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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大大华银华银华银华银行集团行集团行集团行集团

中国、新加坡、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构成大华在亚洲的核心网络。

大华银行网络遍布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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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安全的
50家商业银行

中国、新加坡、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构成大华在亚洲的核心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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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亚洲视野

• 透视东南亚市场

• 了解当地市场

• 分行及办事处分布全球

• 集团在东南亚拥有一体

化业务网
集集集集成亚洲传统，根成亚洲传统，根成亚洲传统，根成亚洲传统，根
植东南亚植东南亚植东南亚植东南亚

成成成成熟的一体化业务熟的一体化业务熟的一体化业务熟的一体化业务
网网网网

大大大大华银华银华银华银行集团行集团行集团行集团----亚洲银行翘楚亚洲银行翘楚亚洲银行翘楚亚洲银行翘楚

• 了解当地市场 化业务网

• 稳健的风险管理与公司

治理文化

• 始终如一为客户提供最

适合他们需求和银行风

险偏好的解决方案

• 集团的资本状况保持健

康。截至2018年12月

31日，普通股权一级资

本和总资本的充足率分

别为13.9%和17%，保

持强健。

植东南亚植东南亚植东南亚植东南亚 网网网网

良良良良好的信用评级好的信用评级好的信用评级好的信用评级、、、、

资资资资本与资金基础本与资金基础本与资金基础本与资金基础

健健健健全的风险管理与全的风险管理与全的风险管理与全的风险管理与
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

• 截止2018年底，大华银行集团总资产已达3880亿新币（约为1.97万亿人民币），较上一年增长8%；

• 2018年，大华集团总收入达到91.16亿元新币，较上一年增长6%；

• 2018年，集团营业利润51.2亿元新币，税后净利润40亿元新币，在放缓的经济环境下集团的核心业务

保持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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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大大华银行在大宗商品业务上的整体优势华银行在大宗商品业务上的整体优势华银行在大宗商品业务上的整体优势华银行在大宗商品业务上的整体优势

• 新加坡身处亚洲大宗商品交易中心

• 大华银行集团大宗商品团队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 市场广泛

– 贵金属、基本金属

– 能源类

– 农产品

– 与商品挂钩投资产品

• 外汇 & 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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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汇 & 黄金

– 得益于银行强大的亚洲区域网络，成为亚洲货币国家外汇与黄金市场其
中一个主要参与者

– 唯一能够提供实物黄金的本地银行

• 产品多样

– 掉期、期权、远期合同、结构性产品



大华大华大华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华银行(中国)）是亚洲银行业翘楚——大华银行有限公司（大华银行）的在
华全资子公司，拥有中国本地法人银行资格。总部设在上海。自1984年，大华银行在北京开设了第一间办事
处以来，大华银行（中国）目前已在中国的主要城市拥有十余家分支机构。

大华银行（中国）的综合财务实力获惠誉A+评级，评级展望为稳定。

大华银行（中国）为客户提供资金业务综合风险管理方案，协助客户管理业务扩展过程中面临的外汇、利率、大华银行（中国）为客户提供资金业务综合风险管理方案，协助客户管理业务扩展过程中面临的外汇、利率、
商品等市场风险，满足客户业务发展和投融资需求。

• 2008年，取得即期结售汇、远期结售汇、银行间外汇掉期、银行间人民币利率互换、金融衍生产品、银
行间债券交易等资格；

• 2011年，获得上海黄金交易所会员资格并开始参与场内贵金属自营交易；

• 2013年，获得上海黄金交易所询价远期和掉期交易资格；

• 2014年，获得人民币与新加坡元直接交易做市商资格;

• 2015年，获得黄金进口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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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获得黄金进口资格；

• 2017年，我行自贸区支行获得上海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国际会员资格；

• 2018年，获得人民币对泰铢直接交易做市商资格；

• 2018年，获得大连商品交易所“商品互换交易商”资格；

• 2019年，获得上海期货交易所会员资格；

• 2019年，获得上海黄金交易所“银行间询价市场尝试做市商”资格。



2018年大华中国在年大华中国在年大华中国在年大华中国在SGE贵金属业务交易量增长情况贵金属业务交易量增长情况贵金属业务交易量增长情况贵金属业务交易量增长情况

• 目前我行在国内黄金现货及远掉期市场牌照完备，业务种类较为齐全，包括上海黄

金交易所与上海期货交易所场内交易、实物黄金进口，伦敦黄金白银场外交易以及

代客交易。

• 2018年，我行贵金属业务发展迅速。全年在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交易量1319吨，较

2017年同比增长9.86倍，白银交易量达2029吨，是2017年全年交易量的11.6倍。

黄金进口量在2018年大幅增长。

• 2018年，大华银行获评为上海黄金交易所“最佳竞价交易会员”和“询价市场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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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大华银行获评为上海黄金交易所“最佳竞价交易会员”和“询价市场最具

成长力机构”。



2019201920192019年大华中国贵金属业务发展计划年大华中国贵金属业务发展计划年大华中国贵金属业务发展计划年大华中国贵金属业务发展计划

积极协助金交所连接国际与中国黄金市场

境外用金企业通过金交所国
际板购买标准金条后提货出
库，委托当地企业加工，再

 境外地区实物黄金的
年产量和消费量均十
分庞大

中国

库，委托当地企业加工，再
出口到境外销售

 上海黄金交易所是全
球最大的实物黄金交
易场所

 中国黄金首饰加工、
设计能力非常强大，
已有部分境外珠宝企
业在中国进行来料加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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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市场生产符合中国标准的
99.99%金条出口到国际板交割
仓库后在国际板销售新加坡



大大大大华中国贵金华中国贵金华中国贵金华中国贵金属产品介绍属产品介绍属产品介绍属产品介绍

可交易产品种类

市场 标的 产品

上海黄金交易所
及国际板

中国金/CNY，中国银/CNY

远期

NDF

期权

中国金/CNY 黄金租赁

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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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 国际金/USD，国际银/USD NDF

期权



大大大大华中国贵金华中国贵金华中国贵金华中国贵金属产品介绍属产品介绍属产品介绍属产品介绍————————国内黄金租赁国内黄金租赁国内黄金租赁国内黄金租赁

黄金租赁：

机构客户向大华银行租用黄金，到期归还黄金，并以人民币进行利息的偿付，
通过黄金租赁，客户可以降低融资成本，丰富融资渠道，同时规避金价波动造
成的价格风险成的价格风险

交易日：客户通过上海黄金交易所平台向大华中国租借境内黄金，供自身生产
以及其他黄金经营相关的用途

到期日：客户通过上海黄金交易所平台向大华中国归还同规格、同质、同量的
黄金，并以人民币支付租赁利息

适用客户：
产金、用金以及其他与黄金生产经营相关的法人客户，自身即为上海黄金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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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金、用金以及其他与黄金生产经营相关的法人客户，自身即为上海黄金交易
所会员或该企业为会员的代理客户



大大大大华中国贵金华中国贵金华中国贵金华中国贵金属产品介绍属产品介绍属产品介绍属产品介绍————————国内黄金租赁国内黄金租赁国内黄金租赁国内黄金租赁

金交所黄金租赁

• 金交所为中国黄金市场提供强大的交割和结算平台。金交所在全国拥有超
过60个交割仓库，为黄金租赁，入金，提金等业务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
例如，黄金买入或者租入黄金企业可以在金交所的任意金库进行提金。

• 银行与租赁企业通过金交所进行黄金过户，不用接触黄金实物，方便安全

• 与传统银行融资模式相比，黄金租赁为中国黄金企业降低融资成本，丰富
融资渠道，同时达到规避金价波动的价格风险的目的。

上海黄金交易所强大的金库物流体系支持中国黄金市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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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大大华中国贵金华中国贵金华中国贵金华中国贵金属产品介绍属产品介绍属产品介绍属产品介绍————————国际板黄金租赁国际板黄金租赁国际板黄金租赁国际板黄金租赁

产品描述及业务介绍：
大华银行是上海黄金交易所国际板会员，可以为国际板会员或者代理客户提
供黄金租赁服务。通过金交所国际板平台，从大华银行租赁黄金作为日常黄
金生产经营相关用途，到期归还黄金，板并支付境外人民币（CNH）的利息。

国际板租赁有远大发展前景：国际板租赁有远大发展前景：
1. 背靠全球主要黄金加工基地，提供强大的交割与物流服务

• 除现有的上海自贸区国际板仓库外，上海黄金交易所计划2019年7月
在深圳设立新的国际板交割仓库

• 深圳、广东一带是中国最为重要的黄金加工区，中国黄金市场超过
70%的黄金加工业务在该地区完成

• 深圳国际板仓库拥有更优的地理位置，境外黄金生产商和贸易商可以
利用国际板深圳交割仓库开展黄金租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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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全的黄金来源，降低合规风险
• 金交所只允许LBMA认证的精炼企业品牌金锭入库

3. 依靠上海黄金交易所国际板平台，可以复制中国国内黄金租赁业务模式，
为国际板参与企业提供黄金租赁与其它黄金产品服务



大大大大华中国贵金华中国贵金华中国贵金华中国贵金属产品介绍属产品介绍属产品介绍属产品介绍————————国际板黄金租赁国际板黄金租赁国际板黄金租赁国际板黄金租赁

大华银行向境外企业提供国际板黄金租赁服务

前期准备
境外企业注册申请成为国际板会员或成为国际板会员下代理客户
大华提供授信给境外企业

大华中国 境外黄金企业

1. 交易日：大华中国与境外黄金企业递交过户申请书至SGEI，SGEI从大华中国国际板账
户划拨黄金头寸，进入境外企业国际板账户

交易流程

上海黄金交易
所国际板

1 1

2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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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划拨黄金头寸，进入境外企业国际板账户
2. 到期日：到期归还黄金，SGEI从境外企业国际板账户划拨黄金头寸，进入大华中国国
际板账户

3. 同时境外黄金企业支付以CNH计价的人民币利息给大华中国



大华中国贵金属产品介绍大华中国贵金属产品介绍大华中国贵金属产品介绍大华中国贵金属产品介绍————————上海金黄金上海金黄金上海金黄金上海金黄金NDFNDFNDFNDF与黄金期权与黄金期权与黄金期权与黄金期权

上海金黄金NDF/黄金期权产品：

大华中国近期推出以“上海金”为定价基准的黄金NDF和黄金期权产品，为在

上海黄金交易所平台交易的企业提供更贴近中国市场的产品服务上海黄金交易所平台交易的企业提供更贴近中国市场的产品服务

• 大华中国一直提供美元黄金的NDF与期权服务，定价价格指数是伦敦早

盘或者午盘价格，美元报价

• 以“上海金”为定价基准的黄金NDF和黄金期权产品，以人民币报价，

定价价格指数是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的上海金定价指数

• 上海金定价机制公开、透明，流动性非常好；以人民币为计价单位，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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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定价机制公开、透明，流动性非常好；以人民币为计价单位，标

的物是金交所交割的1公斤，充分代表了中国黄金市场的定价

• 以“上海金”为定价基准的黄金NDF和黄金期权产品将协助产金企业与

用金企业进行套期保值，以及支持开发理财投资产品



大华中国贵金属产品介绍大华中国贵金属产品介绍大华中国贵金属产品介绍大华中国贵金属产品介绍————————上海金黄金上海金黄金上海金黄金上海金黄金NDFNDFNDFNDF与黄金期权与黄金期权与黄金期权与黄金期权

“上海金”是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的定价合约，指以人民币计价的、在上海交割的、标准重量为1千
克且成色不低于99.99%的金锭，通过上海黄金交易所定价交易平台的系统实现的交易。

2018年共成交1474.71吨。“上海金”定价市场交易规模持续放大，市场影响力不断增强。着力扩
大“上海金”基准价的使用场景，参与“上海金”的交易主体已经扩展到26家会员单位、33家机构
客户，包括商业银行、产用金企业、境内会员和国际会员等多元化市场主体，“上海金”品牌影响客户，包括商业银行、产用金企业、境内会员和国际会员等多元化市场主体，“上海金”品牌影响
力得到持续提升。

交易所充当定价交易的中央对手方角色，实行集中清算交割，交易双方均收取保证金。交易会员和
客户在参与定价时，无需考虑或担心其他会员及客户的信用风险、资金和实物风险等问题。

“上海金”基准价交易每天分为早盘和午盘，早盘定价10：15，午盘定价14：15。成交机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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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联系我们联系我们联系我们

银行银行银行银行 部门部门部门部门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邮箱邮箱邮箱邮箱

大华新加坡 环球金融部 Steven 65-65981756 Steven.ChungKK@uobgroup.com大华新加坡 环球金融部 Steven 

CHUNG Kok Kai

65-65981756 Steven.ChungKK@uobgroup.com

大华中国 环球金融部 杨瑞琪 8621-6061 8008 Mark.YangRQ@UOBgroup.com

大华中国 环球金融部 陈许一 8621-6061 8305 Benjamin.ChenXY@UOBgroup.com

大华中国 环球金融部 黎然 86755-2294 5692 Lawrence.LiR@UOB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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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亚洲视野

• 透视东南亚市场

• 了解当地市场

• 分行及办事处分布全球

• 集团在东南亚拥有一体

化业务网
集集集集成亚洲传统，根成亚洲传统，根成亚洲传统，根成亚洲传统，根
植东南亚植东南亚植东南亚植东南亚

成成成成熟的一体化业务熟的一体化业务熟的一体化业务熟的一体化业务
网网网网

大大大大华银华银华银华银行集团行集团行集团行集团----亚洲银行翘楚亚洲银行翘楚亚洲银行翘楚亚洲银行翘楚

• 了解当地市场 化业务网

• 稳健的风险管理与公司

治理文化

• 始终如一为客户提供最

适合他们需求和银行风

险偏好的解决方案

• 集团的资本状况保持健

康。截至2017年12月

31日，普通股权一级资

本和总资本的充足率分

别为15.1%和18.7%，

保持强健。

植东南亚植东南亚植东南亚植东南亚 网网网网

良良良良好的信用评级好的信用评级好的信用评级好的信用评级、、、、

资资资资本与资金基础本与资金基础本与资金基础本与资金基础

健健健健全的风险管理与全的风险管理与全的风险管理与全的风险管理与
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

Thank You!

• 截止2017年底，大华银行集团总资产已达3590亿新币（约为1.72万亿人民币），较上一年增长5%；

• 2017年，大华集团总收入达到88.51亿元新币，较上一年增长10%；

• 2017年，集团营业利润48.2亿元新币，税后净利润34亿元新币，在放缓的经济环境下集团的核心业务

保持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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