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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简介

我们的股东

我们的组织架构

我们的核心团队

我们的风控体系

• 国开金属是由大量行业精英组成的资深管理团队上海粹德企业管理中心主导，并与大型国有独资企业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共同

投资的一家现代化，国际化的大宗商品综合型贸易服务商，是当前中国发展速度最快的贸易商之一。

• 国开总部坐落于上海·北外滩·东大名路501号白玉兰广场，公司下设香港、日内瓦2家海外分公司和1家上海自贸区公司。每天，我们

身处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核心圈层，推动现货实物更高效地贸易流转，尤其在有色金属领域，我们在市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我们致力于与世界各地的矿商、冶炼商、生产加工商、终端工厂建立联系，为我们的客户与合作伙伴提供购销渠道、风险管理、贸易

融资、仓储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服务，我们希望通过贸易形式将商品资源从富余的地区有效配置到资源短缺的地方，从而推动国内外

大宗商品行业更积极地发展。

• 我们借助股东强大的国企资信背景、充裕的资本优势和运营团队丰富的商业资源，坚持以风险控制为前提，以实物现货贸易为核心，

辅以供应链管理与金融服务为配套，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的合作伙伴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实现商业目标，成就价值的最大化。

• 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诚信、可靠、专业、负责

·   我们的愿景：成为最值得信赖的大宗商品贸易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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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股东投资方是无锡市人民政府2008年4月

出资成立的国有独资企业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集团连续七年荣登中国企业五百强。作为

无锡市最大的国企之一，旗下现有全资、控股、

参股企事业单位51家，其中包括无锡威孚高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2家上市公司，是无锡最大的以政府资金为

主导的创投企业。

• 上海粹德企业管理中心是国开金属运营管理团队

的持股平台企业，让员工更好地享受公司发展带

来的红利。持股核心成员在大宗商品行业从业平

均超过10年，有着丰富的操作与贸易经验

• 强大的股东背景给予国开金属无比优异的企业资

信和极其充裕的资本优势。

无锡产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粹德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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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管理层级扁平高效，部门分工明确，协作

默契。我们始终将管控风险作为第一要务。除了

国内外贸易部、期货部、业务发展部、审计部、

财务等前后台部门外，我们独立设置了风险管理

部与法务合规部，对可能产生的各类风险进行事

前审核、评级和预防警示，并通过专业成熟的内

控交易管理系统，监控和规范业务流程中的执行

环节，规避人为操作可能引起的风险，以完全保

障我们的客户及合作伙伴资金与实物安全。

我们的组织架构

决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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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风控体系

• 操作及物流风险• 法律风险

• 市场风险• 信用风险

业务合作前，我们对每一位合作

伙伴进行背景调查，给出风险评

级，并每年定期更新合作伙伴的

企业状况。同时，我们通过采用

严苛的合同条款来限制我们的交

易对手风险。

我们的风险内控交易管理系统会

随时监控市场价格波动可能造成

的风险。任何现货合约所暴露的

头寸风险都将在衍生品市场得到

完全的对冲。

所有的操作执行都将被记录留

痕在我们独创的交易管理系统

中。我们的风险控制团队将确

保内控程序每天正常运作并核

查记录，以确保我们的交易和

业务处于无风险状态。

我们拥有独立专业的法务团队来评

估法律或政策风险，同时将全权处

理所有法律方面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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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核心团队成员是由欧美留学海归，以及毕

业于复旦、交大、同济等国内一流院校的精英组

成。入行平均工作年限超过10年，有着极其丰富

的大宗商品贸易与操作经验。

• 我们的核心团队在过往取得过显著的成绩，峰值

时期每年大宗商品贸易营业收入超过500亿人民

币，其中，我们团队操作的铜进口量占中国铜总

进口量的比例超过10%，团队在贸易量和客户市

场份额排名都处于世界前列，积累了很高的市场

知名度和商誉，并与全球数千家客户、银行等合

作伙伴建立了业务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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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开金属是独立专业的综合型大宗商品

贸易服务商，我们的商业模式是以商品

现货贸易为核心，通过空间、时间及资

金的高效匹配，来连接全球各地的生产

商与终端用户，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同

时，辅以供应链管理与金融衍生服务，

来帮助我们的客户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

成就商业价值的最大化。

• 我们的服务对象包括但不限于全球各地

的矿产商、冶炼商、中间商、生产加工

企业、终端工厂等，我们努力为其提供

一站式的贸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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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利

我们提供有色金属购销渠道服务

提供境外现货转口或进口业务

• 涉及品种：

• 铜、镍、铝、锌、白银及小金属
品种等

我们提供仓单货权质押、应收账款融

资、信用证融资等供应链金融服务

• 应收账款融资

• 信用证/银行汇票融资产品

我们提供期现结合、库存

管理等套保套利业务

• 现货/期货保值

• 内外盘跨市场套利

• 其它大宗商品资产管
理

除此之外，我们还将为我们的客户及合作伙伴提供信息资讯、物

流仓储、资产管理、海外投资等一系列与贸易相关的增值服务。

我们的业务

供应链金融服务

大宗商品交易



多样可靠的服务模式

• 通过优质的业务模式，兼具做市商、供应链管

理服务商、金融服务商的角色，可靠、高效、负

责任的带领客户创收盈利。

我们的优势

优质的资信与雄厚的资本

• 辐射全球的贸易推进，为贸易活动提供支持。雄厚的

资金优势和强大的股东背景、对业务的补充和强化，让

我们的业务模式在错综复杂的市场中有效运行。

强大的商业及客户资源

• 全球2000家合作伙伴，触及所有全球行业相关

知名企业，覆盖所有交易环节，包括冶炼商、终

端用户、贸易商、银行、仓储、物流公司、期货

经纪商等。

独创的大宗商品交易管理系统

• 结合中西方大宗交易商特点，独创自建交易管理系统。

集安全，高效为一体，严苛的风险控制体系保证客户的

资金与货物安全。

我们的优势



• 我们的总部坐落于中国上海，并在自贸区、

香港、日内瓦等地设立了全资子公司。上海

国楷商贸有限公司是国开金属全资子公司，

主要从事大宗商品境内贸易、供应链金融、

仓储物流等相关业务。ASK Resources 

Limited（HK）和ASK Resources SA

（GVA）则是国开金属在香港和日内瓦设立

的分公司，主要涉及境外大宗商品贸易以及

金融业务，为非中国境内企业客户与合作伙

伴提供业务服务于支持，多地网络使我们的

业务范围遍及欧洲、美洲、亚洲、中国等全

球各个角落。

我们的业务覆盖



客户&合作伙伴

http://www.sogou.com/link?url=DOb0bgH2eKjRiy6S-EyBciCDFRTZxEJgkM9PvL1LNbEGRSeVEFF0Nw..&query=%E4%B8%AD%E9%92%A2%E9%9B%86%E5%9B%A2
http://www.sogou.com/link?url=DOb0bgH2eKjRiy6S-EyBciCDFRTZxEJgkM9PvL1LNbEGRSeVEFF0Nw..&query=%E4%B8%AD%E9%92%A2%E9%9B%86%E5%9B%A2
http://www.sogou.com/link?url=DOb0bgH2eKjRiy6S-EyBciCDFRTZxEJgBZ5b_jrbInPP3xP6kJDtjw..&query=%E4%B8%AD%E5%9B%BD%E4%BA%94%E7%9F%BF%E9%9B%86%E5%9B%A2%E5%85%AC%E5%8F%B8
http://www.sogou.com/link?url=DOb0bgH2eKjRiy6S-EyBciCDFRTZxEJgBZ5b_jrbInPP3xP6kJDtjw..&query=%E4%B8%AD%E5%9B%BD%E4%BA%94%E7%9F%BF%E9%9B%86%E5%9B%A2%E5%85%AC%E5%8F%B8


Contact@guo-kai.com

公司总部

办公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501号

白玉兰广场 15层

Tel: +86 21 6510 0660

Fax: +86 21 5578 8155

Mail: Contact@guo-kai.com

联系我们

Tel
+ 86 21 6510 0660

Fax
+ 86 21 5578 8155

业务联络
+ 86 21 6510 1190

商务合作
+ 86 21 6510 1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