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过去，人们用金银来衡量财富。 汉语中称为‘银行’，  
字面上的意思是‘存放银的房间’。 银的用途广泛，
可用于医药和科学领域， 而且越来越多的行业需 
要银。 由于现在所生产和开采的银越来越少，  
但对银的需求却没有改变， 那么银的价值就会上涨，  
因此现在是投资金银的好时机。 Silver Bullion  
给我们在新加坡提供了投资贵金属的好途径。” 

Nissi Chen

从 2011 年 11 月以来一直是 Silver Bullion 的客户



Silver Bullion

历史已经证明您可以拥有的不动产， 比如实

体金银， 已经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几乎可以

作为货币。 在战争和政治巨变时期， 金银曾

被用来直接购买产品和服务。 在经济低迷时

期， 由于许多行业仍然需要金银， 因此仍然

会有许多买家。 股票、 债券、 银行账户和纸币

却不一样， 它们的价值依赖于其发行机构的

偿付能力和流动性。

实体贵金属具有固有价值， 由于没有人可以

随便印刷更多， 也不会承担信用风险或发生

通货膨胀。 对于为了避免遭受极端经济不稳

定和市场修正损失的精明投资者来说， 拥有

存储于安全司法管辖区银行系统外的实体金

银是情理之中的。

精明的投资者们明白， 分散风险对投资组合

的风险管理十分关键。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

明白， 除了对冲损失风险， 也存在市场崩溃

这样的风险， 像金银这样的贵金属也可以对

冲通胀、 货币贬值和市场失灵。 因此， 良好的

多元化投资组合必然包含贵金属。

保护财富的 
可靠投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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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政策失的偿付高达 2 亿新加坡元。 对想要额外隐私性而

不减少安全性的顾客，我们还提供了保险箱， 保险箱在我们

储藏室中具有全部责权保护。

所有被转移并存储于我们储藏室的金银均来自由 LBMA（伦

敦金银市场协会）认可的国际公认的造币厂或铸币厂， 纯度

至少为 99.9%， 为新加坡投资级贵金属 (IPM) ， 因此在新加

坡免税。 为确保到达我们储藏室的贵金属满足 IPM 分类， 

Silver Bullion

通过保护其避免传统金融机构无法涵盖的

风险， Silver Bullion 能够让您真正地拥有 

白银、 黄金和铂金。 

Silver Bullion 成立于2009 年， 是东南亚第

一个用实际价格和详细目录全天候线上

零售金银的公司。 我们选择在新加坡成立 

Silver Bullion 是因为我们相信新加坡在司

法管辖上很安全， 不会遭受政府应对金融

危机措施的影响。 历史上， 当遭受系统性崩

溃时， 政府常将金银国有化或没收金银，  

这是众所周知的。

出于保护我们客户财富的强烈动机，我们在新加坡建立

了我们自己的安全储藏室， 叫做“The Safe House”。 作为 

Silver Bullion 的全资附属司， The Safe House 与西部总

部储藏公司分离， 确保直接受不可预知外国司法管辖权

监控的 可能性最低。 最重要的是， 您对存储于我们储藏

室的金银拥有全部法定所有权。 使用超出行业标准“完全

分配储藏”的标准， 您的金银在安全储藏室中可以被唯一

识别， 而且绝不会出现于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之中。 我们认

为“完全分配储藏”存在一点误导性， 因为这意味着您的金

银以储藏室提供商的名义拥有并且应付给您， 而不是由您

拥有。 在 Silver Bullion， 您的贵金属资产是真正地归您所

有，与我们不存在任何合作方风险，在任何情况下，您都可

以随时提取。

除了630 吨的巨大储藏能力， 与许多其他储藏室相比， 

安全储藏室更安全。 安全储藏室采用了行业内最全面的保

保护资产, 维护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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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发了 DUX 测试——一种可在不产生损害的前提下对

金银进行验证的综合性三重测试方法。

为了给我们的客户创造流动性， 我们提供全天候回购方案

以及加入我们金银担保 P2P 贷款计划的选择。

在 Silver Bullion，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过程完全透明维护顾

客的信任。  同时， 我们不断审查并为最糟糕的情形制定计

Silver Bullion

划， 建立和完善解决方案， 从而保护客户及我们自身的 财富和

利益。 我们没有负债， 我们广大员工共享所有权 和足够的储备

保证在无销售盈利的情况下可持续经营 超过十年， 我们一直

都会在这里的。

Silver Bullion 是新加坡金银市场协会 (SBMA) 的成员， 并被毕

马威 (KPMG) 和《商业时报》评选为新加坡民营 企业 50 强。

我们在新加坡全资拥有的附属公司 The Safe House 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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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系统性风险

全球金融系统是由大型的且在金融上相互依赖的公司所控制， 这完全

依赖于彼此间的信任及对此系统的信任。 如果这种信任丢失， 那么整个

系统将面临崩溃。 这就是所谓的系统性风险， 在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中

这几乎成为了现实。 为避免系统性风险的充分发展， 需要花费大量的金

钱来帮助那些陷入困境的机构。 现在的问题是任何国家是否有能力负

担另一次救市。 在金融动荡且全球金融脆弱的时代， 系统性事件的确可

能发生。 因此， 通过金融系统以外的实体金银的所有权来保护您的一部

分财富是明智的。

Silver Bullion 的做法就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不想让您担心

发行机构破产或违约。 我们认为， 既然您是直接的资产所

有人， 那么您的财富就应该作为您个人的财产予以保护。

尽管单独管理和追踪个人金银包裹需要大量的工作和IT系

统的稳定， 但是我们已经使之成为前提条件， 从而保证您

所购买并存储于我们储藏室中的金银的合法所有权。 由于

Silver Bullion 并不会将储藏业务外包给第三方， 您也不会

有扩大的合作方风险链。 实际上我们是为您的财产提供检

测、 储藏及责权保护的代理人。 

最小化货币风险

由于中央银行货币贬值并印刷更多的货币，法定货币的实

际购买力会降低。 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导致公众对纸币信

心的丧失。 如果发生系统性危机， 您所持有的金银可能是

救命稻草。 但是，不管是否发生危机， 金银都是保护财富

的不二之选， 这在全世界过去 6,000 年已被多次证实。 

我们可将金银作为长期保险和危机对冲。

Silver Bullion

消除合作方违约风险

当有人欠您东西， 使您成为债权方的时候就会出现合作

方违约风险。 比如， 如果您通过交易所交易基金或 “完全

分配” 系统购买金银， 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拥有这些贵

金属， 这些金银或其价值仅仅是应支付给您的。 在实体

金银不存在短缺的情况下， 这种情况尚好。

但是如果发生系统性危机， 对贵金属的需求会快速超过

其实体供应。 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您购买金银的基金或

机构的供应商不能及时交付这些贵金属， 那么这些基金

或机构可能无法向您交付应付予您的金银。 在这种分配

系统下， 您所能得到的可能是无价值的欠条。概括来说， 

如果您没有贵金属的直接所有权， 就不能保证在金融动

荡时期您能得到这些贵金属。

相反， 当实体金银的所有权通过指明已售包裹的发票转

移给您， 从而使您拥有已单独识别的实体金银时， 就不

存在合作方违约风险，因为您的金银不再是他人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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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新加坡是金银储藏的理想司法管辖区， 储藏室

设于新加坡的其他好处包括：

 ▶ 新加坡是中立性的，多文化城邦， 拥有大量的英语和

汉语使用者。

 ▶ 新加坡的人均收入为世界第三。

 ▶ 新加坡是亚洲唯一被所有征信机构评为 AAA 的国家。

 ▶ 新加坡尽管税收低， 但是预算一直结余。

 ▶ 由于拥有两倍于邻国的国防预算和世界上最现代化

的军队以及超过 90 万的现役后备军人，新加坡国防

状况极好。

 ▶ 新加坡几乎没有犯罪和腐败。

 ▶ 新加坡并不把像 Silver Bullion 这样的公司归为金

融机构。

Silver Bullion

选择最好的司法管辖区保护您的财富

众所周知， 历史上， 陷入财务困境的政府会将金银国有化

或没收金银。 引用最多的案例发生在 1933 年的美国， 当时

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发布了 6102 号行政命令， 要求所有

私人所有的黄金在 25 天内交予政府。

Silver Bullion 明白司法管辖区对安全储藏非常重要。因

此， 我们选择在新加坡成立我们的储藏设施——“The Safe 

House”。 我们认为新加坡是金银储藏的理想管辖区， 因为

新加坡不仅具有稳定性、 独立性和防御能力， 而且其经济

的持续发展极大地依赖于国际投资者对其政府和法律的信

心。 这就意味着私人财产， 包括金银， 将会被不惜成本地

予以保护。

新加坡司法保护可确保您的实体金银财富得到最大程度的

保护， 不会再发生黄金国有化事件。 此外，由于金银是单独

识别的财产， 而不仅仅是应付予您的财产， 所以如果我们

在未经您同意的情况下， 答应某个外国政府的要求运输您

的财产将是不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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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藏金银的 
最安全之处

The Safe House 是我们建造的储藏室设施， 

由 Silver Bullion 全资拥有。 作为金银测试与

储藏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The Safe House 除

去了中间商的风险， 从而避免了西部总部储

藏公司可能存在的监管披露风险。

The Safe House 的储藏室获得 ISO 9001 认证， 

可以容纳 600 公吨白银和 30 吨黄金与铂金。 

除了全副武装的保安人员， 我们还致力于保

证储存的金银在法律和司法上的安全， 同时

避免合作方风险。

Silver Bullion

8



 安全储存

The Safe House 的包裹所有权系统可以确保依据新加坡

法律您是您的金银的合法所有者。 这一方法让我们仅仅

是您的贵金属资产的储存代理人， 也使得您的金银被冒

领和出售给别人成为不可能。 另外， Bureau Veritas （伦

敦金银市场批准的金银检查机构）和我们的财务审计机构

PricewaterhouseCoopers 将定期执行随机安排的审计， 

确认金银的储存安全和其所有权。

从其他储藏室或个人储存转移而来的金银在通过我们的

ISO 9001 检测标准后也将享受 The Safe House 的优势和

管控。 此外，所有的金银包裹都可以在线出售或要求实体

送货。 如您希望享受最高的隐私等级， 您可以选择将您的

金银储存在我们的保险箱中。 

 不止是全险

大多数储藏室运营商为其服务提供“全险”。 但是， 很少人

知道， 尽管这一名称在技术上是正确的， 但实际上， 储存

的金银尽管已经投保了所有风险， 可是并没有涵盖保单

附表上排除的风险。 因此， 对您而言， 充足的投保选项非

常重要。

在 The Safe House， 我们向保险公司提出了严苛的要求， 

能够提供行业内最全面的保单， 并由伦敦劳合社承保。  

我们的投保范围包括盗窃、 火灾、 建筑倒塌、 内部职员防

护（不忠保险）以及疏忽（神秘消失）——其他储藏室通常无

法提供的一项责任保险， 因为他们无法达到保险公司要求

的运营标准或者付不起保费。

Silver Bu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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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ver Bullion

确定性带来的保证

为了保持我们系统和程序的完整性， 在打包

和储存之前， 我们对从其他储藏室或私人储

存转移到 The Safe House 的金银进行全面的

检测。 为了在检测认证金银时不对其造成任

何破坏， 我们开发了DUX 检测——我们独有

的专利无损检测方法， 通过测量和比较金银

的不同物理特征确保金银货真价实。 所有的

DUX 检测数据都上传到金银产品容错性数据

库， 持续记录和评估检测数据。 检测结果可

以追踪并连接到具体的金条或银条（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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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ver Bullion

密度检测

这是第一项检测， 因为劣质假金银与真金银的质量存在

差异。 通过精确称重， 我们可以迅速可靠地确认样品与声

称的质量是否一致。

DUX 金银检测

DUX 代表密度、 超声波和X射线荧光检测。 每一项检测测量和比较一种不同的物理特征， 以保

证假金银可能通过一项检测， 但是不可能同时通过 DUX 的三项检测。 2014 年， 我们增加了ECM

或电导率检测以补充或代替超声波检测。 我们特别关注二级市场上的高级假货， 包括钨芯镀

厚金金条和陶瓷合金银币。

超声波检测

我们测量不同的物理特征。 假货通常对密度进行了优化

调整， 但是超声波检测探测金属的内部（例如：金和钨有 

38% 的差异）， 可以轻松地辨别假货， 从而使得超声波检

测成为密度检测良好的补充。

X 射线荧光检测

这一技术用于迅速可靠地确认样品表面的金属属性， 同时

测量其纯度。 尽管只对金属表面进行分析， X 射线荧光检测

能够提供详细的金属组成分析。

电导率检测

金银等贵金属具有独特的电导率属性。 黄金中仅仅掺杂

1.6% 的铜就会使其电导率降低 40% 以上。 因此， 通过测

量电导率可以迅速检测出假冒贵金属中的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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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流动性和市场

持有贵金属经常被提及的缺点是缺乏流动

性。 Silver Bullion 确保在您需要时， 您持有

的金银可以提供流动性。 我们通过全天 

24 小时购买和出售金银和推动 P2P 贷款实

现上述服务。

全天 24 小时出售金银
 

 ▶ 为您提供金银的实体所有权——只有在实体交付和有

发票作为证明的法定所有权转移发生后才完成订单。

 ▶ 享受透明服务——我们的金银库存量在网上公布， 透明

的实时定价。 为您提供金银的实体所有权——只有在实

体交付和有发票作为证明的法定所有权转移发生后才

完成订单。

 ▶ 无需缴税——交易、 转移和储存的所有金银都来自国际

认可的造币厂或铸币厂， 纯度至少为 99% ， 达到新加

坡投资级贵金属 (IPM) 分类， 在新加坡无需缴税。

全天 24 小时回购金银
 

 ▶ 卓越的回购价格——我们一直在网上实时公布买卖价

格， 能够提供行业内最高的回购价格。

 ▶ 提供深度流动性——通常在两天内完成交易。

我们接受金银转移
 

 ▶ 快速报关——无论是通过船舶大量运输或个人携带， 我

们都可以开具进口/出口许可证， 为您将金银运入和运

出新加坡加快报关速度。

 ▶ 合规控制——我们确保您的金银达到 IPM （投资级贵金

属）标准，在新加坡无需缴纳税费和关税。

Silver Bu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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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抵押 P2P 贷款

 我们将拥有金银并希望贷款的客户与其他拥有可用资金寻求获得低

风险回报并希望作为贷款人的客户直接匹配， 并将前者的金银作为贷

款抵押品。 这样能让贷款人获得良好的回报， 同时借款人可以通过动

用其持有的金银获得可承担的贷款。 

通过我们在线的 P2P（个人对个人）贷款系统， 我们的客户可以使用其

金银作为贷款抵押品,按其自己的条款安全地借入或贷出资金。 这一

系统激活了金银， 使其从不能提供利息的“死资本”变成可以提供流动

性和降低借贷成本的有价值的抵押品。

Silver Bullion

我们 P2P 贷款系统的特点

 ▶ 设置您自己的币种、 期限和利率

选择贷款或借款的币种（新加坡元或美元）和期限（ 1 个月、 

6 个月、 12 个月或 24 个月）。 然后公布您贷款或借款的金额

和利率。 当借款人和贷款人的借入和贷出条款匹配时， 而且

只有双方就借贷条款达成一致时， 才会形成合同。

 ▶ 贷款安全率高达 200%

贷款人的贷款由借款人持有的黄金、 白银和铂金包裹按 2:1

的比率提供安全担保， 这些抵押品保存在我们完全控制和

拥有的安全储藏室 The Safe House 中。

 ▶ 不是租赁

为了避免混淆， 需要清楚 P2P 贷款与被称作“金银租赁”的

业务毫无关系， Silver Bullion 并不参与也未开展此项业务。

 ▶ 安全可靠

贷款人保证会收回贷款， 因为如果贷款本金未按时偿付或

贷款抵押品的价值下跌到本金的 110% 时， Silver Bullion

（贷款抵押品的价值下跌到本金的 125% 时发出追加保证

金通知）将变现（出售）抵押品， 以确保贷款人按时收到本金

和利息。 如果计划的贷款支付逾期， 为了保证按时支付， 在

资金允许时， sweeper 基金将作为缓冲先行支付。

 ▶ 直接便捷

几分钟内便可敲定合同。 Silver Bullion 管理抵押品、 资金

转账和合同执行。 我们甚至通过我们的 sweeper 基金弥补

可能逾期的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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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ilver Bullion 在新加坡成立是为了
充分利用新加坡出色的司法保护优
势。 在为您的金银提供安全的直接
所有权和独一无二的流动性的同时，
我们从未忘记关注最小化您面临的
三大系统性风险， 即合作方、 通货
膨胀和司法风险。 ”

Gregor Gregersen

Silver Bullion 及 The Safe House 创始人



我们对客户的承诺 

诚信和透明是我们永远的承诺。 Silver Bullion 

开发的所有产品和解决方案都是以客户的利益

最大化为宗旨。 我们永远不会试图利用客户的

资产、 信息或财产获得额外的未披露收入。

www.silverbullion.com.sg

Silver Bullion Pte Ltd
注册编号： 200907537M
Floor #03-02A Certis cisco Center ii
20 Jalan Afifi, Singapore 409179
Singapore

电话： (65) 6100 3040
传真： (65) 6826 4022
电邮： sales@silverbullion.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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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保障您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