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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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i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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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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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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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business_kazakhstan@mail.notes.bank-of-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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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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联系责任编辑高尔。邮箱： t.bolat@aix.kz  

mailto:t.bolat@aix.k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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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X 邀请您参与《新型冠状病毒对哈萨克斯坦资本市场的潜在影响》网络研讨会 

       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诚挚地邀请您参与主题为《新型冠状病毒对哈萨克斯坦资本市场潜在影响》的网络研讨会，该研讨会旨在讨

论新型冠状病毒对哈萨克斯坦的潜在影响。 

       AIX 首席执行官 Timothy Bennett 将介绍当前市场状况和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毕马威会计事务所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合伙

人 Saken Zhumashev 将对新冠状病毒对哈萨克斯坦主要经济部门 的影响进行阐述；AIX 市场开发部主管 Timur Abushkin 将介绍

AIX 市场的最新动态和前景。 

       本次网络研讨会将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周三）北京时间 16 点（努尔苏丹时间 14 点）举行，时长大约为 1 小时，请广大中国

投资者积极参与！ 

       如您希望参与网络研讨会，请通过以下链接进行注册：https://events.aix.kz/。 

 

哈萨克斯坦总统指示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为哈经济复苏发展发挥作用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于近日会见了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

（AIFC）主席克里姆贝托夫，听取 AIFC 在发展金融市场、金融服务投

资者、消费者权益保护及贸易和投资合作等方面的主要成果。 

       哈总统托卡耶夫表示， AIFC 应在后危机时代为推动经济复苏和发

展发挥重要作用。 

       总统要求 AIFC 积极发掘引资潜力，通过实施国有资产私有化促进

资本市场发展，确保企业能够通过 AIFC 法庭和国际仲裁中心解决经济

纠纷。总统还强调了与哈外交部及国家驻外代表机构保持密切联系，以推动 AIFC 投资税务居民计划。 

       克里姆贝托夫表示，AIFC 内部生态系统已完全形成，并确保在隔离措施下在线正常运营。AIFC 已在哈萨克斯坦首次引入人民币

计价债券、伊斯兰债券等金融工具。 

 

世界国际金融中心联盟发布《金融中心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报告2
 

       2018 年，来自世界各地的金融服务领导人集聚一堂，宣布了一项战略举措：世界国际金融中心联盟（World Alliance of 

Internationa Financial Centres）。WAIFC 是一个国际非营利性组织，代表全球领先的金融中心，促进最佳实践的合作和交流。 

       当下世界局势的不确定性，由于冠状病毒在世界范围的蔓延导致世界各地的经济增长放缓，金融中心必须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以

及引导经济向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并满足经济需求。 

       WAIFC 与其成员 Casablanca Finance City 一起， 与牛津商业集团(Oxford Business Group)合作发表了《金融中心在推动经

济增长中的作用》报告，该报告强调了金融中心为其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活动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1 摘自 https://www.akorda.kz/en/events/akorda_news/meetings_and_receptions/kassym-jomart-tokayev-receives-governor-of-the-

astana-international-financial-centre-kairat-kelimbetov 

2 摘自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官网 https://aifc.kz/ 

https://events.aix.kz/
https://aifc.k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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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国际金融中心联盟发布《金融中心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报告3
 

11 个国际金融中心向该报告做出了贡献： 

• 阿布扎比国际市场（Abu Dhabi Global Market） 

•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Astana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 比利时金融中心（Belgian Finance Center） 

• 釜山国际金融中心（Bus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 卡萨布兰卡金融城市（Casablanca Finance City） 

• 法兰克福金融（Frankfurt Main Finance） 

• 香港金融服务发展局（Hong Kong Financial Service Development Council） 

• 卢森堡金融（Luxembourg for Finance） 

• 巴黎 Europlace（Paris Europlace） 

• 伦敦金融城（TheCityUK） 

• 多伦多国际金融（Toronto Finance International） 

       金融业经历了一个结构性的变化。目前，国际金融中心联盟的优先事项涉及环境融资、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以及社会和区域融

资。国际金融中心更加依赖高新技术，WAIFC 的成员通过支持从云计算和区域链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创新技术，推动金融行业的

创新。《金融中心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报告可从 https://waifc.finance/resources 免费下载。 

       世界国际金融中心联盟（WAIFC）是在比利时注册的非营利性组织，代表四大洲的 16 个主要国际金融中心。WAIFC 的成员是

市政府、协会和发展、推广其金融中心的类似机构。在技术突破和社会快速变革的时代，金融中心维持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因此，

WAIFC 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透明的网络，促进合作和分享最佳实践，以进一步诠释国际金融中心对国家和全球经济及社会发展的重要

性。 

世界国际金融中心联盟发布《全球金融中心如何协助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报告4
 

       当下，世界很少面临像今天这样的挑战，无论如何比较，COVID-19 和控制其传播的努力都将造成历史性的压力。在短短几周内，

经济增长就陷入了停滞并出现了大幅下滑。病毒没有国界，经济活动也不能鼓孤立存在，如果世界对这样一场全球规模的危机有所准

备，是否会有帮助? 

       WAIFC 是一个全球性组织，由来自四大洲的世界主要金融中心组成。我们认为，现在最佳实践是跨越国界，将竞争发在一边，

进行更多的合作和交流。我们也相信，这是一场全球性挑战并需要全球共同应对。 

       WAIFC 与其成员法兰克福金融（Frankfurt Main Finance）联合发布了《全球金融中心如何协助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报告，强

调了从过去和当前成员活动中吸取的经验和教训。 

       该报告包括对香港金融服务发展委员会执行主任 Christopher Hui 的采访，解释了香港能从 2003 年 SARS 危机中很快恢复的原

因和经验：“我们在 SARS 危机中得到的经验促使我们对 COVID-19 更早地做出反应，并保持足够警惕。” 

       东京金融城董事长 Hiroshi Nakaso 在谈到 2011 年日本东北部地震时的教训：“日本央行有一个悠久的传统，那就是在危机出

现时迅速做出反应。” 

《全球金融中心如何协助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报告可从 https://waifc.finance/resources 免费下载。 

 
3 摘自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官网 https://aifc.kz/ 

4 摘自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官网 https://aifc.kz/ 

https://waifc.finance/resources
https://waifc.finance/resources
https://aifc.kz/
https://aifc.k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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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FC 绿色金融中心与蒙古可持续金融协会就可持续金融领域合作签署合作备忘录5
 

       AIFC 绿色金融中心（AIFC GFC）和蒙古可持续金融协会（MSFA）于近日签署了

合作备忘录，旨在可持续和绿色金融领域进行合作和知识共享。 

       该合作伙伴关系旨在促进哈萨克斯坦和蒙古以及整个亚洲的可持续金融活动，特别是在绿色债券市场开发和在阿斯塔纳国际交易

所（AIX）上市方面进行合作。此外，MSFA 和 AIFC 在公众可持续金融意识、知识体系创新、政策倡导和研究方面共同努力，并在

两国间分享成功的实践和经验。 

       MSFA 致力于积极推动蒙古金融部门的可持续金融，从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倡议，促进银行贷款市场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标准，

到建立蒙古首个国家绿色金融机构，并制定国家可持续金融路线图和绿色分类。 

       MSFA 首席执行官 Nomindari Enkhtur 女士说：“我们很高兴与 AIFC 建立合作关系，尽管我们仍面临着新冠疫情的艰巨时刻，

但机遇在于我们如何应对这一形势，规划恢复方案，为更有韧性的未来做好准备。可持续金融在这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

相信，与 AIFC 的合作将有助于制定政策应对措施和金融工具，解决可持续和韧性问题。” 

       AIFC 也一直致力于在哈萨克斯坦和区域发展绿色金融和绿色债券市场，通过建立监管框架和引入法律标准，形成哈萨克斯坦的

绿色金融体系，并在 AIX 平台上为绿色债券发行者提供咨询支持，在绿色金融领域进行研究，通过培训和各类创新平台来提高绿色商

业意识和能力，例如一带一度绿色增长论坛。AIFC GFC 是 AIFC 的重要组成部分，负责在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引入绿色金融工具，

推动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成为绿色金融中心，并吸引绿色投资进入哈萨克斯坦。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s://gfc.aifc.kz/。 

       蒙古可持续金融协会（MSFA）是由蒙古国各银行共同建立的非政府组织，是蒙古国促进可持续和绿色金融发展的主要参与者，

其目标是是使蒙古国成为区域可持续金融知识中心。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www.toc.mn。 

AIFC 绿色金融中心与哈萨克斯坦电力市场运营商签署合作备忘录6
 

       AIFC 绿色金融中心与“哈萨克电力市场运营商”（KOREM: Kazakhstan 

Operator of eletricity and power market）于近日签署了促进绿色金融和绿

色经济领域的合作备忘录。 

       双方在合作备忘录框架下联合活动旨在促进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绿色金融工具市场的发展，并通过举办和参与研讨会、会议、

商业论坛和其他活动交流经验和知识。 

       2018 年，哈萨克斯坦引入了拍卖交易机制，旨在选择可再生能源项目。该拍卖的组织者 KOREM 积极参与了哈萨克斯坦向绿色

技术的过渡，并提高了可再生能源的比重。KOREM 管理委员会主席 Bakytzhan Ilyas 表示：“与 AIFC 的合作将促进双方在绿色金

融融资、技术支持、咨询和监管信息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并增强相互信任。” 

       AIFC 绿色金融中心首席执行官 Assel Nurakhmetova 表示：“我们很高兴与 KOREM 建立合作关系，该公司作为国家电力能源

市场运营商，为可再生能源项目选择电子投标提供技术支持，从而为哈绿色能源发展作出重大贡献。AIFC 绿色金融中心对在哈萨克

斯坦创建可持续的绿色金融工具非常感兴趣，这将吸引廉价资本用于实施特定的绿色项目。我们希望这一合作将为吸引哈萨克斯坦和

中亚绿色项目投资、发展绿色金融市场注入新的动力。” 

       KOREM JSC 是根据哈萨克斯坦政府于 2000 年 4 月 20 日签发的第 606 号法令----关于“提高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电力和电力市

场的效率，以进一步提高电能批发市场的效率”----成立的。http://www.korem.kz。 

 
5 摘自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官网 https://aifc.kz/ 

6 摘自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官网 https://aifc.kz/ 

http://www.korem.kz/
https://aifc.kz/
https://aifc.k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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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SA 发布防控犯罪清单和类型研究报告7
 

防控犯罪清单： 

       阿斯塔纳金融服务监管局（AFSA）作为监管当局致力于对任何犯罪分子进行严格的监控，包括对洗钱者和希望以任何方式协助

恐怖主义的犯罪分子起到重大威慑作用。AFSA 执行 AIFC 关于反洗钱（AML）和反恐怖融资的立法，为此，AFSA 公布了防控犯罪

清单和类型研究报告，以便更好地了解 AIFC 参与者的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威胁。 

       AFSA 根据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建议（2019）中指定的犯罪类别通过了与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有关的防控犯罪清单，

并参考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刑法的适当条款。 

       根据 FATF 建议的第 3、5 条，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应根据《维也纳公约》、《巴勒莫公约》和《恐怖主义融资公约》予以定罪。

各国应将洗钱罪适用于所有严重罪行，以最广的范围的界定防控犯罪清单。 

请点击查看防控犯罪清单。 

类型研究报告： 

       洗钱(ML)和恐怖融资(TF)方法的分类报告可以帮助所有 AML/CFT 利益相关者更好地理解现有和正在出现的 ML 和 TF 的威胁性

质，并寻求有效的策略来应对这些威胁。类型研究报告可在 FATF 和类似于 FATF 的区域机构(FSRBs)的网络资源中公开获取。这些

文件提供了 ML 和 TF 方法和趋势的样本，解释了对抗 ML 和 TF 的措施，并对类型学和案例研究进行了一般性描述。这些类型学报

告样本将有助于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和专业人员识别、评估和理解他们所面临的 ML 和 TF 风险，并发现和打击 ML 和 TF。 

       目前，AFSA 还没有 ML/TF 类型学报告的实际样本，强烈建议将 FATF 和 FSRBs 类型学研究报告列表作为指南。 

请点击查看类型研究报告。 

AIFC 法学院与国际法律教育机构 BARBRI 合作为律师创造全球职业和发展机会8
 

       AIFC 法学院于近日起与国际法律教育机构 BARBRI 合作，为中亚和俄罗斯的法律专业人士和学生提供全球职业和发展机会。 

       该合作加强了双方的承诺，以确保国际执业律师做好准备，迎接在日益复杂的全球法律环境中有效开展业务的挑战。特色服务包

括 BARBRI 扩展的美国律师预备项目，旨在为国际执业律师准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的律师考试，以及 BARBRI 的 QLTS 预备

项目，旨在准备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律师执业资格。 

       BARBRI 执行董事 Sarah Hutchinson 表示：“AIFC 法学院是一家致力于协助区域律师发展国际商法和跨境实践知识和技能的

教育机构。我们很高兴能为 AIFC 的律师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协助，帮助他们在不断增长和充满活力的独联体和俄罗斯法律市场中

取得成功。” 

       BARBRI 是一家全球性的教育机构，致力于满足法律专业学生、律师和其他职业人士的法律教育和专业培训。BARBRI 的成功建

立在其无与伦比的技术和创新的教学方法之上，结合了利用数据分析、行为经济学、学习科学以及更多为学员和机构开发项目的能力。

BARBRI 的核心律师课程帮助全球 130 多万名律师通过了美国律师考试，在此基础上，BARBRI 为高等教育机构和法律相关企业提供

了一整套全面的学习方案。这些课程包括美国的律师资格预备课程、课程设置、评估、全球资格准备、在线课程管理和专业发展。

BARBRI Group 成立于 1967 年，属于 Leeds Equity Partners 的投资组合公司，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在伦敦、美国及世界

各地均设有办事处。https://www.barbri.com/ 

 
7 摘自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官网 https://aifc.kz/ 

8 摘自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官网 https://aifc.kz/ 

https://aifc.kz/uploads/List%20of%20Predicate%20offences%2027.04.20.pdf
https://aifc.kz/uploads/List%20of%20Typologies%2027.04.20.pdf
https://aifc.kz/
https://aifc.k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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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首席执行官接受《福布斯》（Forbes.kz）专访9
 

       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AIX）首席执行官 Timothy Bennet 于近日接

受了《福布斯》（Forbes.kz）的专访（2020 年 4 月 28 日），具体内容

文字记录如下： 

在世界当前局势下，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是否采取了任何措施？ 

答：全球市场对疫情的反应非常强烈，绝大多数的股票指数，平均下跌

了 30%左右。但在过去的三周内出现了明显的反弹，这表明疫情引发的

股市震荡正在全球主要市场呈现稳定趋势。然而，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将

持续，市场也保持高度的不确定性。事实上 VIX 指数（波动率指数）证实了这一点，该指数仍是去年的两倍。因此，我认为在波动性

降低之前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将在未来三到九个月看到市场的大幅波动。 

在隔离期间，AIX 在交易时间继续正常运营。在此之间，AIX 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最小化员工的健康风险，并同时确保运作的正常进

行。AIX 正处于加速发展阶段，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要发行一系列企业的证券产品，并为企业增长筹集资金。我们将继续开发创

新金融产品，并将在市场需求恢复时推出。 

从许多其他证券交易所的经验来看，截至目前为止，世界各地企业对首次公开上市（IPO）仍持谨慎态度。我们也看到，哈萨克斯坦

本土企业仍在谨慎关注进一步发展，并不急于进入资本市场（股市）。 

截至目前，AIX 取得了哪些成就？都有哪些证券已在 AIX 平台进行交易？以及关于未来潜在发行人的预计？ 

答：在过去两年时间里，我们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我们创建了 AIX 交易平台，该平台集不仅提供专业的高新技术，还提供了一个便于

外国投资界理解的监管环境。我们为哈萨克斯坦业务总计融资超过 2.17 亿美元。 

AIX 目前有超过 20 多个交易会员，包括新兴市场领先的投资银行 Wood&Co 和独立的投资公司之一 Renaissance Capital、中国最

大的券商中信证券、在哈萨克斯坦拥有广泛散户投资者基础的哈萨克本土经纪商 Freedom Fiance、Halyk Finance 和 Kazpost。目

前已有超过 50 多个证券在 AIX 平台发行，包括股票、股票指数和债券等。在 2019 年，通过 AIX 平台的股权融资总额超过 2.17 亿

美元，这是哈萨克斯坦证券交易所（KASE）在过去 3 年里筹集资金总额的两倍。 

成功上市的股权(Equity)及全球存托凭证（GDRs），包括哈萨克国家原子能（Kazatomprom）、Halyk Bank、Polymetal、Ferro 

Alloy 和 Kcell。除此之外，还有一类哈萨克斯坦投资者不太了解的金融产品——两个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和五个首次在哈萨克斯

坦股票市场发行的交易所交易票据（ETN）。 

今年，由卡塔尔国际伊斯兰银行（Qatar International Islamic Bank）发行的伊斯兰债券根据 AIFC 伊斯兰金融规则已被列入 AIX 上

市名录。此外，由中国建设银行阿斯塔纳分行发行的人民币计价债券也已在 AIX 平台发行，这也是人民币计价证券首次在哈萨克斯坦

本土发行。 

  

 
9 摘自 https://forbes.kz/finances/lemdk_pandemiya_astana_international_exchange_yizmetne_jne_lemdk_or_birjalaryina_alay_ser_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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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首席执行官接受《福布斯》（Forbes.kz）专访 

Kcell 于 2020 年 2 月在 AIX 上市，这是什么样的证券，为什么以坚戈(KZT)计价？ 

答：Kcell 是一次有趣的发行，Kcell 的股票已经在哈萨克斯坦股票交易所(KASE)上交易了一些年，但是没有买方需求，这就是为什么

Kcell 无法吸纳额外的资本，同时，其母公司哈萨克电信（Kazakhtelecom）也无法出售 Kcell 的股份。 

全球存托凭证（GDRs）曾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但同样没有引起投资者较大的兴趣，尽管 Kcell 在哈萨克斯坦被认为一家大型且

运营良好的企业，但在伦敦，它只是成百上千类似公司中的一家。该企业股票的流动性一直在下降，投资分析师们也不再将该企业的

纳入他们的投资范围——Kcell 已从投资雷达中消失。这就是我们需要在哈萨克斯坦发展资本市场的重要原因，使类似 Kcell 等企业

能够吸纳投资以支持其业务发展。 

Kcell 在 AIX 上市是我们建立资本市场进程中的又一小步，Kcell 管理层传达了市场参与者对该公司成功的信心，我们预计交易活动将

开始增长。我们支持包括 Kcell 在内的投资分析报道，我们有做市商提供流动性，但需要时间来发展一个良好的投资者基础。Kcell

的股票以坚戈（KZT）计价是为了吸引本土投资者。同时，AIX 平台的交易和结算系统也允许外国投资者参与交易。 

在您看来，AIX 的交易量增加了 30%以上的原因是？ 

答：是的，我们已经观察到在 AIX 平台上的交易活动已经有了显著增长——与去年相比几乎增长了 30%。这并不奇怪，全球市场都

是如此，交易员开始更加积极的参与交易，以便从市场反应和趋势中获利。 

最近，AIX 宣布了伊斯兰债券的上市，该债券的独特性是什么？具有什么样的发行意义？ 

答：再过去 5 年到 10 年的时间里，投资界变得越来越细分。有些投资只专注于符合伊斯兰教法原则（伊斯兰金融）的证券，或专注

于以绿色原则或环境、社会和管理原则为主的社会投资。 

我们为广泛的投资者建立了一个市场，因此，我们热衷于满足于不同需求的证券和金融产品上市。卡塔尔银行的伊斯兰债券上市，已

开启了本土投资者和国际投资者在 AIX 平台上购买伊斯兰金融产品的第一步。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AIFC）的主要战略之一是发

展伊斯兰金融，其涉及伊斯兰债券和为其他不同项目进行融资的私募发行。 

创新金融产品交易所交易票据（ETN）已于 2019 年年底推出，其为投资者提供了什么样的机遇？ 

答：一个运作良好的资本市场需要不同类型的投资者，散户投资者是其中一类。从历史上看，那些具有足够资金进行投资并具备金融

知识的哈萨克斯坦人通常会在海外市场进行投资，我们正在努力开发一系列广泛的金融产品，主要针对哈萨克斯坦散户投资者。 

在 AIX 平台交易的 ETN 正是这类金融产品，这很容易理解，代表外国公司的股票或债券的投资组合，或市场指数，例如，其中一个

指数与大宗商品市场挂钩，反映石油价格等。ETN 基于高收益资产的国际基金，绝大多数以美元或者欧洲国家货币计价。因此，ETN

是银行存款的另一种选择，也是基金管理多样化的机会。 



哈萨克斯坦 投资时讯 

总第 24 期 2020 年 4 月 

10 

 
 

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首席执行官接受《福布斯》（Forbes.kz）专访 

您如何看待在哈萨克斯坦的投资活动？ 

答：目前，如果我们从国际投资者的角度考虑，哈萨克斯坦是一个前沿市场。任何一位驻纽约或伦敦的基金经理会告诉你，他有极大

的兴趣在哈萨克斯坦进行投资，但与此同时，对于投资者的投资选择却很少。你可以购买 Kcell，Halyk，Kazatomprom 的股票，

仅此而已。AIX 的目标是增加上市的公司数量，以满足投资者的兴趣。 

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数据，国际投资基金的经理们已向哈萨克斯坦投资了约 2.5 亿美元。9 只投资基金在欧亚地区管理着相当于

100 亿美元的资产，这 100 亿美元的投资中只有 2.5 亿美元来到哈萨克斯坦。探索外国在哈萨克斯坦的投资潜力是一条长期道路，

要提升外国投资，哈萨克斯坦国有资产私有化项目显然应该继续下去，非政府企业也应通过交易所吸纳资本，以提高全球投资者的兴

趣和需求。 

目前都由谁在 AIX 进行交易？机构投资者还是普通散户投资者？ 

答：我们的市场参与者是机构投资者和散户投资者的混合体。通常他们通过哈萨克斯坦本土经纪商参与交易，机构投资者也通过在取

得 AIX 交易会员资格的外国经纪商参与交易。大部分交易活动属于小型交易，通常由散户投资者进行，但国际投资基金也偶尔会进行

大额交易。 

许多哈萨克斯坦人将数千甚至数百万坚戈（KZT）投入金融骗局。您认为为什么人们会投资于非法金融骗局，

而不是证券？ 

答：我认为有两个原因。首先，缺乏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来保存储蓄。现在都有哪些？把你的钱藏在床垫下、投资黄金、购买美元或

者在银行开户。所有这些都不是很有趣，也没有多少利益可图。因此，那些想为未来投资的人，想尝试不同的选择，不幸的是，他们

更倾向于投资金融骗局或者其他非法计划。 

第二个原因是缺乏财务知识。我认为，监管环境存在很大差距，需要加以改善，尤其是在金融咨询服务方面缺乏监管。提高哈萨克斯

坦公众财务知识的方法之一是在哈萨克斯坦建立一个监管良好的资讯网络，这是政府应向其公民提供的设施。 

一般人们认为，股市一般只针对富人，这是真的么？参与 AIX 的交易最少需要多少资金? 例如，股票的价值最

低有多少及其风险等级等？ 

答：我们在世界各地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在过去几个月里，想要投资证券的人们已开设了数百万个新账户。这一趋势并不存在于富

裕和受欢迎的人群中，而是存在于想要控制自己未来财务的普通人中。国际经纪商、不同的金融科技公司提供多种投资选择，佣金每

月最低从 10 美元到 20 美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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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面额也是 AIX 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我们在去年发行 ETN 的原因之一是允许投资者，即使是小额资金，也可以投资于不同类型

的证券。这不仅适用于苹果（Apple）或脸书（Facebook），还适用于投资更具风险的机构化产品，例如标准普尔 500 指数。我们

计划在今年内推出新的 ETN，我们将和经纪商一起开发一个新的平台，可以通过手机购买面额更小的股票和债券（票据）。 

人们常说，危机也是新的机遇。目前的形势会给证券交易所、投资和证券市场业务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答：像大多数行业一样，我们在过去 5 年里观察到的股市趋势将会加速。我认为，交易价值会增加，但交易数量会显著减少。除此之

外，投资者还可以通过移动设备直接访问交易所操作，随时买卖证券。机构投资者也将逐渐脱离传统的 T+2 结算。与此同时，我们

观察到目前企业 IPO 的延缓或推迟，但当经济开始回稳时，情况肯定会发生变化。因此，全球证券交易所将继续保持着提高资本市

场效率的趋势。 

在哈萨克斯坦，我们处于不同的情况，我们拥有世界最不发达的资本市场之一，反映在整个行业的经济衰退将导致外国本土投资者对

资本投资需求的不断增长。哈萨克斯坦的商业不能在依赖政府和银行系统。正如我们所注意到，在过去 3 到 4 年里，银行贷款显著

减少。因此，为证券交易所业务发展创造条件十分重要，这将能够为企业吸纳资本，助其恢复工作（包括工作场所），并促进整个国

家的经济增长。 

 

AIX CSD 执行首次证券借贷交易10 

       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中央证券存托所（AIX CSD）于近日宣布，证券借贷交易在两支不同计价货币的 AIX 上市证券中首次应用。

基于全球市场证券借贷协议的操作发生在被授权进行证券借贷的参与者之间，第一笔交易在两周后成功完成。 

       AIX CSD 首席执行官 Anna Kolesnichenko 表示：“这是我们市场发展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有效的证券借贷制度的存在不仅将

增加市场的流动性，而且还将增强市场参与者和投资者的信心，从而证明 AIX 是一个值得投资的市场。“ 

       在获得 AIX 规则和法规遵循的授权后，指定的做市商可以进行证券借贷。证券借贷也可以用来防止结算失败。证券借贷程序受

行业标准全球市场证券借贷协议(GMSLA)或 AIX 可接受的任何其他协议的监管。做市商与授权出借人签订有效的 GMSLA 协议，也

将被允许进行备兑卖空交易。 

请点击查看有关 AIX 证券借贷的资格要求和操作指南。 

       AIX CSD 将在 AIX 官网上发布证券借贷统计数据，敬请关注！  

 
10 摘自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官网 https://aix.kz/ 

https://www.aix.kz/aix-market-notices/2019-12-11_01_market-notice-securities-lending-borrowing-eligibility-requirements-operational-procedures/
https://aix.k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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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 2020 年 4 月交易数据更新11
 

       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AIX）公布了 2020 年 4 月的市场交易数据，在 2020 年 4 月期间的总交易价值为 4,374,479.87 美元。

（USD），相当于 1,896,852,423.68 坚戈（KZT）12。 

证券符号 交易笔数 同比上月变化 交易价值（4 月） 同比上月变化 交易量（4 月） 同比上月变化 年交易笔数 

（迄今为止） 

年交易价值 

（迄今为止） 

股票 

KCEL 8 300% KZT 42,264,025.00 117.24% 17,170 114.68% 10 KZT 61,719,160.00 

KCEL.Y 8 N/A USD 143,276.02 N/A 24,223 N/A 8 USD 143,276.02 

HSBK 44 69.23% KZT 218,705,581.14 26.37% 2,178,406 66.76% 91 KZT 492,505,568.99 

HSBK.Y 7 -69.57% USD 85,684.22 -73.63% 9,607 -68.23% 66 USD 713,065.50 

KAP 315 32.91% KZT 789,869,520.00 40.48% 134,213 20.2% 876 KZT 1,706,390,465.00 

KAP.Y 42 -23.64% USD 583,377.91 -31.63% 42,408 -37.73% 193 USD 2,950,237.93 

POLY 26 -3.70% USD 532,892.03 10.06 29,619 -6.69 74 USD 1.427.592.47 

债券 

FRHC.1222 5 0 USD 500,000.00 0 5 0 21 USD 2,100,000.00 
ALTN.1222 1 0 USD 97,119.44 926.69% 968 877.78% 12 USD 247,412.57 

 

 

         

 
11 摘自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官网 https://aix.kz/ 

12 以交易当日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的汇率计算 

https://aix.k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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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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倡议下建立的。2015 年 12 月，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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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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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