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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组织名称] 

项目名称 
国家 

请将填写好的申请表和任何补充文件提交至 

 opencall@common-fund.org 

商品共同基金（CFC） 
使命

增强商品生产者的创收能力，缓解其经济福利脆弱性，为扶贫做出贡献。

愿景
健全丰富发展中国家的商品部门，使之

成为扶贫和持续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主要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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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C 在寻找什么

？ 

商品共同基金（CFC）是 1989 年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CTAD）进程中诞生的一个国际金融组织。在位于荷兰阿姆

斯特丹的总部，CFC 投资于全球商品价值链中最脆弱的利益相

关者，如小农户和中小企业，以帮助他们以可持续的方式获取

更大的价值份额。CFC 的最终目标是促进全球价值链中技术驱

动结构转型的创新进程，使全球价值链公平且可持续。  

您是否相信 CFC 的资金可以协助您使您的价值链更短链化、更

环保且可追踪，同时应用即兴或尖端数字技术？请按照所提供

的说明填写此申请。您的想法越是创新，越是有影响力，您的

提案就越有可能获得 CFC 的资助从而有所作为。欢迎加入我们

为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2030）的共同可持续发

展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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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表格前请先阅读 
申请阶段不收取费用 

在申请阶段，CFC 不收取任何费用。但在 CFC 融资批准后，关于 CFC 融资适用性和使用相关的

法律和尽职调查费用，申请人应承担合理份额。 

提供完整和准确的申请信息 

请注意，CFC 只考虑在申请表中提供合理准确和完整信息的提案。进一步深入的尽职调查是 CFC

审批程序的一部分。  

仅联系符合的提案 

只有当您的提案被认为适合进一步考虑时，CFC 才会与您联系。我们很抱歉由于人力资源有

限，CFC 无法回复关于个别提案的询问。若您在提交截止日期后的 3 个月内没有收到我们的通

知，您的申请未通过。但您仍然可以在下一次提案征集中重新申请。 

排除清单 

请查看排除清单，了解哪些项目所在地没有资格获得 CFC 支持。该清单可以在 CFC 网站上查

找。  

保密说明 

所提供的信息(包括附件)将用于评估 CFC 的融资支持请求，并可能与 CFC 的咨询委员会、执行

董事会和理事会分享。  

如任何文件包含敏感的财务或商业信息，请明确指出。  

请将填写好的申请表和任何补充文件提交至 opencall@common-fund.org 

或邮寄至以下地址  

the Managing Director,  

Common Fund for Commodities,  

P.O. Box 74656, 1070 BR,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https://www.common-fund.org/sustainability-policy-cfc
mailto:opencall@common-fun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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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组织背景 

1.1 组织简介 

总结主要活动（商业模式、产品/服务、行业经验、主要成就）。重点说明该组织的主要发展

影响。 

 

说明该组织何时成立以及创始人，若该组织从属于一个集团，请介绍该组织的主要活动/产品

和与之相关的市场，以及发展历程。 

 

1.2 地点和目标市场 

CFC 成员国具有获得资助资格：CFC 的成员国  

描述组织场所、业务的地理位置和这些地区普遍存在的发展问题。  

1.3 融资目的简述 

总结融资申请的资金需求、创新和战略，以及资金的主要用途（例如，商业扩张计划、营运

资金、贸易融资或其他）。  

2. 融资要求  
 

融资需求总额（项目/投资成本） 欧元/美元 
   

申请 CFC 融资金额 欧元/美元  

向 CFC 申请的融资金额应至少等额与申请人和/或其他确定共同出资人提供的金额。 
 

共同出资人的名称/金额 共同出资人 1（姓名/金额） 

共同出资人 2（姓名/金额） 

 
   

融资币种可为美元或欧元。根据所需的融资形式，请选择以下 3 个表格中的一个进行填写

（请勾选确认 ☒):请在下表中填写相关细节。  
 

https://www.common-fund.org/about-us/member-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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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贷款  

选择贷款类型 金额（以欧元/

美元计） 

贷款用途 贷款期限 抵押物 

☐贸易融资 
1
 

 

[最低 300,000

，最高

2,000,000] 

 [不超过 12 个

月] 

[确认买家的姓名

/国家]  

☐营运资金  
[300,000 - 

2,000,000美元

] 

 [不超过 18 个

月]  

[描述拟议的资产

质押或抵押或第

三方担保]  

☐定期贷款  
[300,000 - 

2,000,000美元

] 

 [不超过 5

年，宽限期不

超过 2 年] 

[描述拟议的资产

质押或抵押或第

三方担保]  

注：贸易融资和营运资金贷款每年可续期，最长可续 5年。 

2. 股权/发展影响力债券  

选择  金额（以欧元/

美元计） 

所有权份额 融资用途  

☐股权
2
（仅限投

资基金） 

[300,000 - 

2,000,000美元

] 

[最大份额为 49%]  

☐发展影响力债券 

(DIB)
3
 

[300,000-

2,000,000美元

]  

 

 

3. 快速通道
4
  

选择  金额（以欧元/

美元计） 

融资类型 融资用途  

☐快速通道贷款  

 

[50,000-

300,000 美元] 

提供还款条件或提供申

请不可还款的理由。 

 

  

 
1 贷款的发放是基于符合条件的买家销售合同，并且买家同意直接向 CFC 的账户支付全部款项。 
2 仅通过影响力投资基金进行股权投资。CFC 不直接投资于企业。  

3 CFC 支持商品部门的第一发展影响债券，并将考虑作为投资者参与 DIB 模式下融资的项目。详情请见《发展影响债券：从秘鲁的

Asháninka 可可和咖啡案例中学习》（practicalactionpublishing.com）（DOI：10.3362/1755-1986.16-00029）。 

4 快速融资是指为申请 30 万美元以下融资支持的项目而制定的简化审批程序，用于为实现 CFC 目标而有即时成效的选定活动和/或

开发处于预商业阶段的创新产品和服务。  

https://practicalactionpublishing.com/article/2063/development-impact-bonds-learning-from-the-ashaninka-cocoa-and-coffee-case-in-peru
https://practicalactionpublishing.com/article/2063/development-impact-bonds-learning-from-the-ashaninka-cocoa-and-coffee-case-in-pe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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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和运营  

3.1 管理和所有权 

主要股东（占股份百分比）。包括该组织的结构图（即控股实体或姐妹公司或子公司（如适

用））。  

概述（监理）董事会成员、管理团队和其他主要工作人员的姓名/经验（或附在单独文件

中）。  

3.2 目前商业模式  

描述该组织目前业务--即它在哪些国家为哪些市场生产、加工、交易（农业）商品。简要描

述不同的产品系列。描述现有的设施、操作流程、人员配置、销售/生产量和生产能力。 

4. 市场机会 

4.1 市场地位和竞争对手 

描述该组织的市场机会和预计市场份额（%）。对竞争环境和主要竞争对手进行评价。对主要目

标市场和增长潜力进行评价。如果与项目、部门或国家有关，请描述宏观经济和政策环境。 

4.2 商业模式的主要优势 

描述该项目可发展的机会。与竞争者相比，您的提案有什么独特之处。CFC 应该支持该提案的

首要理由是什么？ 

4.3 发展阻碍 

说明主要发展阻碍，以及项目如何解决这些阻碍。如有必要，请参考第 7.4 节 "风险"。  

5. 拟议运作模式 

5.1 拟议商业模式 

说明 CFC 融资将如何用于改善产品/服务、运营、销售/生产量、生产能力和供应/承购模式等

（如相关）。 

5.2 客户基础和增长潜力 

描述该组织的主要买家/客户和主要销售渠道（如相关）。描述承购协议（价格设定安排、货币

等）。 

5.3 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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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该组织的主要产品供应，这些产品的供应方式和供应对象，以及协议的类型（即季节性

或长期的协议，价格设定安排等等）。如果供应来自于小农户，请说明小农户是如何参与和

组织的。  

5.4 生产过程 

描述拟议业务提供的增值，包括对设备、工作人员、技能发展、数字化的任何需求，或对当

前业务的改变。  

5.5 创新 

您的商业模式希望实施什么创新？这种创新如何帮助您使价值链更环保、更短链化、且可追

踪？  

6. 发展影响 
关于发展影响力指标的细节，请参考申请表所附的 Excel电子表格模板。  

6.1 有针对性的影响力、创新性和附加性 

描述 CFC 融资可使哪些创新成为可能。解释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影响，说明这种影响如何实

现可持续性。 

6.2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 5（SDGs）的影响 

说明 CFC 融资将如何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重点强调 CFC 的五个核心可持续发展目标。

请填写下面的汇总表，并在本申请表所附的 Excel 文件中提供具体的影响力指标和预测影响

力。请注意，必须以基年情况为基准对影响力进行评估。  

17 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5关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更多信息，请参考联合国网页 "可持续发展的 17 项目标"（un.org）。 

https://sdgs.un.org/goals
https://sdgs.un.org/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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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  预期影响力 

 

 

 

 

 

 

 

 

 

 

SDG [输入数

字] 

 

SDG [输入数

字] 

 

6.3 最终受益者的贫困状况 

请提供在区域范围内目标受益人（如小农户、农民工、其他弱势群体）贫困率的任何具体指

标。  

6.4 社会和环境风险 

描述与该项目或整个部门有关的主要社会和环境风险，并解释如何管理这些风险。这些风险可

能包括恶劣的工作条件、有害物质的使用、薄弱的废物管理系统、新种植园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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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财务表现 

7.1 历史财务报表  

对上个财政年度的主要收入/收入驱动因素和财务状况进行评价。 

7.2 财务预测 

请在本申请表所附的 Excel 表格中填写该组织的财务预测。请务必解释财务预测的主要假设，

例如：  

• 假设 1：（例如：产品 X 产量从......增长到......（单位：公斤、吨））。 

• 假设 2：（例如：销量（价格/公斤）增加/减少至…….）。 

• 假设 3：...... 

• 假设 4：...... 

 

7.3 资金来源和 CFC 融资额外性 

确认现有投资方和融资类型/金额，并解释在没有 CFC 融资参与的情况下，项目可行性所面临

的挑战。 

7.4 主要风险和缓解措施 

请评估主要风险对商业的影响以及建议的缓解措施。 

风险/影响描述 可能性 缓解措施 

 选择级别  

 选择级别  

 选择级别  

8. 证明文件列表 

8.1 必要文件（请勾选确认 ☒): 

☐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最近三个财政年度） 

☐财务预测，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预测  

☐影响力指标（请填写 EXCEL 电子表格模板）  

☐公司注册文件  

☐集团所有实体的法律所有权图（若有若干个法律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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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建议补充文件（申请阶段非必要） 

☐商业计划 

☐管理/组织结构图  

☐主要工作人员简历 

☐公司章程 

☐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ESIA） 

 

9. 关键细节 
 

组织名称  

 

 

组织类型 

 

[私营公司、合作社、投资基金、非政府组织、政府组织] 

注册国家  

注册日期  

公司注册号  

地址  

网站  

 

10. 申明 
该申请由以下签署人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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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姓名   

职称  

电话  

电子邮件  

 

我在此确认(请勾选确认 ☒): 

☐  我已被正式授权代表该组织。 

☐  融资使用国家为 CFC 成员国
6
。 

☐ 申请人遵守联合国全球契约的原则，包括关于人权、劳工、环境和反腐的普遍原则。申请人

遵守所有适用的社会和环境法规，并将在 CFC参与的整个期间保持合规。 

☐ 申请人不是任何调查、民事诉讼、仲裁或其他与其商业活动有关的诉讼或程序的被告或应诉

者。如果在本申请提交日期之后发生任何该类行为或诉讼，我将立即通知 CFC。 

☐  我保证本申请表中提供的信息真实且准确。  

☐  我了解在本申请表及其附件中向 CFC 提供的任何信息，都将提供给 CFC 的咨询委员会和其他

理事机构审议。如果任何文件中包含敏感财务或商业信息，请明确指出。  

 

您如何得知 CFC 提案征集？ 

 

广告--请提供出版物的名称  

网络搜索(如谷歌)  

社交媒体（如 LinkedIn）  

任何其他 - 请说明  

 

 
6 CFC 成员国的具体名单见 https://www.common-fund.org/about-us/member-states。 

https://www.common-fund.org/about-us/member-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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