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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 报道·金融

诚信金融
为消费者撑起保护伞

近年来，金融消费者遇到
银行卡盗刷、存款变理财、存款
变保单等案例不时见诸媒体。
虽说金融消费者权益日益受到
关注，不过数据显示，目前仍有
不少金融消费者维权时受阻，
在实际纠纷中不能真正得到有
效解决，不少金融消费者只能
忍气吞声，特别是涉及较大金
额的，又涉及多个部门，维权非
常不易。

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
益，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
基础。只有不断满足金融消费
者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切
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才能增强社会公众对金融
业的信心，维护金融业的稳定
与安全，才能更好地促进实体
经济发展。

随着“3·15诚信金融·大
河在行动”活动的启动，大河
报·大河财立方将以此为契机，
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宗
旨，以促进金融诚信经营、自觉
履行法定责任为重点，充分发
挥行业示范作用，不断拓展金
融消费新模式、新内容。

本次活动，大河报将在公

众和金融机构之间建立一个有
效、畅通的交流平台，帮助金融
消费者与银行、保险、证券公司
等金融机构形成良好沟通，帮
助大众规避金融消费陷阱、消
除误解、做好维权，为广大中原
消费者提供一个安全放心的消
费环境，也为金融机构提供一
个打造品牌、拓展诚信的宣传
展示机会，推动提升河南金融
业诚信服务的良好形象，为金
融消费者撑起一个保护伞。

搭建平台
共建“信用河南”

纵观中原金融行业，谁是
诚信品牌的好榜样？

作为消费者，金融机构的
哪些做法最让你愤慨、伤心？
哪些服务最让你感动、暖心？

在消费过程中，你的哪些
权益受到的损害，需要维权？

即日起，大河报·大河财立
方将为你开通大河财立方官方
微博、官方微信、大河财立方客
户端、热线电话等通道，欢迎您

“吐槽”或“点赞”。
我们将抽取部分典型案

例，以新闻报道的方式重点宣
传，与广大消费者一起弃恶扬
善，为信用河南添砖加瓦，让中

原消费者更放心！
在3·15前后，大河财立

方也将推出“2019河南金融
业3·15”特刊，进行诚信示范
金融机构展示，不仅宣传河南
金融行业的新机构、新业务，宣
传河南传统金融业的新动作、
新产品；同时，普及金融知识，
曝光消费陷阱，促进中原金融
市场和谐消费。

本次活动，大河报·大河财
立方将通过报纸、大河客户端、
大河财立方客户端、大河报网、
大河报官方微信、大河财立方
官方微信及三方平台等30个
全媒体平台同步推出。我们将
通过全媒体联动的方式，搭建
社会大众和金融机构沟通平
台，帮助金融消费者们破解难
题，排忧解难，维护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

开通五大通道
有事儿你说话

即日起，大河报·大河财立
方还将启动金融曝光台，受理
金融投诉。如果你有话想说，
生活中遇到金融烦心事，或者
对金融机构有什么建议；或者
金融消费过程中，遇到过哪些
暖心事儿，都可以通过以下五

种方式告诉我们。
1. 新浪微博：您可@“大

河财立方”官方微博留言；
2. 微信：您可扫描下方二

维码，关注“大河财立方”官方
微信并留言；

3. 客户端：您可扫描下方
二维码下载“大河财立方”APP
客户端，在3·15专题下留言。

4. 热线：可在工作时段拨
打热线电话：

0371-67911632
15638878399
15638878299
5.邮箱：
903415701@qq.com

去年全年总数破万家
同比增长21.7%

根据《2018年中国融资租
赁业发展报告》，截至2018年
12 月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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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77家，较上年底
的9676家增加了2101家，增
长21.7%。

融资租赁业分为金融租
赁、内资租赁、外资租赁三部
分，其中金融租赁由于受银保
监会监管，受机构合并影响，进
入2018年以来全国未审批新
的企业，截至12月底已经获批
开业的企业为69家。

另外，内资租赁方面，去年
天津、陕西、沈阳、广东等地自
贸区继续审批内资企业开展融
资租赁业务试点。截至去年12
月底，全国内资融资租赁企业
总数为397家，较上年底的280
家增加了117家，增长41.8%。

外资租赁方面，天津、广
东、上海、辽宁、陕西等地外资
租赁企业继续增加。截至12
月底，全国共11311家，较上年
底的9327家，增加了1984家，

增长21.3%。

河南融资租赁企业34家
占全国0.29%

全国融资租赁企业地区分
布极不均匀。截至2018年12
月底，全国31个省、市、区都设
立了融资租赁公司，广东、上
海、天津等10个省市的企业总
数占到了全国的95%以上。

其中，河南融资租赁在全
国占比不高，根据《发展报告》
河南企业总数为34家，仅占全
国的0.29%。其中，金融租赁
为2家（今年邦银金租有望成
为第三家），内资租赁8家，外
资租赁24家。

统计资料显示，2018年以
来，河南省新增6家内资融资
租赁公司，在河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内被自主审核通过，分别
是河南省农业融资租赁股份有
限公司、河南资产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河南国宏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郑州航空港兴港租赁
有限公司、河南豫资芯鑫融资
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河南航投
航空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加之
过去存在的两家：河南广通汽

车租赁有限公司、河南国控租
赁股份有限公司。截至目前河
南内资融资租赁公司数量达到
8家。

截至2018年 12月底，在
以注册资金为序的全国融资租
赁企业50强排行榜中，有108
家企业入围其中，但50强内暂
未有河南一席之地。

去年河南设立全国首个
融资租赁行业仲裁庭

2016年以来，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融资租赁行业发展，
多次出台加快融资租赁行业发
展的支持政策。当年10月，河
南省成立租赁行业协会，属全
国第一个集金融系、内资系、外
资系及租赁企业的行业协会。
去年，该协会与上海市执业经
纪人协会融资租赁经纪专业委
员会达成考试培训合作，并同
意设立了“河南省租赁行业协
会经纪专业委员会”，还与黄河
科技学院商学院就共建“中原
租赁行业学院”签署了合作协
议。

另外，行业内传统诉讼手
段不但诉讼周期长，而且失信

对融资租赁企业未来的发展影
响较大。对此，在不改变银行
其他信贷政策的前提下，河南
设立了租赁行业的调解委和仲
裁庭，进一步保护行业健康发
展，河南也是全国第一个落实
该举措的省份。

据河南省租赁行业协会会
长郑奇介绍，2019年，全省融
资租赁行业还将进行以下探
索：一是以租赁经纪人专业培
训和提升教育为突破点，强化
队伍建设，提升执业能力与职
业素养；二是协会将围绕“无车
承运人”和“住房租赁”创新业
务，整合行业资源、开展行业合
作；三是联手中国电信和其他
兄弟协会，助推“中国租赁云平
台”建设；四是加强党建和政策
引领，加强同业合作，吸引外地
租赁企业入驻河南省，并引导
有条件的租赁企业走出去，配
合国家“一带一路”顶层战略的
实施。

郑奇认为，融资租赁行业
已进入监管趋严、行业整合、稳
定发展的阶段。在新的监管体
系下（融资租赁业正式从商务
系统划归银保监会监管）也将
走上更平稳健康的发展路径。

倡“信用河南”好风气 做诚信金融好品牌

“3·15诚信金融·大河在行动”正式启动
开通五大通道，金融3·15，有事儿你说话

近年来，见诸报端
的金融圈骗局花样翻
新，总有一款让你刻骨
铭心。今年3·15国际
消费者维权日的主题
是：信用，让消费更放
心！诚实守信是每个企
业、机构的社会责任，诚
信才能造就消费者的放
心。如何在金融消费
中，维护自身的合法权
益，获得优质、贴心、靠
谱可信的服务，是所有
消费者关心的话题。

为了倡导更加健康
有序的金融秩序，让更多
企业、个人了解新金融业
态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
务，大河报·大河财立方
不仅要做好金融消费市
场的“清道夫”和“啄木
鸟”，同时推出“普惠金
融，精准扶贫，温暖行
动”系列活动之“3·15
诚信金融·大河在行
动”，让金融行业更好地
“呵护”消费者的权益。

□策划：大河报·大河财立方 执行：记者 徐曼丽 席韶阳

2018中国融资租赁业发展报告出炉

随着邦银金租被中原
银行收购，融资租赁行业
再次受到关注，我省在全
国处于什么样的行业地
位？近日，中国租赁联盟、
联合租赁研发中心和天津
滨海融资租赁研究院出炉
《2018年中国融资租赁业
发展报告》，多方面披露去
年全国融资租赁业情况。

据了解，2018年全国
融资租赁业虽实现增长，
但受行业监管体制和会计
准则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等
因素影响，企业数量、注册
资金和业务总量的增速都
明显减缓。由于起步较
晚，截至2018年12月底，
河南融资租赁企业总数为
34 家，仅占全国比重
0.29%，其中金融租赁为
2家（今年中原银行收购
邦银金租，有望成为第三
家），内资租赁8家，外资
租赁24家。但因受全省
重视，河南去年通过设立
租赁行业协会经纪专业委
员会、调解委和仲裁庭等，
正进一步培育和支持行业
发展。

河南融资租赁企业34家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周世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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