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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銀業貿易場於 2019年12月16日 假座上環北園酒家舉行
第一四八次行員大會。會上，各首長報告業內最新發展。

理事長報告概述:

2019年下半年，對香港來說是一個很不平靜的時間，未來
各界都會面對非常艱巨的日子。過去兩年黃金交易在大陸
都受到很多的掣肘和挑戰，很多行員都陸續改變經營模式，
而本人及理監事會積極開發新產品 - GoldZip這個項目，希
望為黃金交易帶來一個新的機遇。

香港政府近年發展金融科技FinTech，金管局於2016年初成
立了金融科技促進辦公室(FFO)，以促進香港金融科技業的
穩健發展，並推動香港成為亞洲區的金融科技樞紐。金融科
技帶動全球金融服務不斷創新，亦正改變營商模式。

實物黃金市場一向交易平穩，交易金額大，令一般投資者不
容易參與其中。而本人近年出席了不少金融科技的論壇和研
討會，得到啟發，理監事會認為區塊鏈應用與黃金交易是可
以配合，因此研究黃金交易上應用的可能性。把黃金交易單
位細化至每克，以區塊鏈、雲端運算、結算及交收等技術數
碼化黃金交易，發展成數碼黃金GoldZip。

所謂金融科技，一般涵蓋人工智能、
區塊鏈、雲端運算和大數據在支付、
結算及交收、存款、借貸及集資、保
險、投資管理及市場支援方面等的應
用。而近年，在虛擬貨幣、區塊鏈、
支付、結算及交收等應用範疇上可算
是相當成熟，當中亦有適合在黃金交
易上使用。本場與開發商研究推出數
碼黃金GoldZip時亦諮詢了各界專業
人士的寶貴意見，最後認為可在沒有
觸犯任何法例下進行，設計以區塊鏈
記帳方式進行交易記錄。

香港證監會於今年3 月28 日發表了一
則「有關證券型代幣發行的聲明」，
因而令GoldZip的推出有一定程度的
影響。有見及此，為避免納入證監監

第四十六屆理監事會成員合照。



管範疇，本場隨即去除區塊鏈技術部份，改為以內聯
中心化的交易系統進行。2019 年 5 月 8 日 GoldZip
推介會亦得到正面良好的反應，令我們知道市場上對
GoldZip的需求。我律師團隊在中間亦努力與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進行研究，區塊鏈技術部份除了與時並進
外，最重要是體現實物黃金數碼化，使其既高透明又
公平的記帳認證與本場結合，把我們實物黃金交易所
的商譽和市場獨特的功能體現出來。

至今年10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公開表示要推動集體
學習區塊鏈，其中心內容是“應用”。黃金交易是一
個非常好的應用場景。以往黃金交易存在種種的不便
，現在可以使用區塊鏈配合。

證監會行政總裁歐達禮在論壇上發表
講話，提及證監會是對區塊鏈技術使
用是持中立的態度。因此，本場以原
有構思繼續發展。而本場在這幾個月
以來亦就合規合法等前提下不斷優化
營運模式，將困難一一拆解，才有今
天的方案。



體育組頒獎禮頒發乒乓球賽及籃球賽各獲獎隊伍:

『金銀業貿易場‧好利金』
 2019金銀盃乒乓球男子單打錦標賽 

季軍：好利金有限公司 (馮汝聰)

季軍：滙凱金業有限公司 (陳文浩)

亞軍：滙凱金業有限公司 (任健齡)

冠軍：好利金有限公司 (蕭穎霖) 

『金銀業貿易場‧金榮中國』
2019金銀盃三人男子籃球錦標賽

冠軍：張氏金業有限公司

亞軍：金榮中國金融業有限公司

季軍：鉅成號B隊

季軍：堅固金業有限公司B隊

體育組頒獎禮頒發乒乓球賽及籃球賽各獲獎隊伍:

『金銀業貿易場‧好利金』
 2019金銀盃乒乓球男子單打錦標賽 

季軍：好利金有限公司 (馮汝聰)

季軍：滙凱金業有限公司 (陳文浩)

亞軍：滙凱金業有限公司 (任健齡)

冠軍：好利金有限公司 (蕭穎霖) 

『金銀業貿易場‧金榮中國』
2019金銀盃三人男子籃球錦標賽

冠軍：張氏金業有限公司

亞軍：金榮中國金融業有限公司

季軍：鉅成號B隊

季軍：堅固金業有限公司B隊



理事李惟宏、黃循球、杜文輝

理事鄺德成(左一)、鄺奕初(右二)、唐桂坤(右一)與行員行友合照。

理事長張德熙(左)、理事楊力成(右)與行友合照。

理監事莊蔚澄(右二)、香港貴金屬同業協會副主席
張德貴(右一)與行員行友合照。

一眾理監事與行員行友聯歡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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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黃金交易所國際板啟動五周年回顧 暨 
上海黃金交易所與芝加哥商業交易所集團等國際合作專案發佈

上海黃金交易所國際板啟動五周年回顧活動
於2019年10月13日假座深圳君悅酒店舉行。

本場理事長張德熙博士、行政總裁馮煒能、企
業傳訊總監兼任首席業務聯絡官賴櫻華、深圳
前海總監歐陽歡松、高級經理孫波等獲邀出席
活動交流，以及見證上金所有關國際合作專案
發佈。

上海黄金交易所国际板啟動五周年活動，
本場合作伙伴V-POWER 威豹押運在會場
設置展覽攤位，本場理事長張德熙博士與
同場的威豹押運經理黎曉峰合照。





本場理事長張德熙博士(右四)、理監事馮亷(左三)、行政總裁馮煒能(右三)、深圳前海總
監歐陽歡松(左一)、高級經理孫波(右二)與威豹押運經理黎曉峰(左四)合照。



金銀快訊 CGSE Quick News

香港金融服務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週年
國慶論壇暨典禮

 由香港金融服務界慶祝國慶籌委會(主辦)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部(協辦)
「香港金融服務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國慶論壇暨典禮 」
於2019年9月10日假港交所金融大會堂順利舉行。 當日大會邀請到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中聯辦副主任何靖，外交
部駐港副特派員楊義瑞應邀主禮。

林鄭月娥在會上致辭說，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讓我們一直引以
為傲。金融服務業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百分之十九，僱用了多達二十六
萬人。香港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亞洲第二大的國際銀行
中心，以及亞洲第三大的股票市場。這些成就得來不易，在座各位應記
一功，我在此代表特區政府感謝各位業界朋友多年來對社會的貢獻與支
持。香港與國家的命脈繫於一體。今年正值70周年國慶，又適逢中央政
府在年初公佈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
發展大局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香港要保持長遠的競爭力，務必主動
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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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認為，《規劃綱要》支持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
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強化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
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和風險管理中
心的功能，推動香港的金融和專業服務等向高端
、高增值方向發展，她對香港金融服務業的未來
充滿信心。

陳茂波於論壇致辭時亦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潛力
巨大，面對機遇和挑戰，香港可從四方面着手，
第一應加強資本市場的互聯互通，從深港通、滬
港通、債券通等加強本港和深圳間的合作與聯繫
，進一步提高兩地金融服務業競爭力；第二是在
保證風險可控情況下，提升金融產品和服務的互
聯互通；第三是居民在生活和出行時實現互聯互
通；第四是香港進一步提升作為企業財資及新股
上市集資中心的地位，為內地企業提供發展平台
。

特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香港證
監會主席雷添良、香港交易所主席史美倫、活動
籌委會名譽會長張華峰、執行主席李細燕、主席
林涌，以及來自金融服務界10個聯會的代表與業
界人士出席活動。

國慶典禮儀式由主禮嘉賓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中聯辦副主任何靖，外交部駐港副特派

員楊義瑞等領唱，在場超過 300位金融服務界代表手持國旗揮舞歌頌祖國。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香港金融服務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 70 周年國慶論壇暨典禮致辭。 

圖示（第一排左一起）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主席 

史美倫、活動籌備委員會執行主席李細燕、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局長劉怡翔、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 

絡辦公室副主任何靖、林鄭月娥、活動籌委會名譽會長 

張華峰、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 

楊義瑞、活動籌委會主席林涌博士、證券及期貨事務監 

察委員會主席雷添良和其他嘉賓進行祝酒儀式。 



金銀快訊 CGSE Quick News

金銀業貿易場體育康樂組友聯勵進社
第十八屆幹事會就職典禮暨
名譽會長聘任儀式聯歡晚宴

金銀業貿易場體育康樂組友聯勵進社第十八屆幹事會就職典禮暨
名譽會長聘任儀式於2019年7月19日假上環北園酒樓舉行，大會
邀請到金銀業貿易場理事長張德熙博士主禮，見證新一屆幹事會
就職及聘任名譽社長。當晚超過200位貴金屬業界友好參與，亦
有歌手表演、抽獎、慈善拍賣等環節，場面熱鬧。

友聯勵進社社長李志堅致辭時表示，友勵社的大日子，亦是一個
好機會讓我們與各同業歡聚聯誼，增進感情。友聯勵進社歷史悠
久，源於1947年及1948年先後成立的「勵進社」及「友聯社」，
再於1984年由兩社合併而成，並正式名為「友聯勵進社」，簡稱
「友勵社」，合併至今已35年。社長李志堅續說  :「感謝張德熙
理事長為我們擔任主禮嘉賓，請理事長主禮，這對我們有特別義
意，因為理事長過去曾擔任本社六屆社長，多年來亦非常關心本
社社務，出心出力。本社以聯絡同業感情、團結互助、增進同人
福利及發展體育宗旨，多年來我地為社員提供左唔少康體活動，
包括旅行、聯歡聚會、體育活動等，係公益活動方面亦不遺餘力
。今日在座的社員行友，歡迎加入我們這個大家庭，鼓勵未來參
與我們更多活動，讓社員可以相聚交流。」

友聯勵進社副社長羅觀耀致謝辭時表示，晚宴
能與大家一起放下繁忙的工作，與認識多年的
老朋友，把酒言歡，與眾同樂，實屬一大樂事
。活動得以順利舉行，實在有賴一眾同業友好
鼎力支持，當然少不了我們新加入的十位名譽
社長，出錢出力；加上第十八屆幹事會的兄弟
姊妹們落力籌辦，各位社長、副社長、幹員、
顧問、行員行友等贊助，今晚大會已為各位準
備好豐富晚宴和精彩表演，希望各位盡情投入
，歡聚聯誼。

金銀業貿易場理事長張德熙博士主禮分別帶領
第十八屆全體幹事會宣誓，頒發委任狀給予社
長李志堅。同場亦續一頒發聘任書給予各名譽
社長，排名不分先後包括  : 史理生、吳穎龍、
李文偉、李業偉、林政揚、張傑威、陳呂峯、
陳瑞群、楊炳坤、劉世雄。儀式最後由金銀業
貿易場永遠名譽會長馮志堅帶領各嘉賓祝酒，
祝願會務精精日上，貴金屬業興旺，活動亦在
一片歡樂氣氛中結束。

友聯勵進社第十八屆幹事會為答謝金銀業貿易場理事長張德熙博士多年支持，特意打造金牌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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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聯勵進社社長李志堅致辭 友聯勵進社副社長羅觀耀致謝辭

金銀業貿易場理事長張德熙博士頒發委任狀予第十八屆幹事會成員，並由友聯勵進社社長李志堅代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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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聯勵進社社長李志堅陪同
金銀業貿易場理事長張德熙博士
頒發聘任書給予各名譽社長:

友聯勵進社第十八屆幹事會為答謝金銀業貿易場理事長張德熙博士多年支持，特意打造金牌致謝。

抽獎環節個個嘉賓都興高采烈，多位社員中獎。

歌手Happy與神秘嘉賓 – 經典金曲唱作人
吳國敬帶來多首名典表演，掀起全晚高潮。

林政揚名譽社長 李文偉名譽社長

李業偉名譽社長

楊炳坤名譽社長 陳瑞群名譽社長

張傑威名譽社長

史理生名譽社長 劉世雄名譽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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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賣環節由楊炳坤名譽社長以壹萬捌仟捌投得張德熙理事長捐出茅台酒，善款全數撥捐金銀業貿易場慈善基金。(左圖)
副社長張資博亦為善不甘後人，抽獎環節中獎後馬上捐出壹萬元，支持金銀業貿易場慈善基金。(右圖)

張德熙理事長亦大展歌喉與吳國敬合唱多首經典英文歌，聽得在場人士如癡如醉。

一班相識多年的行員、行友、社員、出市代表等歡聚暢飲了一個晚上，共渡美好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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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18週年誌慶暨
《上市公司年度大獎2019》頒獎禮

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18週年誌慶暨《上市公司年度大獎2019》頒獎禮
於7月25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順利舉行。

當晚大會邀得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經濟部副部長
葉莉蘋女士、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博士太平紳士、香港金融
發展局主席李律仁太平紳士、立法會議員 (金融服務界) 張華峰SBS太平
紳士、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副行政總裁梁鳳儀SBS太平紳士、 全
國政協委員兼股票分析師協會榮譽顧問朱李月華博士、全國人大代表
李君豪先生 BBS、立法會議員容海恩太平紳士、金銀業貿易場副理事長
鄭錦標先生，以及新城廣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宋文禧先生擔任主禮嘉
賓。

頒獎禮雲集眾多政商界名人，當中包括 : 七位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榮譽
顧問，分別是張華峰議員、朱李月華博士、謝湧海先生、李君豪先生、
曾淵滄博士、陳永陸先生及鄭國杰博士。此外，是次頒獎禮亦邀請了九
會代表出席，分別是香港證券學會會長李細燕太平紳士、香港中資證券
業協會會長林涌博士、證券商協會主席陳柏楠先生、香港中資基金業協
會會長丁晨女士、香港證券業協會主席張為國先生、香港中國金融協會
副主席浦永灏先生、香港網上經紀協會主席伍子權先生、香港貴金屬同
業協會主席鄺奕初先生以及香港證券及期貨專業總會會長王國安先生及
一眾理事會成員，一同見證盛事。

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會長
鄧聲興博士致歡迎辭

金融服務界立法會議員張華峰,SBS
太平紳士盼望年青有為的代表積極
投入國家大灣區金融發展

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鄧聲興博士(左)
與本場副理事長鄭錦標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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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證券商協會四十周年誌慶晚會暨
董事就職典禮

證券商協會四十週年晚宴暨就職典禮於2019年7月30日
在香港君悅酒店宴會大禮堂舉行，邀得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局長劉怡翔及證監會主席雷添良先生擔任主禮嘉賓。

當晚逾500位包括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官員、外交部駐港
特派員公署官員、全國政協委員等政商界嘉賓，一同見證
陳柏楠先生就任新一屆證券商協會主席。

陳柏楠主席於台上致辭

一眾嘉賓卞台上進行證券商協會四十週年就職儀式並合照留念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於台上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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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18週年誌慶暨
《上市公司年度大獎2019》頒獎禮

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18週年誌慶暨《上市公司年度大獎2019》頒獎禮
於7月25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順利舉行。

當晚大會邀得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經濟部副部長
葉莉蘋女士、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博士太平紳士、香港金融
發展局主席李律仁太平紳士、立法會議員 (金融服務界) 張華峰SBS太平
紳士、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副行政總裁梁鳳儀SBS太平紳士、 全
國政協委員兼股票分析師協會榮譽顧問朱李月華博士、全國人大代表
李君豪先生 BBS、立法會議員容海恩太平紳士、金銀業貿易場副理事長
鄭錦標先生，以及新城廣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宋文禧先生擔任主禮嘉
賓。

頒獎禮雲集眾多政商界名人，當中包括 : 七位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榮譽
顧問，分別是張華峰議員、朱李月華博士、謝湧海先生、李君豪先生、
曾淵滄博士、陳永陸先生及鄭國杰博士。此外，是次頒獎禮亦邀請了九
會代表出席，分別是香港證券學會會長李細燕太平紳士、香港中資證券
業協會會長林涌博士、證券商協會主席陳柏楠先生、香港中資基金業協
會會長丁晨女士、香港證券業協會主席張為國先生、香港中國金融協會
副主席浦永灏先生、香港網上經紀協會主席伍子權先生、香港貴金屬同
業協會主席鄺奕初先生以及香港證券及期貨專業總會會長王國安先生及
一眾理事會成員，一同見證盛事。

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會長
鄧聲興博士致歡迎辭。

金融服務界立法會議員
張華峰,SBS太平紳士盼
望年青有為的代表積極
投入國家大灣區金融發
展。

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鄧聲興博士(左)
與本場副理事長鄭錦標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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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派員公署官員、全國政協委員等政商界嘉賓，一同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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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銀業貿易場‧金榮中國2019金銀盃三人男子籃球錦標賽

金銀業貿易場  ‧  金榮中國2019金銀盃三人男子籃球錦標賽已於8月3日(星期六)完滿結束。賽事
由金銀業貿易場體育康樂組主辦，第 84號行員金榮中國全力支持，假上環文娛體育館舉行。當日
由來自14支行員代表隊競逐，上演了 13 場精彩的球賽。活動請來金銀業貿易場體育康樂組組長
楊力成、副組長李庭鈞、組員杜文輝及唐桂坤主持開球禮。

經過緊張而激烈比賽後，冠軍由張氏金業隊伍勝出、亞軍由金榮中國隊獲得，而季軍則由鉅成B隊
及堅固B隊奪得。

金銀業貿易場體育康樂組組長楊力成、副組長李庭鈞、
組員杜文輝及唐桂坤主持開球禮。 金銀業貿易場一班理監事會團隊到場支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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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賽節奏明快，球員比賽相當落力，
更施展渾身解數。

冠軍隊伍: 張氏金業 亞軍隊伍: 金榮中國

季軍隊伍:堅固金業B隊 季軍隊伍:鉅成金號B隊

各隊伍當中不乏高手之餘更有
教練在場指導，賽事相當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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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四季 持續進修課程(CPT)

金銀業貿易場於2019年11月2日舉辦了持續進修課程，請來
本場數碼及創新主管葉向榮先生、畢馬威中國 (香港) 管理諮詢
總監沈嘉灝先生 、管理諮詢經理林偉雄先生為貴金屬業界從業
員講課，分享行內最新消息和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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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證券商協會四十周年誌慶晚會暨
董事就職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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