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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医疗器械设备融资租赁，是医院或者医疗机构从租赁公司针对相应的医疗设备进行的融资
融物。医疗器械租赁行业起步于国外，行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国外医疗器械租赁行业发展历
程，为国内行业发展提供宝贵经验。
截至2017年底，全国融资租赁企业（不含单一项目公司、分公司、SPV公司和收购海外的公
司）总数约为9,090家，较上年底的7,136家增加了1,954家，同比增长27.4%。2010-2017年全国
融资租赁企业发展概况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智研咨询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医疗器械融资租赁行业市场发展模式调研及投资趋势分
析研究报告》共十四章。首先介绍了医疗器械融资租赁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
国医疗器械融资租赁规模及消费需求，然后对中国医疗器械融资租赁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
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医疗器械融资租赁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医疗器械
融资租赁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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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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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融资租赁行业现状是&ldquo;一个业务两种名称三类牌照&rdquo;，具体而言，对于同
样从事融资租赁（financial lease） 的公司，根据监管机构的不同，可以分为受银监会监管的金
融租赁公司，和受商务部监管的融资租赁公司。根据具体经营牌照的不同，又可以分为金融
租赁牌照公司、内资租赁牌照公司和外资租赁牌照公司。三类公司虽然从事相同性质的业务
，但在注册资本、牌照获批难度、经营杠杆上限以及具体监管措施等方面都面临不同的要求
。三类牌照融资租赁公司

- 金融租赁 内资租赁 外资租赁

非金融机构 非金融机构

注册资本 1亿元 1.7亿元 1000万元

较小

行业归属 非银行金融机构
牌照批准难度 极大 试点

杠杆上限 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理论上限12.5倍 风险资产不超过净资产总额的10倍

风险资产不超过净资产总额的10倍

独有融资渠道 银行同业拆借 无 跨境融资具有一定

便利

监管部门 银监会 商务部 商务部

租赁标的监管 对租赁标的限制较多+窗口指导

租赁标的权属清晰，真实存在并能产生收益权 租赁标的权属清晰，真实存在并能产生收益权
监管文件 银监会发布新版《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银监会令2014年第3号） 《融资
租赁企业监督管理办法》《关于从事融资租赁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外商投资租赁业管理
办法》《关于加强和改善外商投资融资租赁公司审批和管理工作的通知》 资料来源：公开资
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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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上世纪 80年代从日本引进融资租赁后，从融资租赁合同余额即业务量来看，发展迅
速，近年来增长率在 30%～40%。
截至2017年底，全国31个省、市、区都设立了融资租赁公司。但绝大部分企业仍分布在东南
沿海一带。其中上海、天津、广东、北京、福建、江苏、浙江、山东8个省市的企业总数占到
了约全国的93%。2017年全国融资租赁企业地区分布

地区 金融租赁企业（家） 内资租赁

企业（家） 外资租赁企业（家） 总数（家） 占全国比重（%）
2,151 23.66

广东省 6 18 3,124 3,148 34.63

3 27 205 235 2.59
19 295 317 3.49
155 165 1.82
0.42

福建省 2 10 359 371 4.08

河北省 2 5 16 23 0.25

西省 0 3 78 81 0.89
1 5 17 23 0.25
5 7 0.08

重庆市 3 5 73 81 0.89

四川省 1 9 36 46 0.51

湖南省 0 0 14 14 0.15

广西自治区 1 0 13 14 0.15

内蒙古自治区 0 1 4 5 0.06

浙江省 4 22 335 361 3.97

云南省 1 1 18 20 0.22

西藏自治区 1 0 4 5 0.06

省 1 1 1 3 0.03

天津市 11 79 1,484 1,574 17.32

江苏省 5 15 259 279 3.07

安徽省 2 9 44 55 0.61

二、2015-2018年华南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三、2015-2018年华中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四、2015-2018年华北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五、2015-2018年西北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山东省 3

辽宁省 1 9

湖北省 3 8 27 38

河南省 2 2 19 23 0.25

陕

新疆自治区

黑龙江省 1 1 9 11 0.12

贵州省 1 1

山西省 1 0 4 5 0.06

甘肃省 2 0 2 4 0.04

北京市

江西省 1 3 14 18 0.20

海南省 0 1 2 3 0.03

一、2015-2018年华东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上海市 10 20 2,121

青海省 0 1 5 6 0.07

宁夏自治区 0 1 3 4 0.04

总计 69 276 8,745 9,090 100

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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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2018年中国医疗器械融资租赁行业竞争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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