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般情况下，很多人会认
为如果一家航空公司为其飞机
进行了喷涂并运营，那可以说
明该航空公司拥有了这架飞
机。其实不然，这和汽车一样，
有买的，也有可能是租赁的。
航空公司为什么要租赁飞机？
什么是飞机租赁？

扫一扫快速了解飞机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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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运输是进出海南的主
要交通方式，随着自贸港建设进
程的加快，全球客货飞机在海南
起落将更频繁，航线网络将更密
集，航空业务将更丰富。想要发
展临空经济，除了传统的航空客
运、航空货运和飞机维修外，在
“飞机”这个大物件上，还有哪些
文章可做？

12月13日，海南自由贸易
港第四批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活
动举行，共签约75个重点项目，
协议投资总额约390亿元。其
中,春秋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
司与海口签约，开拓飞机租赁业
务,成为一大亮点。

飞机租赁，自《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
《总体方案》）发布以来频频在海
口出现——中航国际租赁有限
公司今年8月在海口江东新区
落地11架通用飞机租赁业务；
南航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10
月在海口江东新区交付首架国
产飞机ARJ21-700；海口市首
架保税租赁进口的空客A330
飞机11月正式交付给海南航空
公司……

有融资租赁业“皇冠上的明
珠”之称的飞机租赁，何以短时
间内在海南密集落地？这得益
于《总体方案》释放的政策红利，
得益于省委、省政府对海口发展
临空产业的清晰定位，得益于海
口上下瞄准飞机租赁业的集中
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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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看他山之石
国内外飞机租赁业发展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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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推进飞机租赁？A

飞机租赁处在航空产业和融资租赁
产业的顶端，是融资租赁的突出代表，多
为跨国性交易，它涉及政策多、资金需
求量大、跨境融资、专业性强，是融资租
赁业务中交易结构最为复杂、国际资本
市场竞争最为激烈的金融业务之一。

飞机租赁是怎样的运行模式？“航空
运输业是资本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
因此航空公司需要保证充分的现金流，
相较于购买昂贵的飞机，他们更愿意采
用租赁的形式。”海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符蕾介绍，飞机租赁是指租赁机构通过
贷款、融资等方式向飞机制造商购买飞
机，并租赁给航空公司收取租金的业务
形式，不仅可以降低航空公司引进飞机
成本，还可以提高航空公司机队的灵活
性及交付速度，便于引进新机种和新机
型，成为航空公司解决机队扩张与资金
短缺矛盾的有效途径之一。

海南为何要发展飞机租赁？“飞机租赁
涉及航空运输及飞机制造、飞机维修、发动
机等高新技术产业，符合海南产业发展定
位，特别是符合《总体方案》对海南自贸
港提出的高质量高标准发展要求。”符蕾
认为，飞机租赁能带动上下游法律、财会、
金融、保险、航空维修、飞机拆解等产业发
展，推动海南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飞机租赁如何盈利？“飞机租赁的
盈利模式与飞机租赁业务类型有关，主
要盈利模式有经营性租赁和融资租
赁。”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招商引资部
金融组负责人王文龙介绍。

在经营性租赁业务中，租赁公司从
制造商、其他租赁公司或航空公司购买
飞机，出租给航空公司并赚取租金收
益，并在租赁期内或租赁期末以出售飞
机资产赚取处置收益。

在融资租赁业务中，租赁公司从制
造商、其他航空公司或其他机构购买飞
机，出租给航空公司，收取全部租金后
再将飞机资产转移至航司，赚取租赁利
息收益。

打个比方，融资租赁类似于按揭买
房，经营租赁类似于租房。选择哪一类
方式扩充机队取决于航司的企业规模、
财务状况、信贷水平、运营策略以及战

略规划等多方面因素。
“而在实际业务操作中，租赁公司

的盈利模式与其资金管理能力、飞机选
型等采购能力、飞机资产处置能力及租
赁项目风险管理能力等都有较强的关
系。”渤海租赁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航空产业链中，飞机租赁产业兼
具带动经济发展、增强创税能力、提升
产业结构、拉动关联产业等优势，是沟
通产业链上下游、链接实体经济与金融
资本的平台，有助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以及实体经济发展。

“简单来说，飞机比较昂贵，又具有
国际属性，是流动性最好、价值性最高的
投资品之一。”王文龙举例介绍，《总体方
案》发布后，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落在
海口江东新区的11架通用飞机租赁业
务，总金额为2.4亿元，“其实大部分飞机
租赁业务的资金池多以“亿元”为单位，
一旦飞机租赁业形成集群效应，是可以
帮助海南培育千亿级产业的。”

业内人士研究，以海口2018年两架
保税SPV（特殊目的机构）租赁进口的巴
西E195客机交付使用为例，飞机总价值
约7500万美元，约产生8000万元的税收
和4.5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对海南区域
实体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全球飞机租赁产业市场空间巨大，以
飞机租赁为例，业内人士预测，未来20年
全球民航业将需要逾4.4万架新飞机，总
价值达6.8万亿美元，其中中国需要8090
架新飞机，价值1.3万亿美元，并有望在10
年内成为世界最大航空市场。

截至目前，海口共引进浦银金租、交银
金租、建信金租、中航国际租赁、南航租赁、
渤海租赁、春秋融资租赁等7家飞机租赁
业务公司，2020年累计开展飞机租赁业务
近6亿元。尽管《总体方案》发布以来，海
口陆续促成了多单飞机租赁业务落地，但
海南的飞机租赁业务才刚刚起步，仍有很
大发展空间。

“海南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提升软件、硬件服务，组建专业人才团队为
飞机租赁业务发展培育沃土。”符蕾认为，
飞机租赁业务是一项需要花时间、花心思
精心培育的产业，虽然急不来，但需要解放
思想、大胆创新，以制度集成创新做好产业
培育的各项工作，引进国内外大型飞机租
赁公司，引进培养产业链上下游需要的高
端人才，探索打通境外融资限制，让企业了
解到海南不仅有政策优势、发展空间，更有
营商环境方面的优势。

“海南拥有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和完
整的闭合空间，发展航空物流、通用航空、
飞机租赁业和航空维修产业具有独特地
缘、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业内人士认为，
离岛免税购物政策、医疗康养产业等，对国
内外游客有着很大吸引力，间接刺激了飞
机租赁业的快速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海口江东临空经济区
的打造，是为了寻求航空要素流动开放、形
成高端产业聚集，塑造世界航空技术服务
之都。因此，在政策优势、区位优势、资源
优势的多重叠加下，业内人士认为海南可
以借鉴爱尔兰等飞机租赁业发达国家及国
内天津东疆等地，探索研究经营性租赁出
口退税、飞机加速折旧、自贸港内SPV公
司合并申报和飞机租赁交易取回条款、违
约条款等举措的可行性和具体实施细则，
引导飞机租赁企业通过银行、基金、保险、
理财、债券以及海外融资等多种金融机构
和工具进行融资。

“对企业而言，我们更希望看到自贸港
落地税收优惠政策方面的细则，实行更高
效的海关监管流程，探索更灵活的外汇管
理政策。”渤海租赁相关负责人表示，飞机
租赁业务的落地大多以项目公司形式开
展，因此对于项目子公司的虚拟地址注册
及业务范围批复等行政审批方面的支持十
分必要。

从去年以来，依托海口临空产业经济
发展，海口专门成立了融资租赁招商引资
小组，先后赴天津、上海、广州前往渤海租
赁、上海外高桥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南航国
际租赁等单位调研学习，组织专人跟班学
习融资租赁业务知识，力争带出一支专业
的人才队伍，加快推进飞机租赁业务落地。

（本报海口12月17日讯）

飞机租赁涉及航空运输及
飞机制造、飞机维修等多个高
新技术产业，资金密集、资源密
集，符合海南产业发展定位

海南飞机租赁现状如何？B

具有发展飞机租赁的独特
优势，一项项飞机租赁业务相
继落地海口

海南飞机租赁产业
如何再上新台阶？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
公司以融资租赁的方式引进的
国产ARJ21飞机。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南自贸港具有发展飞机租赁的
独特优势。首先是有政策优势。“零关
税、低税率、简税制”型特殊财税制度，
有利于提升飞机租赁业参与国际合作
竞争的优势，吸引全球高端要素资源聚
集。通过实施进口飞机和维修零配件
免税，企业和飞行相关工作人员所得税
最高为15%，加注保税航油，以及岛内
进口用于交通运输、旅游业的航空器实
行“零关税”正面清单管理等特殊税收
制度，有效落实第七航权开放试点政
策，不仅能够吸引航空公司增开航线航
班，在海南设立运营基地或航空货运转
运中心，还可以进一步提升海南的国际
开放度。其次是区位优势独特。航空
运输一直是出入海南的主要交通方式，
海南航空旅客周转量约占总量的84%。

“允许海南进出岛航班加注保税航
油；取消船舶和飞机境外融资限制，探索
以保险方式取代保证金；支持在海南试
点开放第七航权……”《总体方案》对飞
机租赁业务的利好政策，受到业界广泛
关注，也吸引了一批公司与海口开拓飞
机租赁业务。

经过近两个月的高效洽谈，今年8
月28日，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与海口
江东新区管理局确定首批11架通航飞
机租赁项目落地，投放总价值约2.4亿
元。这标志着海南自贸港飞机租赁业
务“首单”实质性落户海口临空经济区。

“得益于自贸港建设释放的政策吸
引力，我们希望在海南开展实际的飞机

租赁业务。经过与海口的顺畅对接，我
们在海口设立了SPV。”中航国际租赁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投放落
地7架Cessna 208B通航飞机、4架空
中国王350飞机。

“飞机运营地并不局限在海口，而
是在全国各地运营。但在海口设立
SPV，项目落地海口，就意味着租赁项目
产生的税源留在了海口，体现了央企服
务地方经济的担当。”该负责人介绍，海
南自贸港有11个重点园区，其中海口占
3个，政策优势和产业群聚效应明显，与
租赁行业优化产业结构、服务实体经济
的能力相得益彰。

没过多久，10月21日，南方航空以
融资租赁的方式引进一架ARJ21国产
飞机，落地海口江东新区。

为了在海口开展飞机租赁业务，南
方航空在海口设立了海口昌如飞机租赁
有限公司，“考虑到国产ARJ21飞机对
运行、维护有较高要求，南航ARJ21国
产飞机在广州运营，待积累足够的运营
经验后逐步调配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运
营，拓展南航广州⇌北京双枢纽服务范
围。”南航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
许峰介绍，飞机租赁业务的开展，可以带
动海南航空运输业以及与飞机租赁相关
的法律、金融、航空维修等行业发展。

“ARJ21飞机是我国自行研制的，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涡扇支线飞机，
这架飞机的租赁业务落在海口，体现了
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王文龙表示。

飞机租赁业务产业链涉及的各环
节人士纷纷表示，他们选择海南，正是
因为看到了《总体方案》中关于进口营
运用交通工具及游艇免征进口关税、进
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释放的

巨大潜力和发展空间，使得海南发展飞
机租赁产业具备了核心竞争力。

海南日报记者梳理海南探索开拓
的飞机租赁业务发现，除了上述提到的
飞机租赁业务外，12月9日，一架湾流
G650ER托管公务机在海口美兰机场举
行接机仪式，开创了外籍飞机转至海南
自贸港注册的先河；11月5日，一架湾
流公务机飞抵海航集团旗下金鹿公务
海南公务机维修基地，接受高级别定
检，填补海南公务机定检维修产业的空
白；11月30日，海口市首架保税SPV租
赁进口的空客A330飞机正式交付给海
南航空公司，标志着海口保税融资租赁
业实现零的突破……

其实早在2015年，海南就看到了发
展飞机租赁的机遇。那一年，在海南相
关部门的支持下，渤海租赁下属子公司
天津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在海口综
合保税区设立了10家SPV公司，陆续
操作4笔飞机租赁业务，投放价值约25
亿元，成为第一批在海南开展飞机租赁
业务的租赁公司，实现了海南当地飞机
租赁业务零的突破。

如今，海口依托临空产业经济的战
略优势，不断探索和推动飞机租赁业务
的落地。“为了吸引更多飞机租赁领域公
司投资海口，海口2019年特别成立了专
业的招商机构——海口国际投资促进
局，成立医药、公务机、游艇、飞机维修、
保税航油、航空租赁6个产业招商小组，
搭建了‘管家+专家+保姆’的服务机制，
吸引更多飞机租赁领域公司投资海口。”
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投促二部、融资租
赁招商专职人员
唐琼标介绍。

以制度集成创新做好产业
培育，引进国内外大型飞机租赁
公司，吸引培育全产业链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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