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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紀念鈔四大貼士
1.最緊要有靚冧把

中國人鍾愛「8」，與「發」字諧音，有發財的意思，所以如果你的紀念
鈔號碼幸運地抽到尾數有8字，甚至數個雙連8字，分分鐘可以高一倍出
售。另外，如果「順冧把」，即123456或456789；或者最尾幾個數字
相同，例如XXX111，亦可能為你爭取得更高的價錢。

2.靚包裝唔擔保靚價

紀念鈔包裝唔似月餅盒包裝，越精美越多人鍾意，反而平實樸素更好，因
為不少錢幣商或炒家會將紀念鈔運回內地出售，所以簡約包裝會方便運
送。匯豐150周年紀念鈔35連張是用硬卡紙盒裱裝，被錢幣商或炒家認
為難以攜帶過關，並因此向放售者壓價。

3.經濟情況左右紀念鈔市場氣氛

內地有不少收藏家都對香港發行的紀念鈔有興趣，所以內地經濟情況以及
國家政策都是影響紀念鈔收購價的重要因素，例如股市表現、錢幣及郵票
市場情況及中央反腐等。

4.看準紀念鈔放售時機

相信不少人抽中紀念鈔後，都希望在市場最熱熾的時機下即時放售，根據
以往紀念鈔的表現，即使在第一日市場格價都非常波動，單是上午和下午
價格已經有明顯差異。如果購入的紀念鈔不小心變蟹貨，不妨停一停諗一
諗。過往不少紀念鈔的市價都出現先高後低，再回升的走勢。

製表：記者吳婉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港交所就打擊
「向下炒」活動和諮詢停牌設限作出諮詢，耀才證
券（1428）主席葉茂林昨出席公司活動時稱，同意
應把持續24個月停牌的上市公司除牌，亦整體支
持有關建議加強監管。但他指，不同意攤薄效應界
線設限，也不認同未足額認購股份可容許股東申請
額外認購，建議港交所優化方案。

不同意攤薄效應界線設限
葉茂林指，把持續24個月停牌的上市公司除牌

等加強監管措施，可以保障小股東權益，不過認為
細節上應更加優化。例如供股、招股和配售的攤薄

效應界線設限，應要考慮上市公司發展資金需求，
同時亦需監管上市公司供股、配股或發新股後資金
的用途必須與供股時所申報的用途一致，若有出
入，必須向投資者原銀奉還，相信這樣會令到市場
更加公平公開公正。
他並說不認同未足額認購股份可容許股東申請額

外認購，因為這樣做變相控股落入大股東手上，對小
股東不公。建議優化後，相信可達加強監管之成效，
維護本港股市秩序，提升股民信心，長遠有利鞏固香
港金融中心地位。

看好港股 料可突破32000
短期而言他仍看好港股表現，料有機會突破

2007年恒指32,000點高位，但長遠仍需關注「縮
表」及加息等不利因素。

舖租回落 西營盤或擴分店
他透露，近期舖租回落，正留意合適地區再擴充

分店，正考慮西營盤區。目前耀才設有22間分行
及「耀才流動教學專車」繼續力吸本地客，亦將更
面向內地市場，推出全新優惠，吸引更多內地客戶
來港開戶投資。

耀才：贊成停牌24月公司予除牌

■葉茂林(右四)建議港交所優化監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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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朗因素增 港股料轉波動

百周年紀念鈔 多炒得起
傳發行400萬張 或「易發」日登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中銀香

港（2388）為慶祝服務香港100周年，

今日將宣佈發行「百年華誕紀念鈔

票」，有消息指會在9月28日推出，取

其「易發」好意頭。有傳今次中銀的百

周年紀念鈔發行量會達到400萬張，加

上內地限制資金外流，內地炒家減少，

有人擔心炒價未必比得上過往。有市場

人士指出，炒賣情況仍要視乎其發行價

與面值的差距，中銀過往推出的紀念鈔

多數都「炒得起」。

有傳今次中銀的百周年紀念鈔發行
量會達到 400萬張，加上內地限

制資金外流，會少了內地炒家參與，
有人擔心炒價未必比得上過往。中銀
發言人回應指，中銀香港曾先後發行
2008奧運紀念鈔票及2012中國銀行百
年華誕紀念鈔票，均獲得香港市民踴
躍認購及歡迎，供不應求，該行即將
公佈發行的具體詳情，屆時歡迎市民
認購。

上兩次紀念鈔均現供不應求
翻查記錄，紀念鈔的市價與股票、基
金一樣，價錢「可升可跌」，甚至有
「穿底」即跌破發售價的情況。不過，
中銀過往推出的紀念鈔多數都「炒得
起」。2008年奧運紀念鈔票及2012年中
國銀行(3988)百年華誕紀念鈔票的發行量
分別為400萬張及200萬張，以2008奧運
紀念鈔票單張面額20元為例，發售價為
138元，當時亦炒至近1,000元，現時二
手價仍達約300元；2012中國銀行百年華
誕紀念鈔票單張面值100元，發行價150
元，曾炒高至1,200至1,700元，現時二

手價仍有400元。

錢幣商：內地市淡影響炒價
記者訪問多間錢幣店負責人對今次中

銀香港百周年紀念鈔的炒賣潛力，大多
都表示目前仍難以估計，「暫時仲好難
估，但至少第1日會高少少」、「唔敢答
你住，上面(內地)未有動靜。」「香港真
藏」(荃灣)負責人張頌昇接受香港文匯報
查詢時指，相信今次炒賣情況難及2012
年中行推出的百年華誕紀念鈔票，因今
次發行量料會較2012年時多很多，加上
現時內地炒市很淡靜，他說：「當時不
少內地人會用紅白藍膠袋裝住大量現金
落嚟炒紀念鈔，通常同炒iPhone係同一
批人，炒完一樣再用利潤去炒另一樣，
不過現時內地管制資金外流，內地人落
嚟炒賣無以前咁易。」

最多料炒高3倍「水位」有限
張頌昇續指，不過最終炒賣情況仍要
視乎其發行價與面值的差距，他假設如
果今次中銀香港推出單張(100元面額)發
行價為150元的話，最多只可炒高3倍至

約450元。他補充指，上次匯豐推出的紀
念鈔因發行價高出鈔票面額很多，當中
35連張的150元鈔票面值僅5,250元，但
發售價為23,880，高出3.5倍，導致炒賣
的「水位」不高，現時匯豐多款紀念鈔
的二手價更全部「破底」，35連張的二
手價僅約12,000至14,000元，即要「損
手」近5成。
他透露，自己炒賣紀念鈔每次都有

賺，2012年中國銀行百年華誕紀念鈔賺
了4倍，2008年奧運紀念鈔賺2倍，匯豐
則賺最少。
中銀香港為慶祝本月24日的100歲行

慶，4月時已發售兩款分別為10克及100
克重量的限量版「百年中銀紀念金
牌」，分別約值3,600元及3.7萬元。其
後中銀再推出三款不同重量的「百年中
銀紀念金條」，分別為10克、100克和
1,000克；其中1,000克紀念金條只是限量
發行100條，並以中銀大廈作為設計主
體，預計於10月初推出，供高增值客戶
優先認購。其他兩款紀念金條於今年4月
已推出，10克及100克分別限量2萬枚及
1萬枚，現時已售出逾半。

紀念鈔炒價表

年份

2008年

2009年

2012年

2015年

註：綜合網上資料及錢幣商提供價格 製表：莊程敏

紀念鈔

中銀京奧
紀念鈔

渣打香港
150周年
紀念鈔

中行
百年華誕
紀念鈔票

匯豐
150周年
紀念鈔

發行量

400萬張

100萬張

200萬張

200萬張

面值
(HK$)

20

150

100

150

發行價
(HK$)

138
(單張)

1,388
(35連張)

280
(單張)

150
(單張)

600
(3連張)

6,000
(30連張)

380
(單張)

1,380
(3連張)

23,880
(35連張)

短炒價
(HK$)

200-
1,000

7,000

200-
3,000

1,200-
1,700

5,000-
3.8萬

8萬至
20萬

600-
700

2,100

2.6萬至
2.8萬

現時
二手價
(HK$)

300

3萬至
5萬

800

400

1,200

1萬至
1.2萬

300

1,200

1.2萬至
1.4萬

升值
幅度

+117%

21至
36倍

2.85倍

2.67倍

2倍

1.6至
2倍

-21%

-13%

-41%至
-5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每次有銀
行推出紀念鈔，都一定會引起收藏家及炒家
的興趣，大家經過一輪抽籤購買和排隊認
領，才可得到心頭好用作收藏、送禮或者轉
售。近年的匯豐150周年紀念鈔、中國銀行
百年華誕紀念鈔票及渣打香港150周年紀念
鈔等，都曾經掀起市場熱烈的炒風。到底現
時這些紀念鈔的收購價如何？相比當年認購
價可獲多少利潤呢？

匯豐150周年紀念鈔已破底
2015年匯豐銀行為慶祝銀行開業150周

年，推出200萬張150元紀念鈔，單張普通
版售價380元，「三連張」售價1,380元，
「35連」張售價23,880元。正式發行當日，
一度分別炒至約2,400元、2,500元及約4萬
港元，其中單張炒價高出原價6倍。記者上
周五向「香港真藏」(荃灣)負責人張頌昇查詢

該紀念鈔的最新收購價，發
現無論是單張、三連張或
35連都比原本售價低，分
別為 300 元、 1,200 元和
12,000元至14,000元。至於
在淘寶上的售價，亦可反映
匯豐150周年紀念鈔的魅力
已經大不如前，有賣家以
13,850 元人民幣(約 16,460
港元)售出35連，而單張和
三連張也僅售418元人民幣
(約500港元)和2,050元人民
幣(約2,440港元)。
中銀香港母行中國銀行，

曾在2012年推出「百年華
誕紀念鈔票」，有單張、三
連張及30連張三款，原價

分別售150元、600元及6,000元。

中行百年華誕紀念鈔升值勁
張頌昇表示，該紀念鈔收購價波動，記得
發行當日高價可分別達1,500元、7,000元及
8萬元至10萬元，但翌日隨即價格回落至
1,200元、5,000元及6萬元至8萬元。不過，
該紀念鈔現時尚有「水位」，據張頌昇稱，
上周五收購價為400元、1,200元和1萬至1.2
萬元。淘寶上的售價更加亮麗，30連張售
35,800元人民幣(約42,560港元)，升值6倍；
3連張售4,600元人民幣(約5,470港元)，升值
8倍；單張售1,600元人民幣(約1,900港元)，
升值11倍。
另外，渣打2009年為慶祝香港分行開業

150周年而發行的面值150元紀念鈔，現時收
購價可達800元，而中銀香港在2008年發行
面值20元奧運紀念鈔收購價則達300元。

紀念鈔炒價波動大

■「香港真
藏」(荃灣)負
責 人 張 頌
昇。
受訪者提供

■「香港真
藏」(荃灣)負
責 人 張 頌
昇。
受訪者提供

■好旺角購物中心錢幣店
張貼高價收購中銀鈔。

莊程敏 攝

■幸運號碼為錢幣店收購
目標。 莊程敏 攝

中
■ 中銀為慶祝服務
香港100周年，今日
將宣佈發行「百年華
誕紀念鈔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美國
公佈縮表後，上周五港股即跌逾200
點，但美股其後回穩，在美國上市的
港股預託證券(ADR)也普遍略為回
升，匯控(0005)ADR較港股升0.7%，
騰訊(0700)升 0.2%，建行(0939)升
0.3%，友邦(1299)升0.1%，故預期今
日恒指可望高開約30點。第一上海首
席策略師葉尚志表示，港股繼續高位
震盪行情，而27,400點仍是港股目前
的重要支持位。

拆息若續趨升 恐打擊氣氛
葉尚志指出，聯儲局落實縮表，消

息對市場未有太大的衝擊，但市場利
率已稍稍回升。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
率，已升穿重要阻力位，港元1個月
Hibor拆息亦升至7個月來最高，若
趨勢持續，對金融市場的影響會愈來
愈顯著。
他認為，市場現時存在着頗多不明

朗因素，尤其是已落實了縮表，對於
現處高水位的全球股市來說有調整壓
力。觀乎港股本月表現，某程度已見
亢奮情緒，故提醒投資者要提防市場
氣氛逆轉、股價波動性增加的風險。

後市27400支持位不容有失
技術上，恒指有「島型」轉向的不

利信號，指數要盡快回升至28,000點
以上，來解除向淡發展的傾向，一旦
27,800點好淡分水嶺失守，短期向淡
的趨勢將會確立，27,400點更是中短
期的重要支持位，是港股第三季開始
的升浪最後防線，實不容有失，否則
就會出現中短期的下跌行情。
經濟學家曾淵滄表示，過去幾十

年，聯儲局在加息的初期，股市多
會上升，因為加息是漸進式，剛開
始時利率從超低位回升，對股市不
會構成太大壓力。同時，聯儲局加
息意味着經濟好轉、企業賺錢，從

而推高股價。

A股受制蟹貨區 削港動力
他說，市場暫未看到狂熱炒作的現

象，故現階段準備大舉離場的投資者
料也不多，反而過去中途離場的股民
最後都後悔了。他認為，下次加息估
計是12月，市場還有兩個月時間去忽
視加息，對股市其實有利。
曾淵滄又指，目前港股面對的壓

力不是美國加息，而是來自內地A
股，由於滬指目前已升至3,300 點，
又橫行了好一段日子，歸根究底，
是始於2015年「大時代」後，不少
金融機構在滬指 3,300 至 3,500 點
間，「奉命」入場救市，致滿手
「蟹貨」。現在正是這些大戶擺脫
手上蟹貨的時間，因此A股難升，從
而也壓抑了港股動力。但他料，當
這些大戶消化了手上的蟹貨後，股
價自會進一步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