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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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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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AIX）正式开市 0F

1 

       2018 年 11 月 14 日，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敲响了

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的开市钟声，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正式开

市！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主席

克里姆别托夫、"萨姆鲁克-卡泽纳"国家主权基金董事会主席叶西

莫夫、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公司 Kazatomprom 首席执行官

Galymzhan Pirmatov 和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首席执行官

Timothy Bennet 出席了开市仪式。 

       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公司 “Kazatomprom”作为世界领

先的铀矿生产商，成为首家在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上市的国有企

业，拉开了哈萨克斯坦国有资产私有化进程的序幕。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表示：“从此刻起，我们正式启动国有资

产私有化。在未来，我们计划挂牌出售哈萨克斯坦电信(Kazakhtelecom)、阿斯塔纳航空公司（Air Astana）、国家石油天然气

(KazMunaiGaz)等国有企业资产。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应成为吸引外资的引擎，并将证券市场提升至新的发展水平。阿斯塔纳国

际金融中心赋予阿斯塔纳全新的金融资本市场地位，在全球金融中心排行榜上，仅去年一年，阿斯塔纳排名上升了 27 位。“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同时还指出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将成为该地区的金融枢纽，并成为欧亚洲地区重要金融中心之一。最后，总

统总结关于政府的所有举措都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福利，提高国家在全球中的竞争力。 

       萨姆鲁克-卡泽纳国家主权基金董事会主席叶西莫夫表示：“今天我们迈出了第一步。 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公司 

“Kazatomprom”成功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和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上市。 国内外投资者对“Kazatomprom”上市表现出了极大的兴

趣。 共有 49 个国际企业和 16 个哈萨克斯坦企业，2,700 名哈萨克斯斯坦公民参与了此次 IPO。”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主席克里姆贝托夫表示：“今年，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排名全球第 61 位，未来

三年计划进入排名前 50。截止到目前，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已经有 88 家注册企业，预计到 2020 年底将有 500 家企业在阿斯塔

纳国际金融中心注册。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公司 “Kazatomprom”上市。今天，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成为“Kazatomprom”的

上市交易所，希望它象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基地一样，成为一个哈萨克斯坦金融业的发射基地。 

       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首席执行官 Timothy Bennet 表示：“今天对于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和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是一座里程

碑，它增加了哈萨克斯坦的资本流入，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拥有世界一流的平台和监管环境，“Kazatomprom”股票和 GDR 双重

上市也表明，它能够同时满足发行者和投资者的需求创新。通过普通股票和 GDR 的双重上市，使哈萨克斯坦本土资本市场与海外资

本市场连接在一起，并拥有中金公司和其他经纪商等成为参与者，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正在投资未来!‘’ 

       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公司“Kazatomprom”首席执行官 Galymzhan  Pirmatov 表示：“目前我们的股东为国际领先的投资

基金和哈萨克斯坦本土投资者，期待与我们的新股东分享企业未来的成功，并引领公司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 以上内容摘自 1）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2）哈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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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AIX)上市交易证券 2F

2
 

   证券名称 符号 类型 发行货币 上市交易日期 

“哈萨克国家原子能”普通股 KAP 普通股 坚戈（KZT） 14.11.2018 

“哈萨克国家原子能”存托凭证 KAP.Y 存托凭证 美元（USD） 15.11.2018 

   哈萨克斯坦斯坦财政部票据 MFKZ.1128 票据 欧元（EUR) 15.11.2018 

哈萨克斯坦电信票据 KTCB.1024 票据 坚戈（KZT） 计划上市 

哈萨克斯坦铁路票据 KTZ.1223 票据 瑞士法郎(CHF）  05.12.2018 

 

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上市证券交易量 2F

3 

       2018 年 11 月 14 日，15 日两日哈萨克国家原子能“Kazatomprom”

普通股上市共有 780 笔交易，累计交易 188,258 普通股，合计为 8.867 亿

坚戈（KZT），11 月 16 日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 CSD 成功结算了 381 笔交

易，累计结算 105,716 股，合计 5.033 亿坚戈（KZT）。中金公司和

Freedom Finance 于 11 月 15 日开始做市，确保买卖双方的流动性。 

       在 11 月 19 日至 23 日期间，351 笔交易，累计交易 72,397 普通股，

合计 3.21 亿坚戈（KZT）。同期，32 笔存托凭证交易累计交易量 254.4 万

美金。11 月 11 日至 23 日，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 CSD 成功结算 1,253 笔普

通股交易，合计 13 亿坚戈交易量。 

       SGSS 俄罗斯作为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交易股票和存托凭证的托管银行，为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 CSD 提供与 Euroclear 和

KACD（哈萨克斯坦中央证券存托所）的链接。 

 

  

        

 

  

                                                           
2 以上内容摘自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 

3 以上内容摘自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 

2018 年 11 月 14 日纽约时代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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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总统 2018 年 10 月国情咨文（摘要）3F

4 

       2018 年 10 月 5 日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总统府发表了 2018 年度国情咨文。 该国情咨文涉及哈萨克斯坦社会与经济

发展、提高行政部门效率、国家外交政策等议题，并为进一步改善公民福利提供了指引。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指出金融领域对实体经济的作用、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对于吸引国外投资的重要性:“必须加强金融部门在

实体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确保长期稳定的宏观经济，获取资金，银行系统的稳定，这是目前民众最为关注的。国家政府和央行必须系

统性解决并改善金融和实体部门的问题，并制定全面的反通货膨胀政策。 当下，增加经济贷款至关重要，尤其是对制造业和中小型

企业。 同时，还必须提高养老保险和社保的管理效率，开发替代金融工具，证券市场，保险等。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着重强调：“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应在保障外商投资和获取资金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我们在阿斯塔纳

国际金融中心建立了独立的法院，金融监管机构和交易所。所有国家机构和国有企业都应积极利用这一平台，促进其快速成型和发

展。 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提高薪酬待遇，这些措施的有效实施将提高哈萨克斯坦公民的收入水平，这些进程应自始至终成为政府关

注的焦点。”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还提出了对于创新领域的发展要求：“应特别注重创新企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必须确保"未来经济"领域的发

展，如替代能源，新材料，生物医学，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 哈萨克斯坦的未来在全世界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上

述领域的发展进程。” 

       关于外交政策，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特别提出哈萨克斯坦同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有效的外交政策，保障哈萨克斯坦成功实

现现代化，要继续实施积极的外交政策。 充分遵循我们的和平外交原则，使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成为国家之间合作的典

范，作为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欧亚经济联盟的积极参与者。中亚国家之间相互开启合作的历史新篇章，全面加强与中国之间的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有效发挥“光明之路”和"一带一路"倡议，将两国的合作发展提升至新的高度。” 

 

哈萨克斯坦进入世界银行经商环境排名前 30 位 3F

5 

       根据世界银行 2019 年经商环境报告的最新排名，同比 2017 年哈萨克斯坦上升了 8 位，跻身世界经商环境前 30 位。在 2017

年的报告中，哈萨克斯坦排名第 36 位，今年排名第 28 位。哈萨克斯坦的经商环境得分从 2018 年的 77.16 上升至 2019 年的

77.89。世界银行驻哈萨克斯坦国家经理 Francis Ato Brown 表示，哈萨克斯坦政府重视发展基础建设，同时促进私人领域的发展，

并促使该国的经济增长。随着哈萨克斯坦加入全球前 30 大经济体的行列，可持续的改革将至关重要。 

  

                                                           
4 以上内容摘自哈萨克斯坦总统府国情咨文 
5 以上内容摘自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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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宏观经济概述 4F

6（2018 年 10 月） 

哈萨克斯坦国际储备 

       截至 2018 年 11 月 1 日，国际储备（不包括哈萨克斯坦国家

基金资产）总额约为 290.44 亿美元(同比上月减少 3.11%)。净国

际储备相应减少 2.98%，为 285.58 亿美元（同比年初减少

5.54%）。 

       10 月黄金资产量增加到 133.57 亿美元（同比上月增加

4.75%，同比年初增长 6.87%）。可兑换的外汇储备为 156.87 亿

美元（同比上月减少 8.93%，同比年初减少 14.03%）。 

       国家基金资金总额为 564.99 亿美元。同比上个月增加

0.09%，同比年初减少 3.15%。哈萨克斯坦国际储备规模总计为

850.57 亿美元。这一数据较上个月减少 0.8%，较年初减少 5.38%。 

基准利率 

       根据哈央行 2018 年 10 月 16 日的官方媒体发布，基准利率上调至 9.25%，浮动区间为+/-1%。这是哈央行今年年初以来的首

次上调基准利率，哈央行在此次上调之前共有四次下调基准利率（从 10.25%至 9%）。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的趋势将取决于国际市

场和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宏观经济环境，而预测和实际通货膨胀率将取决于国内经济趋势。 

通货膨胀率 

       10 月份通货膨胀率达到 5.3%，相比 9 月的 6.1%。 实际通货膨胀率维持在今年目标区间中较低的范围。食品价格上涨 0.3%，

非食品商品价格相应的上涨 0.7%。目标通货膨胀率区间(5%-7%) 是由哈央行根据石油原油价格为 60 美元/桶为基准预测。 

       2018 年上半年通货膨胀率下降趋势，哈央行表示这是由于食品和农产品市场中季节性因素的影响以及国内生产消费品价格水平

持续下降。此外，由于 9 月的坚戈贬值，11 月至 12 月的通货膨胀率将会波动。但我们仍然预计通货膨胀率将保持在哈央行预计今年

目标区间内 5%-7%。  

                                                           
6 哈萨克斯坦宏观经济概述由 Tsesna Capital 证券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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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汇率市场概述 5F

7（2018 年 10 月）  

美元兑坚戈汇率  

 

图表源自路透 USD/KZT（蓝线，右坐标） USD/RUB（红线，左坐标） 

       2018 年 10 月份，美元坚戈汇率开盘于 362.95，第二天坚戈升值到 359.70，但是坚戈的强势仅仅维持很短的时间。伴随着俄

罗斯卢布的贬值，坚戈在接下来的一周内贬值 4%，触及月内高点 373.85。我们从上图可以清晰地看出，美元坚戈的走势与美元卢

布的走势几乎一致，仅仅有所迟滞。中旬，坚戈呈现一轮反弹行情，矛盾的是该阶段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跌，而石油是哈萨克斯坦最

重要的大宗出口商品。但坚戈没有突破 360 一线，形成技术分析图形上的所谓双底。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卢布较坚戈强势，坚戈

不仅对美元贬值，也对卢布贬值。10 月，美元坚戈汇率收盘于 370.20，全月贬值 2%。 

人民币兑坚戈汇率 

 

图表源自路透   CNY/KZT（蓝线，右坐标） USD/CNY（红线，左坐标） 

       由于中国国庆长假，人民币坚戈在 10 月的第二周才开始交易。10 月 8 日，人民币坚戈汇率开盘于 53.90，当日的高点是

54.02，同时也是本月的峰值，此后，人民币开始贬值，主要是因为中美贸易战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坚戈虽然处于弱势，但人民币

的走势更富有戏剧性，23 日，坚戈对人民币一度升值到 51.98，月末人民币开始反弹，人民币坚戈收盘于 52.85，10 月份人民币对

坚戈贬值 2%。 

  

                                                           
7 哈萨克斯坦汇率市场概述由中国工商银行（阿拉木图）股份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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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最新经济政策概述 6F

8 

【经济政策概述-10 月】 

1. 国际金融机构对哈萨克斯坦国内生产总值（GDP）预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日在阿拉木图发表《区域经济展望：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报告。据预测，2019 年哈国 GDP 增长率

将为 3.7%，2020 年为 3.1%。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也在其"区域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哈萨克斯坦 2018 年 GDP 增速为 4%，2019

年为 3.5%。 

2. 国际信用评级 

       哈萨克斯坦国家经济部近日发布消息称，国际评级机构穆迪确认哈萨克斯坦主权信用评级为"Baa3"，展望为"稳定"。展望"稳定"

反映了分析人士对政府为应对石油价格冲击所采取措施的正面评估，也反映了哈可用金融储备的实际状况。此外，哈政府和央行对银

行系统的支持也降低了短期风险。 

3. 基准利率 

       10 月 15 日，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由 9%上调至 9.25%，新的基准利率水平能够增加坚戈资产需求并维持有利的

货币条件。 

4. 中哈贸易数据 

       10 月 19 日，中国驻哈萨克经商参处发布了哈萨克斯坦海关统计的两国贸易数据。据哈方海关统计，1-8 月哈中贸易额为 72.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2%。其中，哈对华出口 37.5 亿美元，同比增长 5.6%；自华进口 3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8%。哈方贸易顺差

为 2.5 亿美元，同比下降 60%。 

5. 世界银行 2019 经商环境报告 

       10 月 31 日，世界银行正式公布了 2019 经商环境报告（Doing Business 2019），哈萨克斯坦的总排名较去年上升 8 位，排名

第 28 位（去年为第 36 位）。 

  

                                                           
8 哈萨克斯坦最新经济政策概述由（哈萨克）中国银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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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最新法规概述 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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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期中我们着重介绍了哈萨克斯坦外汇管理（第 1 期）、在哈萨克斯坦设立公司和分支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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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税收须知（一）(二）（第 4-5 期），哈萨克斯坦经济特区及投

资优惠提示和移民及外籍人员就业的法规须知（第 6 期），“关于有限及补充责任公司中注册资本/参与权益的所有权的效力相关修

正案”（第 7 期）。本期我们将着重点介绍哈国《环境法》相关法律和许可证要求： 

环境保护 

可能需要取得下列许可证： 

任何个人和法人在生产产品或副产品时，若可能排放废气、污水、任何固体废物或工业废物，则必须向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能源部或当

地的能源部下属部门申请取得环境许可证。根据哈国《环境法》，目前有两种环境许可证： 

排放许可证 综合的环境许可证 

 

排放许可证最为常见。 在综合的环境许可证中规定的技术或者环境利用条件发生改

变之前，该环境许可证始终有效。 

排放许可证的有效期取决于许可证类别。第一类、第二类或第三

类许可证的期限不超过十年。第四类许可证的期限可以是无限

期。 

许可证类别系根据排放物的危险等级予以确定。具体而言，第一

类许可证适用于产生一级或二级有害排放物的项目；第二类许可

证适用于产生三级有害排放物的项目；第三类许可证适用于产生

四级有害排放物的项目，而第四类许可证则适用于可能产生五级

有害排放物的项目。 

有害排放物的水平或等级系根据《卫生规则》中规定的工业设施

卫生分类予以确定。 

 

针对使用现有的最佳环境技术的投资者，可向其签发无限期

的综合环境许可证，并以该许可证代替排放许可证。 

一旦排放许可证过期，投资者需向能源部重新申请许可证续期。 2015 年 1 月 23 日通过的法令中批准了适用于综合环境许可

证的技术清单。 

 

主要规则 

国家环境控制：个人和法人的活动若可能对环境产生影响，则他们应遵守国家环境控制要求。能源部通过组织国家环境审查来实施这

种控制。 

环境要求：投资者业务活动的各个方面都应符合环境要求。在启动项目之前，若该项目可能对环境产生影响，则必须获得国家环境专

家就该项目出具的正面评估报告。例如，若企业的业务活动会对危害环境，则应投保环境保险以弥补发生环境污染时可能造成的损

害。 

对于违反环境要求的行为，法人和个人可能需承担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 

                                                           
9 哈萨克斯坦最新法规概述由大成 DENTONS 律师事务所提供 



哈萨克斯坦 投资时讯 

总第 8 期 2018 年 11 月 

11 

 
 

哈萨克斯坦最新法规概述 7 

律师建议 

环境影响评估：建议在启动项目之前实施环境影响评估。在实践中，针对以下类型的活动通常必须实施环境影响评估： 

• 新设施的建设或现有设施的重建； 

• 矿产勘查和生产； 

• 农业项目。 

环境影响评估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 对地域的初步评估； 

• 实施综合评估并对制定环境保护计划； 

• 开发相应的技术解决方案，以避免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个人和法人应考虑环境影响评估的结果，并确保采用对环境和人类健康危害最小的举措。 

注意事项 

气候变化：经过大约 10 年的辩论，哈萨克斯坦批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该议定书于 2009 年 9 月 17 日在

哈萨克斯坦生效。除了参与应对全球变暖的全球性努力之外，此举旨在推动一些经济目标，其中包括通过议定书的灵活机制来吸引投

资（尤其是排放量交易）。 

哈萨克斯坦正采取措施来建立自身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但是，仍有许多重大问题尚待解决，尤其是修订有关排放配额分配和交

易的现行立法以及现有的许可证制度。 

 

 

 

 

 

 

 

*  *  *  *  * 

我们希望上述信息会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需要更深地了解相关内容，请按照本刊的联系方式直接联系我们。另外，请注意上述信息

仅供参考，并非我所的法律建议和意见。所以，您不应以其内容作为任何决策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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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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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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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丝路基金和高盛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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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