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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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FC）2018 年的主要进展 1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于 2018 年正式运营，2018 年的主要进展如

下： 

1）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法院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法院正式开始运营，该法院作为独立的机构，适

用英格兰和威尔士普通法系和领先的国际标准，来自英格兰和威尔士的 9 名

知名法官在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担任法官职务。 

2）国际仲裁中心 

       为了解决国际商事纠纷，国际仲裁中心正式开始运营。该中心提供独立、简洁、高效的诉讼程序，并按照国际标准开展工作。 

3）阿斯塔纳国际金融服务监管局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服务监管局的成立使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内机构得到有效监管、控制和监督，以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可行

续发展。 

       2018 年阿斯塔纳国际金融服务监管局成为国际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的成员。 

4）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 

• 哈萨克斯坦资本市场的重要里程碑——世界最大的铀矿生产商“哈萨克原子能”公司作为第一家企业在阿斯塔纳国际交易

所上市交易。 

• 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之后，丝路基金和高盛集团也成为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股东。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 2018 年的主要成果： 

• 在 2018 年国际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中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上升了 27 位，排名第 61 位。同时在东欧和中亚区域

内排名第二。 

•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在 2018 年第 8 届全球伊斯兰金融奖颁奖典礼中获得三项奖项，分别为“伊斯兰金融支持机构”、

“伊斯兰金融政策发展”和“伊斯兰金融人力资源发展”等奖项。 

• 目前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共有超过 100 多家企业注册，分别来自哈萨克斯坦本土、美国、阿联酋、新加坡、中国、英

国、德国和法国等。 

  

                                                           
1 以上内容摘自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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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AIX）2018 年主要进展 2

       2018 年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上市证券有：哈萨克原子能

“Kazatomprom”普通股和存托凭证，哈萨克斯坦斯坦财政部欧洲债

券，哈萨克斯坦铁路“Kzakshtan Temir Zhol”公司债券。非公开配售

债券有：哈萨克斯坦电信“Kazakhstelecom”，萨姆卢克卡泽纳房产基

金“Real Estate Fund Smuruk Kazyna”, 哈萨克斯坦房屋建设储蓄银

行“MO Kazakhstan Mortgage Company”。另外，煤矿企

业”Shubarkol Komir”和哈萨克斯坦铬矿跨国公司“Kazchrome”也

纳入了上市前程序进程（Pre-IPO）. 目前，阿斯塔纳购机交易所一共有

13 家交易会员，包括两家大型国际经纪商（中金公司和申万宏源）。两

家托管银行成为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中央证券存托所(AIX CSD)成员，分

别是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Sberban”和 Bank Center Credit，在 AIX CSD 中开设的投资者账户数已超过 6 万。 

       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首席执行官 Timothy Bennet 评论道：“在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诞生的一年里，我们取得了重大成果，包

括一些重要的里程碑：建立国际投资者熟悉的监管环境，全面运作国际标准的基础设施，本土及国际经纪商生态系统，以及第一个国

有资产企业成功上市的平台。哈萨克国家原子能公司是哈国有资产私有化项目中的一项重要资产，当地与国际投资者对于哈萨克斯坦

国有资产私有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该进程也因此产生了很高的流动性。我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成功创建了一个世界级交易所，未

来我们将致力于进一步发展本土资本市场。” 

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AIX）成为欧亚证券交易所联盟（FEAS）成员 3

       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已被批准成为欧亚证券交易所联盟（Federation of Euro-Asian Stock Exchanges）的正式会员，该联盟共有 33

个成员来自欧欧洲、亚洲和地中海地区。该联盟的目标和使命是促进欧亚地区（欧洲、亚洲和地中海地区）资本市场的合作、发展、

协作和促进。该成员身份可使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获得欧亚证券交易所联盟的诸多便利，例如通过参加培训和网络研讨会获得业务支

持、知识共享、研究和发布、公关支持和参加联盟旗舰会议活动等。 

哈萨克铬矿跨国公司“Kazchrome”宣布通过 AIX 上市前程序（Pre-IPO）核准 4

       哈萨克斯坦铬矿跨国公司“Kazchrome”成立于 1995 年，公司资

产包括在阿克纠宾（Aktobe）和阿克苏（Akcy）的铁合金厂，以及顿斯

科铬矿。“Kazchrome”属于欧亚资源集团（ERG）的铁合金分部。 

       哈萨克斯坦铬矿跨国公司“Kazchrome”的股票于 2018 年 11 月

15 日开始正式进入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上市前程序，并成功通过阿斯塔

纳国际交易所上市前程序核准。 

       欧亚资源集团新闻部发言人表示：“我们认为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

和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前途无量，我们也相信在未来几年阿斯塔纳国际金

融中心将在区域和全球市场中发挥重要作用。鉴于在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

心得到应用的国际标准法律和监管框架，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会在整个区域和哈萨克斯坦经济发展中承担重要角色。” 

                                                           
2 以上内容摘自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官网 
3 以上内容摘自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官网 
4 以上内容摘自 Atamenken Busin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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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宏观经济概述 5（2018 年 11 月） 

哈萨克斯坦国际储备 

       截至 2018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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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58 亿美元(同比上月增加 3.84%)。净国

际储备相应增加 3.90%，为 296.72 亿美元（同比年初减少

1.85%）。 

       11 月黄金资产量增加到 135.55 亿美元（同比上月增

1.48%，同比年初增长 8.45%）。可兑换的外汇储备为 166.03 亿

美元（同比上月增加 5.84%，同比年初减少 9.01%）。 

       国家基金资金总额为 576.28 亿美元。同比上个月增加

3.61%，同比年初减少 1.21%。哈萨克斯坦国际储备规模总计为

873.52 亿美元。这一数据较上个月增加 2.7%，较年初减少 3.1%。 

基准利率 

       2018 年 12 月 4 日根据哈央行的官方媒体发布，基准利率保持在 9.25%，浮动区间为+/-1%。哈央行今年 2018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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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1 月份通货膨胀率达到 5.3%，相比 9 月的 6.1%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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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非食品商品价格相应的上涨 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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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下降趋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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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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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18 年 11 月）  

【11 月份外汇市场回顾】 

       11 月，布伦特原油期货走出一波跌势，当月原油开盘价 74.71 美元/桶，收盘价 59.15 美元/桶，大跌 20.83%。受

到国际油价大跌影响，美元兑坚戈汇率亦走出一波震荡走势。由于人们对哈国经济强劲发展预期的影响，如欧亚开发银

行将哈萨克斯坦 2018 年 GDP 增速预测由此前的 3.7%上调至 4%，亚洲开发银行将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

3.7%，美元兑坚戈汇率走势较油价走势理想。当月，美元兑坚戈开盘价 370.00，最高价 376.70，最低价 365.20，收

盘于 372.90，当月波动幅度最高为 3.15%。 

【12 月份外汇市场展望】 

       12 月份，美联储再次加息已经基本板上钉钉，这将给新兴市场货币带来一定的贬值压力。但国际油价的大幅下跌短

期内也有回调的需求，随着 OPEC 减产意见的逐步统一及各类风险因素的逐步暴露，国际油价有望年底前走出一波涨

势。临近年末，哈萨克斯坦政府也将进一步加强对国内经济、金融的调控力度，不会允许出现汇率的大涨大跌。综合上

述因素，我们认为年底前，美元兑坚戈汇率有望继续维持在 370.00 上下小幅波动（波动区间 365.00-375.00）。 

  

                                                           
6 哈萨克斯坦汇率市场概述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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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经济政策概述-11 月】 

1. 哈萨克斯坦央行明确表态，其货币政策首要目标是保持通货膨胀率稳定，允许汇率浮动。 

 

2. 哈萨克斯坦央行将为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提出的“7-20-25” 住房按揭贷款计划提供 3200 亿坚戈的资金支持，并将为个人外

汇贷款提供再融资。 

 

3. 哈萨克斯坦央行成为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正式成员。加入该

组织之后，将使得哈萨克斯坦央行能够参与到国际金融市场监管原则和标准的修订，另外，在没有双边协议的情况下，哈萨

克斯坦央行能够与其他国家证券监管机构交换信息。 

 

4. 2018 年 11 月初，哈萨克斯坦发行了两只欧元债券，总额 10.5 亿欧元。该次发行了 5 年和 10 年两个期限的债券，各 5.25

亿欧元，年收益率分别为 1.55%和 2.375%，该次发行共获得 33 亿欧元的认购额。这是哈萨克斯坦首次发行欧元债券，上

次发行美元债券是在 2015 年。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预测，哈萨克斯坦 2018 年通货膨胀率为 6.4%，2019 年为 5.6%。 

 

6. 在 2019 年布伦特预期价格由每桶 60 美元下调到每桶 55 美元之后，哈萨克斯坦下调了其 2019 年 GDP 增长预期，由 3.9%

调整到 3.8%。 

  

                                                           
7 哈萨克斯坦最新经济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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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期 2018 年 12 月 

9 
 
 

哈萨克斯坦最新法规概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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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国《环境法》相关法律和许可证要求（第 8 期），本期我们将着重介绍哈萨克斯坦《建筑和城镇规划以及建

筑活动法》（“建筑法”）的修正案：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建筑和城镇规划以及建筑活动法》（“建筑法”）的修正案 

       该修正案规定，专家评审的否定性结论应作为设计承包商违反设计和估算文件（DED）规定的证据，而且这种否定性结论也是

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与此同时，专家不得出具“软法”意见（即具有建议性的意见）。 

       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建筑法”已经对设计承包商和专家的责任作出了约束性规定，该等约束性规定对专家在建设阶段发现设计

承包商作为 DED 开发商的违规行为时仍出具了肯定性意见的情形也依然有约束力。 

       目前为预防违规之目的，国家建筑及施工监督管理部门（GASK）可以随时进入在建工程进行监督和检查。 为此，该修正案为监

督部门进入在建工程进行检查制定了若干优先权利。  

       该修正案规定，哈萨克斯坦国家“为民政府”公司（简称“国家公司”）现已被指定为接受和收集所有验收文件的机构，而且根

据建筑法规定，进一步参与通过建筑工程设施投入使用的验收工作（注：建筑工程业主以前直接向 GASK 提交上述文件）。 

       新修正案简化了获取建筑和规划项目（APA）的程序以及与公用事业设施连接的技术条件（TC）。因此，客户可以从地方政府

获得的土地所有权或客户已经拥有的土地所有权向地方政府关申请取得建筑和规划项目。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从 2015 年开始，

TC 与 APA 将在客户申请之后通过国家公司或“电子政府”网站发布 （egov.kz）。 

       此外，该修正案还规定，验收单之签字日期同时应被视为其批准日期和设施投入使用之日期。 

对哈萨克斯坦《土地法》的相关修订 

       哈萨克斯坦国家“为民政府”公司（简称“国家公司”）的职能已经通过修正案得到了完善，而且现在已被授权就与自然垄断企

业和准公共服务部门的公用事业设施连接之技术条件提供服务。 

       设立和解除土地之产权负担的登记职能现在也从政府主管机构转移至国家公司，国家公司将负责将其记录于政府电子信息系统之

中。 

        “功能区”的定义已经确定，尽管该术语已经在《土地法》中使用过，并被确定为一个具备条件的区域，即在全国统一土地使

用制度中的一组具备指定用途的土地，然而功能区的特定类型将保持不变（如住房，商业，及其他用途）。 

       之前有效的《土地法》限制改变农业用途土地，但现在新修订法律加入了一条新的解释，即上述限制规定限于专门用于农业种植

和农业生产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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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哈萨克斯坦《不动产登记法》的相关修订 

       该法最重要的修订是将不动产登记机构的职能移交给国家公司，而这一职能过去是由司法部门行使的。 

       据此，国家公司被指定为不动产登记机构并有权（1）维护新建设施的技术资料的地籍管理信息系统的运行，以及（2）办理与

不动产有关权利的登记。但是，司法部门仍将作为监督机构，其工作重点是监督国家公司遵守国家政策和法规的情况。 

       新建不动产不再需要通过技术审查并取得技术护照（即技术说明书）。此外，通过公证电子数据库进行电子登记的程序已得到进

一步细化和改进。 

       按照《不动产登记法》的规定，不予办理不动产国家登记的唯一理由是新建设施未遵守《建筑和城镇规划以及建设活动法》的相

关规定。 

对《环境法》的相关修订 

       新修订法律明确规定，如果第二类，第三类和第四类设施在第一类现有设施的区域内建造，那么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州政府、直

辖市及首都市政府）将对设施的设计文件进行生态环境的专家评审。关于第一类设施，只能由国家主管部门（目前是能源部）负责进

行生态环境的国家级专家评审，而不是由以前经认可的专家组进行。 

       申请生态环境的专家评审的申请文件现在仅需以电子形式提交，这将大幅减轻申请人的负担。 

       另一项实质性改进就是它简化了第一类设施申请取得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的程序。现在，如果生态环境的专家评审意见是肯定的，

则该排污许可证应与上述评审意见同时颁发，并且该排污许可证应包含排污量。 

       根据“环境法”的规定，有关第二，第三和第四类设施的生态环境专家评审应由经认可的专家组进行。由此，申请人可以享受一

站式服务，而不需要单独申请生态环境专家对设施进行评审。 

       生态环境专家评审的期限和程序也得到改善。例如，对于第一类设施，该期限最多为 45 个工作日（之前为两个月），第二类设

施，35 个工作日（之前为一个月），第三和第四类设施，15 个工作日（之前为 10 个工作日）。上述期限不包括对送审文件的完整

性进行审核所需的时间，审核文件完整性所需的时间仍保持不变：即第一类设施最多可达五个工作日，第二，第三和第四类设施自送

审文件登记后三个工作日内。 

       同时，根据以前的程序，申请人在收到生态环境专家的否定意见之前没有机会就专家提出的意见进行纠正，此种情况下，申请人

只能重新提交纠正后的送审文件并要再等待下一轮评审的结论。而现在申请人可以看到评审专家的初步意见（即在出具正式专家评审

意见之前），从而有可能对提出的问题进行纠正并重新提交送审文件。如果申请人未能在修订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对专家提出的问题进

行纠正，申请人将会收到专家出具的否定结论且只能重新提交送审文件。 

 

 

*  *  *  *  * 

我们希望上述信息会对贵司在哈国的经营有所帮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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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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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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