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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金融集团是一家专为各行业提供融资服务的跨国企业。遍布

全球的 2600 多名员工将全力支持西门子业务集团以及第三方合作伙

伴的业务，广泛设计工业、基础设施与城市、医疗、能源等领域。

我们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设备采购和流动资金提供融资，同时为各

业务集团提供财务风险管理。基于我们强大的金融业务能力以及对

各行业的深刻了解，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客户的竞争优势，为其创造

更多价值。

本宣传资料提供的只是一般性信息，这些信息在本宣传资料印

刷时是准确的，如发生改变将不再另行通知，本宣传资料的

内容不代表报价，也不能取代与西门子针对具体业务的商谈。

西门子金融服务集团（SFS）是国际市场 B2B 金融解决方案

提供商。凭借在西门子相关领域的特定资产专长，西门子金

融服务集团能够为投资者提供商业融资、项目与结构性融资

和杠杆融资等解决方案。西门子金融服务集团在全球拥有

3100 多名员工，同时服务西门子和第三方企业，并管理西门

子内部的金融风险。借助融资专长和行业知识，西门子金融

服务集团为客户创造价值并增强其竞争力。西门子金融服务

业已成为技术产品赢得客户信任和市场竞争的重要因素。截

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西门子金融服务集团的总资产已达到

220 亿欧元。

详情请访问：www.siemens.com/finance

siemens.com/finance



西门子财务租赁有限公司（SFLL）隶属

于西门子金融服务集团，是西门子在华

的全资子公司。依托金融服务集团遍布

全球的服务网络，西门子财务租赁有限

公司将先进的资产融资产品本地化，为

中国企业提供符合可持续发展需求的

金融产品。

 

西门子财务租赁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许

多主要城市和地区都设有办事处，业务

覆盖西门子各业务集团的产品以及通用

机床、建筑机械、纺织、陶瓷加工、塑料

加工、交通运输等领域的第三方设备。

 

作为首批进入中国的外资融资租赁公

司，西门子财务租赁有限公司凭借强

大的资金实力、先进的融资理念和广

泛的业务范围，始终处在中国市场的

领先地位。其覆盖全产业链的金融服

务，以及根据中国市场特点推出的合

同能源管理等创新型产品，都受到客

户的广泛好评。

来自西门子的
融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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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金融服务集团（SFS）是西门子的核心部门之一，在 190 多个国家开展

业务。西门子财务租赁有限公司是 SFS 在中国主要业务实体。

全球领先的融资服务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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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可靠的全球业务伙伴

西门子金融服务集团（SFS）是西门子的核心部门之一，在 190 多个国家开展业
务。西门子财务租赁有限公司是西门子金融服务集团在中国主要业务实体。

全球领先的融资服务提供商

流程完全本地化，并贴合厂商销售流程和客户采购流程。我们为重点客户
开通绿色通道，确保资金最短时间到位。

高效的本地化流程 

依托西门子的业务实体，西门子财务租赁对技术、设备、市场和行业有深入
了解，能够设计出企业真正想要的、切实解决企业问题的设备融资方案。

行业先锋金融专家

专业的服务团队分布在全国一、二线主要城市，随时响应客户的需求。

专业团队，快速响应

完全使用西门子自有资金，稳定、可靠、不受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

资金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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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赁，即出租人根据承租人的要求，向承租人指定的供货商购
买指定的设备，并将该设备的使用和收益权转让给承租人，承租人
分期支付租金，租金偿还完毕后设备所有权转移给承租人的一种融
资方式。

西门子是最早在中国开
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外商
企业之一。

什么是融资租赁？

融资租赁公司设备供应商

有融资需求
的企业

支付设备款

支付租金

* 短期融资
3 到 12 个月

循环使用的信用额度

只需一次信用审批

最快速度实现放款

定制的还款方案

标准融资
1 到 5 年 

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

快速审批通道

融资多种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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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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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针对西门子合作伙伴提供





8 9

一次性全款购买设备会消耗大量资本，影响企业的资金流动性和
银行信用额度，这一问题在传统贷款难以获得的大环境下显得尤
为突出。

为什么要使用融资租赁？

融资租赁 银行贷款

申请条件
对企业的信用和资质有一
定要求，更看重企业的效

益和发展前景

   门槛高，通常需要土地、
房产等实物抵押，以及

第三方担保

融资期限 3 个月到 5 年不等 1 年期以下为主

如何还贷
根据企业发展及盈利情况
定制灵活的还款方案

多为期末一次性偿还

审批流程
审批时间短，直接付款给

设备供应商
    审批环节多，时间长，

手续较为繁琐

企业信用 保持银行信用额度   影响银行信用等级，
不利于下次投资

放款形式 可根据项目进度放款
存在部分放款和过早
放款的现象，加重企

业融资负担

融资租赁 银行贷款



对最终用户通过融资租赁轻松完成
设备升级换代，与
时俱进地实现产
业升级。

解决
设备资金

根据客户要求设计还款方
案，能够让客户准确
地制定预算、管理
投资。

简化
预算管理

量身定制的租赁协议能够满
足不同的现金流计划，
提升财务灵活性

提升
财务灵活性

降低资本占用，企业可将节
省下来的资金投在其它
的商业活动上。

提升
资金流动性

对厂商
为厂商的产品提供配套
的融资方案，满足
最终用户的融资
需求。

丰富
厂商产品

融资方案成为厂商的差异
化竞争优势，占得市
场先机。

增强
厂商竞争力

打破资金壁垒，最终用户可
以从容购买设备，厂商
销售问题迎刃而解。

提升
厂商销售

跟踪用户的设备状况和需求
动态，使厂商可以在现
有协议终止前开始新
的业务洽谈。 

巩固与客户
的长期关系

客户银行信用额度不会受设
备采购影响，不会影响
后续的投资

保持
银行信用额度

架起通往成功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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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审批流程

我们从下列方面
来对承租人
进行评估 

1

2

3

4

5

6

7

8

厂商与客户确定设备选型和价格以及服务条款

西门子财务租赁、厂商和客户签订
设备采购及融资租赁协议

厂商向客户发货

租期结束后，设备所有权移交给客户

客户向西门子财务租赁提供风险评估
所需的资料

西门子财务租赁进行现场或电话面谈，
以及内部风险评估

客户根据融资租赁协议向西门子财务租赁
支付相关款项

租赁开始，客户根据融资租赁协议向西门子
财务租赁支付租金

■  实际控制人的从业年限及经验
■  关键财务指标（年产值、银行贷款等）
■  下游客户的订单及回款情况
■  新购设备的订单来源
■  未来投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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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高效能源
绿色环保、节能减排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对于节能技术与服务的提供者和他们的最终用户来说，融资
租赁在风险管理及资金方案灵活性等方面有着无语伦比的优势。我们是最早进军节能领域的融资租赁
公司，在建筑节能、工业节能等方面进行过诸多创新，帮助解决诸如合同能源管理的资金问题等难题，
促进节能技术和产品的快速推广和应用。

加速普及高端医疗设备
广大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发展需要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我们与西门子医疗紧密合作，为各级、各
类医院提供一站式的金融解决方案，满足医院跨区域、集团式的发展需求。我们已经为近千家医院
提供了资金支持，包括大量的县级医院和民营医院。

提高工业生产力
依托西门子的雄厚工业背景，我们为中国企业提供独具特色的全产业链融资，加速资金回流、降
低沉淀资本，从各个环节推进生产力的升级。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专门为中小企业设计了快捷、
灵活的设备融资解决方案，帮助他们摆脱金融枷锁，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已经为 1000 多家中
小企业提供了融资服务。

“首先，融资租赁的购买形式不会冻结我们的资金，这对我们的其他投资非常重要。
其次，西门子融资为我们量身定制的融资方案实现了设备收入远高于设备租金，有
利于我们的成本控制。”

蔡元贵，长春骨伤医院财务总监

“西门子领先的整合医疗解决方案和成熟的管理专业知识帮助维康走在行业前
列，同时西门子的定制化设备融资解决方案也帮助我们减轻了财务压力，以更小
负担抓住发展机遇。”

刘忠臣，维康医药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

“合同能源管理的特点决定了资金对于西门子工厂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愈发
的重要。与西门子财务租赁的合作是一次突破性的尝试，也是市场的大势所趋。很高兴地看
到来自兄弟部门的融资方案能够切实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对合作的前景非常有信心。” 

秦政，西门子工厂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与西门子财务租赁有限公司的合作有力地促进了佩尔优在节能减排领域的发展。期望与西
门子财务租赁有限公司有更多的合作。”

江源泉，北京佩尔优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西门子帮助解决了我们供销之间的资金链问题，对我们和我们的客户来说都
是一种保障。”

李建华，岳阳中卓机床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与西门子财务租赁的合作如轻舟随波，轻松愉快。在没有烦恼、没有压抑的状
态下，顺利实践了心想事成的梦想。当您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之时，有了西门子
财务租赁有限公司的支持，就能快速出手，一举成功。真正做到了时间是金钱、
效率是生命。”

朱昌宏，江苏晶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客户眼中的西门子财务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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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中国本土，
引领行业发展

2013
中国融资租赁年度公司

2011
中国融资租赁年度公司

2009
推动节能减排贡献奖

2010
中国融资租赁十佳企业

2012
中国融资租赁年度公司

在最新 “2020 愿景中” ，西门子金融服务集团成为西门子的九大
支柱产业之一。我们将与其他业务集团一起续写西门子的百年
辉煌。

金融服务在支持中国企业发展、加速产业转型等方面正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当前的经济大背景下。过去十年，我
们与各位合作伙伴一起见证了西门子全面服务的成功。我相信这
些成功是可持续的，而且会更上一层楼。

西门子财务租赁的全体同事们将进一步加强与客户和业务伙伴的
合作，提高服务水平、加快审批速度，把客户体验提升到一个新
的高度。让我们携手共赢！

泰雷德
首席执行官
西门子财务租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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