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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誉博华融资租赁公司信用质量测试结果分布 
 

 

 

融资租赁公司评级测试结果分布 

基于新版评级标准，惠誉博华根据市场公开披露数据，对 34 家发

行公开市场债务的融资租赁公司信用质量进行了测试。测试样本

中包括 20 家融资租赁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资产业集团，此外实际

控制人为金融类企业或地方政府的融资租赁公司各 4 家，另有实际

控制人为民营企业或无实际控制人的融资租赁公司各 3 家。 

以下测试评级结果均根据惠誉博华收集的 2019-2021 年度市场公

开数据，并应用新版非银金融机构评级标准评估得来，并不代表

样本融资租赁公司最终的信用评级结果，亦不构成评级行动。如

果惠誉博华未来通过受托评级行动或其他行动能够获得样本的更

充足的数据及有效信息，惠誉博华会根据可获得的全面信息对受

评融资租赁公司进行信用评估。 

 

长期主体评级 

长期主体评级是在结合个体实力评级和支持评级基础上根据“孰

高原则”得出。测试结果显示，34 家样本融资租赁公司中有 26 家

样本的长期主体评级由股东支持驱动，占比达到 76%，其余均为

个体实力评级驱动。与绝大多数非银行金融机构一样，针对融资

租赁公司的评级一般不考虑政府支持。与金融租赁公司有所不同，

融资租赁公司早期审批和监管由商务部负责，2018 年这一职责划

至中国银保监会。2020 年 6 月，银保监会发布《融资租赁公司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要求省级人民政府制定本辖区融资租赁公司

监督管理实施细则，对融资租赁公司的监管职能过渡到地方政府。 

融资租赁公司主要由各类型设备生产厂商、地方政府，以及一些

保险公司或其他类型金融机构设立。一些融资租赁公司侧重于为

股东方产业链上下游提供融资服务，与股东主营业务协同发展，

更强的协同性亦代表在集团中更重要的角色，一般而言在经营困

难时获得股东支持的可能性越高；而另一部分融资租赁公司则会

采取相对独立的经营和发展策略。惠誉博华认为，融资租赁公司

的长期主体评级与其控股股东信用状况具有强关联性，控股股东

强大的自身实力以及融资租赁公司与股东集团紧密的协同联系通

常代表了较强的股东支持能力和意愿。 

 

 

在股东支持驱动的 26 家样本中，6 家样本公司的长期主体评级仅

高于个体实力评级 1 个子级，10 家样本高于 2 个子级；仅极少数

样本的差距可达 4 个子级。股东支持评级大幅高于个体实力评级的

融资租赁公司实际控制人主要为大型国资产业集团及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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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主体评级驱动因素

个体实力评级驱动

外部支持驱动

数据来源：惠誉博华数据来源：惠誉博华

2022 年 6 月，惠誉博华发布了新版非银行金融机构评级

标准。基于新版评级标准，惠誉博华根据市场公开披露

数据对部分融资租赁公司进行信用质量测试。测试结果

显示多数样本范围内的融资租赁公司长期主体评级由支

持评级驱动，且大部分融资租赁公司主体评级测试结果

集中于 A 类别(A-至 A+)。 

融资租赁行业竞争较为激烈，样本融资租赁公司多数市

场份额低于 0.5%，业务状况测试结果中位级别为 bbb。
多数样本融资租赁公司良好的风险控制能力与稳定的资

产质量都是对其信用质量评价积极的因素，测试结果显

示多数公司风险状况及资产质量评分分别处于 a-以及 a+
级别。受宏观经济增速下行影响，样本融资租赁公司近

年盈利能力受到一定冲击，但部分机构 2021 年恢复较

好。样本内的融资租赁公司收益和盈利能力评分主要集

中在 a 级别。资本水平与流动性也是信用质量分析的两

个考量因素，测试范围内的融资公司资本水平与流动性

测试评分主要分布于 a 与 bbb 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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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在租赁公司需要时股东可以提供有力的支持，而一些自身

实力较弱的实际控制人则对其旗下的融资租赁子公司的支持力度

相对有限；无实际控制人的融资租赁公司通常则被视为较难获得

来自股东的外部支持。 

 

 

 

从测试结果分布上观察，样本融资租赁公司长期主体评级测试结

果集中于 A 类别（A-至 A+），其中拥有国资产业集团实际控制人

背景的融资租赁公司在长期主体评级结果上普遍高于其他实际控

制人背景的融资租赁公司，有较多分布于 AA 类别（AA-至 AA+）。

这一结果反应了此类国资产业集团实际控制人普遍较强的自身实

力，且融资租赁子公司通常为其所在集团内具有较高的战略地位

的特点。样本范围中，国资产业集团实际控制人一般在其所经营

的行业或领域有较强的行业地位或优势，下属融资租赁公司通常

协助股东方为上下游产业链或集团内企业在流动性支持、资本补

充等方面提供服务，配合股东方的业务发展。此类彰显融资租赁

公司与股东方紧密协同，密切配合的因素都将会对股东支持评判

产生正面影响。而由地方政府作为实际控制人的融资租赁公司，

其信用质量与地方政府所在区域的经济状况有较大的关联；民营

企业实际控制人背景的融资租赁公司则分化较为明显。整体看，

测试结果显示样本融资租赁公司长期主体评级中位数为 A+，主要

由于目前拥有公开市场债务发行的融资租赁公司为行业中较优质

的部分，尚有大量小型融资租赁公司未纳入本次测试样本，如果

继续提升样本数量，惠誉博华预计长期主体评级测试结果将逐步

向 BBB 类别靠拢。 

 

 

 

个体实力评级 

融资租赁公司的个体实力评级反映在不考虑外部支持情况下的独

立信用质量。测试结果显示，融资租赁公司的个体实力评级分布

比长期主体评级更加集中，分布于 a+到 bb 的 8 个子级。即使不考

虑外部支持因素，拥有国资产业集团实际控制人背景的融资租赁

公司信用质量仍然高于样本中大部分其他类型的机构，最高水平

为 a。而其他实际控制人背景的融资租赁公司个体实力评级测试结

果分布区间较大，但亦有部分金融企业、地方政府及民营企业实

际控股股东背景的融资租赁机构达到 a 类别，个体信用质量良好。 

 

 

 

经营环境  

由于多数融资租赁公司与其控股股东业务的协同关联性较高，特

别是产业系融资租赁公司业务来源于控股股东及产业链上下游相

关方，租赁物通常也是控股股东的生产产品或行业相关设备。受

此影响控股股东在自身业务领域的发展和地位会影响到融资租赁

子公司获取业务的数量和客户的质量。因此在确定融资租赁公司

的经营环境时，我们参考控股股东的经营情况进行调整并得出最

终经营环境评分。 

样本范围内的融资租赁公司经营环境测试评分集中于 bbb+级别，

其中多数国资产业集团控股股东在其主营业务领域拥有较优的市

场地位，特别是部分在新能源、航空航天、电力等领域优势较为

明显，拥有此类控股股东背景的融资租赁公司通常客户及业务质

量较高，此部分样本机构测试结果中位级别为 a。相比之下其他类

型控股股东背景的融资租赁公司经营环境评分结果分化较大，分

布于 a+至 bb 及以下级别。 

 

 

 

业务状况  

惠誉博华在对融资租赁公司的业务状况进行评判时，会关注融资

租赁公司的业务市场份额，以及租赁业务结构。通常能够长期保

持较高市场份额的融资租赁公司体现了其拥有良好稳定的业务模

式以及持续经营能力。 

租赁行业具有机构数量多经营业务分散的特点，且相较金融租赁

而言融资租赁公司按资产规模计业务份额通常相对较小。部分银

行系金融租赁公司依靠较强的资金实力开展飞机、船舶等资本投

入较大的业务，而更多融资租赁公司则涉及与其控股股东所在产

业领域相关的设备租赁物，或者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客户。

另外也有部分融资租赁公司采取较为灵活的发展策略，涉及行业

更加广泛，但服务的客户规模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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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中的融资租赁公司 2021-2019 年资产规模占整个租赁行业平

均比例多数低于 0.5%，只有仅少数样本公司这一数值高于 3%，头

部公司资产集中度显著低于大多数金融子行业（详见“疫情冲击

下中国金融机构管窥”）。样本范围内的融资租赁公司业务状况

中位级别为 bbb，有少数 2 家融资租赁公司获得 aa-水平，这 2 家

融资租赁公司在业务涉及领域上行业覆盖明显较广，经营时间相

对较长。 

 

 

 

风险状况  

惠誉博华对融资租赁公司的风险状况进行评判时，主要会考虑授

信标准、风险控制、业务的合理增长速度和市场风险等多个方面。

在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进行分析时，惠誉博华会重点关

注对整体信用状况有重大影响的风险。中国的租赁行业目前处于

一个竞争相对较为激烈的环境，惠誉博华认为通常情况下租赁公

司的业务风险往往与其资产收益率呈现相关性，资产收益率大幅

超越行业水平通常可能预示着业务组合中风险资产占比较高，但

我们也发现少数公司主要开展集团协同业务，由于业务准入具有

较高的门槛和一定的排他性，能够在保持较低风险的同时维持较

好的收益水平。在此基础上，我们也会考虑融资租赁公司的资产

增速是否与宏观经济以及行业水平相匹配。一般而言资产增速明

显过快意味着较为激进的发展策略以及更快的风险积累，可能导

致其在经济下行周期更快的风险暴露，并对资产质量、盈利以及

资本水平产生较大影响。 

 

 

测试结果显示，样本融资租赁公司的风险状况中位级别为 a-。其

中拥有国资产业集团实际控制人背景的融资租赁公司通常风险状

况评分较好，分布于 a+至 bbb 区间。个别样本中无实际控制人的

融资租赁公司也获得较好的风险状况评分，此部分机构虽然由于

股权较为分散而不存在实际控制人，但诸多参股股东为高端制造

行业产业方或地方国资机构，在资产风险把控以及资产投放方向

上处于行业内前端。 

 

 

对比最近一期的公开数据，2021 年样本内过半数融资租赁公司资

产增速较 2020 年有所回升，多数机构回升幅度较为温和，分布于

0-10 个百分点的区间，但也存在部分机构资产增速不及 2020 年水

平。惠誉博华认为，较低的资产增速主要表现出了样本融资租赁

公司收缩的风险偏好，以及较为谨慎的业务发展态度。近年来疫

情反复叠加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部分行业及其上下游产业受到一

定冲击，受此影响融资租赁机构资产投放出现较大幅度收缩，资

产增速有所下滑。相较 2020 年而言，2021 年融资租赁公司的业

务收缩趋势有所缓和，样本内融资租赁公司 2021 较 2020 年资产

增速平均下降 2 个百分点。样本内的融资租赁公司包含诸多拥有国

资产业集团实际控制人的机构，其业务涉及行业受到冲击相对较

小客户质量相对较高，因此业务景气度相对恢复较好。此外排除

疫情干扰因素，中国的融资租赁行业在过去经历了较为高速的发

展，目前已经进入了转型发展阶段，叠加整体监管环境趋严，预

计日后行业发展将更着重于质量。 

 

 

资产质量  

在对融资租赁公司的资产质量进行分析时，我们会主要关注其不

良租赁款的占比情况，通常资产质量隐含评分由融资租赁公司的

经营环境评分以及不良融资租赁款占比组成的矩阵映射得出。在

隐含资产质量评分的基础上，惠誉博华通常还会参考关注类融资

租赁款占比情况、融资租赁资产拨备覆盖率水平等维度进行适当

调整。 

样本中的融资租赁公司 2019-2021 年的平均不良融资款比例主要

集中于 0.9%-1.2%范围内。但由于近年来受到疫情影响以及宏观经

济承压，样本范围内的融资租赁公司不良融资款比例有一定抬升

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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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结果显示，样本内的融资租赁公司资产质量评分主要集中于

a+级别，其中国资产业集团以及地方政府为实际控制人的融资租

赁公司大多处于 aa 以及 a 类别范围内。资产质量评分较优的融资

租赁公司中，有部分机构不良融资款比例长期处于较低范围，或

保持在 0%水平。此类融资租赁公司中，部分在能源、基建等疫情

冲击较小的行业投入较大，或业务中经营租赁比重较高。另有部

分融资租赁公司业务投放虽然高度集中于工业生产或交通运输行

业，但由于客户主要为股东集团的关联方，客户质量较优，疫情

及宏观经济压力之下表现出较强的韧性，资产质量波动较小。 

 

 

多数样本融资租赁公司 2021 年末不良融资租赁款比例较 2020 年

同期水平有小幅度下降，下降幅度在 0.1 个百分点之内。另外有相

当比例的机构无不良融资租赁资产，一部分原因是以承做股东业

务为主的产业系租赁公司基本不存在风险敞口，然而也有部分融

资租赁公司因为展业时间有限尚未暴露风险或是不良资产认定标

准宽松所致。有少数样本融资租赁公司 2021 年末不良融资租赁款

比例增长超过 0.4 个百分点，主要由于其部分客户出现流动性紧张

所致。相比样本融资租赁公司 2020-2019 年不良融资租赁款比例

平均上升的 0.02 个百分点，2021-2020 年的这一变动幅度有所缓

和。惠誉博华认为，宏观经济层面上的挑战使得部分行业信用风

险有所上升或出现集中暴露的情况，并传导至融资租赁公司的资

产质量。未来随着经济复苏，预计融资租赁公司的资产质量压力

将有所缓和，但部分机构受高风险行业或地方融资平台资产高集

中度影响，仍需警惕资产质量下行风险。 

 

 

 

 

收益和盈利能力 

融资租赁公司的收益和盈利能力是惠誉博华在进行质量分析时一

个较为关注的领域，强大的盈利能力有助于提高融资租赁公司的

风险缓冲实力及资本内生能力。我们在对融资租赁公司的收益和

盈利能力进行分析时主要会关注融资租赁公司的“税前利润/平均总

资产”指标，并结合其经营环境评分从而得出隐含收益和盈利能力

评分。在此基础上我们还会参考融资租赁公司运营成本、收入波

动性进行适度调整。 

样本内的融资租赁公司 2019-2021 年平均“税前利润/平均总资产”
指标主要集中于 1%-1.6%区间，有少部分融资租赁公司这一指标

能够达到 3%以上。盈利能力较好的机构内部之间业务发展侧重存

在一定差异，其中部分公司为行业头部机构，经营历史悠久，业

务范围广泛；另一部分机构背靠地方国资实际控制人，在公用事

业领域（包括水务、基础设施建设、旅游等）投入较多；另一部

分融资租赁公司则注重服务于实际控制人集团内的成员机构。 

 

 

测试分布结果显示，样本内的融资租赁公司收益和盈利能力评分

主要集中在 a 级别，且各类型实际控制人背景的融资租赁公司皆分

化较大。整体而言获得收益和盈利能力较好的融资租赁公司通常

拥有较长的经营历史以及良好的行业覆盖，且盈利水平近年来稳

步提升；另一部分融资租赁公司主要凭借其实际控制人在其主营

业务领域的强大竞争地位及专业优势，长期保持着较优的盈利能

力。 

 

 

对比 2020 年，2021 年超过半数的样本融资租赁公司按税前利润/
平均总资产衡量的盈利能力有所提高，但多数机构改善幅度并不

显著。样本中存在极个别机构由于资产质量有所恶化及和拨备计

提增加影响导致 2021 年税前利润/平均总资产指标出现近 1.5 个百

分点的下降。惠誉博华认为，样本内的融资租赁公司多数处于行

业领先地位， 2021 年盈利能力恢复较好。相比之下行业内存在更

多融资租赁公司受到部分实体经济行业景气度下行，以及公用事

业类业务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管限制，盈利能力回升仍存在较多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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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和杠杆水平 

充足的资本水平有利于融资租赁公司对抗市场波动产生的冲击吸

收损失。由于历史上的监管差异，融资租赁公司并未同金融租赁

公司一样需要计算披露“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等指标。因此在

对融资租赁公司的资本和杠杆水平进行评价时，惠誉博华通常主

要考量“债务/有形权益”，并结合其经营环境评分从而得出隐含

资本和杠杆水平评分。从权益中剔除商誉和其他无形资产的“有

形权益”主要反映了无形资产大多无法提供较好的经济价值以吸

收风险的观点。 

“债务/有形权益”指标反映了融资租赁公司资本水平对债务的覆

盖能力，这一指标随着业务发展及租赁资产规模的提升逐步上升，

因此初创公司处于较低水平。样本内的融资租赁公司 2021 年末

“债务/有形权益” 指标主要集中于 4%-5%区间，少数样本融资租

赁公司 2021 年末“债务/有形权益”指标超过 6%，意味着快速扩张

的业务对资本形成较大需求。此外，根据 2020 年中国银保监会下

发的《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融资租赁公司风

险资产对净资产倍数要求由 10 倍调整为 8 倍，对融资租赁公司的

资本监管要求进一步提高，部分杠杆水平较高的融资租赁公司面

临一定资本补充压力。 

 

 

测试分布结果显示，国资产业集团以及地方政府为实际控制人背

景的融资租赁公司普遍获得较好的资本和杠杆水平评分，分布于

a+与 bbb+区间。部分融资租赁公司获得较好的资本和杠杆水平评

分与其相对缓和的资产投放有一定关联。而以民营企业或无实际

控制人背景的融资租赁公司则杠杆水平评分测试结果则相对靠后。 

 

 

相较于 2020 年，2021 年样本融资租赁公司的“债务/有形权益”

指标整体未发生较大变动，变动幅度主要处于±0.6 个百分点范围

以内。相对较小的变动幅度与融资租赁公司缓和的资产增长速度

有一定关联。惠誉博华认为，未来随着行业进入相对平稳的增长

阶段，样本内的多数融资租赁公司的资本和杠杆水平也将大体保

持稳定，但仍需警惕资产质量下行对于资本水平侵蚀的风险。 

 

 

 

融资和流动性  

是否拥有充足稳定的流动性也是惠誉博华对融资租赁公司信用质

量进行评判的重要关注点之一。一般而言，较高比例的无担保债

务，融资来源较为多元化且稳定都将会被视为有利因素。惠誉博

华一般通过无担保债务的比例以及经营环境的矩阵得出融资租赁

公司的隐含融资和流动性评分，在此基础上再参考短期债务比例

等其他因素进行进一步调整后得出最终融资和流动性评分。 

样本内的融资租赁公司 2019-2021 年平均无担保债务比例（无担

保债务/总债务）多数高于 65%水平，其中有个别机构这一比例可

以达到 95%以上。较高水平的无担保债务反映了此部分融资租赁

公司较强的财务灵活性和获得流动性的能力。 

 

 

与金融租赁公司有所不同，融资租赁公司的融资渠道相对有限，

无法同金融租赁公司一样在银行间市场进行同业拆借，其资金来

源主要依靠股东注资、银行贷款、债券发行等方式进行。惠誉博

华认为，此次测试范围内的融资租赁公司为行业中较为优质的机

构，业务发展较为成熟，此部分机构对于债券工具融资的运用相

对更加充分，但从行业整体角度而言，融资租赁公司对于银行资

金更为依赖。测试结果显示，样本内的融资租赁公司融资与流动

性水平评分结果较为分散，其中部分拥有国资产业集团实际控制

人背景的机构在其股东集团的支持下获得较为稳定充裕的资金来

源，并获得较好的评分。相对应之下，无实际控制人背景的样本

融资租赁公司融资与流动性水平评分相对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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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市场整体资金较为充裕，多数样本融租租赁公司流动性受

此影响发生积极变化。相较 2020 年，2021 年末样本内超过半数

的融资租赁公司无担保债务比例有所上升，但多数上升幅度处于 3
个百分点以内。此外有相当数量的样本融资租赁公司 2021 年短期

债务比例较 2020 年下降 0-4 个百分点，惠誉博华通常视减少对短

期资金的依赖、提升负债端稳定性为正面因素。但样本融资租赁

公司中也存在个别机构 2021 年末短期债务比例有超过 12 个百分

点以上的提升，其中部分融资租赁公司把握当前较为宽松的资金

环境，提高短期融资比例以降低综合融资成本，另外部分机构则

由于前期偿还了较大金额的长期债务而导致债务结构发生变化。

惠誉博华认为，未来一段时间融资租赁公司受到整体较为充足的

资金环境影响，流动性将保持在良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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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样本机构名单 

 

 

 

 

 

 

 

 

 

 

 

 

 

 

 

 

 

 

机构名称
2021年

资产总额

2021年

净利润

2019-2021年总资产

复合年均增长率

2019-2021年平均

税前利润/总资产

2021年

股东权益/总资产

远东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88,163                      9,499                          9% 4% 21%

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73,954                      4,311                          4% 2% 16%

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167,584                      1,991                          6% 2% 16%

国网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34,898                      759                             40% 1% 15%

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114,741                      1,413                          8% 2% 15%

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82,809                        1,219                          17% 2% 15%

中国环球租赁有限公司 69,648                        2,048                          11% 4% 26%

广州越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62,479                        1,230                          16% 3% 19%

芯鑫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61,540                        573                             9% 1% 25%

中建投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51,950                        304                             13% 1% 14%

中交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51,591                        749                             12% 2% 21%

华能天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49,760                        798                             22% 2% 16%

国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47,632                        580                             17% 1% 15%

海发宝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47,320                        450                             15% 2% 16%

招商局通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42,342                        514                             7% 1% 16%

国药控股(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38,740                        705                             13% 3% 15%

国泰租赁有限公司 35,838                        608                             20% 2% 22%

华电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35,206                        490                             20% 2% 16%

中飞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31,652                        546                             2% 2% 27%

中核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30,665                        209                             72% 1% 12%

三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30,222                        404                             85% 3% 12%

中广核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7,944                        456                             35% 2% 14%

大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6,743                        114                             -7% 2% 26%

华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6,408                        401                             14% 2% 14%

国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4,694                        178                             33% 1% 14%

中国康富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4,070                        333                             -13% 2% 19%

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 23,828                        207                             4% 1% 16%

诚泰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 21,233                        304                             6% 2% 23%

南航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9,520                        500                             17% 3% 22%

青岛城乡建设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8,461                        490                             7% 4% 20%

华宝都鼎(上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7,656                        206                             41% 2% 16%

君创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3,296                        281                             1% 3% 24%

重庆银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6,832                          125                             7% 2% 21%

太钢(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994                          61                                -7% 3% 62%

数据来源：Wind，公司年报，惠誉博华

单位：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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