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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非常乐意派遣精通英语、法语、中文、西班牙语和德语的团队成员为您服务。

globaljetcapital.com

体验“简捷”，请从这里开始
很多好事始于对话 。 关于您的下一辆飞机，请联系我们的
商务航空专家。 

\ "简化"您的商务飞行。



总而言之，商务飞行的原则就是“简捷”。
商务飞行是从甲地到乙地的最快方式，没有
繁琐程序,没有延误，简单快捷。 

我们理解“简捷”的重要性，因此，我们日以继夜地了解您的需求，为您设计灵活的飞机融资

方案，并提供业界最直接快速的流程，旨在帮助您处理好起飞前的一切相关事宜。

Global Jet Capital 专注在商务飞机市场的融资方案，我们管理的资产已经超过 20 亿美元，且承

诺债务融资已增长至 10 亿美元。我们的投资人皆为世界级的私募基金公司且皆具备了丰富的

航空领域经验：The Carlyle Group (凯雷集团)、FS/KKR Advisor, LLC（FS Investments 和 KKR Credit 的合

资机构）、以及AE Industrial Partners。

超过两百年的经验和超过千架的飞机交易历史，使我们的团队在业界拥有独一无二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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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您要去的地方，而不是您到达的方式。
我们的融资产品涵盖了整个飞机资产的生命周期，包含飞机收购、飞机处置和飞机升级，以完善您的私人飞行经验

为宗旨。同样重要的是，从释放您的资金到飞机的转换，我们可以为您定制并提供多种方案以供选择。如先前提

到，拥有逾 25 亿美元的资产和多年交易经验，我们的团队在业界在为客户定制融资方案上具有独特优势。

预先核贷

让您更有信心地谈判。

交机前分期预付款融资

为您尽量减少飞机制造前期的资本配置。

经营性租赁

让您省下担心飞机所有权的繁杂事务。  

融资性租赁

融资金额最高可达飞机价值的100%。 

定制化债务/贷款结构

为您定制有竞争力的条款和费率。

设备升级融资

让您使用最新的航空科技而无需大量资本支出。

库存飞机销售

您是否在考虑下一架飞机？  

我们也许能提供您想要的。

融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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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飞机的融资可以很复杂，且需要考虑很多的未知因素。或者可以很简单，仅需要跟我们联络。有了 Global Jet Capital 

经营性租赁方案，您无需大量资金支出就能充分地拥有飞机，体验商务飞机所带来真正便利。于租约结束时，您仅需

归还飞机并挑选下一架，不必担心飞机残值。更不用担心全球经济市场。简捷。

Global Jet Capital 经营性租赁的优势：

- 给您更灵活的资金配置

- 降低您的风险和预估费用

- 让您有更明确的飞机处置方案

- 给您更高效的税务规划

- 让您的银行专注于提供它们擅长的银行业务

- 带给您更好的隐密性

- 让您更容易升级您的飞机

Global Jet Capital 经营性租赁

 \或者，让我们来解决您的烦恼。

您可以担心在您更换飞机时的全球股市的情况

如何? 且飞机的残值会对您的净资产产生怎么

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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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飞机销售

您是否在考虑下一架飞机？我们也许能提供您想要的。
Global Jet Capital 作为业界最大的商务飞机租赁公司之一，意味着我们拥有业界内最大批新型且保养良好的商务飞机机

队。在我们库存中，租约刚到期的飞机或许是您考虑升级或扩编机队的最佳选择。 

重要的是，无论您需要购买或是租赁我们的库存飞机，您得到的不仅仅是一架高品质的二手飞机。您也会同时获得

我们最专业团队的服务，以确保您得到愉快的购机体验，并且加上：

• JSSI 提供 6 个月或长达 150 个飞行小时（以先到者为准）的综合性不定期维护方案:

- 包括不定期的机身、航电设备和引擎（如该机型适用）

- 24/7 全球技术支持

• FlightSafety 提供的专业航空培训:

- 初级飞行员训练计划 

- 初期维护训练计划

• Global Jet Capital 经过审核且维护良好的资产

可根据要求为每架飞机进行定制维护和飞行员培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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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信赖的经验

我们的业务

作为商务航空方面的专家，Global Jet Capital 已达成数千笔交易，且拥有帮助客户做出明智决策的技术和经验。从市场

大环境条件对购买价格的影响到评估飞机残值风险，我们提供您在动态市场中保护资本的最佳方式。Global Jet Capital 

以独特的优势及观点，能够帮助客户应对复杂和快速变化的市场。重要的是 Global Jet Capital 是非银行融资机构，因此

我们能够够为客户定制不同于银行的解决方案，克服特定的挑战和限制。我们的公司会以最迅速及高效的认购和审批

流程，并以最大程度的隐私保护和自由裁量权提供定制的解决方案。

承诺

借着The Carlyle Group (凯雷集团)、FS/KKR Advisor, LLC（FS Investments 和 KKR Credit 的合资机构）和 AE Industrial 等世界级投

资公司的支持、 10 亿美元增长的承诺债务融资以及我们发行并超额认购的高评级ABS(资产抵押债券)，我们得以获得

足够的经验和雄厚的资金来支撑业务的长期增长，并持续的成为商务飞机融资解决方案领域的领导者。

专长

当我们致力于了解您的需求时，我们长期的商务飞机融资经验和知识使我们能为您提供定制解决方案，并且在减少财

务不确定性的同时保护您的资金。

简捷

我们以提供直接、灵活、快速和舒适的融资体验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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