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中国融资租赁创新发展高峰
论坛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第三届中国融资租赁创新发展高峰论坛将于2018年03月在北京召开。

大会内容大会内容

融资租赁行业在2017年注定是激荡的一年，我国融资租赁企业数量已经达到9000余家、总资产规模屡创新高、而行
业渗透率也呈现不可逆转的上升态势，随之而来的行业监管也逐渐浮出水面，让整个行业为之震动！而随着我国融
资租赁业务开展的逐渐深入，我国融资租赁行业也从最初的探索发展，盲目的野性生长，继而进入了行业的“寒冬
期”，直到现在的发展“黄金期”。由于我国融资租赁行业在发展道路当中的不断试探、沉淀和成熟，始终坚持与
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保持互补差异式发展，所以近年来成为了国家的重点关注领域，同时也逐渐获得了市场的选择
与认可。

对于展望中的2018年来说，在面对强监管下，融资租赁行业如何找准新定位、新模式、新合作变得尤为重要！

为此，由融易学金融学院主办，用友金融、建元资本联合主办，中国融资租赁研究院学术支持，前海融资租赁俱乐
部承办，天津市租赁行业协会、上海租赁行业协会、广东省融资租赁协会、深圳市融资租赁行业协会、河南省融资
租赁行业协会、广州融资租赁产业联盟、中国租赁智库研究中心、天津滨海融资租赁研究院、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商
业保理专业委员会、广东省商业保理协会、深圳市商业保理协会支持的《第三届中国融资租赁创新与发展高峰论
坛》即将在3月30日北京举办，届时邀请了相关政府部门领导、国内外知名租赁专家、极具实力的企事业单位代表
进行现场分享和研讨，共同展望2018年融资租赁行业的新趋势！

 

论坛概论坛概
要    要                                                                                                                                                                                                

名    称：第三届中国融资租赁创新与发展高峰论坛

Name：The 3th China Financial Leasing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um

论坛时间：2018年3月30日

Time：March 30,2018

论坛地点：北京

Address：BeiJing

会议规模：500人

Number：500

主办单位：融易学金融学院

联合主办：用友金融、建元资本

学术支持：中国融资租赁研究院

承办单位：前海融资租赁俱乐部

支持单位：天津市租赁行业协会、上海租赁行业协会、广东省融资租赁协会、深圳市融资租赁行业协会、河南省融
资租赁行业协会、广州融资租赁产业联盟、中国租赁智库研究中心、天津滨海融资租赁研究院、中国服务贸易协会
商业保理专业委员会、广东省商业保理协会、深圳市商业保理协会

 

协办单位： 协办单位： 



山东华宸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核建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

成都金控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江西省金控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河南省农业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苏豪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横琴金投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青岛华通东卫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耘林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广东粤电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汇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厦门海信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南方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云水国际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

富道（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深圳诺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山东如意资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广州启元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四川汇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上海至正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达顺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广州弘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国宏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

国辉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

弘毅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

德威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朗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兴银融资租赁（大连）有限公司

山东乾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大连永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浙江同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广东中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前海汇富同泽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国贸恒沣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中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安徽新华国金小额贷款公司



汕头市信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唯车国际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

谷米实业有限公司

北京中金云创软件有限公司

媒体支持：中国新闻网、人民网、36Kr、中华网、虎嗅网、i黑马网、中国网、新浪汽车、搜狐汽车、消费日报网、
网易新闻、财经天下周刊、北京时间、亚洲财经、中国汽车报、中国企业报、野马财经、速途网、一本财经、汽车
观察网、汽车纵横、第一财经广播、和讯网、汽车商业评论、上海汽车报、万联网、投资家、今日头条新浪深圳金
融；深圳特区报前海特报；深圳商报；晶报；深圳晚报；金融家;第一财经；新华网；和讯网；搜狐焦点；财经频
道；凤凰网；今日财富；未央网；周知客；互联网周刊；中金在线；证券之星；前瞻网；私募排排网；投融界

自媒体：前海动态、前海金融时代、前海融资租赁俱乐部、华尔街俱乐部、融易学、前海创业、中国投行俱乐部、
汽车金融帮、中国私人飞机会、整点PE、西城教育、SG-Auto《汽车经营&服务》、前海商业保理俱乐部

参加企业：金融租赁公司、内资融资租赁公司、外商投资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财务公司、银行、保险公司、
汽车厂商、汽车延保公司、汽车经销商集团、汽车4S店、商业保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投资公
司、担保公司、大型制造厂商、互联网金融公司、科技公司等企业的管理层、业务部门。
参会人员：
董事长、执行董事、总经理、首席代表、常务副总、资产管理部门相关人员、财务总监（经理）、营销总监（经
理）、销售及市场总监（经理）、运营总监、投资相关机构决策者、业务发展部门主管、项目经理等。

 

亮点：亮点：

年度大型融资租赁行业创新发展盛会！

开年极具指引性的论坛盛会，点亮租赁行业前进明灯！

15+租赁与商业保理行业协会支持

50+重磅演讲嘉宾

80+线上线下媒体参与

90%重要企业关注

80%企业高管参与

100+新闻发布

800+专业观众

100万线上线下触达人次

 

热点议题：热点议题：

资管新规下，融资租赁企业应该如何应对？

监管趋严，融资租赁行业发展的风向如何转变？

资产管理与不良资产处置研讨

传统融资租赁模式的创新与发展

汽车金融是潜在的蓝海还是竞争的红海？

绿色融资租赁的突破与发展

融资租赁企业薪酬绩效考核与人才培养

科技金融如何助力融资租赁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第三届中国融资租赁创新与发展高峰论坛第三届中国融资租赁创新与发展高峰论坛



会议时间：会议时间：2018年年3月月30日日

时间时间 活动内容活动内容

第三届中国融资租赁创新发展高峰论坛第三届中国融资租赁创新发展高峰论坛主论坛主论坛

9:00-9:10

嘉宾与主办方致辞

·金融时报社社长邢早忠（拟邀）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租赁业委员会会长杨钢

9:10-9:30
主题演讲：《融资租赁公司如何深耕专业化运营发展》

分享嘉宾：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黄敏（拟邀）

9:30-9:50
主题演讲：《2018融资租赁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分享嘉宾：对外经贸大学租赁研究中心主任史燕平

9:50-10:10
主题演讲：《资本市场对租赁行业发展的意义》

分享嘉宾： 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核心高管（拟邀）

10:10-10:30
主题演讲：《融资租赁企业运营模式的创新与突破》

分享嘉宾： 国泰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总裁王可可

10:30-10:50

主题演讲：《融资租赁创新模式与投租联动》

分享嘉宾：中关村科技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何融峰

10:50-11:10
主题演讲：《融资租赁公司如何应对资管新规？》

分享嘉宾：广发资管资产支持证券部总经理刘焕礼

11:10-12:00

 圆桌会议：

《资管新规下的融资租赁公司如何拓宽融资渠道》

 圆桌嘉宾：

 ·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核心高管（拟邀）

 ·国泰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总裁王可可

 ·中关村科技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何融峰

 ·广发资管资产支持证券部总经理刘焕礼

 ·中泰证券执行总经理杨世敏

 ·北京圣大律师事务所主任匡双礼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姜波

平行分论坛一：绿色租赁分论坛平行分论坛一：绿色租赁分论坛



背景：绿色租赁的主题随着国家发展策略的调整开始出现了发展趋势，并且受到了行业的重点关
注，对于绿色租赁领域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与创新，必然会促进国家重点产业的稳定发展。

主持人：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合伙人石柱华  

14:00-14:10 开场致辞

14:10-14:30
主题演讲：《绿色融资租赁的风险管理模式》

分享嘉宾：贵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总裁罗晓春

14:30-14:50
主题演讲：《科技技术对融资租赁的推动创新》

分享嘉宾：厦门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副总裁游朝阳

14:50-15:10

主题演讲：《绿色融资租赁创新模式分析》

分享嘉宾：广发融资租赁（广东）有限公司总经理许
铮

15:10-15:30
主题演讲：《光伏发电企业在融资租赁市场中的发展
介绍》

分享嘉宾：核建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张
磊

15:30-15:50
主题演讲：《旅游融资租赁是下一个发展突破口吗》

分享嘉宾：港中旅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玲

15:50-16:10
主题演讲：《租赁创新业务中的涉诉风险管理》

 分享嘉宾：北京圣大律师事务所主任匡双礼

16:10-17:00

圆桌会议：《2018绿色租赁的发展趋势分析》

·贵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总裁罗晓春

·河南九鼎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钱亚军

·厦门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副总裁游朝阳

·核建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磊

 ·广发融资租赁（广东）有限公司总经理许铮   

 ·港中旅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玲

平行分论坛二：汽车金融分论坛平行分论坛二：汽车金融分论坛

背景：汽车金融在2018年必然是融资租赁行业中最受关注的一个爆发点，无论是乘用车的“以租
代购”模式、商用车市场的逐渐打开以及新能源车的趋势，偌大的汽车金融市场蛋糕和份额即将
面临重新洗牌打乱分配，如何不忙乱的跟随大流是每个汽车租赁公司思考的重要内容。

主题演讲：《汽车融资租赁是潜在的蓝海还是竞争的



14:00-14:20 红海》

分享嘉宾：建元资本（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经
理王炜（拟邀）

14:20-14:40
主题演讲：《商用车融资租赁已经进入了快车道？》

分享嘉宾：狮桥融资租赁董事长万钧（拟邀）

14:40-15:00
主题演讲：《厂商系汽车金融合作发展之路》

分享嘉宾：广汽租赁副总经理朱贵喜

15:00-15:20

主题演讲：《金融租赁公司与商租、经销商合作模式
探讨》

分享嘉宾：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汽车金融事业部总
经理李强

15:20-15:40

主题演讲：《如何在乘用车融资租赁红海中实现突
围》

分享嘉宾：先锋太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裁张磊  

15:40-16:00
主题演讲：《资管新规下汽车租赁ABS分析》

分享嘉宾：中泰证券执行总经理杨世敏

16:00-16:20

主题演讲：《经销商系融资租赁公司的渠道发展模
式》

分享嘉宾：汇通信诚租赁有限公司核心高管（拟邀）

16:20-17:00

圆桌会议一：《2018汽车金融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分享嘉宾：

·狮桥融资租赁董事长万钧（拟邀）

·广汽租赁副总经理朱贵喜

·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汽车金融事业部总经理李强

·先锋太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裁张磊

·汇通信诚租赁有限公司核心高管（拟邀）

·广东中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黄荣  

17:00-17:40 圆桌会议二：《汽车金融第三方服务的新融合》

平行分论坛三：融资租赁平行分论坛三：融资租赁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分论坛分论坛

背景：随着国家经济高速稳定发展以及产业升级，这带来的是用人成本高、管理方式乱、招聘途
径窄等多重问题。而融资租赁行业由于其专业性质要求高，知识掌握广泛等要求，导致整个行业
的人力资源成本逐年攀升，培养方式也受到了实际效果的挑战。那么如何有效把握内部人员培
养，绩效薪酬建设以及外部招聘？这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



14:00-14:30
主题演讲：《融资租赁行业薪酬报告指引》

分享嘉宾：普华永道高级合伙人（拟邀）

14:30-15:00
主题演讲：《融资租赁企业员工内部培养规划》

分享嘉宾：中关村科技租赁副总经理窦继岩

15:00-15:30
主题演讲：《融资租赁公司的薪酬激励考核特点以及
优化方向》

分享嘉宾：毕马威管理咨询负责人鲁可

15:30-16:00

主题演讲：《融资租赁企业如何进行有效的部门管
理》

分享嘉宾：聚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
官（拟邀）

16:00-17:00

圆桌会议：《融资租赁企业人才培养研讨》

分享嘉宾：

·中关村科技租赁副总经理窦继岩

·毕马威管理咨询负责人鲁可

·普华永道高级合伙人（拟邀）

·聚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官（拟邀）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拟邀与会嘉宾拟邀与会嘉宾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杨  钢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租赁业委员会会长

史燕平  对外经贸大学租赁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黄  敏  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罗晓春  贵阳贵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总裁

乔  凯  蔷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利钧  恒鑫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付必茂  中铁建金融租赁副总经理

张启峰  长城国兴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

何融峰  中关村科技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

曾忠生  广东粤财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可可  国泰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总裁

袁  虹  前海兴邦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总裁

游朝阳  厦门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副总裁

钱亚军  河南九鼎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刘焕礼  广发资管资产支持证券部总经理

张  磊  先锋太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裁

沈海育  天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王  炜  建元资本（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元乾  广西玉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

苏  敏  招商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志武  中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益翔  中广核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丽萍  前海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  磊  核建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

晏宗敏  北京亦庄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时永坤  中国融资租赁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

朱宣明  泸州老窖集团财务总监

周  峰  四川汇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  鹏  富银融资租赁（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芦  宁  民生金融租赁车辆租赁事业部总裁

彭晓吾  华润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

郭玉安  北汽福田汽车集团总经理助理

胡宇雄  广州广汽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

顾志伟  山东华宸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劲  江苏苏豪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

邱纪刚  江西省金控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贾  焱  基石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劲伟  沣邦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朱贵喜  广州广汽租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翁  亮  天津市租赁行业协会会长

胡  峰  德润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

楼继忠  上海中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何文远  上海耘林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

贺竹磬  成渝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宏宇  青岛华通东卫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李松宁  江西金融租赁汽车金融事业部总经理

谢胜立  河北省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汽车金融负责人

谢伟全  富道（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许  铮  广发融资租赁（广东）有限公司总经理

戴志毅  上海至正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

许深宁  佰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  荣  广东中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

郭  超  第1车贷创始人兼CEO

刘青松  深圳诺徳融资租赁公司副总裁

鲁  可  毕马威管理咨询负责人

穆海龙  九江银行汽车金融事业部

匡双礼  北京圣大律师事务所主任

葛立群  汇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闵威  德威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昱明  惠华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总经理

郭晓峰  唯车国际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

尹祖良  兴银融资租赁（大连）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慧淼  厦门海信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桂环  安徽新华国金小额贷款公司总经理

车雪峰  前海汇富同泽融资租赁副总经理

石柱华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合伙人

朱  杰  招商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李大鹏  山东乾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国梁  浙江同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

郭海龙  问思供应链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创始人

徐立新  深圳前海中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

应  勇  国辉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

潘  涛  弘毅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  楷  汕头市信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  森  天天车保车险平台创始人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课程详情课程详情

1、参与全天论坛（包含午餐）费用：1880元/人；

2、参与论坛后汽车融资租赁研修班/人力资源培训/商业保理培训/融资租赁风控课程（任一场）即可免费赠送论坛
贵宾如场券，4800元/人；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