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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CC

为贸易而生
这就是我们打造 

世界旗舰自由区的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于贸易的未来秉持前瞻性
的视野，并把全球影响力和高绩效作为成功的
关键。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确保在我们自由区的每一家
公司能对接迪拜、阿联酋和世界市场，并提
供广泛的业务支持和服务，以加快您的企业发
展，并连接您的全球商业网络。

而且，进行商品交易，那么您将受益于我们世
界级的专业知识和基础设施。

这一切都在这里，在世界知名的地理位置，这
里有您生活、工作和事业发展所需的一切。

在迪拜的中心，贸易世界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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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球市场的波动在
2017年继续存在， 
带来了挑战和机遇。  

艾哈迈德·本·苏拉耶姆 
DMCC执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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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CC是迪拜政府商品、贸易和企业管理
局。自2002年成立以来，我们致力于引导
全球贸易流经迪拜，成为世界领先的组织，
并为迪拜的经济增长计划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们2017年的成果和全年活动时间表反映了
这一承诺的各个方面。

去年，我们继续通过连接市场和创建新市场
来促进贸易并推动增长。我们仍然对寻求国
际扩张或在世界这一地区寻找业务基地的公
司敞开大门。我们的国际形象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要好。

DMCC连续第三年被《英国金融时报外国直
接投资(FDI)杂志》评为“2017年年度全球
自由区”。这份年度全球调查	-	被认为是同
类调查中最有声望的一份	-	分析了我们出色
的业绩记录、年度连续增长和雄心勃勃的扩
张计划，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在国内和国际
市场的表现再次超过了同行。

艾哈迈德·本·苏拉耶姆	
DMCC执行主席

今年的许多亮点之一是我们的DMCC咖啡中心
破土动工，这是一个最先进的设施，预计每年
可处理多达2万吨的绿色咖啡豆，年贸易额估
计高达1亿美元。

另一项成就无疑将是我们世界一流的智能社区
迪拜住宅区取得的进展。迪拜Uptown的裙楼
之上有七栋大厦，其中央广场将提升迪拜的知
名度，并将我们的朱美拉湖塔区（JLT）与其
他全球目的地放在一起。

2017年，我们看到了负责任的增长对我们的成
员公司、JLT居住社区和我们在迪拜的合作伙
伴的积极影响。具体细节将在下面几页中详细
介绍，在这里您将看到我们如何实现我们的目
标的许多例子：维持和发展迪拜作为今天全球
贸易场所的地位，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感谢您的持续支持，我期待着DMCC的又一个
表现强劲的一年度。

执行主席艾哈迈德·本·苏拉耶姆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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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CC在2017年继续表现强劲，
在吸引1980家新企业进入我们
的自由区的良好势头的基础上再
接再厉。今年年底，我们拥有
14488家公司，这证明了我们的
商业主张对世界领先组织的强大
和持久的吸引力。

高塔姆·撒西图 
DMCC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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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塔姆·撒西图	
DMCC首席执行官

感谢您对DMCC的支持。我们的执行主席、管
理团队和我很高兴地报告，以负责任和可持续
增长的态度在2017年创造了出色的业绩。

我们的主要重点是通过迪拜发展贸易，我们在
几个初级商品部门所做的工作巩固了我们的独
特性。

我们的交易平台和交易所	-	迪拜黄金和商品
交易所(DGCX)、迪拜钻石交易所(DDC)
、DMCC 贸易流和DMCC茶业中心	-	尽管面
临全球经济逆风的挑战，但在2017年的交易量
都相当可观。

我们的商业模式仍然稳健，我们有信心随着全
球经济的加强，在短期、中期和长期实现持续
增长。

下面几页的信息概述了我们在2017年取得的许
多成绩。然而，有些活动从一开始就值得特别
重视。

首先，DMCC的国际战略在2017年加快了步
伐，在我们关键的重点市场上，有了许多主题

是“为贸易而生”的全球路演。

第二，DMCC茶业中心，我们这一世界级设施
继续得到加强。2017年，该中心处理了超过
5200万公斤的茶叶，巩固了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茶叶再出口国的地位。

第三，我们的世界级衍生品交易所DGCX在
2017年达到了年交易量的最高水平。我们在
2017年签订了1740万份合同，价值4047亿美
元，过去五年的年均年增长率为15%。

我们的参与方案在2017年以指数级增长，举办
了150多次地方和国际活动，我们还自豪地正
式承诺支持《联合国全球契约》，这是世界上
最大的企业可持续性倡议。

最后，我们的执行主席艾哈迈德·本·苏拉耶姆
于2017年访问了全球各地。他努力与新的有价
值的市场建立联系，领导贸易代表团，并在世
界各地推广DMCC和迪拜，这为我们的业务带
来了切实的回报。

我期待着在DMCC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共同努力
下，在2017年成功的基础上再接再厉，推动
DMCC取得杰出和可持续的增长。

首席执行官高塔姆·撒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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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去年
对全球市场来说，2017年是令人兴奋且充满挑战的一年。从英国脱欧到特朗普
政府提供的机遇，再到油价持续走低，贸易商们需要考虑的事情很多，但一如
既往DMCC在这一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

•	自由区1980家新公司，相当于每个工作日7家	

•	客户满意程度达到82.2%

•	客户留存率为86%

•	在迪拜Uptown破土动工，这是我们1000万平方英尺的高
端地产开发项目	

• DMCC在重点市场举办路演活动，宣传DMCC 

•	与全球主要贸易伙伴签署12份谅解备忘录	

• DMCC茶业中心破记录地处理了5240万公斤茶叶

• DMCC品牌高端茶：Shai Dubai

•	咖啡中心建设计划于2018年开始

•	最终确定我们的JLT智能区战略，这将在未来证明我们的
地区和自由区

•	主办迪拜钻石会议，代表17个国家的嘉宾人数达到创纪录
水平，英国前首相戴维·卡梅伦和UNGC的马克·穆迪·斯图
亚特爵士是主要的发言代表

•	主办了迪拜贵金属会议，在2016年与上海黄金交易所
(SGE)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后，DGCX上海
黄金期货(DSGC)正式启动。这份以人民币计价的合约标
志着上海黄金基准价格在国际市场上的首次使用。

• DMCC 贸易流共记录了13793宗穆拉巴哈交易，潜在价值
总额为800亿迪拉姆

2017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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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亮点

14488
家自由区公司的所

在地

超过

4050亿
DGCX交易量 打桩工程进行中

迪拜UPTOWN

5240万
透过DMCC茶业中心处理的茶

叶公斤数

连续三年获得
年度最佳自由区

宗年度最佳自由区交易，
 

价值为迪拉姆

800亿

13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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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咖啡中心预计每年可
处理多达二万公吨的绿

色咖啡豆

与云南农垦集团和大嘉
国际集团签订谅解备忘
录，以促进优质中国阿
拉比卡咖啡豆的全球贸

易

DMCC茶业中心推动阿
联酋

成为世界最大的再出
口国
之一

发展途经迪拜的主要新
供应链

开始建造多商品中心 将迪拜建成全球农业
商品贸易中心

业绩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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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量穆拉巴哈穆穆穆穆
•	利用Brinks的射频识别(RFID)技术

发放珠宝贷款

•	金属:		DGCX上海现货黄金和
RAKBANK零售黄金

•	碳氢化合物:		能源价差
•	股票:		全球和印度SSF 
•	货币:	ENBD国库券

5

4

DMCC	贸易流新产品推出

推出新的DGCX产品类别

•	咖啡:	与云南农垦集团和大嘉国际集团合作
•	农产品:	与Cropdata印度签订谅解备忘录
•	黄金:	与RAKBANK签订谅解备忘录
•	交易所:	与阿布扎比证券交易所(ADX)合作
•	商品:	与Richcomm全球服务公司签订谅解备忘录
•	钻石:	与跨大西洋宝石销售公司(TAGS)合作	
•	伊斯兰金融:	与迪拜中小企业AIMS合作
•	自由区:	与迪拜健康城(DHCA)签订谅解备忘录
•	自由区:	与争端解决机构(DRA)签订谅解备忘录
•	钻石:	与ID-Diamonds BVBA签订谅解备忘录

12 签署战略谅解备忘录

10
钻石招标/拍卖

DGCX获FOW颁
发的“2017年年
度最佳交易所”

ESMA承认DCCC
为EMIR下的第三

国C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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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英国金融时报
外国直接投资(FDI)杂志》
连续三年评为
世界领先的自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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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DMCC连续第三年被英国《金融时
报》著名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杂志评为
全球领先的自由区。

该奖项的颁发是为了表彰DMCC对创新的不懈
追求，特别是在向其自由区内的公司提供服务
方面。	

《外国直接投资》杂志总编辑考特尼·芬加在谈
到将该奖项授予DMCC的决定时表示：“尽管
竞争越来越激烈，但DMCC仍在人群中脱颖而
出，这已经是我们连续第三年将其评选为世界
领先的自由区。	

“DMCC并不满足于固步自封，它一直走在技
术的前沿，并率先使用电子签名和其他服务，
为成员公司节省时间和精力。”

2017年整个年度，DMCC每个工作日都可
以吸引7家新公司。自由区的主要品牌包
括：Alcatel Lucent Middle East & North 
Africa, Bombardier,  Borr Drilling, Carrera 
Y Carrera, Colgate Palmolive, Duracell, 

John West Foods, LVMH, Nutricia-
Danone,	和	Petronas。	

DMCC执行主席,艾哈迈德·本·苏拉耶姆说：“
通过塑造贸易的未来，DMCC和它的成员公司
已经成为迪拜经济的主要贡献者，国内生产总
值的贡献为9.6%。

“连续第三年赢得‘年度全球自由区’的称
号，这是组成DMCC自由区的13700多家公司
的荣誉，它们每天都为我们的成功做出贡献，
推动下一波增长和创新。”

DMCC首席执行官高塔姆·撒西图补充到：“在
全世界60个自由区中排名第一是一项重大成
就，并确定了DMCC自由区提供了一个真正相
互联系的市场，使不断进步的公司能够有信心
地进行贸易和发展业务。”	

DMCC为贸易而生。

FREE ZONES 
OF THE YEAR
 2017

WINNER: GLOBAL
OVERALL

FREE ZONES 
OF THE YEAR
 2016

FREE ZONES 
OF THE YEAR
 2017

WINNER: GLOBAL
SME

FREE ZONES 
OF THE YEAR
 2016

FREE ZONES 
OF THE YEAR
 2017

WINNER: MIDDLE EAST
OVERALL

FREE ZONES 
OF THE YEAR
 2016

FREE ZONES 
OF THE YEAR
 2017

WINNER: MIDDLE EAST
SME

世界第一的自由区

2017年年度报告

13



DMCC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商业中心，有92500多人在这里生活、
工作和发展。自由区占地200多公顷，拥有66座高楼，是国际知
名的贸易和企业中心。	

自由区	

为了保持DMCC作为领先的国际自由区的地
位，我们对我们的组织进行了改革和优化，使
我们的自由区规则和条例与国际最佳做法保持
一致。		

我们还不懈努力，以确保所有成员企业了解我
们提供服务的广度。在这一年中，我们调研了
客户公司，以监测和评估满意程度。2017年，
我们的成员满意度为82%，留存率为86%。这
些数字让我们感到自豪。

在过去一年中，我们进行了许多重要的工作，
以改善企业对于DMCC的体验，包括自由区内
日常运作和客户组织利用我们的国际贸易关系
提供的机会。这项工作包括：

•	成功推出国际营销战略，包括在英国、印
度、德国和中国举办路演	

•	与包括西安保税区和中国商会在内的中国政
府部门签署谅解备忘录

•	签署了涵盖15个国家的8项新的国际服务协定	

•	在DMCC开设中国商务中心

我们还推出了几项重要的创新，旨在提高客户
组织的效率和做生意的便利性。这些措施包
括：

• DMCC业务应用程序	

•	实习生招聘套装	

•	法务咨询，客户公司可以在那里听取著名演
讲者的发言，并讨论在阿联酋经营和国际贸
易的公司面临的重要法律问题

•	增强成员公司的阿联酋签证申请能力

•	加强成员公司的医疗保健办理能力

2017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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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区成员公司

14000
有

家公司在此落户
600+

充满活力的	
零售网点

的成员公司是迪拜的
新成员

95%

每个工作日注册的
新公司数量

7

名员工
在自由区

社区内拥有

5750066
栋大厦

自由区一览

过去十年平均年增长率

 3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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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我们承担了重要的工作，以加强我
们可提供地产的种类，并继续按世界级社区发
展JLT。

• 智能区 
2017年，DMCC专注于实施一项长期的智能
区战略，以确保整个自由区社区能够在一个
先进社区中生活、工作和繁荣发展。

•	我们的智能区战略是确保DMCC保持国际商
务前沿的一项关键举措，它与迪拜的智能城
市指导方针紧密结合，旨在利用最新的智能
技术，使社区的连通性、可持续性和社区经
验得到极大改善。	

•	我们还实施了RTA智能停车场倡议，大大改
善了游客的体验，并支持了我们充满活力的
零售部门。

• 协同工作空间 
DMCC在DMCC自由区内的不同商业中心地
点共增加了24455平方英尺的服务办公室和
办公桌，使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合作办公
面积达到156438平方英尺。

• 独特的A级商务空间 
DMCC还在创造独特的、世界级的A
级商务空间。我们在2015年底交付的
OneJLT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持续性
是迪拜正在进行的开发的核心，OneJLT
是一座LEED黄金标准的商业大厦，提
供超过14层的节能商务空间。今天，您
可以在OneJLT找到Etisalat、Module 
University、TimHorton和其他许多企业。

房产
DMCC的朱美拉湖塔(JLT)区提供了一个世界级的社区，在其中
生活惬意，做生意也非常便利。我们的66栋住宅和商业大楼，
占地200万平方米，保持着最高标准的维护，我们不断努力创
新，以积极改善居民和自由区公司的体验。	

2017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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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Uptown

2017年，DMCC在其新的高级区“迪拜
Uptown”破土动工。第一阶段包括一个由
艾德里安·史密斯和戈登·吉尔设计的标志性大
厦，其中将包括A级商务空间，一个符合SO 
by Accor品牌的五星级生活方式酒店以及品
牌住宅。

迪拜Uptown将拥有超过1000万平方英尺的
A级商务和住宅空间、200多家零售和餐饮网
点、大约3000套住宅、一个独特的中央娱乐
广场和一些豪华酒店，所有这些都为居民、
上班族和访客提供了优质的便利设施。迪拜
Uptown将由两座标志性的超高层建筑定义。

该地区的主裙楼，距地面28米，有一个比纽约
时代广场更大的两层中央广场，周围是世界级
的商店，与下面的一个零售商场相连，都可以
直接进入标志性的大厦主楼。

尽管迪拜住宅区将成为全球商界的首选目的
地，但迪拜的总体规划同样为寻求动态购物和
餐饮体验以及娱乐和文化活动的千禧一代和家
庭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目的地。
迪拜Uptown旨在提供最佳的智能城市生活并
通过连接公共交通提供便利的移动性。迪拜市
中心位置便利，靠近DMCC的朱美拉湖塔区(
一个有92500多人的社区)，以及迪拜南部地
带的主要商业项目，如2020年世博会和马克
图姆国际机场。

在未来十年里，这一地标式的开发将在迪拜创
造10000多个新的就业机会。

此外，2017年DMCC完成并启动了一项品牌倡
议，旨在为迪拜住宅区的开发创造一个独特的
品牌形象。

2017年年度报告

18



破土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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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CC的使命 
是将迪拜置于 
全球贸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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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CC归迪拜政府所有。我们致力于提高迪拜作为世
界领先的国际商品贸易和企业门户的地位。	

我们通过创造顶级的环境来做到这一点，在这种环境
中，企业拥有发展壮大所需的一切。我们提供最佳的
实体、金融和数字基础设施，还提供了一个能够取得
成功的市场所需的监管框架、服务和专业知识。	

我们的成员公司拥有世界一流的硬件和软件基础设
施，提供必要的连接，以推动其业务的成功。我们利
用我们的资源来塑造和发展关键行业和商品市场，并
致力于促进贸易未来的便利。

贸易门户

2017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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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	

在这一年中，我们完成了一些重要的举措，以
加强全球商品贸易，并支持我们的成员寻求建
立互利的商品贸易关系。	

这些举措范围广泛，包括具有全球意义的联网
活动，如2017年迪拜钻石会议，来自17个国家
的378名代表出席了该会议。	

为了在之前贵金属和宝石贸易工作取得成功的
基础上再接再厉，我们：

•	为Nemesis International建造了阿联酋首个
最先进的钻石抛光设施。这是支持钻石业的
最新举措，可以在Almas大厦一处地点获得
海关、拱顶、抛光、煮沸、切割、认证、运
输和物流的全部服务。

•	举行了10次钻石拍卖/招标

•	完成了对DMCC迪拜良好交付标准的一致性
评估，以确保这些标准与经合组织的指导方
针保持一致

•	与负责任的珠宝理事会和联合国全球契约启
动高级别利益攸关方接触。

2017年，我们寻找每一次机会加强与世界各
地贸易机构的关系，并为我们的会员创造新
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与下列各方签
署了12项战略谅解备忘录：

•	在中国和云南农垦集团以及大嘉国际集团

•	在印度和Cropdata Ltd
 
•	在阿联酋和RAKBANK

•	在阿联酋和阿布扎比证券交易所

•	在阿联酋和Richcomm Global Services 
DMCC

•	和来自俄罗斯的跨大西洋宝石销售公司
(TAGS)

• AIMS,迪拜中小企业

•	迪拜健康城(DHCA)

• DIFC的争端解决机构(DRA)

• ID Diamonds BVBA

支持全球初级商品贸易是一项关键的战略优先级。

2017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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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CC 贸易流
DMCC	贸易流是一个数字平台，用于登记存储在阿联
酋设施中的商品的使用权和所有权。	

2017年，DMCC	贸易流共记录了13793宗穆拉巴哈交
易，总价值为800亿迪拉姆，比2016年增长33%。	

我们推出了两种新贸易流产品：	

•	批量穆拉巴哈，提供同时处理		
			多个交易的能力。

•	利用Brinks的射频识别(RFID)技术		
			发放珠宝贷款，该技术在未经质权人	
			同意的情况下，标记珠宝以确保	
			货物禁止被跟踪和交换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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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CC茶业中心和
DMCC咖啡中心
自2005年成立以来，DMCC茶业中心帮助阿联酋成长为全球
领先的茶叶贸易中心。

DMCC茶业中心占地超过24000平方米，为
国际茶叶贸易行业提供世界级的商务设施，
包括最先进的气候控制仓储，以及专门的品
鉴、调合和包装区域。	

2017年，DMCC茶业中心处理了5240万公
斤茶叶，比上一年的4160万公斤大幅增加。	

Shai Dubai 
2017年，DMCC推出了自己的标志性的Shai 
Dubai 调和茶。Shai Dubai有六种调和物可
供选择，是多年来致力于全球精美茶艺创作
的专业知识的结晶。Shai Dubai体现了极致
的阿拉伯式热情好客，代表了城市现代化中
茶共享的传统。

DMCC咖啡中心
2017年，我们制定了DMCC咖啡中心规划，
旨在创建一个咖啡市场。此外，我们还与国
际咖啡行业的全球参与者达成协议，以促进
高质量中国阿拉比卡咖啡豆的全球贸易。	

2017年11月破土动工。DMCC咖啡中心将在一
个7500平方米的温控设施内提供储存和仓储
设施、办公室和同地办公空间。

DMCC咖啡中心将于2018年年底开业，预计每
年将处理高达2万吨的绿色咖啡豆。

农产品	
DMCC于2016年10月成立了粮食贸易集团，
通过将金融家和贸易商联系起来，促进全球粮
食贸易的增长，并最终为农产品贸易提供了一
个分享知识的平台，为下一波增长做好准备。

2017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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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推出了四种资产类别的新产品：

•	金属:DGCX上海现货金和RAKBANK零售
黄金合约

•	碳氢化合物:能源价差

•	股票:五份新的美国和印度单一股票期货
(SSF)合约

迪拜黄金及商品交易所
(DGCX)

DGCX继续巩固其作为领先的中东衍生品交易所的全球声誉。	

DGCX是我们的世界级的衍生品交易所，拥有一家历史悠久的清算所DCCC，2017年它的
年交易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交易合约总数为1740万份，总价值为4047亿美元，过去五
年的年均增长率为15%。

•	货币:ENBD国库合约
   DGCX作为该地区领先衍生品中心的地位

在全年中多次得到认可。主要成绩包括：

• DGCX在2017年FOW全球投资者MENA
奖项中被评为年度最佳交易所

• DGCX获得FRSA批准	

•	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ESMA)承认
DCCC为欧洲市场基础设施条例(EIR)第
三国中央对手方(CCP)

2017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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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
DMCC的朱美拉湖塔社区是居住、工作和兴业的理想场所，
为人们提供了各种丰富的生活设施和聚会地点。今天，朱美
拉湖塔社区拥有66座商业和住宅大楼、600多家零售店、
餐馆和咖啡馆，并有多个公园和健身跑道。	

占地200多公顷的朱美拉湖塔区位置理想，可以便利地到达
迪拜提供的一切	-	从世界级的购物，国际金融中心，到一些
地球上最好的海滩，应有尽有。	

DMCC不断努力升级基础设施、配套和服务，以确保我们的
社区仍然是迪拜企业和居民的主要目的地。

2017年，DMCC的朱美拉湖塔社区被《Khaleej Times》评
为年度家庭宜居区域。

2017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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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团队

我们相信员工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我们拥有一支由来自44个国家人员组成的多元
化的员工队伍，我们努力不断地以我们的价值
观和信念领导我们的团队，使他们能够开发自
己的潜力，充分发挥自己的工作能力，并积极
参与一个融合的世界。

投资于我们的员工和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我
们在市场上取得成功的关键。2017年，我们
努力提高我们员工的技能，特别是在确定和培
养领导素质方面。我们招收了99名员工进入
DMCC领导学院，在那里学生可以受益于参加
Wilson Learning和DMCC领导管理的广泛的
模块。2017年总共完成了约6448小时的领导
能力培训。

阿联酋本土化
DMCC非常认真地对待培养年轻的阿联酋人
的责任。2017年，我们根据DMCC阿联酋化
战略采取了若干举措，最显著的是通过DMCC
阿联酋毕业生发展方案聘用了一批阿联酋人。
此外，在这一年中，我们使DMCC聘用的阿
联酋人的人数增加了14%，使阿联酋国民成为
DMCC按国籍分的第二大雇员群体。	

娱乐日和社交活动
每年，我们都会在办公室旁边美丽的绿色公园
里举办家庭娱乐日，帮助DMCC员工的家人相
互了解	-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可以在阳光
下出去放松一下。我们还全年为我们的员工举
办许多社交聚会。

健康和福利
我们坚信我们员工健康和福利的重要性，我们
通过各种举措，包括在工作场所引入瑜伽，来
维护员工的健康。我们不仅投资于员工的身体
健康，也投资于他们的思想和精神。

员工大会堂
每个季度，我们都会举行全体员工大会，让整
个公司都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经验	-	这是表彰我
们最优秀的员工和促进整个公司开放而强有力
的沟通的时刻。

在DMCC，我们不断为我们的员工提供发展机遇。

2017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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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显著成绩包括：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吸引企业到DMCC，我们的营销议程是
内容驱动和数字驱使的，同时也与行业和特定地理位置相
关。

•	我们更新了我们的企业品牌形象，以扩大我们的国际外联
战略的影响

• 3月推出了一个新的多语种网站和一项全面的数字战略。
自推出以来，我们已将网站的流量提高了48%。

•	我们的思想领导力计划，包括发表有关“区块链”、“食
品贸易”、“增值税”和“英国脱欧”的报告，正在帮助
推动参与度的提高。在我们网站注册的人员中，有20%
是通过思想领导力计划发现DMCC的。

DMCC品牌是我们连接市场和为我们服务的人创造机会的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无论在何地，我们都努力确保DMCC品牌被认为是质量、活力和诚信的
可靠象征。	

我们的品牌

700%
通过数字营销增加商机的生成

81%
的商机通过入站/出站营销渠道进
入DMCC

•	在重点地区有1200名潜在客户参观了“为贸易而生”的
路演。在英国、中国、印度和德国举行了多场活动。

•	我们创建并推出了“迪拜Uptown”品牌，并开始制定一
个全面的营销计划，以支持2018年该新区域的启动。

2017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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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外联
DMCC的国际推广活动旨在提高人们的意识，吸引新的业务。

142
地方和国际活动

7324
参加活动的观众总数

印度
新德里
孟买
加尔各答

英国
伦敦
伯明翰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迪拜

德国
科隆

中国
深圳

新加坡

2017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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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风险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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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CC注意到宏观经济、地缘政治和法律以及监管的风险和
机会，这些风险和机会可能会影响短期和长期的业绩。	
这些包括：

宏观经济风险
•	影响出口商的低油价

•	由于低油价，中东和北非增长缓慢

•	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在基础设施或燃料补贴
方面的支出减少

•	由于市场情绪疲软，全球贸易缓慢

宏观经济机会
•	油价反弹使海湾合作委员会贸易强劲增长

•	支持迪拜强劲经济表现的非石油部门

•	对迪拜的外国直接投资2018年达到高水平

•	当地股市表现强劲

地缘政治机遇
•	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使区域强劲增长

•	特朗普担任总统/英国脱欧导致全球贸易强劲				

法律和监管风险
•	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仍在调整增值税的征

收，可能会抑制贸易情绪

35

2017年年度报告



连接世界各地的市场

迪拜贵金属会议，迪拜，2017年4月 遍及英国、德国、印度和中国的主题为“为贸易而
生”的全球路演

首席执行官高塔姆·撒西图
2017年在CNBC《世界新
闻》节目中论述了DMCC和
贸易的未来

2017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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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DMCC
在英国推出了国际研
究，引起巨大反响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KP Chair和DMCC
执行主席,艾哈迈德·本·苏拉耶姆于2017
年2月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发言

2017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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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哈迈德·本·苏拉耶姆，	执行主席，DMCC
受到钻石经销商俱乐部(DDC)表彰

艾哈迈德·本·苏拉耶姆，执行主席，DMCC 
获荣誉世界珠宝中心会员资格

DMCC被评为顶级投资机构

DMCC 贸易流荣获伊斯兰商业和金融奖项中的	 
最佳穆拉巴哈平台奖

DGCX荣获DGCX荣获2016年年度最佳交易所

DGCX印度卢比全托期货被评为 
最具创新精神的新合约

入选2016年中东法律团队500强名单

2016年中东法律誓言奖 
基兰·斯卡尔获得“荣誉奖”和年度总法律顾问的称号	

奖励和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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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次获得外国直接投资奖 
全球	-	年度自由区	
全球	-	年度中小企业自由区						
中东	-	年度自由区
中东	-	年度中小企业自由区	
BESPOKE奖项：设施升级，法律支持，智慧城市战略，
减少繁文缛节，思想领导力。

年度首席财务官
中东首席财务官，Jignesh Sanghvi，首席财务
官，DMCC

前100位优秀首席信息官奖
Abdalla Al Ali,	IT总监,	DMCC

2017年年度首席信息官
Abdalla Al Ali,	IT总监,	DMCC

最佳综合公关活动
PRCA贸易未来奖

DGCX迪拜印度原油期货（DICO）	
荣获新加坡FOW全球投资者亚洲资本市场奖项中的	
“最佳新衍生品合约”奖



www.dmcc.a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