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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 

The information and data contained in the newsletter are deemed to be reliable and accurate, 
however Astana International Exchange does not guarantee correctness or completeness of any 
data or information provided therein. The information and data are provided for informational 
purposes only “AS IS” and on an “AS AVAILABLE” basis and from time to time may be incorrect 
or non-current or contain inadvertent errors. Astana International Exchange makes no warranty, 
express or implied, as to results to be attained from use of the information in the newsletter and 
there are no express or implied representations or warranties that the information in the 
newsletter is accurate, timely, complete, non-misleading or fit for a particularly purpose.  

Nothing in the newsletter constitutes, or is meant to constitute, advice of any kind and must not 
be treated as a substitute for specific advice. If any user requires any advice in relation to any 
matter such user shall consult with an appropriate professional. Information and data in the 
newsletter does not constitute professional, financial or investment advice and cannot be used as 
a basis for making any kind of investment decisions and is in no way intend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s an attempt to market or sell any type of financial instrument.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and 
provided in the newsletter, does not represent Astana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position.  

Astana International Exchange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any claims or losses of any nature, arising 
indirectly or directly from use of the data or material on this documents for investments, the 
behavior and consequences shall be liable by the reader. Without permission, reproduction, 
redistribu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any information and design contained in this document is 
strictly prohibited. Use of this document is confirmation that you have understood and accepted 
these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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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为了让中国投资者更加及时、准确了解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的建设情况，进一步了解哈萨

克斯坦宏观经济、货币汇率市场、重要经济政策、法律法规等，及时获取哈萨克斯坦国有资产私有化项目开展进展等，阿斯塔纳国际

交易所联合各相关合作伙伴，共同编辑此时讯。本时讯编写以准确、全面、及时为原则，以支持“一带一路”在哈萨克斯坦的建设、

促进“一带一路”建设与“光明大道”新经济政策对接为导向，力图向读者全面展示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及宏观

经济发展情况，加深中国投资者对哈萨克斯坦经济、金融的了解，积极推进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以及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的建设，

促进中哈经贸及产能合作。本时讯为中文刊物，每月一期。 

        错误及遗漏在所难免。恳请各位读者对本时讯多提宝贵意义及建议。 

        如您有任何疑问，请联系责任编辑塔里高尔。邮箱： t.bolat@aix.kz 

  

mailto:t.bolat@aix.k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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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开业专题 

       2018 年 7 月 5 日，随着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敲响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AIFC）的开幕钟声，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

正式开幕。 

（图为哈萨克斯坦总统与 AIFC 前 50 家注册企业代表合影留念） 

       阿斯塔纳是世界上最年轻、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2018 年 7 月 6 日是阿斯塔纳成为哈萨克斯坦首都 20 周年纪念日。在过去的

20 年里，阿斯塔纳不仅成为哈萨克斯坦政治、文化和商业中心，并且成功影响和改变了哈萨克斯坦经济。“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

是哈萨克斯坦独立 27 周年的新篇章，它的开幕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也是国家经济得到稳定发展的证明。”纳扎尔巴耶夫总统

说。1 

       在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正式开幕之前，阿斯塔纳金融日作为一系列以金融和市场为主题的论坛于 2018 年 7 月 3 日-5 日在阿

斯塔纳举行。该金融日论坛聚集了超过 150 名发言者和 2500 名参与者在 8 个不同的论坛上，共同探讨金融方面的问题，包括：金

融科技、本土市场与国际市场、资本和投资以及相关领域。哈萨克斯坦总理萨金塔耶夫说，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的开幕是一个备受

瞩目的国家大事，是“独立以来最大的国家项目”，将哈萨克斯坦及其首都发展成为区域性金融中心，以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和人力

资源。 

       在全球金融论坛的长期资本和投资的专题讨论会上，德意志银行中、东欧前首席执行官 Peter Tils 表示：“长期资产管理的发展

应成为发展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石，哈萨克斯坦是该地区少数开始吸引外国投资的国家之一，为了能够成为区域性中心，金融

中心必须吸引专业人才和顶级管理公司，并将其本地化。有利的条件包括现有的资源、有利的税收环境以及经济与政治的稳定。” 

       欧洲清算中心（Euroclear）常务董事 Stephane Pouyat 也表示：“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具备成功的特点和因素，阿斯塔纳

应该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可以依靠欧亚经济联盟，与此同时，也可加强与东南亚经济体的联系。”2 

  

                                                           
1 摘自哈萨克国际通讯社 https://www.inform.kz/ 
2 摘自阿斯塔纳时报 https://astana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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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开业专题 

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开幕，希望成为欧亚金融中心 3 

       哈萨克斯坦的新金融中心建设是一项雄心勃勃的工程，其基础设施，是在一个充满未来主义的世界博览会场馆的基础上建成的，

金融中心无需添加新的架构，它拥有一切，也渴望成为一切。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是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的心血结晶，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自前苏联时代一直担任领导人

至今，在他的领导下，政府的改革思想是受欢迎和有远见的。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就像是在一个国家之内的特区，效仿新加坡和迪拜国际金融中心，英语为官方语言、普通法系、签证和税

收豁免（尽管不是全部免税），对于全球金融业从业者建立企业，也许是一块关于区域链和加密货币的实验田。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主席克里姆贝托夫表示：“对我们来说，效仿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或阿布扎比全球市场，创建一个从零开始

的新平台，是更合理的做法，这也是一个完美的机会。”例如，萨姆鲁克卡泽纳国家主权基金是至少 23 家企业的大股东，他们的想

法是将这些产品推向市场。新的交易所——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其战略合作伙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也将协助其开展相关

业务。在监管方面，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拥有阿斯塔纳金融服务监管局，该机构将对金融中心内部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监管框架

将建立在最佳的国际实践基础上，而不是基于哈萨克斯坦原有的规则。 

       前沿市场和新兴市场基金经理看好哈萨克斯坦，主要是因为石油和天然气。克里姆贝托夫还表示：“我们正在重新启动，正在努

力建设一个全球城市。”Gregory Klumov，一家俄罗斯加密行业创业公司（STASIS）的首席执行官，该公司已在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

心中设立了分支机构，他表示：“政府之间对加密行业应税利润的竞争，将推动该行业全球市场的应用。”该公司总部设在马耳他，

阿斯塔纳作为第二大枢纽。 

       如果阿斯塔纳最终成为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全球城市，并拥有着相当数量的外国资本，那么这一切将会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如果阿

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实现它的期望，那么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这都是一项成就，包括在阿斯塔纳工作的外国人。 

 

 

 

 

 

  

                                                           
3 摘自福布斯 https://www.forb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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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开业专题 

寻求“扣带”角色，哈萨克斯坦启动中国支持的金融中心 4 

       哈萨克斯坦在中国庞大的“一带一路”贸易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哈萨克斯坦启动了新的金融中心，该

中心已经获得了其庞大邻国中国的支持。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希望通过提供税收优惠、便捷的入境和普通法系来吸引从中国国家基金到瑞士私人银行的各类参与者。

此举是哈萨克斯坦想要成为一个在较大国家之间建立一个类似于卢森堡式的中介，同时也是跨越中亚地区的外国投资门户。 

       以迪拜国际金融中心为蓝本，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希望拥有各类市场参与者：家族理财、私人银行、经纪人、资产管理公司、

伊斯兰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与迪拜国际金融中心不同的是，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并不要求其成员在金融中心内存在实体。同

时，收费比现有金融中心要低很多，并提供 50 年的税收减免。 

中国支持 

       哈萨克斯坦经常把自己比喻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扣带”，“一带一路”倡议即建设基础设施，将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的

连接起来。 

       中国已开始对于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的支持，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丝路基金都成了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AIX）的股东。“上海

证券交易所作为股东的同时，不仅贡献着人才和资源，更重要的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中国基金、券商沟通的门户。”阿斯塔纳国

际交易所首席执行官 Timothy Bennet（前新西兰交易所的首席执行官）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 

      “在监管层面上，我们面临一个重要的机遇是人民币，以及人民币交易、结算和清算的能力，以及它们对于监管过程是非常有益

的。新的交易所可能会在 9 月或 10 月正式营业，其中包括三家国有控股企业——哈萨克斯坦电信、全球最大的铀矿企业哈萨克原子

能或阿斯塔纳航空公司，可能进行 IPO 以作为政府私有化进程的一部分。” Bennet 还表示，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将寻求活跃的投资

者，而不是追逐 MSCI 等指数供应商的评级，这些指标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被动的资金流动。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与中国金融机构合作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5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与中国金融机构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访问中国期间签署了几份合作备忘录。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主席克里姆贝托夫和中国银行执行副总裁任德奇签署了一份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愿共同探讨进一步发展

跨境业务的新机遇，提供优质服务，开发新的银行产品。 

       在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访华期间，另外一项重要事项就是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设立代表处，它是

国开行在中亚地区的首个代表处，也是即伦敦、莫斯科、里约热内卢等代表处后国开行在世界范围内设立的第七个代表处。 

       国开行在阿斯塔纳的代表处正式设立将有助于深化和哈萨克斯坦的务实合作。  

                                                           
4  摘自路透社 https://www.reuters.com/ 
5  摘自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 https://aifc.k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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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绿色金融 6 

“绿色增长论坛”于 2018 年 7 月 3 日-4 日举行 

       根据 2015 年《巴黎气候协议》内容，本世纪末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与工业革命前相比不超过 2 摄氏度。国际能源机构预计

44 万亿美元的能源投资将被用于实现这一目标。 

       资本市场在实现上述目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资本市场可对于可持续项目进行大规模投资，包括水资源处理、废物管理、可再生

能源和清洁交通等。 

       “绿色增长论坛”讨论了绿色融资的全球趋势：绿色债券作为债券资本市场中的重要工具，以及全球网络和金融业在发展低碳经

济方面的努力。 

       哈萨克斯坦和外国政界、联合国项目、国际金融组织、哈萨克斯坦金融业、发展机构。企业界的代表出席了该论坛。论坛发言人

包括：Sean Kindney, “气候债券倡议” 首席执行官和创始人；Magzum Mirzagaliyev，哈萨克斯坦能源部副部长；马骏博士，清

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Mohammed Orman, 埃及金融监管局主席；Said Ibrahimi, 卡萨布兰卡金融城首席执行官；

Malika Bekturova, 阿斯塔纳副市长等。 

       在此次论坛中，最受关注的主题为“绿色债券案例研究”，由 Sean Kindney 主持。来自萨姆鲁克卡泽纳国家主权基金和阿斯塔

纳市政府代表们展示了他们的绿色环保项目及贷款经验，而哈萨克斯坦住房建设储蓄银行、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的代表们共同探讨了在哈萨克斯斯坦绿色债券的视角下，将环境和社会问题纳入投资业绩评估的新主流，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合作的

重要性，强调私人投资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毫无疑问，哈萨克斯坦绿色债券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是有需求的。 

       该论坛还探讨了其他更为广泛的主题，如可持续金融领域的全球网络，中国和 G20 国际经济合作——绿色金融，智能废物管

理、地热能源、沼气、低碳城市和循环经济等方面的倡议。 

                                                           
6 由阿斯塔国际金融中心绿色金融团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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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宏观经济概述 7（2018 年 6 月） 

哈萨克斯坦国际储备 

       哈萨克斯坦国际储备由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外汇储备和国家基金组成。本月总外汇储备下降了 0.51%减少至 305 亿美元（同比上

月减少 0.51%，同比去年减少 0.59%），净外汇储备相应下降至 300.6 亿美元（同比上月减少 0.51%，同比去年减少 0.59%）。 

       由于黄金储备下降至 4.22 亿美元（同比上月减少 3.39%），导致了外汇储备的减少。货币储备本月略有增加至 176 亿美元（同

比上月增加 1.53%）。国家基金资产略为减少至 581 亿美元（同比上月减少 1.81%，同比去年减少 0.38%），也主要因为黄金价格下

跌，这也是黄金价格在过去 6 个月中第一次疲软。 

       合并后的哈萨克斯坦国际储备减少了 12 亿美元，达到 881 亿美元（同比上月减少 1.37%，同比去年减少 0.45%）。 

国内生产总值 

       哈萨克斯坦国内生产总值在 2018 年上半年增长率为 4.1%。国家经济部部长 Timur Suleimenov 指出，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了

25.8%的增长率，工业生产增长了 5%，采矿业增长了 5.5%。 

       制造业增长率保持动态稳定在 5.2%，其他关键行业增长率值得一提的是，造纸业（12%）、化工业（11%）、机械制造

（17.2%）、冶金（3.4%）、炼油（4.4%）和食品生产（5.2%）等行业将继续保持增长。 

基准利率 

       根据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最新数据，基准利率在今年 6 月初从

9.75%下降至 9%，这主要是由于今年 5 月的通货膨胀率下降至

6.2%，保持在今年的目标区间（5%-7%）之内.  

       从今年年初开始，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将基准利率从 10.15%下

调至 9%，我们预计，国家银行将继续下调基准利率，到今年年底，

预计基准利率目标区间在 8.25%-8.75%。           

       根据国家银行媒体发布，预计通货膨胀将比上半年更不稳定。此

外，监管机构还指出，通货膨胀压力来源于消费和投资的需求上升导

致的国内消费增长。 

通货膨胀率 

       今年 6 月，通货膨胀率降至 5.9%，在今年的目标通货膨胀区间内。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预计的今年目标通货膨胀率区间（5%-

7%）是以石油原油价格为 60 美元/桶为基准。在原油价格为 50 美元/桶的情况下，年度通货膨胀率可能或达到目标区间的上限，这

也将需要调整货币政策，并重新预计目标区间。 

       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计划在 2019 年将通货膨胀目标区间转变为 4%-6%。在没有外部宏观经济干预，除了石油价格下跌（这可

能会影响国家银行今年的目标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们认为，通货膨胀率将继续放缓，至今年年底可达到 5%。 

  

                                                           
7 宏观经济概述由 Tsesna Capital 证券 提供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Ja
n 

15
M

ar
15

M
ay

15
Ju

l1
5

Se
p1

5
N

ov
15

Ja
n1

6
M

ar
16

M
ay

16
Ju

l1
6

Se
p1

6
N

ov
16

Ja
n1

7
M

ar
17

M
ay

17
Ju

l1
7

Se
p1

7
N

ov
17

Ja
n1

8
M

ar
18

M
ay

18
Ju

l1
8

The base rate
of NB RK

Notes of the
NBRK (up to 1
month)

Government
securities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5
years)
Deposit rates
for legal
entities
persons'



哈萨克斯坦 投资时讯 

总第 4 期 2018 年 7 月 

9 
 
 

哈萨克斯坦汇率市场概述 8（2018 年 6 月）  

美元兑坚戈汇率 

 

图表来自路透   CNYKZT (蓝线, 右坐标)  USDCNY (红线, 左坐标) 

       6 月初，美元坚戈汇率开始于 330.70，随后坚戈轻微升值，美元坚戈汇率达到本月的低点 330.20。此后，美元延续 4 月份开始

的升值趋势，在美元持续升息，资本从新兴市场大规模回流至美国的背景下，美元需求旺盛，美元坚戈汇率曲线陡峭，坚戈贬值速度

较快。下半月，即使美元卢布汇率在出现回调的情况下，市场参与者仍不为所动，坚戈没有跟随卢布升值的脚步，仅有轻微回调，暂

缓了美元升值脚步，美元坚戈汇率此后在 338.50 至 341. 80 的狭窄区间内波动。美元坚戈汇率的最高点为 341.80，出现在 6 月 28

日，本月收盘于 341.35。2018 年 6 月，坚戈贬值 3.22%。 

人民币兑坚戈汇率 

 

图片来源于路透    CNYKZT (蓝线, 右坐标)   USDCNY (红线, 左坐标) 

        6 月，人民币坚戈汇率开盘于 51.61，坚戈相对于美元的贬值，迅速反应到人民币坚戈汇率，人民币坚戈汇率快速上涨，曲线陡

峭。6 月 20 日，人民币坚戈汇率到达本月最高点 52.61。但随着中美贸易争端的发酵，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贬值到 6. 65 附近。这

也促使人民币坚戈汇率调转方向，快速下调到 51.51，低于本月开盘水平。6 月，人民币坚戈汇率虽然波动较大，但最终收盘于开盘

水平。  

                                                           
8 汇率市场概述由中国工商银行（阿拉木图）股份公司提供 



哈萨克斯坦 投资时讯 

总第 4 期 2018 年 7 月 

10 
 
 

哈萨克斯坦最新经济政策概述 9 

【2018 年 6 月经济政策概述】 

1、 奇姆肯特市将为中亚发展创造新机遇  

        哈通社/北京-新加坡/6 月 27 日 --奇姆肯特市获得国家直辖市地位将使其逐渐成为创新和智能的源头。它还将为中亚经济发展起

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该举措将使城市引资环境得到改善，并使其成为创新和智能源头起到重要作用。此外，奇姆肯特市还具有推动中

亚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 

2、 央行：哈萨克斯坦存款总额减少 1%  

        哈通社/阿斯塔纳/6 月 28 日 -- 据央行消息，截至 2018 年 5 月底，我国存款总额为 16.89 万亿坚戈坚戈，较上个月减少 1%。

其中，法人存款 8.75 万亿坚戈（减少 1.7%）；自然人存款 8.14 万亿坚戈（减少 0.1%）。 

3、 IMF 驻哈代表：哈萨克斯坦经济逐步回升  

        哈通社/阿斯塔纳/6 月 27 日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哈萨克斯坦总代表马克·霍顿 27 日在阿斯塔纳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哈萨克斯坦经济正在逐步回升。此外，二级银行的康复措施将确定经济发展情况。税收领域的改革将对哈萨克斯坦经济的发展

带来有利影响。央行正在有效推进自己的工作，通货膨胀率和坚戈汇率也保持在稳定水平。总之，哈萨克斯坦经济出现增长趋势。保

持这些有效措施，国家经济指标将继续得到改善。 

4、 哈萨克斯坦电子商务市场将实现 40%的年增长率   

        哈通社/阿斯塔纳/6 月 21 日-信息和通讯部部长达吾然•阿巴耶夫在今日召开的公共咨询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哈萨克斯坦电子商

务市场年增长率预计将达到 40%。"今年，《数字哈萨克斯坦》计划正在积极展开实施。今年 1 月开始，我国正在实施"电子劳动交易

所"项目。"该项目是首个将公共部门就业与私营部门就业机构相结合的项目，简化了就业过程。电子劳动交易所已帮助约 7 万人获得

就业。"他说。他还表示，目前，阿斯塔纳枢纽（Astana Hub）国际 IT 初创科技园的 10 个项目在加速计划框架内得到了实施。今年

年底计划将其增加到 30 个。 

5、 哈农产品出口量增长  

        哈通社/阿斯塔纳/6 月 17 日 - 近 3 个月内哈萨克斯坦农产品出口增长 47%。农业领域的投资额增长了 1.4%，达 880 亿坚戈。 

6、 政府总理：哈萨克斯坦有望向中国出口 10 亿美元的农产品  

        哈通社/阿斯塔纳/6 月 15 日，哈萨克斯坦有能力向中国出口总价值达 10 亿美元的农业产品。中国市场对我国农产品完全开放。

哈萨克斯坦农产企业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这将有助于推动我国农工综合体领域的发展。今年，我们计划共落实总价值达 1.5 万亿

坚戈的 500 多个项目。 

7、 财政部：国家预算收入增长 11%  

        哈通社/阿斯塔纳/6 月 13 日 - 2018 年 1-5 月国家预算收入增长 11%。中央预算收入增长 12%，地方预算收入增长 7%。矿产

资源开采收入的增加，以及博彩业税收等增长为预算收入的增加提供了影响。国家预算前 5 月收入 3.29 万亿坚戈，其中中央财政预

算收入约 2.3 万亿。 

 

                                                           
9 经济政策概述由（哈萨克）中国银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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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最新经济政策概述 

8、 哈萨克斯坦与中国之间 8 个联合项目将于今年得到落实   

        哈通社/阿斯塔纳/6 月 20 日 --中国是全球最重要及最大的投资者之一。目前，哈中两国具有高水平及广泛的经贸合作关系。中

国国家领导人倡议下实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规划为推动两国双边合作带来了新动力。自 2015 年以来，哈萨克斯坦和中国开始着手

实施工业化及投资领域的联合项目。项目框架下，将实施总额超过 270 亿美元的 51 个联合项目。项目主要涉及冶金、石油和天然气

加工、化学和石化工业、运输、电力工业、轻工业和建筑业、农产品加工、运输和物流等领域。投资和发展部副部长表示，联合项目

覆盖全国 14 个州以及阿拉木图市和阿斯塔纳市，其中在阿拉木图市实施的项目数量最多。2015-17 年期间，共有 4 个联合项目已得

到落实。在南哈州、库斯塔奈州、东哈州、克孜勒奥尔达州以及阿拉木图市实施的 8 个联合项目将为 1400 人创造工作岗位。值得一

提的是，截至 2018 年 5 月，在哈萨克斯坦注册的中国法人实体、分支机构和代表处共有 3084 家。 

9、 2018 年 1-5 月哈萨克斯坦工业生产指数为 105.4%   

        哈通社/阿斯塔纳/6 月 12 日-- 据国家经济部统计委员会消息，2018 年 1-5 月，哈萨克斯坦工业生产指数为 105.4%，较去年同

期有所增长。数据显示，今年前 5 个月，我国原油、天然气、制药、冶金业、橡胶、汽车制造、化工产品和塑料产品产量较去年同期

有所增长，而烟草、煤矿和褐煤产量有所下降。全国 14 各地区保持工业产品生产指数的增长趋势。 

10、哈中企业将联合在华推广哈国肉类品牌  

        哈通社/阿斯塔纳/6 月 12 消息，哈萨克斯坦粮食国有公司在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访华之行框架下，已于日前同中国中

信建设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CITIC Construction Co., Ltd.）。根据协议，两家企业计划共同开展旨在促进哈萨克斯坦牲畜及肉类产

品对华出口的投资计划。相关计划内容包括：1、2019 年对华出口总金额 10 亿美元的哈萨克斯坦肉类、饲用小麦、饲料等产品；2、

投资建设 150 万公顷的农田灌溉基础设施；3、在中国市场共同打造和推广哈肉类产品品牌。 

11、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为促进两国贸易往来将采取多项合作  

        哈通社/阿斯塔纳/6 月 12 日 - 哈萨克斯坦与中国两国领导人此前共同签署的联合宣言中，双方就进一步拓展两国贸易的各个领

域达成了共识。哈中两国今后将同步加强在口岸等跨境基础设施建设、海关、检验检疫和边境口岸、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

和开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等方面的合作，进一步促进贸易安全与便利，不断提升口岸运行管理效率和互联互通水平。在此基础上，

双方将协调方案，推进互利合作。与此同时，哈中双方将加快发展国际铁路货运班列，包括发展中国－哈萨克斯坦－中亚、中国－哈

萨克斯坦－欧洲、中国－哈萨克斯坦－海湾国家方向的集装箱运输，采取措施降低物流费用，提升铁路换装效率，简化通关手续，为

中国货物过境哈萨克斯坦运输创造有利条件。数据显示，去年哈萨克斯坦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额达 104 亿美元（较 2016 年增长

32.6%）。其中哈萨克斯坦出口额 58 亿美元，进口额 47 亿美元 

12、 IMF 代表：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哈通社/阿斯塔纳/6 月 27 日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哈萨克斯坦总代表马克•霍顿 27 日就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AIFC）

发展未来发表个人看法。认为，AIFC 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并有望成为金融服务区域枢纽。当然，这需要时间。因为，首先这些服

务需要需求，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需要加强自身能力。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比如说，要有效管

理哈萨克斯坦国内银行。此外，要展现出金融体系的透明度，这将为 AIFC 发展带来正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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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最新法规概述 10 

       往期中我们着重介绍了哈萨克斯坦外汇管理（总第 1 期）、在哈萨克斯坦设立公司和分支机构（总第 2 期）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哈

萨克斯坦外籍劳务人员就业方面的最新法规（总第 3 期），本期我们将着重介绍哈萨克斯坦立法的最新变化和税收须知（一）。 

哈国立法的最新变化 

       2018 年上半年，哈国议会针对劳动就业、移民、企业经营活动以及社会福利法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修订。以下是我所针对哈国

劳动就业法规重大修订的综述。 

1. 自 2018 年 4 月 29 日生效起，雇主可以聘用兼职医务人员从事繁重工作，即在有害和/或危险的工作条件下工作。而在这之

前，医务人员不能兼职从事这样的工作。 

2. 现在明确规定，雇主必须向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的雇员发出终止劳动合同的通知。具体说，该通知必须在这位雇员达到退休年

龄之后发出。 

3. 新规则引入了延长集体劳动协议期限的规定。现在，在集体协议到期的情况下，它被视为已经延期至新的集体协议的签署日，

但这个延期不应超过一年。在这种情况下，新规则允许延期，前提是在其合同期限届满之前，至少集体协议的任何一方提议

签订新的集体协议。此外，当事人可以在新的集体协议签订之日前在集体协议中规定其延期期限，而不限制上述规定的期限。 

4. 自 2018 年 4 月 29 日起，对于从事与危险，机械和机械装置有关工作的雇员，被取消了强制性的轮班后体检。因此，雇主

和雇员也免除安排和进行轮班后体检的义务。 

5. 自 2018 年 6 月 8 日起，尤其减少了政府主管部门对企业检查的种类。根据哈国企业法，目前只能进行两种检查： 

1) 根据旨在预防和/或消除对人类生命和健康，环境，个人和法律实体以及国家利益的直接威胁而制定的特别程序进

行的检查； 

2) 根据特定事实和情况以及哈国企业法中规定的特定原因而进行的计划外检查（非定期）。 

       临时的检查（以前是根据对账目分析结果和其他监管形式进行的）已经被排除在外，并且已经废除了对复杂和专题的检查的分工。 

       国家劳动就业监管机构的监察员在开展检查方面的权力也相应作了调整。自 2018 年 6 月 8 日起，国家劳动监察员无权查封所使

用的特殊服装，材料和物质作为分析样本，并无权对雇主的劳动安全和劳动保护的内部管理的完整性和可靠性进行全面监管。 

       此外，第 197 条已从哈国劳动法中完全删除，该条曾规定“以检查监管对象的形式实施国家监管”。与此同时，在哈国企业法

第 140 条中还规定一种类似的国家监管形式称为“检查监管对象的预防性监管”。国家劳动就业监管机构的监察员只有根据哈国企业

法规定的理由进行检查，而不能进行其他形式的检查和监管。 

       显而易见，哈国这方面的法律发展趋势为以修订法律条款形式减少对企业检查的数量和形式，而在此之前法律允许各类的检查。

但与此同时，对企业检查的其他可能性仍然存在。对法律修订的效果将会取决于政府监管机构，即按照法律的原则，减少不必要的检

查，或者根据法律目前存在的漏洞，以原来的方式进行检查。 

6. 自 2018 年 7 月 14 日起，雇主有义务确保雇员的安全并向政府档案部门提供为雇员已经支付强制性社会保险的信息。 

7. 延长了孕妇产假的时间，尤其是延长了“分娩后产假”的时间。现在，如果孕妇在怀孕第 22 周和第 29 周期间分娩，只要婴

儿的体重是 500 克或更多，并且婴儿活着超过 7 天，该母亲将享受 70 个日历日的“分娩后产假”（之前的规定是 56 个日

历日）；如果母亲居住在受到核试验影响的地区，则可享受 93 个日历日的“分娩后产假”（之前的规定是 79 个日历日）。 

另外，如果孕妇在婴儿出生前申请并取得医生出具的暂时性无法工作的证明之后，孕妇可以享受 70 个日历日的分娩前产假

和 56 个日历日的分娩后产假。所以，假如母亲在分娩之后申请医生出具上述证明，则她只能享受分娩后产假。 

                                                           
10 法律法规概述由大成 DENTONS 律师事务所提供 



哈萨克斯坦 投资时讯 

总第 4 期 2018 年 7 月 

13 
 
 

哈萨克斯坦最新法规概述 

哈国税收须知 （一） 

税率和其他重要信息 

企业所得税 20% 

增值税 12%（出口和国际运输业务的税率为 0%） 

个人所得税 10%（非税务居民从哈萨克斯坦获得的收入可能适用不同的税率，例如股息收

入、利息和资本收益适用的税率为 15%，其他类别收入适用的税率为 20%） 

工资税和社保费 个人所得税率 (10%)，养老基金强制性缴费比例 (10%)；社保缴费比例 (4%)；

社会税率（9.5%，包括社保缴费比例）；强制性社会医疗保险费率 (1.5%)。雇

主从雇员总工资中预扣个人所得税和养老基金缴款，而社会税、社保费和强制性

社会医疗保险费由雇主直接缴纳。 

迟交税款的罚息 按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再融资利率的 1.25 倍每天稽征（自 2018 年 1 月 16 日

起，再融资利率为 9.75%）。 

 

税务诉讼时效 五年（对于某些类别纳税人，自 2020 年起减为三年） 

税收折旧方法 余额递减法 

最高税收折旧率（每年）  房屋建筑 - 10% 

 机械设备 - 25% 

 计算机和软件 - 40% 

 其他固定资产（包括油气井） - 15% 

税损结转 10 年 

活动性营业收入以及享受税收优惠司法管辖下的居民所获收入

的预提税 

20% 

资本收益、股息和特许权使用费预提税（适用国际税收协定和

国内法规的减免规定） 

15% 

非税收居民的净所得税（分支机构利润税） 15% 

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数量 52 个国家 

适用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条件 根据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中规定的具体行政要求和其他标准，提交居民确认文件

（即税收居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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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最新法规概述 

合规监管要求 

税务登记 就大多数税收须单独向税务机关进行登记。登记采用电子格式 

增值税申报 每月或每季度一次 

增值税管控报告 除增值税申报表外，必须按月提交增值税管控报告，其中单独列出所有需缴纳增值税的交易以及交易对方

的身份。 

企业所得税预付款 每季度一次（对于小规模纳税人半年一次或者无需缴纳预付款）。 

企业所得税申报 按日历年或财务年度每年一次。 

登记为纳税人 登记为商业实体意味着获得一个自动纳入纳税人数据库的商业身份编码 

转让定价 关联公司之间的交易中存在转让定价。虽然未正式要求制备转让定价文件，但建议在进行任何关联公司之

间的交易前获得该文件。在个别情况下，可以从税务机关获得转让定价事先裁定。 

登记为增值税纳税人 如果增值税的应税营业额超过（在该日历年度内）最低起征点，则有义务登记为增值税纳税人。目前设

定的起征点为 30,000 月度计算指数（在 2018 年，1 月度计算指数等于 2,405 哈萨克斯坦坚戈、约 7 

美元或 44 元人民币）。 

企业所得税申报要求 企业在每个报税期间的下一年度 3 月 31 日之前，必须提交企业所得税申报。企业必须每年提交两次

（分别在提交上一纳税期间企业所得税申报之前和之后）企业所得税预付款的计算表。 

企业所得税预付款 某些纳税人有义务根据初步计算的金额按月分期缴纳企业所得税。如果企业所得税的实际金额超过预付

款总额的 20%，则将征收行政罚款。罚款金额等于少缴税款的 40%。 

几类纳税人可豁免这一要求，其中包括新成立公司（在注册年度和下一年度）以及年收入总额低于 

325,000 月度计算指数的纳税人。 

增值税退税 在符合相关要求的情况下，就免缴增值税的企业营业额产生的超额增值税可从国家预算中予以退还。增

值税退税程序包括在法定时效内提交退税申请，并成功通过所申请金额的专项税务审计（针对特定问题

进行审计）。 

工资税 工资税按月缴纳，并应在纳税报告期间（每季度）之后第二个月十五号之前提交申报表。 

税务审计 通常涵盖长达五年的期间。可能专门针对特定税务事宜（专项税务审计）或各种税务义务（综合的税务

审计）实施审计。在实施税务审计时，应提前 30 个日历日向纳税人发送税务审计通知。税务机关只可

根据指令（按既定程序发布该指令）开始审计。税务审计结果必须列于税务审计报告中。税务评估（若

有）汇总于税务审计结果的正式通知中。 

企业可对税务审计结果提起申诉 企业还可向主管税务机关（财政部国家税务委员会）或法院提出索赔。 

*另外提醒注意，以上信息仅供参考，并非我所的法律建议和意见。所以您不应该以其内容作为任何决策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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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是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倡议下建立的。2015 年 12 月，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批准了“阿

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的宪法法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领先的国际金融服务中心。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通过建立一个具备吸引力的金融服务投资环境，发展区域资本市场，将区域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融合，从

而吸引投资进入区域市场经济。www.aifc.kz 

 

关于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 

       2017 年 1 月在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的董事会议上，我们决定创建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的主要战略合作

伙伴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上海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位列世界五大交易所之中。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的作用是通过调动国

内资源和外国投资组合流动来促进国内和区域的发展。在这样的过程中，交易所也将通过其业务实践促进其公司内部管理。

www.aix.k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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