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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陳浩濂副局長 
主持亞洲首個黃金開市儀式 

本場推出新產品 數碼黃金GoldZip 

*   *   * 

[二零一九年二月八日，香港訊] 金銀業貿易場(「本場｣)

己亥豬年於年初四啟市，按本場傳統儀式，農曆年首個交易

由正、副理事長以競價方式成交第一口金，並由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陳浩濂副局長及張德熙理事長見證。人民幣公斤條合

約由鄭錦標副理事長及謝滿全副理事長以每克288.88人民幣

成交，九九金則以每両12,300港元成交，開市後持續造好，

交投暢旺。 

張德熙理事長表示，2019 年國際金價都在窄幅上落，尤

其於下半年黃金價位比較淡靜。踏入豬年，隨股市及環球經

濟大環境波動影響底下，2019 年初已經重上每安士 1,300 美

元，展望全年金價將有望重拾升勢，挑戰每安士 1,350 美元，

或更高水平。我們估計金價會一洗頹勢，再度活躍起來，不

排除打好根基後，甚至有可能進入牛市的初段。 

 
張德熙續稱，金銀業貿易場亦努力不懈去鑽研新的黃金

產品，與時並進，配合整體市場的新發展。今天我們正式宣

布 2019 年的首季將會推出以區塊鏈技術作登記的實物黃金

投資產品 - 數碼黃金 (以下稱為「GoldZip」)。 GoldZip 是

跟國際金價掛鈎，將會把黃金投資微細化至克(g) 作為投資

單位，即每手 GoldZip 只需港幣 320 元左右 (以今日國際金

價計算)。GoldZip 不僅將實物黃金零售數碼化，亦方便了投

資者 24 小時進行交易及套現，相信產品會受到投資者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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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Zip 另一特點是一兌一實物黃金支持，本場初步與威

豹押運合作，儲存保管所有行員公司存放的黃金，並且由專

業會計師事務所管理定期審核。這些實物黃金以區塊鏈技術

作為登記，今後投資者無需為儲存實貨黃金而煩惱，投資門

檻低而且方便，將會是實物黃金投資零售的新面貌，並且受

到黃金零售投資者的歡迎。GoldZip 交易平台將由本場研發及

維護，再進一步體驗金銀業貿易場作為本港唯一現貨黃金白

銀交易所的地位與功能。 

 
上述計劃適用於人民幣、港元及美元報價的公斤條產

品，本場下星期正式向行員推介，並且接受申請加入。預計

會有 10 至 15 家行員公司參加。據珠寶及黃金業界人士收集

意見後，GoldZip 推出的首年，實物黃金的倉存量有機會由約

1 公噸提升至高達 10 公噸。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陳浩濂副局長致辭時表示，回顧剛過

去狗年，環球經濟不穩，形成大勢難測、波幅難料的局面。
在 2018 年初，環球經濟出現不錯的增長與勢頭，於上半年

香港更錄得 4.1%的強勁經濟增長。及至下半年，貿易戰和英

國脫歐等環境經濟因素導致勢頭逆轉，國際金融市場出現波
動，環球市場下行風險顯著上升，經濟前景面對挑戰。香港

作為外向型經濟難免受到影響，但憑香港是全球第三、亞洲

第一的經濟體實力，政府有足夠能力應對外來衝擊，並將實
施不同措施以提升競爭力。特區政府將繼續把握機遇，促進

經濟融合、大灣區等合作，由以支援措施、推廣、規管、人

才及資金五方面去推動香港金融科技發展。 
 

我們樂見金銀業貿易場推出區塊鏈技術黃金交易平台

GoldZip，透過金融科技為實金買賣降低交易成本，增加成交
量，並以全球登記，將交易強化及國際化。未來，特區政府

會擔當促成者及推廣者的角色。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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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金銀業貿易場2012至2019年新春黃金價格紀錄表   

 

照片:  <下載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kqJcg-LUfkaGAc3l_pSGZRhu0CQJPoMA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陳浩濂副局長(中)、金銀業貿易場理事長張德熙博士(左二)、

副理事長鄭錦標(左三)、副理事長謝滿全(右二)及監事長羅觀耀向大家拜年。 

 

GoldZip 是跟國際金價掛鈎，將會把黃金投資微細化至克(g) 作為投資單位，即

每手GoldZip 只需港幣320元左右 (以今日國際金價計算)。圖為100公斤黃金，未

來將增加倉儲至10噸。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kqJcg-LUfkaGAc3l_pSGZRhu0CQJP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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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銀業貿易場理事長張德熙博士(中)致新春賀詞。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陳浩濂副局長(中)致新春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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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錦標副理事長(左)與謝滿全副理事長(右二)在陳浩濂副局長(中)及張德熙理事

長(左二)見證下以電子買賣方式成交第一口人民幣金價以每克288.88人民幣成

交，而第一口九九金以傳統競價方式報12,300港元成交。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陳浩濂副局長(中)與金銀業貿易場四位首長向在場嘉賓展示價

值約3,300萬港元，100公斤(即約2,670兩)九九九九金條，寓意金銀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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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至2019年新春黃金價格紀錄 
 

九九金（両／港元）：  

新春 生肖 休市前   

收市價 

新春 

開市價 

新春 

收市價 

新春收市 

金價升/跌 

08-02-2019 豬 12,338 12,300 12,250 -50 

20-02-2018 狗 12,432 12,448 12,490 +58 

01-02-2017 雞 11,092 11,188 11,192 +100 

11-02-2016 猴 10,618 11,118 11,248 +630 

23-02-2015 羊 11,333 11,128 11,118 -215 

04-02-2014 馬 11,588 11,668 11,690 +102 

14-02-2013 蛇 15,560 15,238 15,290 +52 

26-01-2012 龍 15,488 15,828 15,830 +342 

 

人民幣公斤條黃金（克／人民幣）：  

新春 生肖 休市前   

收市價 

新春 

開市價 

新春 

收市價 

新春收市 

金 價 升 /

跌 

08-02-2019 豬 286.18 288.88   

20-02-2018 狗 276.51 272.38 271.42 -5.09 

01-02-2017 雞 264.27 266.00 266.86 +2.59 

11-02-2016 猴 246.24 252.95 261.94 +15.7 

23-02-2015 羊 242.03 242.1 241.88 -0.15 

04-02-2014 馬 240.99 243.83 243.07 +2.08 

14-02-2013 蛇 335.57 328.18 328.09 -0.09 

26-01-2012 龍 338.3 348.0 349.14 +10.84 

 
〔註〕  ：新春收市金價升/跌：新春收市價 – 休市前收市價。 
資料來源 ：金銀業貿易場  

 

http://www.cgse.com.hk/cn/price_01.php 

http://www.cgse.com.hk/cn/price_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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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金銀業貿易場 

 
2019 年，踏入 109 周年的金銀業貿易場(「本場｣)成立於 1910 年，實行會員制度，

現有 171 家行員，主要來自銀行、大型連鎖珠寶商、黃金鑄煉商及金融機構等。

本場旨在提 供交易場所設施及相關服務予行員進行黃金、白銀等貴金屬買賣活

動，是香港政府唯一認可的實物黃金、白銀交易所，是現時世界少有仍然保留公

開喊價形式交易產品的平台，以及電子形式交易平台。現時每天成交量為 800

億至 1,200 億港元。2011 年金銀業貿易場推出全球首個離岸人民幣計價及結算黃

金產品 ‐‐‐「人民幣公斤條黃金」，現時錄得每天 200 億至 300 億人民幣的成交

額。隨後，本場創立 香港貴金屬驗證中心，提供黃金成色測試的本地實驗所，

設備完善及現代化，並且獲得香港認可處的認可實驗所資格。此外，為配合「貴

金屬從業員註冊制度」的推行，本場與香港證券及 投資學會(HKSI)合作開辦「金

銀市場」證書課程，為有志加入貴金屬行業的從業員提升專業的知識及資歷。2015

年深圳前海金銀業貿易場正式成立，帶領 60 多家行員公司進駐國內，於深圳前

海自貿區企業公館 29B 設立辦事處，拓展黃金產業配套業務，打造嶄新黃金平

台。而未來將籌建一個可容納 1,500 噸黃金/白銀的境內關外的保稅倉庫，2016

年 4 月份，深圳市委書記馬興 瑞將「前海金銀業貿易場項目」正式納入為「前

海發展深港十大項目」之一，將藉此帶動整個 廣東省黃金產業鏈。同年，配合

國家「一帶一路」政策，本場與上海黃金交易所聯手推出「黃金滬港通」。2016

年底與杜拜黃金與商品交易所(DGCX) 簽訂《合作備忘錄》，2017 年首季，本場

與香港緬甸商會簽訂《合作備忘錄》，促進杜拜、緬甸的黃金市場的發展。同年

第二季，本場與新加坡金銀市場協會簽訂《合作備忘錄》，共同建構亞洲黃金現

貨新通道，加強北亞及東南亞等 地區與香港合作。同年第 3 季，與香港交易及

結算所有限公司簽訂《合作備忘錄》，探討就產品推廣、倉儲等事宜展開合作。

2017 年 11 月 3 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見證首宗「黃金深港通」交易。未來，

將會繼續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推行貴金屬一帶一路及互認資格，肩負推動黃金

商品及人民幣國際化的使命。 

 

關於公開喊價市場 

 

本場傳統黃金交易於交易大堂內，身穿紅色外套的出市代表喊出報價及手勢

來表達金價，第一個觸到賣家/買家身體的人就獲得此次交易。買賣後由沽方填

寫交易票據予本場結算部登記。而實金交收方面設上板交收機制，在市場公開議

定倉費，通過遞延交收，因而產生期貨功能，制度行之有效，保留之今。 

 

如有垂詢，請聯絡： 

 

企業傳訊總監兼任業務首席聯絡官   企業傳訊副經理  

賴櫻華 (Cherry Lai)       林良輝 (Gary Lam) 

電話 : +852 6814 6888 / 3678 0080   電話 : +852 6582 8868 / 3678 0066 

電郵 : cherrylai@cgse.com.hk       電郵 : garylam@cgse.com.hk 

mailto:cherrylai@cgse.com.hk
mailto:garylam@cgse.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