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本函檔號: [EXN-2301026] 

2023年1月26日  

 

金銀業貿易場癸卯年新春開市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先生致新春賀詞 

與理事長張德熙一同見證兔年亞洲第一口黃金交易 
*   *   * 

[二零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香港訊] 金銀業貿易場(「本場｣) 癸卯

兔年於大年初五啟市，港金開市邀請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陳

國基先生臨蒞主禮，並由本場理事長張德熙博士、副理事長謝滿全先

生、副理事長兼金融服務界立法會李惟宏議員，以及監事長鄭錦標先

生陪同主持儀式。 

按本場傳統儀式，農曆年首個交易由本場首長以競價方式成交第一

口金，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先生鳴鐘開市，理事長張德熙博士見證，九

九金由謝滿全副理事長及李惟宏副理事長以每両18,088港元成交，人

民幣公斤條合約則以每克423.98人民幣成交，開市後持續造好，交投暢

旺。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致辭(內容如下):  

 
Haywood（金銀業貿易場理事長張德熙博士）、各位金銀業貿易場同

業、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大家好！今日是大年初五，我非常高興首次出席金銀業貿易場的新春

開市儀式。在這個開工大吉的好日子，我先恭祝大家新一年萬事勝意、

金玉滿堂！ 

 

過去三年，在新冠疫情下，全球各行各業都備受考驗。憑着國家的大

力支持，加上特區政府與社會各界的同心協力，香港得以在復常之路

穩步前進，促進社會和經濟活動逐步重拾動力。而憑着「背靠祖國、



 

 

 

聯通世界」的穩固根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堅如磐石，發

展前景亮麗依然。 

 

對廣大市民來說，近來最振奮人心的消息，相信是香港與內地由 1 月

8 日起正式推展逐步、有序、全面通關，為兩地經貿、人文等等領域的

交流合作，重新注入動力。隨着兩地人流、物流和資金流更加活躍，

我充滿信心，金銀業的發展必將大有可為。 

 

金銀業貿易場立足香港一百多年，經驗豐富、實力雄厚。在 Haywood

的領導下，我深信貿易場將繼往開來，把握新機遇、開發新商品、拓

展新客源；同時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包括繼續推進廣州南沙黃金、

白銀、珠寶小鎮的項目，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的黃金白銀走廊，為國家

商品交易市場的發展，貢獻更大力量。 

 

特區政府亦會繼續用好國家的支持，鞏固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的顯著優勢，並在全力培育本地優秀人才的同時，做好「搶人才」、

「搶企業」的工作，積極進取地向世界各地引才招商，吸納高質人才和

策略企業來港一展所長，與我們一齊增強香港金融業的發展動能。 

 

今年是癸卯兔年。「兔」象徵機智和活力，而「卯」表示春意，充滿生

機。所謂「春暖花開，萬物復甦」，我深信兔年將為各行各業增添無

限活力、帶來無限商機。我期待同大家攜手並肩，引領香港在「由治

及興」的新征途上，開創新輝煌。 

 

最後，我祝願金銀業貿易場交投暢旺，各位財源廣進、心想事成、身

體健康！多謝大家！ 

 

 

金銀業貿易場理事長張德熙新春致詞 (內容如下)  

 

陳國基司長，各位行員行友、各位傳媒朋友，同大家拜個年，恭喜

發財。經過了三年，沒有實體開放給傳媒採訪的開市儀式，在農曆新
年開出亞洲第一口金價。我們金銀業貿易場產品包括本地港元報價的

九九金，以及離岸人民幣報價及結算的人民幣公斤條黃金，這兩個定



 

 

 

價在現場嘉賓、傳媒朋友面前正式開始，首先要多謝陳國基司長親臨
及主禮，為我們見證這個金價。 

 
另外，想借現場各嘉賓的熱烈掌聲特別多謝陳司長，我們的陳司長過

去幾個月不遺餘力為我們香港爭取到通關。司長在早幾天在林村許願

樹許願，相信其中一個願望是為香港祈福，能夠全面通關、免檢疫。 

 
開市其中一口定價 - 人民幣公斤條黃金，這個產品未來在通關後將大

派用場，交投將再度活躍起來。今日同時展示價值超過 7,000 萬港元

的九九九九黃金白銀，這都是本場認可鑄煉商發行的金條銀條，讓現

場嘉賓可以親眼欣賞到閃爍的黃金。 

 
而本場的「數碼黃金」未來將會面世，就好像大家面前所見的黃金將

它數碼化，整個社會向前進、科技發達；數碼黃金結合了傳統實物黃

金和數碼科技應用，產品將為投資者提供更多便利。在國家主席習近

平多番講話中，都有提到要督促香港發展數碼經濟、數碼資產、虛擬

貨幣，甚至數碼貨幣。相信我們香港的「數碼黃金」落地指日可待。 

 
藉著司長在場，大家都向司長許願，表達希望全面開關，免檢疫通關，

在「一國兩制」下經濟蓬勃起來，大家生意興隆。承司長的努力，往

來內地經貿生意亦得以暢順起來，我們行業對兔年前景充滿信心，並

祝福各位事事如意、金銀滿屋！ 

 

~完~ 

 
 

 

  



 

 

 

 
照片:  <下載連結>  https://photos.app.goo.gl/3jt7hzPgTxWo8vUv8 

政府新聞處網站: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301/26/P2023012600231.htm 

網上廣播影片 https://isd.wecast.hk/vod/?id=14591 

 

附件:  金銀業貿易場2012至2023年新春黃金價格紀錄表   
 

如有垂詢，請聯絡： 

對外及內地事務總監賴櫻華 (Cherry Lai)     對外事務助理經理林良輝 (Gary Lam) 

電話 : (852) 6814-6888 / WhatsApp: 6878-8188   (852) 3678-0066 / (852) 6582-8868 

傳真 : (852) 2854-0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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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先生(右二)、金銀業貿易場理事長張德熙博士(中)、副理事

長謝滿全先生(右一)、副理事長兼金融服務界立法會李惟宏議員(左二)，以及監事長鄭錦標先

生向大家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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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先生致新春賀詞。 

 

金銀業貿易場理事長張德熙博士致新春賀詞。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先生(左二)鳴鐘開市，張德熙理事長(右二)陪同見證，謝滿

全副理事長(右一)與李惟宏副理事長(左)以傳統競價方式以18,088港元成交第一口九九金。 

 

而電子買賣方式成交第一口人民幣金價報每克423.98人民幣成交。 



 

 

 

 

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先生、金銀業貿易場理事長張德熙博士、副理事長謝滿

全先生、副理事長李惟宏議員，以及監事長鄭錦標先生帶領一眾嘉賓向全港市民拜年，祝賀

大家健康幸福、金銀滿屋。 

 

金銀業貿易場新春開市展示了131條黃金及白銀產品(價值7,000萬港元)，由威豹押運護衛看管，

包括:金銀業貿易場、張氏金業、永豐貴金屬、帝鋒金業、嘉信貴金屬等品牌金條銀條。 



 

 

 

 
開市後交投暢旺，金價持續造好。 

 
金市首次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先生主禮，更安排香港少青步操管樂團帶領理

事長張德熙、副理事長謝滿全及李惟宏、監事長鄭錦標、行政總裁馮煒能一同進場。 



 

 

 

 

理事長張德熙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通關前運輸黃金、加工方面有困難，無法不將成本轉嫁

至消費者；通關後預料首飾成本將下降，金銀業會蓬勃發展。對於去年對國際金價走勢，他

形容為「跌眼鏡」，原以為有望至每盎士 2,500 美元，不過，相信今年隨著美國加息步伐放

慢，金價首二季可突破 2,000 美元水平，全年有望升至 2,500 美元。 

 
 

2012至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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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1-2023 兔 17,890 18,088   

04-02-2022 虎 16,680 16,738 16,810 +130 

16-02-2021 牛 17,050 16,800 16,830 -220 

29-01-2020 鼠 14,410 14,438 14,535 +125 

08-02-2019 豬 12,338 12,300 12250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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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1-2023 兔 421.47 423.98   

04-02-2022 虎 368.57 369.23 369.79 +1.22 

16-02-2021 牛 377.18 373.00 371.45 -5.73 

29-01-2020 鼠 351.14 353.00 353.46 +2.32 

08-02-2019 豬 286.18 288.88 286.73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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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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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