资项目。然而在当
今融资渠道逐渐变窄的情况下，美国进出口银行融资项目无疑是各类型具有
较高信誉度企业融资的一条可靠而快速的渠道。当各个公司完全符合意莱美
的创新体系时，我们即可获得164亿元人民币的贷款援助，甚至更多。这项
融资政策对于美国进出口银行、客户以及中美间贸易环境各方都是十分有益
的。

我们的目标 ：
意莱美公旨在帮助扭转融资金额下降趋势并将业务提升至与中国曾获得26
亿美元融资时相当的水平。
成为上升趋势的一部分——获得贷款：
如果您拥有一家信誉度较高的公司，且正在寻找资金援助以及创新型产品及
服务，进而提升公司业绩，您将愿意与我们共同探讨。

16.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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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需要资金来运营与成长。在特定条件下，美国进出口银行可以向您
提供比传统银行利息更低的贷款。美国进出口银行从事该项业务已将近
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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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中期——长期 
美国进出口银行将向贵公司提供符合贵公司既定目标的贷款类型

向贵公司提供贷款担保、保险以及直接贷款
  
 美国进出口银行通过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买家提供担保
或保险贷款以促进美国资本货物或相关服务的出口量。买家获得
贷款保证后，需支付定金，其余部分由美国进出口银行的无条件
担保进行分担。担保同时涵盖本金与利息，适用于中期（最长5

年）以及长期（最长10年）的偿还期，视交易规模而定。利率通
常为浮动汇率，由借贷双方共同协商而定。

 美国进出口银行同时提供具有相似资质的中期保险业
务。美国进出口银行同样可以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具有较高信誉度
的买家提供直接贷款。

贷款类型 
达成企业既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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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市场发展环境下，融资渠道少之又少。来自世界上其他国家且无融
资渠道的买家是很难从美国供应商手中购买到需要的产品或服务的。美
国进出口银行可以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买家提供贸易贷款，变商机为现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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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贷款  
(偿还期限为10年或贷款金额超过1000
万美元)

中国买家可以通过美国进出口银行融资项目获得丰厚的贷
款援助，之后以商业贷款以及担保等形式购买美国的产品
及服务。

优势：

• 较低的利率

• 较长的偿还期限

• 灵活的偿还时间

中国铁道部通过美国进出口银行融资项

目成功购买价值8720万美元的铁轨检测

设备及其配套服务。接受该订单的公司

为南卡罗来纳州哈斯科公司、肯塔基州

斯佩里铁路国际公司以及伊利诺伊州印

象地图国际公司，提供的产品包括火车

轨道磨合设备、轨道探伤车、轨道检测

车以及相关的培训及其他服务项目。

中国铁道部通过此次交易实现了“铁道

部永久机械化工程”，该工程为五年计

划中为实现中国铁路达到国际标准而制

定，工程涉及三家铁路局（分别为沈阳

铁路局、上海铁路局以及广州铁路局）

。此次交易的担保银行为香港上海汇丰

银行以及德意志银行纽约支行。借款方

为中国建设银行。 

CNTIC贸易公司

北京市通过美国进出口银行融资项目

成功从威斯康星洲GE Healthcare of 

Waukesha公司购得价值680万美元的

医疗设备。订单包括MRI，CT以及X射线

仪器，所有仪器将在全国范围内医院使

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的一家银行为

该笔交易的贷款方。

中期贷款  
(偿还期限为五年且贷款金额低于1000
万美元)

中国具有较高信誉度的买家可以从美国进出口银行获得贷
款担保，如果贷款由进出口银行下发给其他银行机构或供
应商，那么中期贷款偿还期限可以延后。

优势：

• 周转迅速

• 同时购买资本货物及服务

• 较低的利率

• 灵活的偿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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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进出口银行同时向海外项目提供担保及贷款，如一些基础设施项目
（电力、煤炭、石油以及天然气）。该类项目的贷款的偿还方式为现金
偿还。

10



短期贷款   
(偿还期为1年)

美国出口商依托出口贷款保险可以直接向中国买家提供商
业信贷。必须由美国出口商向美国进出口银行递交信用保
险申请。出口信用保险同时支持美国进口产品及服务，包
括原材料、半成品以及成品产品。

优势：

• 非信用证开户

• 较低利率及手续费

• 各种产品及服务

• 灵活的偿还时间

2002年10月份美国进出口银行董

事会批准向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和

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发放贷款2

亿美元用于建设一处年产8000吨

乙烯工厂， 生产流程涵盖下游产

品、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该项

目位于中国广东，借款方为中国海

洋石油公司(CNOOC)和壳牌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CSPCL)。

该项目贷款项目还包括公共设施以及

其他配套的基础设施：蒸汽和发电机

组、废水处理设备以及存储,处理和

运输设施等。项目完工后，工厂生产

的石油化工产品将会销往中国各地。

项目需偿还债务合计41亿美元。主

要出口商为贝克特尔与福斯特惠勒两

家公司。设备代理融资机构为东方

汇理银行。

项目融资

美国进出口银行支持在中国开展该融资项目。该项目将成
为中国市场与美国出口商沟通的渠道，并将在电力、通
讯、运输、基础建设及其他行业取得绝对竞争优势。

各项融资政策广泛应用于工业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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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进出口银行通过提供贷款、贷款担保以及信誉保险等方式支持美国
出口产品及服务。公司规模无论大小均可向进出口银行申请贷款。美国
进出口银行不仅可以在购买产品及服务方面提供贷款，也可以在相关的
培训支出以及交易费用方面提供资金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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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
开展项目
我们为您扫清障碍,助您企业获得贷款。

1. 通过与贵公司会面并了解贵公
司运营状况后，为贵公司设
计短期、中期以及长期贷款
方案；

2. 分析贷款方案以及贷款中将会
出现的障碍；

3. 评估并确定贵公司所需的资金
总量；

4. 测试贵公司财务数据以确保贵
公司数据符合贷款要求；

5. 获取一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初
步的意向书；

6. 为贵公司寻求其他可替代资金

来源；
7. 为贵公司制定计划以扫清贷款

障碍；
8. 与贵公司携手共同实施计划；
9. 帮助贵公司寻找适合的美国产

品及服务来源；
10. 制定一份符合银行标准的合

同；
11. 向银行提交贷款申请，获得贷

款后向贵公司提供后续支持以
确保贵公司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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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以及中国交
通银行分别购进价值人民币240万元人民币的IBM电脑以及信息存储设
备。卖方为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国际汽车技术有限公
司。美国进出口银行在该交易中通过提供5项不同短期贷款以及单一买家
保险等总计出资12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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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安排
及各项条款
完成整个过程大概需要180天

时间安排 

1. 签订合同并支付初期服务费
用；

2. 项目审核（15天）；
3. 向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交项目

审核以及意向书申请（7-30
天）；

4. 美国进出口银行下发意向书；
5. 审查商业计划书、公司运营状

况以及公司财务状况，确保一
切就绪（15天）；

6. 贷款金额超过100万美元须

经过正规审计部门审核（45
天）；

7. 审计完成（5天）；
8. 提交申请与保险；
9. 提交贷款申请（30天）；
10. 资金到位

各项条款

• 贷款年限：7到10年
• 利率：5.5%到8.5%
• 偿还：每年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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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进出口银行向中国提供数
十亿美元贷款。

美国进出口银行
董事会特别会议纪要

借款方 产品 日期 金额 年限

中国各工商银行贷款租赁——北京 收割设备 8/29/2011 RMB 399(百万) 7

新疆农业集团 收割设备 7/14/2011 RMB 71(百万) 7

中国航空有限公司,  北京 飞机 7/7/2011 RMB 191(百万) 12

中国航空有限公司,  北京 飞机 5/5/2011 RMB 127(百万) 12

中国招商银行有限公司,  深圳, 中国 大豆及棉花 10/20/2011 RMB 127(百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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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贷款
中国
近期已完成的贷款项目

美国进出口银行
董事会特别会议纪要

借款方 产品 日期 金额 年限

中国各工商银行贷款租赁——北京 收割设备 8/29/2011 RMB 399(百万) 7

新疆农业集团 收割设备 7/14/2011 RMB 71(百万) 7

中国航空有限公司,  北京 飞机 7/7/2011 RMB 191(百万) 12

中国航空有限公司,  北京 飞机 5/5/2011 RMB 127(百万) 12

中国招商银行有限公司,  深圳, 中国 大豆及棉花 10/20/2011 RMB 127(百万) 2

17



意莱美公司可以帮助您直接获得美国的各项技术、产品以及服务，并能
为您带来资金助您企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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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 意向书

美国进出口银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1年8月29日
奥尔顿铂金斯
总裁
意莱美美国有限公司-Yazzys Fine Art Corp

11840 Aberdeen Landing Lane
Midlothian, 弗吉尼亚州 23113

传真：804-537-0635 / 电话：804-537-0635

回复：意向书 编号L1086419XX——中国（大陆）

尊敬的铂金斯先生：

我们非常高兴提供你这封来自美国进出口银行的意向书，投资意向为中国（大陆）衡水市意莱美旅游开发
中心。我们认为您所参与的活动及所提供的产品信息表明进出口银行愿意提供支持，具有可行性。此意向
书不代表承诺资金支持。此意向书中所陈述的条款有效期截至2012年3月14日。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接到了随附此意向书的条款详尽解释了基于进出口银行实施细则的象征性支持条
款。如果美国出口商面临来自因国外贷款中介提供更多资金支持所产生的竞争压力，进出口银行将会考虑
履行所述条款。

请注明，进出口银行支持范围仅限于一个已得到证实的需求，或解决竞争问题，竞争是由于国外出口贷款
中介支持国外出口商为美国出口个人产品而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我方观点的局限性在于，此意向书的要求不包含是对所有债权的评估，此项要求将会包含在进出口银行的
考虑范围之内。随附的项目指导书将会对进出口银行的制度及要求做出详尽解释，所有制度及要求也是您
在办理过程中应该考虑的。详细内容请参照项目指导书3.03章节。进出口银行在承诺资金支持的同时也会
对政策及商业信誉债权进行全面的检查。

如果您想获得进出口银行提供的资金承诺须完成如下事宜：借款方（在直接贷款或担保前提下）或贷款方
（有担保的前提下）必须出具一份完整的承诺资金支持申请书，同时提交一份美国出口商与外国买方的出
口合同的复印件。只有于此意向书（进出口银行收到完整的承诺资金支持申请书，期限为24小时）之后提
供这些适当的文件，进出口银行才会考虑提供资金支持。（请注明，船运要早于承诺资金申请书12个月，
将会对赔偿条款产生影响。）另外，凡属于美国出口部門责任而应履行合同的所有长期性交易都可以取得
当地财务支持。

关于此项意向书，如果存在任何疑问，请联系进出口银行国际业务发展中心长官，James Lewis 电话：
(202) 565-3716。

您忠诚的朋友

John A. McAdams
高级副总裁
出口财政部

附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意向书条款 编号. LI086419XX

出口商：         意莱美美国有限公司-Yazzys Fine Art Corp，北卡罗来纳州 夏洛特市
供应商：         意莱美美国有限公司-Yazzys Fine Art Corp，北卡罗来纳州 夏洛特市
买方：           衡水意莱美旅游开发中心，中国（大陆）衡水市 桃城区 邮编053000

终端使用者：     衡水意莱美旅游开发中心，中国（大陆）衡水市 桃城区 邮编053000

借款方：         衡水意莱美旅游开发中心，中国（大陆）衡水市 桃城区 邮编053000

保证人(1.01)*：见项目指导书

商品及服务（项目）： 应用美国本土高效节能科技、工程技术、人力资源以及管理方法开发工业园区
美方投资额：85,000,000美元 (RMB 542,019,500)
相应外国投资：  0美元
合同价值：   85,000,000美元 (RMB 542,019,500)
最低金额：现金支出（最低15%合同价值）12,750,000美元 (RMB 81,302,925)

合同价值总额：（85%资金）72,250,000美元 (RMB 460,716,575)

进出口银行风险承担比例          （控制国家）      （ ）
公众 非控制方    （ ）
私人            （X）

                                      可选项目   直接贷款:         （X）
   担保借款：        （X）
   中期保险：        （ ）

最大偿还条款：(1.05*) 起始日期后20个半年内偿还

利息率：(1.04*)

直接贷款     项目指导书1.04条对美国进出口银行贷款利率做出明确规定，进出口银行偿还期内最低利率
为每年3.28%，该利率期限为2011年8月15日至2011年9月14日。

担保贷款    由担保出资方决定

承诺投资额：(1.02*)

 直接贷款    每年1%中的1/2

担保贷款： 每年1%中的1/8

酬金费用(1.03*)：            见附件展示酬金建议，出于进出口银行的酬金建议。进出口银行将会在实施资金
承诺初期明确酬金事宜。

意向书到期日(1.13*)：2012年3月14日

＊ 所指为项目指导书标明部分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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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意莱美公司

www.yilaimeiusa.com

电话86-132-9227-6582 – 中国
电话1 804-537-0635 – 美国

邮箱ap@yilaimeius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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