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迪拜用加密货币购买房
地产物业正变得越来越现实袁
总部位于迪拜的资产顾问公司
让客户能够用比特币和以太坊
(Ethereum)购买房地产遥

随着比特币受到追捧袁迪
拜一直在创新袁并接受了这一
数字趋势袁甚至到了支持和促
进加密货币支付房地产的地
步遥

位于迪拜的一家房地产公
司 Asset Advisors 为投资者尧购
房者尧企业和希望搬迁到迪拜
的个人提供房产投资和高端
房地产选择袁Asset Advisors 通
过比特币和以太坊 (Ethereum)
支付袁让拥有房产的过程实时
完成袁Tether(USDT)也被接受为
一种支付方式遥

据 Asset Advisors 的首席
执行官兼创始人 Fawzi Hamze
介绍袁交易是安全和透明的袁客
户在购买时甚至不需要在迪
拜遥 在与 Blockchain.news 的对
话中袁Hamze 详细介绍了使用
比特币和 Ethereum 作为住房
首付款的过程遥

野一旦客户确认了他想要
拥有的房产袁我们就价格尧房产
细节和付款时间表达成一致袁
我们就会发出 OTP (Offer to
Purchase) 作为第一份正式合
同袁 确保客户会购买该房产遥
然后袁 客户告知我们他更喜欢使用哪种加密货
币袁 我们会与我们的第三方加密交易所核实百
分比费用遥 冶

为了实现这一点袁Asset Advisors 与开发商
密切合作袁 开发商的任务是批准交易中作为媒
介使用的加密交易所遥Hamze 进一步解释说袁这
个过程使交易变得高效尧透明和安全遥他解释了
加密交易的最后一步遥 客户会将加密货币金额
转移到第三方数字钱包袁 第三方数字钱包会当
场支付给开发者遥双方的所有沟通都是官方的尧
透明的遥 一旦比特币或 Ethereum 付款成功袁客
户将收到 Asset Advisors 开发者的确认收据遥随
后袁一份买卖协议将通过快递送到客户手中袁确
认客户为房地产物业所有者遥

对于房地产住房袁Hamze 解释说袁通过加密
货币袁成为业主的过程变得更加方便快捷遥以前
客户需要等待大约一周或更长时间袁 等待银行
开始调查程序并收集所需的文件袁 而使用比特
币和 Ethereum 购房则规避了等待时间袁可以让
客户 野在不到 30 分钟的时间内成为财产所有
者冶遥

因此袁Hamze 设想袁在不久的将来袁使用比
特币支付房地产物业将成为常态化袁 尤其是在
迪拜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市场遥 他进一步阐述
道遥

野从长远来看袁比特币将主导市场袁使用这
项技术将促进大多数行业的大量交易袁 特斯拉
已经在比特币上投资了 15 亿美元袁已经通过接
受比特币作为支付方式来购买特斯拉遥 冶

此外袁总部位于迪拜的 Emaar Properties袁世
界最高建筑哈利法塔的开发商袁已经开始接受比
特币和 Ethereum 加密货币作为其物业的付款遥

Emaar 在世界各地拥有多个物业和客户袁
每年带来至少 60 亿美元的收入遥 随着这一发
展袁 由于与加密支付服务 Bitcoin Suisse 的合
作袁其中一部分金额可以以加密货币收到遥 E鄄
maar Properties 尚未公开这一开发项目袁 然而袁
在该公司向其注册客户发送了有关该开发项目
的电子邮件后袁这一消息被公开遥

Emaar Properties 是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之
一袁不仅在中东袁而且在国际上也是如此袁这意
味着它接受加密货币的步骤使加密货币在普通
公众眼中更加合法化遥 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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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野年报季冶袁国有
六大行 2020 年度业绩报告目
前已全部披露完毕遥

尽管受到疫情冲击袁但六
大行资本规模和净利润仍在
稳步增长袁合计实现归属于母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达
11382.24 亿元袁相当于日赚约
31.18 亿元遥

那么袁在六大行中袁谁最
赚钱钥 谁的资产质量最优钥 谁
分红最多钥

比拼一院谁最能赚钱钥
受新冠疫情冲击袁各大行

2020 年上半年净利润增速同
比下降袁但截至年末各行都实
现了正增长袁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合计达 11382.24
亿元袁相当于日赚约 31.18 亿
元遥

具体来看袁野宇宙行冶工商
银行在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
润方面均居首位袁依旧是六大
行中最能赚钱的袁 其 2020 年
实现营收 8826.65 亿元袁实现
净利润 3159.06 亿元袁同比增
长 1.18%遥 建设银行和农业银
行归母净利润分别以 2710.5
亿元和 2159.25 亿元紧随其
后袁 同比分别增长 1.62%和
1.8%遥

虽然邮储银行以 641.99
亿元的归母净利润排在六大
行末位袁但其增速一骑绝尘达
到 5.36%袁增速位列第二的中

国银行为 2.92%遥
从收入结构主体来看袁利

息净收入依然是各家大行营
业收入的野压舱石冶袁在营业收
入中的占比均在 60%以上袁农
业银行和邮储银行更是达到
82.84%和 88.53%遥 交通银行
的利息净收入占比最少袁为
63.28%袁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占 18.31%遥

比拼二院谁资产质量最优钥
资 产 质 量 方 面 袁 截 至

2020 年末袁 六大行不良贷款
率均较上年末有所上升袁工商
银行尧建设银行尧农业银行尧交
通银行不良贷款率均上升超
过 0.1 个百分点遥

截至 2020 年末袁 邮储银
行不良率最低袁 为 0.88%袁较
上年末增长 0.02 个百分点遥
交通银行不良贷款率最高袁为
1.67%袁 较上年末增长 0.2 个
百分点遥其余几家不良贷款率
在 1.46%-1.58%遥

野从去年三季度以来袁不
良贷款率上升的势头已初步
得到遏制遥 冶交通银行副行长
殷久勇表示袁随着存量风险加
速出清袁 以及疫情冲击减弱袁
交行资产质量逐步企稳遥

与此同时袁各大行纷纷加
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袁因此除
邮储银行外袁其余银行的拨备
覆盖率均 有所下滑 遥 截至
2020 年末袁 邮储银行拨备覆

盖率为 408.06%袁为六大行中
最高水平袁 较上年末上升了
18.61 个百分点遥 而交通银行
的拨备覆盖率为 143.87%袁较
上年末下降 27.9 个百分点袁
为六大行中最低曰农业银行拨
备覆盖率为 260.64%袁比上年
末下降 28.11 个百分点曰建设
银行为 213.59%袁比上年末下
降 14.1 个百分点曰 工商银行
为 180.68%袁 比上年末下降
18.64 个百分点遥

比拼三院谁分红最多钥
每年的年报季袁分红也是

备受各方关注的一个指标遥
根据各家披露的分红预

案袁2020 年六大行拟现金分
红 总 额 达 3418.87 亿 元 袁较
2019 年的 3352.34 亿元增长
66.63 亿元遥

具体来看袁 交通银行最
野大方冶袁其现金分红比例达到
31.86%袁其余五大行的比例均
为 30%遥

盈利能力最佳的工商银
行派息总额最高袁 为 948.04
亿元袁每 10 股派发 2.66 元(含
税)遥 建设银行紧随其后袁2020
年度拟派息总额达 815.04 亿
元袁 每 10 股派发 3.26 元 (含
税)为六大行之首遥 交通银行尧
邮储银 行派息总额 分别为
235.41 亿元尧192.62 亿元袁每
10 股 派 息 分 别 为 3.17 元 尧
2.085 元遥 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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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行 2020 年业绩大比拼：

谁最能赚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