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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26日  

 

金银业贸易场癸卯年新春开市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先生致新春贺词 

与理事长张德熙一同见证兔年亚洲第一口黄金交易 
*   *   * 

[二零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香港讯] 金银业贸易场(「本场｣) 癸卯

兔年于大年初五启市，港金开市邀请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司长陈

国基先生临莅主礼，并由本场理事长张德熙博士、副理事长谢满全先

生、副理事长兼金融服务界立法会李惟宏议员，以及监事长郑锦标先

生陪同主持仪式。 

按本场传统仪式，农曆年首个交易由本场首长以竞价方式成交第一

口金，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先生鸣钟开市，理事长张德熙博士见证，九

九金由谢满全副理事长及李惟宏副理事长以每両18,088港元成交，人

民币公斤条合约则以每克423.98人民币成交，开市后持续造好，交投畅

旺。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内容如下):  
 

Haywood（金银业贸易场理事长张德熙博士）、各位金银业贸易场同

业、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大家好！今日是大年初五，我非常高兴首次出席金银业贸易场的新春

开市仪式。在这个开工大吉的好日子，我先恭祝大家新一年万事胜意、

金玉满堂！ 

 
过去三年，在新冠疫情下，全球各行各业都备受考验。凭着国家的大

力支持，加上特区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同心协力，香港得以在复常之路



 

 

 

稳步前进，促进社会和经济活动逐步重拾动力。而凭着「背靠祖国、

联通世界」的稳固根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坚如盘石，发

展前景亮丽依然。 

 
对广大市民来说，近来最振奋人心的消息，相信是香港与内地由 1 月

8 日起正式推展逐步、有序、全面通关，为两地经贸、人文等等领域的

交流合作，重新注入动力。随着两地人流、物流和资金流更加活跃，

我充满信心，金银业的发展必将大有可为。 

 
金银业贸易场立足香港一百多年，经验丰富、实力雄厚。在 Haywood

的领导下，我深信贸易场将继往开来，把握新机遇、开发新商品、拓

展新客源；同时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包括继续推进广州南沙黄金、

白银、珠宝小镇的项目，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的黄金白银走廊，为国家

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特区政府亦会继续用好国家的支持，巩固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的显著优势，并在全力培育本地优秀人才的同时，做好「抢人才」、

「抢企业」的工作，积极进取地向世界各地引才招商，吸纳高质人才和

策略企业来港一展所长，与我们一齐增强香港金融业的发展动能。 

 
今年是癸卯兔年。「兔」象征机智和活力，而「卯」表示春意，充满生

机。所谓「春暖花开，万物复苏」，我深信兔年将为各行各业增添无

限活力、带来无限商机。我期待同大家携手并肩，引领香港在「由治

及兴」的新征途上，开创新辉煌。 

 
最后，我祝愿金银业贸易场交投畅旺，各位财源广进、心想事成、身

体健康！多谢大家！ 

 

 

金银业贸易场理事长张德熙新春致词 (内容如下)  
 

陈国基司长，各位行员行友、各位传媒朋友，同大家拜个年，恭喜

发财。经过了三年，没有实体开放给传媒采访的开市仪式，在农历新



 

 

 

年开出亚洲第一口金价。我们金银业贸易场产品包括本地港元报价的
九九金，以及离岸人民币报价及结算的人民币公斤条黄金，这两个定

价在现场嘉宾、传媒朋友面前正式开始，首先要多谢陈国基司长亲临

及主礼，为我们见证这个金价。 
 

另外，想借现场各嘉宾的热烈掌声特别多谢陈司长，我们的陈司长过

去几个月不遗余力为我们香港争取到通关。司长在早几天在林村许愿

树许愿，相信其中一个愿望是为香港祈福，能够全面通关、免检疫。 

 
开市其中一口定价 - 人民币公斤条黄金，这个产品未来在通关后将大

派用场，交投将再度活跃起来。今日同时展示价值超过 7,000 万港元

的九九九九黄金白银，这都是本场认可铸炼商发行的金条银条，让现

场嘉宾可以亲眼欣赏到闪烁的黄金。 

 
而本场的「数码黄金」未来将会面世，就好像大家面前所见的黄金将

它数码化，整个社会向前进、科技发达；数码黄金结合了传统实物黄

金和数码科技应用，产品将为投资者提供更多便利。在国家主席习近

平多番讲话中，都有提到要督促香港发展数码经济、数码资产、虚拟

货币，甚至数码货币。相信我们香港的「数码黄金」落地指日可待。 

 
借着司长在场，大家都向司长许愿，表达希望全面开关，免检疫通关，

在「一国两制」下经济蓬勃起来，大家生意兴隆。承司长的努力，往

来内地经贸生意亦得以畅顺起来，我们行业对兔年前景充满信心，并

祝福各位事事如意、金银满屋！ 

 

~完~ 

 

 
 

  



 

 

 

 
照片:  <下载连结>  https://photos.app.goo.gl/3jt7hzPgTxWo8vUv8 

政府新闻处网站: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301/26/P2023012600231.htm 

网上广播影片 https://isd.wecast.hk/vod/?id=14591 

 

附件:  金银业贸易场2012至2023年新春黄金价格纪錄表   
 

如有垂询，请联络： 

对外及内地事务总监赖樱华 (Cherry Lai)     对外事务助理经理林良辉 (Gary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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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 (852) 2854-0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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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先生(右二)、金银业贸易场理事长张德熙博士(中)、副理事

长谢满全先生(右一)、副理事长兼金融服务界立法会李惟宏议员(左二)，以及监事长郑锦标先

生向大家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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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先生致新春贺词。 

 

金银业贸易场理事长张德熙博士致新春贺词。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先生(左二)鸣钟开市，张德熙理事长(右二)陪同见证，谢满

全副理事长(右一)与李惟宏副理事长(左)以传统竞价方式以18,088港元成交第一口九九金。 

 

而电子买卖方式成交第一口人民币金价报每克423.98人民币成交。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先生、金银业贸易场理事长张德熙博士、副理事长谢满

全先生、副理事长李惟宏议员，以及监事长郑锦标先生带领一众嘉宾向全港市民拜年，祝贺

大家健康幸福、金银满屋。 

 

金银业贸易场新春开市展示了131条黄金及白银产品(价值7,000万港元)，由威豹押运护卫看管，

包括:金银业贸易场、张氏金业、永丰贵金属、帝锋金业、嘉信贵金属等品牌金条银条。 



 

 

 

 
开市后交投畅旺，金价持续造好。 

 
金市首次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先生主礼，更安排香港少青步操管乐团带领理

事长张德熙、副理事长谢满全及李惟宏、监事长郑锦标、行政总裁冯炜能一同进场。 



 

 

 

 

理事长张德熙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通关前运输黄金、加工方面有困难，无法不将成本转嫁

至消费者；通关后预料首饰成本将下降，金银业会蓬勃发展。对于去年对国际金价走势，他

形容为「跌眼镜」，原以为有望至每盎士 2,500 美元，不过，相信今年随着美国加息步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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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至2023年新春黄金价格纪錄 
九九金（両／港元）：  

新春 生肖 休市前   收

市价 

新春 

开市价 

新春 

收市价 

新春收市 

金价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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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12,338 12,300 12250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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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2-2017 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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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 11,588 11,668 11,690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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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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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公斤条黄金（克／人民币）： 

新春 生肖 休市

前   收市

价 

新春 

开市价 

新春 

收市价 

新春收市 

金价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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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286.18 288.88 286.73 +0.55 

20-02-2018 狗 276.51 272.38 271.42 -5.09 

01-02-2017 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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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 240.99 243.83 243.07 +2.08 

14-02-2013 蛇 335.57 328.18 328.09 -0.09 

26-01-2012 龙 338.3 348.0 349.14 +10.84 

 

〔注〕  ：新春收市金价升/跌：新春收市价 – 休市前收市价。 

数据源 ：金银业贸易场  http://www.cgse.com.hk/cn/price_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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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