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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资租赁，又称金融租赁或财务租赁，是指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供货人和租赁标的物的选

择，由出租人向供货人购买租赁标的物，然后租给承租人使用。融资租赁经中国银行业监管

管理委员会（中国银监会）批准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单位和经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主管部门批

准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2-2016年中国融资租赁行业研究与投资前景评估报告》共十

七章。首先介绍了融资租赁相关概述、中国融资租赁市场运行环境等，接着分析了中国融资

租赁市场发展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融资租赁重点区域市场运行形势。随后，报告对中国

融资租赁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融资租赁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

想对融资租赁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融资租赁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

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第一章 融资租赁产业相关概述 

第一节 租赁的定义及特征 

一、租赁的概念与分类 

二、租赁的主要形式介绍 

三、从不同角度分析租赁的作用 

四、现代租赁的基本特征 

第二节 融资租赁的基本概念 

一、融资租赁的定义与特征 

二、融资租赁的种类 

三、融资租赁是现代租赁业的标志 

四、融资租赁产生发展的历史意义 

第三节 融资租赁的比较分析 

一、融资租赁与商业信用的比较 

二、融资租赁与银行信用的比较 



三、融资租赁与经营租赁的比较 

 

第二章 国际融资租赁业运行现状分析 

第一节 2009-2010年国际融资租赁业的产生与发展 

一、国际融资租赁的起源及蔓延 

二、国际融资租赁发展的特点 

三、国外融资租赁业产生与发展的动因浅析 

第二节 2009-2010年世界融资租赁产业运行动态分析 

一、国外融资租赁业发展的法律政策环境 

二、国外融资租赁业的经济功能和竞争优势透析 

三、国际融资租赁业的运作方式解析 

第三节 2012-2016年世界融资租赁产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三章 世界融资租赁产业主要地区分析 

第一节 欧美地区 

一、美国融资租赁业的发展态势浅析 

二、受累经济危机美国融资租赁业持续低迷 

三、欧洲三国融资租赁业的基本状况 

四、欧洲三国融资租赁业的特点透析 

五、德国融资租赁业发展概况 

第二节 日本 

一、日本融资租赁业发展演变 

二、日本融资租赁业的中介组织介绍 

三、日本融资租赁业的发展状况简述 

四、日本融资租赁业发展的法律规范 

五、日本融资租赁业发展的重点政策 

第三节 韩国 

一、韩国融资租赁业的发展进程 

二、韩国融资租赁业发展状况浅析 

三、韩国融资租赁业的监管制度透析 

四、韩国融资租赁业的相关法律促进手段 

 



第四章 中国融资租赁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国内融资租赁经济环境分析

一、GDP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二、固定资产投资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三、2012年中国融资租赁经济发展预测分析

第二节 中国融资租赁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第五章 中国融资租赁业运行动态分析 

第一节 2009-2010年中国融资租赁业发展概述 

一、我国融资租赁业发展的历史进程 

二、融资租赁成为我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融资租赁助力企业融资及产业升级转型 

四、我国融资租赁业进入健康发展轨道 

第二节 2009-2010年中国融资租赁发展的现状分析 

一、中国融资租赁业发展迅猛 

二、银行系融资租赁业务扩展步伐加快 

三、融资租赁业振兴规划浮出水面 

第三节 2009-2010年中国融资租赁业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国内企业开展融资租赁业务面临两大考验 

二、我国融资租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 

三、阻碍我国融资租赁业发展的五大因素 

四、中国融资租赁业仍处于起步阶段 

五、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发展障碍和制约因素 

第四节 2009-2010年中国融资租赁业发展的对策分析 

一、商业银行融资租赁业务发展的策略 

二、推动国内融资租赁业快速成长的思路 

三、促进中国融资租赁业健康发展的战略举措 

四、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业务发展的保障措施 

五、灵活运用物流手段解决融资租赁发展的难题 

 

第六章 中国融资租赁产业运行动态分析 

第一节 2009-2010年内资融资租赁试点企业发展概述 



一、内资融资租赁试点企业基本情况 

二、内资试点企业面临的主要瓶颈 

三、促进内资试点企业快速发展的对策 

四、内资试点企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第二节 2009-2010年上海融资租赁业的发展分析 

一、上海融资租赁业发展概况 

二、上海融资租赁业积极应对金融风暴 

三、2009年上海融资租赁业面临空前良机 

四、上海融资租赁业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五、上海融资租赁业未来市场潜力巨大 

第三节 2009-2010年产业转型中的融资租赁功能透析 

一、本土企业产业融资现状分析 

二、融资租赁的宏观经济效应浅析 

三、融资租赁的财务效应分析 

四、融资租赁的风险规避效应简析 

五、融资租赁的设备促销功能分析 

第四节2009-2010年金融机构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相关研究 

一、金融机构进入融资租赁领域的动因浅析 

二、我国商业银行融资租赁业务发展现状 

三、金融机构进入融资租赁领域的制约因素 

四、港资金融机构介入带来的挑战 

五、金融机构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影响探讨 

 

第七章 中国飞机融资租赁业运行动态分析 

第一节 2009-2010年国外飞机融资租赁业分析 

一、美国飞机融资租赁交易模式简析 

二、日本飞机融资租赁交易模式简析 

三、德国飞机融资租赁交易模式简析 

四、金融危机下国际飞机租赁业生存状态分析 

第二节 2009-2010年中国飞机融资租赁业分析 

一、国内飞机租赁行业发展综述 

二、2009年中国飞机融资租赁市场亮点凸显 



三、外资成中国飞机融资租赁市场主导力量 

四、天津滨海新区率先发展航空金融租赁业 

第三节 2009-2010年中国飞机融资租赁的问题、对策及前景 

一、国内飞机融资租赁发展滞后的原因 

二、飞机融资租赁管理模式需改革创新 

三、促进飞机融资租赁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四、国内航空融资租赁业未来前景看好 

 

第八章 中国汽车融资租赁业运行形势分析 

第一节 2009-2010年中国汽车融资租赁业的发展分析 

一、我国汽车融资租赁业的发展历程 

二、汽车融资租赁成为汽车金融公司核心内容 

三、中国汽车租赁业迎来发展良机 

四、2009年中国汽车融资租赁业务大肆展开 

五、汽车融资租赁业务将引领新一波消费热潮 

第二节 2009-2010年中国汽车融资租赁业存在的问题 

一、汽车融资租赁资金不足 

二、汽车融资租赁发展的平台不成熟 

三、汽车融资租赁风险控制难度大 

四、汽车融资租赁业配套法规不完善 

第三节 2009-2010年促进中国汽车融资租赁业发展的对策 

一、拓宽汽车租赁企业的融资渠道 

二、加强汽车融资租赁业的风险控制 

三、有针对性地选择融资租赁方案 

四、灵活处理融资租赁汽车的产权 

 

第九章 中国工程机械融资租赁业运行现状分析 

第一节 2009-2010年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发展概况 

一、2009年我国工程机械行业运行状况 

二、中国工程机械逐步融入全球市场 

三、我国工程机械出口贸易形势分析 

四、中国工程机械市场遭遇四大考验 



第二节 2009-2010年中国工程机械融资租赁业发展现状分析 

一、发展工程机械融资租赁的意义 

二、工程机械行业亟需加快拓展融资租赁业务 

三、我国工程机械融资租赁业务面临大好时机 

四、我国首现工程机械海外融资租赁案例 

第三节 工程机械融资租赁与银行按揭的比较分析 

一、服务方面的差异 

二、客户群体的不同 

三、费用对比 

四、风险管理 

五、资金来源 

六、制造商的抉择 

七、代理商的困惑 

第四节 工程机械融资租赁与融资销售模式的区别 

一、融资租赁与融资销售的定义比较 

二、融资租赁与融资销售的运作模式浅析 

三、工程机械行业特征角度 

四、设备的提供方角度 

五、工程机械用户角度 

第五节 工程机械融资租赁的操作风险与防范 

一、风险预测 

二、风险预警 

三、风险预防 

四、风险锁定 

五、风险转移 

六、风险化解 

第六节 2009-2010年中国机床融资租赁业发展分析 

一、机床融资租赁的相关概述 

二、金融危机下融资租赁成为促进机床行业发展的有效工具 

三、机床融资租赁业面临的问题及制胜策略 

四、机床融资租赁业发展潜力广阔 

第七节 2009-2010年中国工程机械融资租赁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我国工程机械融资租赁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二、大力推广融资租赁销售方式的策略 

三、加快推进工程机械融资租赁业务的建议 

四、金融从紧政策下工程机械融资租赁的出路 

 

第十章 中国其他领域融资租赁业的发展分析 

第一节 船舶融资租赁业 

一、船舶融资租赁的定义及优势 

二、船舶融资租赁的运行模式分析 

三、世界船舶融资的现状分析 

四、我国船舶融资租赁公司的相关规定 

五、船舶融资租赁业发展前景光明 

第二节 医疗设备融资租赁业 

一、医疗机构的主要租赁模式探析 

二、医疗设备融资租赁的发展动因 

三、医疗设备融资租赁的市场需求状况 

四、融资租赁在医疗市场的应用分析 

五、我国医疗设备融资租赁面临的主要难题 

第三节 包装印刷设备融资租赁业 

一、印刷设备融资租赁业发展概述 

二、增值税转型对印刷设备融资租赁的影响探析 

三、包装印刷设备融资租赁业的发展前景透析 

四、印刷设备融资租赁业的机遇与挑战 

第四节 半导体融资租赁业 

一、我国半导体融资租赁业发展现状 

二、芯片制造业首现融资租赁模式 

三、融资租赁提升中国半导体行业竞争力 

四、融资租赁有助于半导体产业的创新发展 

第五节 铁路运输设备融资租赁业 

一、相关概念介绍 

二、铁路运输设备融资租赁模式的内涵界定 

三、铁路运输设备融资租赁模式的参与方 



四、委托一结构化共享式模式分析 

第六节 IT设备融资租赁业 

一、IT设备融资租赁对现代教育的作用与意义 

二、IT设备融资租赁业的优势解析 

三、IT设备融资租赁业务发展的前景探讨 

 

第十一章 中小企业融资租赁业的发展格局分析 

第一节 中小企业融资租赁的相关概述 

一、中小企业融资租赁的功能介绍 

二、中小企业融资租赁的优势浅析 

三、中小企业融资租赁的效应透析 

第二节 2009-2010年中小企业融资租赁业的发展分析 

一、中小企业开展融资租赁的必要性 

二、中小企业发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可行性 

三、中小企业开展融资租赁的三大阻碍 

四、中小企业融资租赁业务发展的对策建议 

五、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租赁业发展的思路 

第三节 2009-2010年中小型施工企业开展融资租赁的五大利好 

一、融资租赁能有效解决中小施工企业的内在矛盾 

二、融资租赁能盘活中小施工企业的融资渠道 

三、融资租赁可以缩短资金使用周期 

四、融资租赁符合中小施工企业的工作需要 

五、融资租赁助推中小施工企业产业升级 

第四节 2009-2010年中小企业机器设备融资租赁业务分析 

一、中小企业机器设备融资租赁的优势 

二、中小企业机器设备融资租赁业务的实践效果 

三、中小企业机器设备融资租赁面临的难题 

四、开展中小企业机器设备融资业的建议 

 

第十二章 中国融资租赁信托业分析 

第一节 信托与融资租赁业的组合发展概述 

一、融资租赁信托产品的概念 



二、信托业与融资租赁业的相关性 

三、中国信托公司融资租赁业务发展现状 

四、信托公司发展融资租赁业务的优势分析 

第二节 信托投资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方式与实践 

一、信托公司单独开展 

二、信托公司与金融租赁公司合作 

三、成功案例分析 

第三节 信托和融资租赁的组合模式浅析 

一、租赁资产信托 

二、融资租赁资产收益权信托 

三、信托投资 

第四节 2009-2010年融资租赁信托产品面临的市场风险分析

一、风险预测 

二、风险类型 

三、风险控制措施 

 

第十三章 中国融资租赁产业重点企业分析 

第一节 中国金融租赁集团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中国金融租赁经营状况分析 

第二节 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国银金融租赁公司主要业务介绍 

三、国银金融租赁飞机租赁业务发展迅速 

第三节 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华融金融租赁公司主要业务介绍 

三、2009年华融金融租赁经营状况分析 

第四节 河北省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河北金融租赁公司主要业务介绍 

三、河北金融租赁公司积极抵御经济危机 



第五节 江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江苏金融租赁公司主要业务介绍 

三、2009年南京银行入股江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第六节 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民生金融租赁公司主要业务介绍 

三、2009年民生金租与中钢设备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四、2012-2016年民生租赁业发展展望 

第七节 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工银金融租赁公司主要业务模块 

三、工银租赁的发展战略规划 

第八节 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交银金融租赁公司主要业务介绍 

三、2009年交银租赁与大飞机公司开展租赁业务合作 

 

第十四章 中国融资租赁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分析 

第一节 融资租赁公司的设立与框架结构介绍 

一、融资租赁公司的性质与类型 

二、融资租赁公司的设立条件及相关事项 

三、设立融资租赁公司需要明确的要素 

四、融资租赁公司的组织结构透析 

第二节 2009-2010年中国融资租赁的交易情况详解 

一、融资租赁的基本交易流程分析 

二、融资租赁交易流程的差异性解析 

三、融资租赁交易流程应符合四大原则 

四、融资租赁交易的信用体系建设 

第三节 从出租人角度探讨融资租赁的功能定位 

一、银行类出租人 

二、厂商类出租人 



三、独立出租人 

四、战略投资机构类出租人 

第四节 2009-2010年中国融资租赁的营销策略分析 

一、掌握租赁功能宣扬租赁好处 

二、了解客户需求推广租赁方案 

三、融资租赁的具体设计方案 

四、租赁营销方案设计的具体思路 

第五节 2009-2010年融资租赁企业资产证券化发展研究 

一、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的基本定义 

二、我国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发展概况 

三、我国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运行模型解析 

四、我国融资租赁企业资产证券化案例评析 

第六节 2009-2010年融资租赁的盈利模式评析 

一、债权收益 

二、余值收益 

三、服务收益 

四、运营收益 

五、节税收益 

六、风险收益（租赁债转股） 

第七节 2009-2010年中国融资租赁产品的定价模型分析 

一、传统定价理念的转变 

二、设备租赁销售定价体系浅析 

三、融资租金定价的基本模式 

四、租金的具体计算方法 

 

第十五章 中国融资租赁的风险分析 

第一节 2009-2010年融资租赁面临的主要风险 

一、产品市场风险 

二、金融风险 

三、贸易风险 

四、经济环境风险 

五、技术风险 



六、环境污染 

七、不可抗力 

第二节 融资租赁的风险预测方法 

一、经验法预测 

二、科学法预测 

三、资产评估 

四、财务分析 

第三节 融资租赁的风险管理分析 

一、主要业务的风险管理与控制 

二、重点风险类型的管理与控制 

三、融资租赁公司的监管与控制概述 

四、风险管控的趋势分析 

第四节 融资租赁的风险防范措施 

一、规避风险 

二、风险转移 

三、补救措施 

四、规范防范 

 

第十六章 中国融资租赁的税收问题分析 

第一节 2009-2010年中国融资租赁税收政策概览 

一、融资租赁的流转税政策 

二、融资租赁的所得税政策 

三、融资租赁的进出口税收政策 

四、融资租赁的其他税收政策 

第二节 2009-2010年增值税转型给融资租赁业带来的挑战及应对 

一、与融资租赁相关的流转税介绍 

二、增值税转型政策的相关条款解读 

三、增值税转型给融资租赁业带来的冲击 

四、国内融资租赁企业的应对方案探讨 

第三节 2009-2010年中国融资租赁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与策略 

一、融资租赁业务流转税存在的缺陷 

二、融资租赁业务流转税的调整变化 



三、流转税改革实践面临的困惑 

四、流转税调整改革发展的政策建议 

五、《融资租赁法》中流转税政策的制定建议 

 

第十七章 2012-2016年中国融资租赁业的投资及前景分析 

第一节 外资融资租赁业务在我国的发展情况 

一、境外投资者的发展 

二、境外投资者的投资动机 

三、融资租赁公司的生存空间 

第二节 我国本土企业融资租赁业的开展情况 

一、本土企业融资租赁业务海外拓展取得实质性进展 

二、山东临工开始进军融资租赁领域 

三、青岛软控试水融资租赁业务提高竞争力 

四、经济危机下河南企业积极开展融资租赁业 

五、上海浦东积极鼓励融资租赁业务发展 

第三节 2012-2016年中国融资租赁业发展前景分析 

一、装备制造业融资租赁发展潜力巨大 

二、经济危机下我国融资租赁业面临五大良机 

三、扩大内需政策下融资租赁业的发展前景 

四、未来我国融资租赁业的发展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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