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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审判白皮书

规范引导融资租赁
本报记者 李万祥

经公安机关的不懈努力，涉案金额巨
大、潜逃境外 10 年的重大经济犯罪案件
主犯朱某、孔某日前被劝返回国。这是公
安机关“猎狐 2014”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
罪嫌疑人专项行动的又一战果。自 7 月
22 日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有 18 名重大
经济犯罪境外逃犯被成功缉捕回国。

7月 22日，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在部
署全国公安机关集中开展“猎狐 2014”专
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缉捕外逃
经济犯罪嫌疑人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
社会公平正义。一些外逃嫌疑人还牵涉
腐败犯罪，能否到案直接关系着当前反腐
败斗争的深入开展。”据介绍，近年来，全
国公安机关持续开展缉捕外逃经济犯罪
嫌疑人工作。2008 年以来，先后从 54 个

国家和地区成功将 730 余名重大经济犯
罪嫌疑人缉捕回国。

2004 年 7 月，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
在 立 案 侦 查 系 列 金 融 诈 骗 案 时 发 现 ，
2002 年 1 月至 2004 年 7 月，朱某、孔某等
30 余名犯罪嫌疑人先以高息诱使 35 家
单位将资金存入指定银行，然后与银行负
责人（均已另案判决）相互勾结，偷换客户
预留鉴章卡，伪造客户印鉴、票据，将存款
转移到自己控制的公司账户，先后作案
73 起，涉及 5 家银行的 13 个支行，造成巨
额经济损失。其中，2003 年 7 月，朱某、
孔某等人勾结某商业银行太原万柏林支
行工作人员，诈骗客户存款 1.5 亿元。案
发后，朱某、孔某及该系列案件中的其他
７名主要犯罪嫌疑人潜逃境外。

公安部对此高度重视，立即挂牌督
办，2004 年 8 月对朱某、孔某发布Ｂ级通
缉令；同年 12 月，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二
人发布红色通报。10 年来，公安机关从
未放弃缉捕工作，商印尼、泰国、菲律宾和
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警方及我驻当地
机构协助查缉，先后抓获其中 6名逃犯。

“猎狐 2014”专项行动开展后，公
安部要求，针对当前打击经济犯罪工作
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建立健全防逃
控逃追逃工作长效机制；深入排查防控
工作中的薄弱环节，进一步改进措施、
堵塞漏洞，着力提升防逃控逃的能力和
水平；坚持快速反应，发现外逃后第一
时间采取果断措施进行缉捕；对外逃嫌
疑人实行“一人一档”、动态管理，跟踪

落实缉捕措施；加强警种部门协作，形
成追逃工作整体合力。自此，山西太原
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了查缉力度。迫于
公安机关的强大压力，朱某在境外给民
警打电话，表示其本人和孔某愿意在柬
埔寨与民警商谈投案自首事宜。

今年 7 月，公安部与山西省公安机关
派出工作组赴柬埔寨，成功说服已经持外
国护照的朱某、孔某回国。日前，二人跟
随工作组回到太原。

“各级公安机关要以坚定的决心和有
力的措施，全力打赢境外追逃这场硬
仗，即使犯罪分子逃到天涯海角，也要
将其缉捕归案、绳之以法，坚决捍卫法
律尊严，坚决维护人民利益。”刘金国的
话掷地有声。

全 力 打 赢 境 外 追 逃 硬 仗
本报记者 曹红艳

使用信用卡未及时还款留下不良信用记录，想贷
款买房时遭银行拒绝，还面临承担违约责任。近日，
江苏惠山法院审结了一起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

小王和妻子小张婚后攒了一些钱，准备用来投资。
小张看中了离家不远的一套商铺，总价 21.3 万，觉得
价格适中，用来出租或自己开店都不错。夫妻俩经过商
议，打算用存款付首付款，余款向银行贷款。小张很快
就与房产公司签订合同，并支付了首付款 10.7 万元，
办理了申请银行贷款手续，就等着拿房了。

但是，银行贷款却迟迟办不下来。小王陪着妻子
到银行询问，被告知因为小张在银行有不良记录，贷
款申请未能通过审批。小张一下傻了眼，没想到自己
使用信用卡时的坏习惯给自己带来了麻烦。原来，小
张在该银行办理了信用卡，平时买东西吃饭等消费都
是刷卡，但到了还款期限，小张经常不是忘了就是手
头没钱，导致逾期还款，在银行留下了不良信用记
录。贷款办不下来，而夫妻俩的存款已经付了首付，
一时也借不到钱一次性付清余下的房款，无可奈何，
只能到法院起诉，要求解除购房合同。

审理中，房产公司表示，小张是因个人资信问题
无法办理贷款，如果一定要解除购房合同，就必须按
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而小张夫妇对该房屋很有
购买意向，希望协商解决。经法官主持调解，房产公
司同意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暂时为小张夫妇保留
该房屋，等他们筹措到资金再另行签订购房合同。

个人信用记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诚信度，是银行审
核发放贷款的重要依据，如果被拉入“黑名单”，就会
给贷款带来不便。法官就此提醒，在使用信用卡过程
中，应记住信用卡账单日和还款日，定期查询信用卡账
单，及时还款，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同时，应根据自
身收入水平合理消费，防止因还款压力巨大而影响日常
生活，留下不良记录。 文/席 悦 华 茜

信用卡逾期还款

致信用不良

信用卡逾期还款

致信用不良

2013 年底，国务院发文指出，充
分发挥天津滨海新区、上海浦东新区
和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初
步形成的产业优势，研究探索三地飞
机租赁企业提取风险准备金等多方面
措施，并鼓励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先试
先行。相比于 2013 年的大波动，这项
措施又给融资租赁业注入了新动力。

今年以来融资租赁业的快速发展源自
各项利好政策。4月3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
务会议指出，适时扩大融资租赁货物出口
退税试点范围。5月14日召开的国务院
常务会议指出，推广制造施工设备、运输
工具、生产线等融资租赁。7 月，商务
部、国家税务总局确认世欣合汇租赁有限
公司等29家企业为第十二批内资融资租
赁试点企业。至此，我国内资试点融资租
赁企业达到152家。

8月6日，国务院又印发《关于加快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的指导意见》，明确了现阶段我国生产性
服务业重点发展的11大主要任务，其中
包括融资租赁。指导意见提出，建立完善
融资租赁业运营服务和管理信息系统，丰
富租赁方式，提升专业水平，形成融资渠
道多样、集约发展、监管有效、法律体系
健全的融资租赁服务体系。这为融资租赁
业的发展拟定了基本趋向。

而在促进融资租赁业务发展、规范金
融租赁公司经营行为方面，中国银监会也
已出台相关规定，如3月发布《金融租赁公
司管理办法》，7月又出台《金融租赁公司
专业子公司管理暂行规定》。这些管理办
法和规定有利于进一步提高金融租赁公司
专业化经营管理水平，规范金融租赁公司
设立专业子公司的融资租赁业务行为。

从宏观政策到企业，融资租赁业正迎
来行业发展良机。作为生产性服务业，融
资租赁产业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面对
广阔的市场，在经济转型升级、产业融合
发展、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等方面，融
资租赁这一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将发挥
巨大作用。如何保障和监督融资租赁业健
康有序发展，也将成为下一步需要着力解
决的问题。 文/于中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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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行政诉讼案受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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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之而来的融资租赁纠

纷也日益增多。对此，今年 3

月 1 日最高法院出台了《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

的解释》，对人民法院正确审

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提

供了法律依据。随着融资租

赁的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的

进一步改善，我国融资租赁有

望步入长足发展轨道。

实体经济

传导作用显著

据统计，2009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上海两个中级法院共受理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案件 145 件，审结 144 件，同期
结案率为 99.31％，收、结案数呈现逐年
递增的特征。其中，案件总标的额高达
人民币 38.05 亿元，案均标的额为 2600
余万元，在金融民商事纠纷案件中位于
前列。

“宏观经济形势和国内产业政策，对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受理数量上的传
导作用较为明显。”在介绍融资租赁合同
纠纷案件的特点时，上海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副院长陈萌分析说，融资租赁的
标的物集中于实体产业中较为昂贵的特
种设备等生产资料，如建筑工程业的挖
掘机、印刷行业的高精密度打印设备。受
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基础建设需求放缓
影响，相关实体产业易出现波动，对承租
人的正常经营和偿付能力造成较大影
响，从而引发大量融资租赁合同诉讼。

据了解，从近年来的融资租赁合同
纠纷案件审判情况看，涉诉主体的数量
和范围不断扩展，融资租赁交易的当事
人主体呈复杂化趋势。除典型的出卖
人、出租人和承租人 3 方交易架构外，出
租人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以增加回购
人、保证人等方式将更多的利益相关方
纳入到融资租赁交易体系中，以便最大
限度地保护其权益。

“一旦涉诉，承租人、回购人、保
证人均成为出租人主张其租金债权的对
象，一笔融资租赁交易往往涉及数个回
购人和保证人，增大了审理难度。”陈
萌说。

纠纷多发

凸显风险难控

在总结司法经验的基础上，白皮书还
明确揭示了融资租赁及相关配套行业目
前存在的问题，如承租人、回购人等存在
认识误区，导致产生履约瑕疵或争议；出
租人的业务机制存在疏漏，导致较大风险
隐患；合同约定不明和新型业务模式，导
致纠纷频发；租赁物权属公示等机制尚未
有效形成，导致交易安全缺乏保障。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盛勇强
指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司法部门进
一步付出努力，也需要立法机关、金融监
管部门、金融机构及金融从业人员、金融
消费者乃至整个社会进一步更新理念和
共同努力。”

“租赁物质量存在重大瑕疵，是案

件审理中常见的承租人抗辩理由之一，
这是由于承租人对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存
在性质上的认识误区。”陈萌分析指
出，一些承租人将融资租赁与普通租赁
相混淆，或误认为是借贷关系或买卖关
系；还有些承租人法律与合同意识不
强，忽视对交付租赁物的质量检验而直
接签收受领租赁物；回购人出于销售利
益驱动，为承租人违约兜底承担回购责
任，却对回购法律风险的预判和控制不
足，其拒绝承担回购责任的抗辩理由往
往因不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而不能
得到法院的支持。

司法实践发现，在缔约过程中，出租
人没有建立完善缜密的资信审查和风险
管理机制，个别业务人员出于销售业绩
驱动，重项目数量轻资质审查，加大了出
现坏账等融资风险的概率。在合同履行
过程中，出租人疏于对租赁物交付行为
的监督，甚至出现承租人与出卖人串通，
虚构租赁物及虚假交付，套取出租人资
金的行为。在租赁物使用过程中，出租
人忽视融资后跟踪服务，对承租人的经
营恶化趋势未能及时察觉和采取措施，
导致出现承租人下落不明、丧失偿付能
力、擅自处分租赁物等情况。对此，上海
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倪受彬认
为，“融资租赁本身的概念实际是所有权
分期付款的概念，所有权慢慢转移到承
租人，承租人慢慢参与标的的选择，从而
管控标的物，从司法实践看应该保护出
租人的利益。”

“野蛮生长”

亟待立法规范

从业 10 多年的上海电气租赁有限
公司总经理助理沈志刚深知，融资租
赁公司健康发展，除了要有业务、有市
场和完善的风险防控体系之外，法院
的司法保障措施也极为重要。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要解决目前存
在的问题，参与融资租赁活动的市场主
体既须提高法律意识，加强风险预判，完
善合同条款，也要加强资信审核，施行全
程监督。他们呼吁，在规范融资租赁行
业健康有序发展上，加快研究制定融资
租赁行业的法律法规，同时充分发挥行
业协会作用，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和行业
自律。

“融资租赁业的快速崛起凸显了行
业规范管理和各种基础工作的缺失，尤
其表现在合同文本方面。”上海市租赁行
业协会副会长孙瑜说，合同文本的格式
化和标准化规范，是融资租赁企业维护
自身权益、防范经营风险最重要、最基本
的手段。他表示，上海市租赁行业协会
将不断以白皮书为基础，加快起草、制订
格式合同文本。

融资租赁专家屈延凯认为，“合同
法、物权法使融资租赁交易主体之间的
权责利可以得到基本保障，但物权法对
动产物权没做专章表述。为规范动产归
属和利用的民事关系，有必要对融资租
赁专门立法。”

从天津、上海等国内融资租赁发达
地区的经验来看，制定完善的扶持政策
是当地融资租赁行业得以快速发展的关
键因素。但总体而言，这些法规内容以
促进发展为主，行业规范为辅，远构不成
法规体系。

今年 6 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加强金融监
管防范金融风险情况的报告时，列席会
议的全国人大代表陈爱莲建议，尽快制
定融资租赁法。

陈爱莲认为，由于没有融资租赁法，
涉及融资租赁纠纷和问题的处理，有的
参照物权法，有的参照合同法，有的则无
法可依，导致监管出现“真空”。“现在，我
国立法已进入精细化时代，有必要根据
融资租赁行业的特点，制定专门的融资
租赁法，从法律层面进行规范，为依法监
管保驾护航。”

在上海市建设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进程中，融资租赁是沟通金融、贸易、航运3大产业的重要桥梁，是

其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发展这一改革目标的有力助推器。据统计，上海市融资租赁业务总量约占全国的三

成，共有15家租赁公司获得内资融资租赁试点资质，约占全国的十分之一。

为进一步发挥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对市场活动的规范引导作用，促进融资租赁市场规范健康发展，近日，上海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联合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了2009至2013年度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审判白皮书。白皮书的发布

将对上海甚至对全国依法审判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起到示范作用，具有广泛的借鉴价值。

本报讯 记者李万祥报道：8月1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
法院首次向社会发布了2013年北京法院行政案件司法审
查报告（白皮书），并通报了今年上半年行政审判情况。

白皮书显示，2013 年北京市法院受理各类行政案
件数量大幅增长，首次突破万件，总量达 10435件，同
比上升 20.5%；今年上半年，北京市法院受理各类行政
案件达 11741件，同比上升 157.9%。

北京市高级法院副院长吴在存指出，“行政案件数
量上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民权利保障意识日益增
强、行政诉讼救济渠道畅通。”

从受理范围看，北京市法院行政案件涉及工商、税
务、财政、教育、治安、土地、国有资产、药品监管、
证券监督、政府采购、社会保障、知识产权等 50 余大
类，几乎涉及所有的行政管理领域。其中，除知识产权
行政案件外，有近一半的一审行政案件发生在与民生相
关的行政管理领域。这表明，涉及民生行政案件仍是当
前行政审判工作的重中之重。

白皮书强调，2013 年，北京市法院充分发挥行政审
判职能作用，对违法违规、显失公正的行政行为或行政机
关不严格履行、怠于履行职责的，坚决依法判决撤销、确
认违法无效或者变更以及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据
统计，此类案件约占已审结一审行政案件的 12.1%。

通过对 2013 年法院判决行政机关败诉案件的系统
分析和梳理，白皮书指出行政机关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
集中在 5 个方面，分别是：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
足；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不履行或不正确履
行法定职责；在行政执法中还存在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
不够规范统一、执法作风不够严谨规范等共性问题。

据了解，北京市高级法院、各区县法院均已建立了
完善的“行政审判年度报告”制度 （即“白皮书”制
度），将每年定期向当地党委、人大和政府通报行政案
件情况，以及审判中发现的行政执法问题、产生原因及
改进建议，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

本报讯 7月 31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授予
内蒙古边防总队二连浩特边检站“北疆模范边防检查
站”荣誉称号表彰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

该站成立于1956年，主要担负我国对蒙古开放的最
大口岸——二连浩特口岸铁路、公路客货运执勤现场的
边防检查和口岸限定区域的监护管理任务。自建站以
来，这个边检站先后被评为公安部“提高服务水平成绩
突出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全区文明单位标兵”、“全区
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全区拥政爱民模范集体”、“全区
学雷锋优秀志愿服务组织”和“全区五四红旗团委”，二
连浩特市“服务口岸发展排头兵”荣誉称号。

（康国宁 弓艳红）

二连浩特边检站被授予

“北疆模范边防检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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