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您的企业在不断成长并要及时应对客户需求的过程中，保证您的网

络不落后于需要、以最低的成本最大化地提高效率就变得至关重要。

这意味着您要进行必要的技术投资以保持竞争优势，而同时又要顾及

到您的资本预算。

这正是思科租赁 “轻松租赁” 项目所能帮助您的地方。“轻松租赁” 计划

是为了缓解您在获得适用技术时可能存在的资金压力而特别设计的，

它提供给您一系列具竞争力的、灵活的租赁选择，而将您的前期投入

降到最低。

为您的网络解决方案进行融资，只需四个简单步骤

安排您的 “轻松租赁” 融资方案时，您的思科认证代理商会带您完成下

图所示的4步简单程序。

为什么选择 “轻松租赁”？

有效使用您的流动资金

获得新设备而无需占用流动资金。与现金支付相比获得更多设备，并

能保存您的购买能力和信贷额度。

保持竞争优势

根据您的商业需要升级到最新技术以保持网络的先进性，不必受预算

限制。租赁的灵活性使网络的投资和更新都更加简单、经济。

优化预算分配

使企业可以通过利用当前和未来预算，将网络解决方案的成本分摊到

几年之中，从而省出现金以备其他用途。

提高投资回报率

以较少投入获得更多产品，使成本与收益更好地匹配， 从而改善投资

回报率。

思科租赁 “轻松租赁” 为您提供：

• 无需前期大额现金投入的创新的租

赁方案

• 为思科及非思科设备提供整体融资

• 为硬件、软件和服务提供具有竞争

力的租赁价格

• 快速的信用审核流程

顾客手册

以“轻松租赁”驾驭前瞻性网络投资策略

第一步

租赁报价

首先，向思科租

赁或您的销售商

询问租赁报价，

来帮助您优化

预算。

第二步

提交申请

向我们提供信用审批所需的信息。

第三步

签订合约

信用审核完成

后，签署租赁合

同，并将销售商

开具的发票和签

署过的交货接受

证明寄给我们。

第四步

开始融资

租赁开始，思科租赁

会代您向销售商付款。

“轻松租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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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解答

还款周期 / 频率是怎样的？

通常是按月或季度还款，第一期租金通常在租赁开始

(以全部文件开始生效、设备及软件交付并由客户验

收为准) 后支付。也可提供客户所需求的其他付款方

案。

利息变动会有什么影响？

合同一旦生效，还款额不受利息率波动影响。

我的租金是可以抵税的吗？ 

请与您的会计确认，不过大多数经营性租赁的租金被

视为可抵税的运营性开支。

我仍然需要为我所购买的网络解决方案向销售商

付款吗？ 

不需要。一旦您所选择的租赁方案启动，我们会在收

到您签署的租赁文件后向您的销售商付款。

如果我损害了设备会有什么影响？ 

初期，多数设备是在生产厂商的保修范围之内的。在

保修期以外，您应当负责设备的维护和保养，并使其

处于完好适用状态。

我是否可以对我的网络进行附件添加、升级和改造？

是的，你可以在租赁期间或在租赁期末对设备进行

升级或添加附件，我们将根据您的需求调整还款额或

合同期限。另外，如果您与思科租赁已经有主租赁协

议，那您只需要在现有的主租赁协议下添加附表即

可，这对您来说流程就更加简便了。

我可以撤销或是提前终止合同吗？

租赁合同不能被撤销，但是您可以通过在合同结束前

付清余款来终止合同。升级到新方案的情况则可以另

行考虑。

在经营性租赁下，我有哪些租赁期满的选择？ 

在经营性租赁下，当您的合同到期时，你可以选择：

• 延长租期

• 升级或更新设备

• 提出以公平市场价格购买设备

• 交还设备，之后不需再交付任何款项

有最小或最大交易金额限制吗？

我们有人民币 200,000 元的最低融资额限制。

请访问 www.cisco.com/go/CN/easylease 

“轻松租赁”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