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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央行放水下，環球股市大幅反彈，但

亦有市場人士擔心泡沫加大時爆破風險亦隨之增加，

令具有避險作用的黃金投資再次成為熱門理財話題，

加上華人一直都愛金、磚頭等實物投資，但在香港可

以如何購買黃金相關產品？如果不想用萬元去買實

金，又有什麼投資黃金的方法？今期《數據生活》將

介紹投資黃金途徑，以及投資前宜注意事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買金方式比拚買金方式比拚
流程得失睇清楚流程得失睇清楚

實物黃金以外的投資渠道

買金都要識揀識保存

▶ 澳洲鴻運
金幣

◀楓葉金幣

●科技平台tiips早前亦推出網上買賣實金服
務，把黃金分成最小1毫克。 官網圖片

◀金銀業貿易場
網站可提供當日
最 新 黃 金 成 交
價。圖中前排為
理事長張德熙。

買賣實金差價

銀行
(參考中國銀行
貴金屬牌價)

金行
(參考周大福牌價)

金銀貿易場行員
(參考萬兆豐金價)

網上金店
(參考tiips*)

註：資料為截至2月17日特定時間
*需累積到50克才可提取實金

(由於金價每日變化較大，以上述公司公布為準)

種類

九九金

九九九九金

倫敦黃金

九九實金

九九九九實金

金粒

金粒999.9

公斤條999.9

金

單位

1両

10克

1安士

1両

1両

1両

20克

1公斤

1克

買入
(元)

16,485

4,443

13,843

16,463

16,603

16,230

8,878

444,204

441.16

賣出
(元)

16,520

4,455

13,878

16,543

16,683

18,640

9,106

455,604

477.18

相差
(元)

35

12

35

80

80

2,410

228

11,400

36.02

黃金相關產品入場價格一覽

券商

E
T
F

金
礦
股

金銀貿易場

銀行

金行

註：* 按17/2收市價計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 按16/2收市價計

SPDR金ETF
（2840）

價值黃金ETF
（3081）

恒生人幣金ETF
（83168）

人民幣計價的
價值黃金-R
（83081）

美元計價的價值
黃金-U（9081）

招金礦業（1818）

紫金礦業（2899）

山東黃金（1787）

金銀貿易場
電子交易平台

認可電子
交易商名單

實金

紙黃金

金條、金粒及金幣

開戶












僅限
行員



✕



✕

入場費*

每手6,497.5元
(一手5股)

每手4,262元
(一手100股)

每手3,050元人民幣
(一手100股)

每手3,546元人民幣
(一手100股)

每手551美元
(一手100股)#

每手4,240元

每手27,600元

每手4,225元

/

視乎不同行員

視乎不同重量；恒
生 千 足 金 條 1 克
450.9元

視乎不同重量；參考
1 安 士 紙 黃 金 約
1,600元

視乎不同重量，參考
三錢裝金粒約5,600
元

備註

手續費較多，包括
每年信託費、管理
人費用及交易代理
人費用等

每間行員均提供不
同類型的黃金產品

需妥善存放

紙黃金無利息及不
能取回實金

需妥善存放

除了實金外，如果看好黃
金，亦可投資黃金相關產品，
包括紙黃金、黃金ETF及金
礦股，不過需要留意紙黃金並
不能提取實金。
不少投資者或覺得保管實金

相當麻煩，一旦保存不當、或
遇上天災人禍，隨時影響產品
價格，如在銀行租用保險箱，
亦需要付出額外成本，因此投
資者可考慮買入紙黃金，即在
銀行用黃金存摺記錄個人買了
多少黃金，而買紙黃金入場門
檻亦相對較低，最低買入單位
為一錢，即十分之一両，入場
只需要1,000多元。

黃金ETF需付佣金雜費
另外，亦可考慮買入黃金

ETF，買賣亦較實金及其他黃
金產品方便。而港交所有3隻
黃金ETF，包括SPDR金ETF

（2840）、價值黃金（3081）及恒
生人幣金ETF（83168），另外
亦有人民幣計價的價值黃金-R
（83081）及以美元計價的價值黃
金-U（9081），入場大多只需要
數千元。不過需要留意的是，
基金管理人本身要收恒常管理
費，而且買賣黃金ETF需支付
佣金、交易所徵費等，另外，
用非港元計價亦需要承受匯兌
風險。
除了紙黃金和黃金 ETF

外，亦可投資金礦股，而目
前在香港上市較大金礦股，
包 括 紫 金（2899）、 招 金
（1818）、山東黃金（1787）
等，但需留意上市公司股價
未必緊貼金價，因為這些公
司尚有採集同銷售其他貴金
屬都會直接影響股價，同時
亦要考慮其他因素，如業
績、派息、有否配股等。

雖然在不少人心目中，投
資黃金最直接的方法就
是買實金，而最方便的
方法就是在銀行或金舖
購買金條、金粒或金
幣，不過投資者需要留
意的是，投資實金的門檻
相對較高，加上沒有槓桿，
回報期或較長。
至於在選擇實金產品時亦

需注意，產品的鑄造廠商及
可賣出的渠道。以最常見的
金幣為例，當中楓葉金幣及
澳洲鴻運金幣均為著名鑄造
廠製造，在國際間流通量比
較高，均可在金行及銀行等
地方買賣，如果是一些較小
眾的鑄造廠，部分銀行未必
可接受而影響套現。
除此之外，買入黃金後需懂

得保存，因為實金售出價會受
品質影響，大多數人均會存放
於保險箱，以免受環境因素而
影響黃金的純度，不過如果要
租用銀行保險箱，或增加成本
而影響預期回報。

要投資黃金相關產品，首先必須
了解金價，以免投資產品與預

期回報相差太遠，而參考金銀業貿易
場網站，即可得知當日最新黃金成交
價。以2月16日為例，金銀業貿易場
99金收市價為16,830元，方便大家比
較各大黃金產品之間價格差距。不過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金銀業貿易場雖
然設有網上電子交易平台，不過只提
供予行員與行員之間交易，不接受非
行員或投資者交易，亦不接受行員與
其客戶的交易。

銀行金行可買實金
如果散戶想買賣實金，可在金銀業
貿易場網站，查詢貿易場金條產品零
售行員名單，前往有關門市，即可實
物交收不同重量、印有金銀業貿易場
驗印標誌的9999金條。另外，大多
數銀行都有提供實金買賣服務，以金
條及金幣為主，入場費因應產品及重
量而不同，由數百元至萬元以上不
等，不過由於實金現貨數量不多，最
好先在網上預約，或致電查詢存貨，
另外需留意一般銀行只回收該行的黃
金產品。
至於大眾熟悉的金行，亦會提供飾
金和實金的買賣，不過實金買賣差價
較大，至於飾金涉及手工費及鑑定等
問題，如投資者僅作投資用途，則買
入實金較為實際。其中以周大福在2
月17日的金價為例，每両金粒買入
價16,230元，賣出價18,640元，相差
2,410元，若即買即賣蝕約13%，至

於每両999.9飾金買入價15,870元，
賣出價19,070元，若即買即賣蝕約
16.8%，尚未計手工費。

網上買金200元入場
如果散戶想在網上買賣黃金，流程

又如何？參考金銀業貿易場認可電子
交易商名單，雖然不同交易商做法都
稍微不同，不過整體而言，投資者大
多需先開戶，以親身或經郵寄提交身
份證影印本、住址證明影印本等，以
開設實金買賣專用賬戶，可查詢金價
及訂購，完成存款或匯款後，客戶可
經網上買入實金，其後再預約提取金
條。不過亦需留意，這些電子交易商
並不限於提供實金交易，亦有其他貴
金屬相關產品，涉及槓桿比率和風險
可能較高。
另外，香港初創金融科技平台tiips

早前亦推出網上買賣實金服務，把黃
金分成最小1毫克（mg），按2月17
日 價 格 ， 顧 客 每 克 買 入 價
477.18元，賣出價441.16元，若即買
即賣蝕約7.5%，不過亦需留意要累
積夠50克才可提取實金，假如不足
50克，則需要按賣出價兌換成現金。
而購買流程方面，入場200元起，需
透過應用程式提交姓名、身份證號
碼、銀行戶口等以設置電子直接付款
授權，以購買黃金。

數碼黃金快將推出
至於因應疫情而推遲推出的數碼黃

金（GoldZIP），金銀業貿易場指希
望可盡快推出。根據有關簡
介，數碼黃金其實是將實物
黃金數碼認證，並將黃金投
資微細化至克（g）作為投
資單位，入場門檻大為降
低，而且散戶可透過金銀業
貿易場提供的手機應用程
式，全天候24小時進行交
易及套現，而買賣亦會相對
便宜。

●●市場擔心泡沫爆破風險市場擔心泡沫爆破風險，，令傳統上有避險作用的黃金投資再次成為熱門理財話題令傳統上有避險作用的黃金投資再次成為熱門理財話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
道） 就地過年推動在線視頻發展，優
酷近日發布的《2021春節假期在線視頻
數據報告》顯示，1月28日到2月16日
春節假期期間，有超過23億人次上網
刷劇觀影，同比增長20%；用戶日均觀
看時長接近 1.5 小 時，同比增長
19.6%。

日均看近1.5小時
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響，相比聚會打
牌逛廟會的傳統過年方式，網上追劇看
電影在年輕人群體中逐漸成為流行，今
年更為明顯。上述報告顯示，「90後」
在上網追劇方面佔比最高，達到
54.1%，其中25-29歲的年輕人佔比接
近3成。所有年齡段中，女性群體也超
過半數達到54.3%。
宅家追劇看電影不僅成為新的過年方
式，在就地過年的倡議下，也讓往年春
節假期才出現的觀看高峰提前到了農曆
小年。很多年輕人把節省下來的路途與

線下聚會時間花在了網上，用年味劇和
喜歡的電影，填滿這個不回家的年。
大年三十晚上，央視春晚仍然是人們

守歲與增添年味的娛樂首選，熱度排在
所有內容的第一位，而遼視春晚在臘月
二十九也被無數網友擠爆直播間。最長
壽的國產電視劇《鄉村愛情》也成為人
們消費假期時間的「主菜」，儘管《鄉
村愛情13》大年初五開播，但預約觀看
的人數仍然接近200萬，開播當天就登

上劇集熱度榜榜首。
春運第一天到大年初五，網友們發出

的彈幕超過1億條，不僅彈幕裏聊天互
動，一些無法和家人相聚的年輕人，也
選擇一起看喜歡的電視劇或電影，在線
上彼此陪伴。老家在杭州的王先生，因
為疫情防控選擇留在北京過年，擔心父
母打麻將，特意選擇他們喜歡的老片如
《亮劍》，以及《鄉村愛情》系列等
等。在網上邊看邊聊，彌補過年沒有相
聚的遺憾。

新一線城市增長勁
用戶熱度城市前十名中，新一線城市

佔六席，杭州、南京、武漢、蘇州、成
都和重慶的活躍用戶同比增長一倍。新
一線城市的增長，也印證就地過年倡議
下，眾多異鄉人留守工作地的選擇。就
地過年還明顯推高北上廣的日均觀看時
長，1月28日至2月16日，北京、廣東、
上海的日均觀看時長均排進前五名，同
比增速領跑全國。

商品價格繼續攀升迎
牛年。進入 2 月，各類
大宗商品價格走勢仍然
表現不俗。彭博大宗商
品指數去年自 4 月觸底
後到年底回升超過四

成，年初至今繼續攀升，當中一些農產品
及有色金屬價格紛紛創下10年新高。

值得關注的是，儘管今年1月美國年通脹
只有1.4%，但10年期美債孳息年初開始已
穩步回升，上周更突破1.3厘水平，接近去
年2月份美國疫情爆發前的高位。2年和10
年期美債孳息率之差距擴大至2017年以來
最高水平，反映美債孳息率曲線變陡峭。疫
後經濟重啟之「再通脹」交易，及大宗商品
之「超級周期」成為最新市場話題。

銅價近日表現最出色
在工業類商品當中，銅價近日之表現最

為出色。上周倫敦期銅高見每噸8,900美
元。於 2020 年全年，倫敦期銅價格上漲

26%，但今年年初至今不到兩個月內已大
漲15%。銅等工業用金屬除受惠中國疫情
後經濟強勁復甦之外，市場預期美國於疫
情逐漸消退時，將大幅投資環保相關基
建，銅等金屬更有望因環球各政府協力對
抗氣候變化，即早達成減碳目標令電動車
製造興起而大幅提升對其需求。

此外，採礦業盈利預測是最近兩個月被分
析員提高最多的板塊，全球最大的採礦龍頭
企業之一上周公布了亮麗的半年度業績報
告，創7年高位，管理層並將中期現金派息
提升至紀錄新高，令市場憧憬大型採礦企業
投資和擴張速度將能保持一定紀錄。

根據Refinitiv 最新對本年第一季度的企
業盈利預期，美國標普500原材料分類指
數和歐洲Stoxx600 基本金屬分類指數的企
業 盈 利 按 年 增 長 有 望 分 別 達 40.8% 及
95.5%，環球礦業板塊基本因素由市場需求
及盈利增長帶動，後市仍然可期。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並不構成任何投

資建議。）

內地春節逾23億人次上網追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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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銀行投資顧問服務主管 梁君馡

環球礦業股後市可期

●央視春晚依舊是人們守歲與增添年味
的娛樂首選。 直播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