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全球租赁业竞争力论坛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全球租赁业竞争力论坛将于2016年09月在天津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2016全球租赁业竞争力论坛2016全球租赁业竞争力论坛

“驾驭“驾驭经济经济逆周期”逆周期”

时间 / 地点 ：9月20日-22日/中国•天津

主 办 机 构：新金融联盟、阿曼波&哈勒戴联合公司（美）

联 合 主 办 ：天津空港经济区   联鼎融资租赁平台

支 持 机 构 ：天津南开大学金融学院、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租赁业委员会、 中国融资租赁企业协会

战略合作媒体：新浪财经、和讯财经

规模 / 形式 ：400人/论坛

 

您好！诚邀您参加由新金融联盟、阿曼波&哈勒戴联合公司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全球租赁业竞力论坛“

会议地点： 天津君隆威斯汀酒店   

地  址：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101号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9月21日9月21日

08:00~08:30 签到

贵宾致辞、演讲贵宾致辞、演讲

08:30~08:40 阎庆民 天津市 副市长

08:40~08:50 吕英博 天津空港经济区管委会副主任

主办方致辞主办方致辞

08:50~09:00 刘洲伟 全球租赁业竞争力论坛秘书长

09:00~09:10 Sudhir P•Amembal  Amembal&Halladay董事长兼CEO

协办方致辞、演讲协办方致辞、演讲

09:10~09:30 周  巍 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09:30~09:50 王  蓉 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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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机构致辞支持机构致辞

09:50~10:00 杨  钢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租赁业委员会会长

10:10~10:10 王佳林 中国融资租赁企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10:10~10:30 合作组织启动仪式

10:30-12:35主题演讲----驾驭经济逆周期

10:30~10:55 Sudhir P•Amembal  Amembal&Halladay董事长兼CEO

主题：中国租赁业的下一步发展-----与成熟市场的对比主题：中国租赁业的下一步发展-----与成熟市场的对比

10:55~11:20 方蔚豪 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11:20~11:45 刘小勇 海航资本 执行董事长

11:45~12:10 Robert (Bob) Rinaldi  Commercial Industrial Finance, Inc CEO

主题：ELFA和ELFF是如何帮助美国租赁公司的，企业是如何彼此合作的主题：ELFA和ELFF是如何帮助美国租赁公司的，企业是如何彼此合作的

12:10~12:35 Lou Vigliotti  GE Capital 前常务董事

主题：资本市场-----设备融资联合的重要意义主题：资本市场-----设备融资联合的重要意义

14:00~16:30主题演讲----驾驭经济逆周期

14:00~14:25 Shawn Halladay  Amembal&Halladay 执行董事

主题：新会计准则主题：新会计准则

14:25~14:50 高宇辉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广州越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总经理

14:50~15:15 William (Bill) H. Besgen  Hitachi Capital America Corp

Senior Advisor/Vice-ChairmanEmeritus

主题：成熟市场上的经验教训-----与外国公司一起合作；日立资本案例研究主题：成熟市场上的经验教训-----与外国公司一起合作；日立资本案例研究

15:15~15:40 James (Jim)Ambrose  GE Capital, Healthcare Equipment Finance 总裁

主题：医疗设备融资领域的挑战、机遇和趋势主题：医疗设备融资领域的挑战、机遇和趋势

15:40~16:05 Bülent Taşar  Siemens Finansal Kiralama A.S. CEO

主题：辅助收入的重要意义主题：辅助收入的重要意义

16:05~16:30 Bernie Campbell  Pepper AssetFinance Pty Ltd 常务董事

主题：使用租赁经纪人作为附加来源主题：使用租赁经纪人作为附加来源

17:00~18:00 CEO圆桌一：租赁企业全球化----建立海外平台圆桌一：租赁企业全球化----建立海外平台

1.租赁企业全球化之原因

2.租赁企业如何配合国家战略（一带一路）

3.合作还是并购，租赁走出去的方式选择

主持嘉宾：Sudhir P•Amembal  Amembal&Halladay 董事长兼CEO

讨论嘉宾：Robert (Bob) Rinaldi  Commercial Industrial Finance, Inc CEO

Bülent Taşar SiemensFinansal Kiralama A.S. CEO

亚投行代表



万晓芳 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刘小勇 海航资本 执行董事长

王石山 中车投资租赁有限公司 董事长

18:00~19:00 CEO圆桌二：创新筹资方式----资产交易与圆桌二：创新筹资方式----资产交易与证券证券化化

1.租赁创新筹资方式，再融资趋势

2.租赁与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衔接与融合

3.租赁资产（非标资产）证券化模式与路径

主持嘉宾：Shawn Halladay  Amembal&Halladay 执行董事

讨论嘉宾：Lou Vigliotti  GE Capital 前常务董事

王  蓉 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方蔚豪 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 CEO

高宇辉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广州越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00~21:30 资产交流酒会资产交流酒会

1.租赁资产交流主题分享

2.租赁资产交易洽谈

 

9月22日9月22日

主题论坛一：医疗及主题论坛一：医疗及健康产业健康产业专场专场

1.诊治分离的新机遇

2.医疗资产运营与残值管理

3.健康产业升级

圆桌嘉宾主持：James Ambrose  GE Capital, Healthcare Equipment Finance 总裁

杨  钢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租赁业委员会会长             

圆桌讨论嘉宾：Richard Taylor 西门子财务租赁有限公司（中国）首席执行官

张力建 医疗基因研究协会 会长

彭晓吾 华润租赁有限公司 董事长

曾群芳 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健康卫生事业部 总经理

主题论坛二：租赁与主题论坛二：租赁与新能源新能源专场专场

1.能源消费结构转型期的行业趋势与产业投资机会

2.分布式能源与合同能源管理

3.可再生替代能源技术价值评估与风险控制

圆桌主持嘉宾：Bülent Taşar  Siemens Finansal KiralamaA.S. CEO

王佳林 中国融资租赁企业协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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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讨论嘉宾：白锐平 中民新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 宏 联合光伏集团有限公司 CFO

陈焕春 中国康富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芦 宁 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车辆设备租赁部 总经理 

主题论坛三：租赁与消费升级专场主题论坛三：租赁与消费升级专场

1.消费升级带动的行业整合机会与风险判断

2.跳出行业看机遇，如何从对”消费"本源的推动意义评估资产的投资价值

3.租赁企业如何参与消费升级带动的产业投资

圆桌主持嘉宾：William (Bill) H•Besgen  Hitachi Capital America Corp

Senior Advisor/Vice-ChairmanEmeritus

徐国允 58汽车金融 投资总监

圆桌讨论嘉宾：吴  逖众安保险 CMO  

戴秋生 光大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副总裁

张翼祥 天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业务拓展部总经理  

段 润 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设备租赁部 总经理

惠普金融服务公司          

主题论坛四：融资租赁企业运营管理与主题论坛四：融资租赁企业运营管理与人才培养人才培养专场专场

1.融资租赁企业运营管理

2.金融与实体行业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体系

3.学院教育与职业教育双轨机制

圆桌主持嘉宾：Sudhir P•Amembal  Amembal&Halladay董事长兼CEO

史燕平 对外经贸大学 教授

圆桌讨论嘉宾：汤  敏 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杨海田 中国融资租赁联盟 召集人/天津滨海融资租赁研究院院长

刘澜飚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 副院长

谢军蓉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副教授

主题论坛五：融资租赁与创新型中小企业专场主题论坛五：融资租赁与创新型中小企业专场

1.创新型中小企业租赁业务特色及新模式

2.创新型中小企业被动转型与新技术驱动型投资的差异评估

3.如何正确评估创新型中小企业投资价值与风险

圆桌主持嘉宾：Bernie Campbell Pepper Asset Finance Pty Ltd 常务董事

王 芳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 副教授

圆桌讨论嘉宾：俞雄伟 浙江汇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董事长

何融峰 中关村科技租赁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坤明 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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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论坛六：题论坛六：物联网物联网专场专场

1.物联网如何解决租赁物的管理

2.通过租赁物数据收集分析评估资产价值

3.通过区块链技术重构资产信用体系

圆桌主持嘉宾：Shawn Halladay  Amembal&Halladay 执行董事

圆桌讨论嘉宾：Lou Vigliotti  GE Capital 前常务董事

张燕羽 北部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总裁

梁雪文 山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总经理

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IBM研究院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JAMES J•AMBROSEJAMES J•AMBROSE

美国通用电气（GE）金融-医疗设备金融服务公司 总裁

美国设备融资租赁协会（ELFA） 轮值主席

个人简介

詹姆斯•安布罗斯是通用电气金融-医疗设备金融服务公司（HEF）的全球总裁，其在全世界范围内为医疗服务提供
者提供定制的融资解决办法。医疗设备金融服务公司与通用电气医疗集团紧密联系，通用电气医疗集团拥有通用电
气公司内部超过2千万美元的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的业务。詹姆斯把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献给了通用电气。他丰富的
经历包括在通用电气贸易公司、通用电气塑料、通用电气医疗还有几项通用电气金融业务中担任商业和领导角色。
自1999年起，他开始领导医疗设备金融业务。他拥有波士顿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学士学位和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
工商管理学硕士。吉姆是美国租赁业协会的活跃会员，并且在美国租赁业协会董事会任职八年后出任2008-2009年
度的董事长。

公司介绍

通用电气金融-医疗设备金融服务公司是全球范围内为医疗领域提供融资解决办法的领头企业。他与通用电气医疗紧
密联系，通用电气医疗集团拥有通用电气公司内部超过2千万美元的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的业务。通用电气金融-医
疗设备金融服务公司有着45年的经验，通过提供灵活的产品来满足客户对现金和技术的需求，进而帮助客户提高他
们的临床、运营和财务效果。

主题演讲：医疗设备融资领域的挑战、机遇和趋势

医疗及医疗保健设备融资在中国呈现增加的趋势，并将会在多种原因的驱使下呈现指数增长。医疗及医疗保健设备
融资的一个主要好处在于它不会受经济周期的影响，至少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是这样的。安布罗斯先生将会提供全
球人口统计数据，解释融资产品多年来是如何发展的，并讨论这部分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主讲人整个职业生涯都献
给了通用电气金融服务公司，并且在过去17年里领导着通用电气医疗设备融资部门。

 

SUDHIR P•AMEMBALSUDHIR P•AMEMBAL

Amembal&Halladay 董事长兼CEO

个人简介

1978年，苏迪尔•阿曼波创建全球首家服务于设备租赁业的公司，自此以后一直服务于全球租赁业。在此之前，他
曾在纽约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在这之后，他在犹他大学任职教授会计学。在1997到2002年间，他担任一个中
间市场设备租赁公司——阿曼波资本公司的董事长。从1993到2013，阿曼波一直担任世界租赁大会主席。他于
1989年首次拜访中国，进行租赁培训和咨询。在过去25年里，他曾多次到访中国，帮助中国起草了首部租赁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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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目前担任中国民生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首席顾问。

公司介绍

阿曼波&哈勒戴公司为国际一流的租赁业培训、咨询和出版机构。该公司创建于1978年，自创立至今，已为来自80
多个国家的7万5千多名租赁业专业人士提供培训服务；出版过16本租赁类书籍并为蓝筹租赁公司以及各国政府提供
咨询服务。

主题演讲：中国租赁业的下一步发展-----与成熟市场的对比

中国的租赁业在过去几年里突然崛起；然而，仍处在初期并且以一种简单的业务模式为中心。成熟的租赁市场，通
过在产品差异化以及产品创新上做出必要的改变，来从初期走向成熟。把中国与这样的成熟市场对比，将会指导中
国租赁业更加有意义的发展，阿曼波先生正是要这样做。阿曼波先生也会给出一些建议，给租赁公司提供一个走向
更高水平的路线规划。主讲人是世界最著名的租赁业名人，在80多个国家从事过培训和咨询。

 

WILLIAM(BILL) H•BESGENWILLIAM(BILL) H•BESGEN

日立美国金融服务公司 资深顾问/名誉副主席

前主席、总裁、董事

美国设备融资租赁协会（ELFA） 董事及执行委员会委员

个人简介

威廉姆•百斯跟是总部设在美国康涅狄格州诺沃克的日立美国金融服务公司（HCA）的资深顾问及荣誉副主席。他也
是HCA的前副主席、总裁和董事。比尔在花旗集团开启了他的职业生涯并一直在设备融资领域工作了40多年。1990
年，他在美国为日立建立了日立美国金融服务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金融公司。以3名员工和6百万美元资本为起点，
他带领着公司成长到现在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20亿资产超过250名员工的规模。他拥有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学士学
位、金融和市场营销工商管理学硕士。他是美国租赁业协会的董事及执行委员会委员。

公司介绍

日立美国金融服务公司（HCA）在美国和加拿大为商业企业提供融资，是一家独立的多样化的租赁和金融服务公
司。日立美国金融服务公司于1989年10月在美国注册成立，并于1990年4月开始商业运营。它是由日本东京的日立
资本公司完全所有。日立提供建立在资产基础上的融资解决办法，主要专注于卡车、拖车以及为某种特定产品而融
资；贸易融资；小/中票融资；结构性融资和资产抵押贷款。

主题演讲：成熟市场上的经验教训-----与外国公司一起合作——日立资本案例研究

中国政府正鼓励租赁公司走向全球化。“走出去”不是对每个人，并且，那些选择这条道路的人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来实现最终目标。百斯跟先生将会汲取他丰富的个人经验来阐释不同的方法以及各个方法的不同之处。这部分演讲
包括一个案例研究：日立资本美国公司如何成功的与它的日本母公司一起合作创造出一个大规模的盈利可观的租赁
公司。主讲人自其成立之初就领导日立资本美国公司。

  

SHAWN HALLADAYSHAWN HALLADAY

Amembal& Halladay 执行董事

个人简介

肖恩•哈勒戴是阿曼波哈勒戴公司的执行董事，也是设备租赁与融资领域国际公认的专家。在租赁实践和政策方面，
他具有丰富的培训和咨询经验，并在设备租赁方面有多部著作。哈勒戴先生是美国设备租赁和融资协会的金融会计
委员会成员，在其基金会的评审编辑委员会任职并定期就美国租赁业大事件发表讲话。他有犹他大学的会计学生学
位和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拥有注册会计师执照，并且是美国注册会计师研究所的成员。

公司介绍

阿曼波&哈勒戴公司为国际一流的租赁业培训、咨询和出版机构。该公司创建于1978年，自创立至今，已为来自80
多个国家的7万5千多名租赁业专业人士提供培训服务；出版过16本租赁类书籍并为蓝筹租赁公司以及各国政府提供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73/
http://www.huodongjia.com/tag/2802/


咨询服务。

主题演讲：新会计准则

期待已久的新租赁会计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16，在2016年1月终于正式出台，并将于2016年1月1日起生效。哈
勒戴先生将会以极其简单的方式呈现出其复杂的规则，包括其追溯性应用。尽管宣称动摇了承租人资产负债表表外
融资的世界，但是该演讲将会阐释经营性租赁不仅会得以保存下来----还会继续成为两种主要产品中的佼佼者。这
应该会鼓励中国租赁企业更早的接受这种产品。主讲人是世界一流租赁会计专家。

 

ROBERT (BOB) RINALDIROBERT (BOB) RINALDI

CI金融服务公司 首席执行官

美国设备融资租赁协会（ELFA） 轮值主席

个人简介

鲍勃•里纳尔迪是King Commercial Finance的首席执行官，也是CBank 的高级副总裁及董事会成员。鲍勃曾任CSI
租赁的高级副总裁，全国城市商业投资公司（NC4），即现在的PNC的执行副总裁；加拿大NC4的总裁；
Provident Bank 的高级副总裁。他是信息租赁公司的创始合伙人之一，在他的帮助下该公司成长为美国第五大银行
所有的租赁公司。鲍勃是设备租赁业的先行者。他是美国租赁业协会的前任主席，设备租赁及融资基金会研究小组
委员会和发展委员会的成员，Lease PAC 的前任主席和前任受托人。

公司介绍

商业工业金融公司（CI金融）是一个全国性的设备融资公司，成立于1982年，总部设在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和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该公司为各种规模的公司提供设备融资，于2015年被CBank 收购。它专门为资本设备的制
造商供应商和经销商制定和实施销售援助融资计划。CI金融有商业和工业部门以及可持续能源金融倡议方面的扩张
战略。

主题演讲：ELFA和ELFF是如何帮助美国租赁公司的，企业是如何彼此合作的

由于很多原因，美国租赁业一直以来都是并且以后也将是非常成功的。其中一个促进其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与这样
一个事实有关：有一个强大统一高效的租赁协会ELFA服务于美国的租赁业。该协会提供大量的服务包括：研究、报
告、以及培训。它还促进会员之间的交流联络。里纳尔迪先生的演讲将会详细解释为什么对于中国的租赁业来说效
仿ELFA及其姊妹组织ELFF为美国租赁业所做的贡献是重要的。所有这些将由美国租赁业的一个领导者，目前作为前
主席，ELFA的一个官员，来分享展示。

  

BÜLENT TAŞARBÜLENT TAŞAR

西门子财务租赁公司A.S.（土耳其） 首席执行官

土耳其租赁协会（FIDER） 董事会会长

个人简介

BülentTaşar 自1997年起就一直出任土耳其西门子租赁的CEO。他任职于西门子金融服务并在不同的国家工作过。
在银行业工作了四年之后，他于1985年任职于Iktsat Leasing,自此加入土耳其租赁业。从1988到1992，他建立了
Vakif Leasing并且作为总经理进行管理。1992 到1997年间，他是RantLeasing 的管理合伙人。他拥有哈斯特帕大
学的学士学位，位于坎特伯雷的肯特大学经济与管理学伦敦学院会计与金融研究生学位。

他是土耳其租赁协会董事会（FIDER）的会长及成员30多年，撰写了很多金融领域的论文和文章。

公司介绍

土耳其西门子租赁成立于1997年，是在全球范围内拥有1800名员工和88亿美元资产的西门子金融服务的子公司。土
耳其西门子租赁的总部在伊斯坦布尔，并在安卡拉设有一个分支机构。除了其覆盖的项目之外，它也在专注于第三
方资产基础上的设备融资方面很活跃。

在拥有50个员工和第三方厂商计划的基础上，公司创造了3亿美元的资产规模，具有较高的盈利能力。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000/


主题演讲：辅助收入的重要意义

毫不奇怪，中国的租赁业正经历着激烈的竞争。这一点与产品差异化接近不存在的事实结合在一起，已经导致了利
润下降。这种现象可能会一直持续直到产生产品差异化和产品创新。泰瑟先生将会阐释租赁公司如何能与下降的利
润做斗争，并与此同时创造辅助收入，哪怕是从简单融资租赁中。主讲人是一个为西门子金融服务创造了大量这样
辅助收入的人，所以这一演讲绝非纸上谈兵。

  

Lou VigliottiLou Vigliotti

美国通用电气（GE）金融服务公司 前高级常务董事

美国设备融资租赁协会（ELFA） 前董事会及执行委员会成员

个人简介

卢维格里奥蒂在设备融资领域有着33年的丰富经验，是GE金融的前高级常务董事，作为通用电气金融美洲设备企业
联合组织2009年至2016年的负责人，管理着每年大约25亿美元的业务量。他也是于1991年成立的GE金融设备联合
集团的创立者之一。他在14个国家建立了47个人的GE金融国际联合小组，负责近80亿美元的设备联合量。他拥有
注册会计师资格，并持有各种FINRA证券许可证。卢在美国租赁业协会（ELFA）董事会及执行委员会任职4年，也
曾是ELFA基金会的受托人。

公司介绍

通用电气金融是美国巨头通用电气的金融服务部门。它通过GE航空金融服务，GE能源金融服务和GE医疗设备金融
服务为航空、能源以及医疗行业提供一系列的金融服务。

主题演讲：资本市场-----设备融资联合的重要意义

中国租赁业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它的浅资金基础。尽管在互联网融资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许多出租人几乎完
全依赖银行的简单定期贷款。宏观问题比如筹资，需要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银行业新贷款产品的推出。维格里奥蒂
先生将会解释设备融资联合能如何帮助租赁企业不仅扩大他们的资金基础，而且能降低风险创造辅助收入。该演讲
会解释证明使用这一工具有多简单。主讲人在通用电气金融服务公司，在资本市场/联合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Bernie CampbellBernie Campbell

澳大利亚佩珀资产融资有限公司 常务董事

澳大利亚金融协会 轮值主席

个人简历

伯尼在2014年年底建立了佩珀资产融资有限公司，一个汽车和设备融资公司每年创造7亿美金的新业务量。他也是
格雷斯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该公司是澳大利亚在线国际拍卖的行业领先者；还是澳大利亚金融协会------
澳大利亚资产融资国家行业机构的轮值主席，此前，伯尼是资本金融的CEO，资本金融后来在2013年被圣乔治银行
收购。伯尼留任圣乔治资产融资业务的负责人，圣乔治资产融资业务有着超过200亿美金的资产，50万客户以及每
年800万美金的新业务量，是澳大利亚最大的业务主体之一。

公司简介

佩珀资产融资是一个全球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是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500强企业之一。佩珀的业务范围
包括澳大利亚、亚洲以及欧洲，管理着超过450亿美元的资产，提供消费金融、抵押贷款和资产融资。

主题演讲：使用租赁经纪人作为附加来源

成熟的租赁市场，尤其是有着较大陆地范围例如美国和澳大利亚，拥有并且一直依赖于租赁经纪人间接创造的租
约。较大的陆地范围意味着一个租赁公司的销售团队不可能亲自出现在每一个地方。这对中国租赁业来说也是一
样；然而，在中国，使用租赁经纪人的现象却并不常见。坎贝尔先生将会介绍使用租赁经纪人的利弊；更重要的
是，他的演讲将包括第三方发起人的理想特性。主讲人是一个在澳大利亚资产融资领域经验丰富的老将，无论是在
创业公司还是长期运营的实体都有着多年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

http://www.huodongjia.com/tag/437/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费用包括：参会费、资料费（会刊、会后总结报告）、两天自助午餐费

金融行业9月5日（含当日）前报名6500元/人

金融行业9月18日（含当日）前报名7200元/人                                                 

非金融行业报名9800元/人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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