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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證券市場費用 
(一) 交易服務收費  

項目 費用 

交易佣金 每宗交易金額的 0.25%，最低收費 100 港元 

印花稅 
每宗交易金額的 0.13%  

金額不足 1 港元作 1 港元計算 

交易徵費 每宗交易金額的 0.0027% 

聯交所交易費 每宗交易金額的 0.005% 

財務匯報局交易徵費 每宗交易金額 0.00015% 

中央結算費及行政費 每宗交易金額的 0.0025%  

最低收費 2 港元，最高收費 200 港元 

*在香港上市的外國公司可能會徵收資本稅項 

(二) 處理實物股票及交收服務  

項目 費用 

交收提取(SI) 

每隻股票收費為上日收市總值之 0.1% 

每隻股票最低收費 100港元 

另每隻股票手續費 100港元 

交收存入(SI)  免費 

交收提取(ISI) 每隻股票收費為上日收市總值之 0.02% 

最低收費 2 港元，最高收費 100 港元 

交收存入(ISI) 免費 

實貨提取  結算所股份提取費每手 3.5 港元，碎股亦視作一手 

另加手續費每宗 100港元 

實貨過戶  每手 5 港元，另加手續費每宗 50港元 

實貨存入(厘印費)  每張轉手紙收 5 港元 

 

(三) 代理人服務   

項目 費用 

代收股息 

股息總金額的 0.5% (紅股免收) 

最低收費 20 元港元；最高收費 10,000 港元 (客戶可能還需額外

繳付股息稅，如 H 股個人股票 10% 、美國預托證券 30%等) 

登記過戶費 每手 1.5 港元 

代辦新股認購 每次手續費 50 港元 

代辦融資認購新股 每次手續費 100 港元 

代履行權責服務費 每手 1 港元 ，最低收費 30 港元 

現金收購 
印花稅：每宗交易金額的 0.13% ，金額不足 1 港元作 1 港元計算 

另加 0.25%手續費，最低收費 5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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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借貸及其它服務   

項目 費用 

保證金戶口借貸息率 港元:  

以「分層利率」計算為預設貸款利息，每天計算並在每月月底扣

帳。 

根據孖展(保證金融資)戶口所持股票分為 A、B、C及剩餘股份等

級，設定該股份的融資利率。客戶總貸款利息將根據其抵押股份

的分層融資利率，由低至高排列，逐級計算。 

如需轉用「固定利率」，請向客戶經理申請。 

港元以外貨幣 : 

以「固定利率」計算為預設貸款利息，每天計算並在每月月底扣

帳。 

「分層利率」按不同抵押股份的質素設定融資利率，低至我司最

優惠利率(P)-0.25%。 

「固定利率」按不同貨幣，低至我司最優惠利率(P) +2%。 

   ( P=5.25%，最終以國元最新收取之利率為準 ) 

( 詳細借貸息率可參考客戶結單/或向客戶經理查詢。) 
 

現金客戶欠款息率 根據不同貨幣，最優惠利率 (P) + 5% 或以上(最終以國元最新收

取之利率為準) 

退票罰款 每張支票 100 港元 

 

(五) 其它收費   

項目 費用 

本地電子轉帳(CHATS) 

港元：約 180 港元 

人民幣：約 190人民幣 

美元：約 28美元 

銀行手續費由該轉帳款額內扣除 

電匯 

港元：約 250 港元 

人民幣：約 215人民幣 

美元：約 32美元 

銀行手續費由該電匯款額內扣除 

※海外電匯視乎銀行收費作準 

以買賣單股票轉名(申請制) 

(打厘印) 

每宗手續費 300 港元 ， 

另加印花稅 (買賣雙方) 總市值 x 0.13% x 2 

(金額不足 1 港元作 1 港元計算) 

重發月結單 
最近 3個月內免費申請，3個月外每份 50港元，超過 12個月每

份 100港元 

提供資產證明 每宗資產證明文件申請 100港元 

郵寄結單行政費 每月 1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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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股通/深股通市場費用 
(一) 滬股通/深股通服務收費  

費用專案 費用 

交易佣金 每宗交易金額的 0.25%，最低收費人民幣 100 元 

經手費（由上交所/深交所收取) 成交金額的 0.00487% 

證管費（由中國證監會收取） 成交金額的 0.002% 

過戶費 

（由中國結算上海/深圳收取) 

成交金額的 0.001%， 

根據滬股通/深股通規則收取 

成交金額的 0.002%， 

根據中央結算系統一般規則收取 

交易印花稅（由國家稅務總局收取） 賣出金額的 0.1% (只向賣方收取) 

組合費 

（Portfolio Fee-每月由香港交易所收取） 

每日戶口的組合市值 X 收費率/365 天 (由

0.003%至 0.008%) 

 

*備註   

分級 證券組合價值的範圍 費用年率 

1 首 500億港元 0.008% 

2 其後 2,000億港元 

(證券組合價值為 500億港元至 2,500億港元之間) 

0.007% 

3 其後 2,500億港元 

(證券組合價值為 2,500 億港元至 5,000 億港元之間) 

0.006% 

4 其後 2,500億港元 

(證券組合價值為 5,000 億港元至 7,500 億港元之間) 

0.005% 

5 其後 2,500億港元 

(證券組合價值為 7,500 億港元至 10,000億港元之間) 

0.004% 

6 餘下(證券組合價值高於 10,000 億港元) 0.003% 

 

(二) 處理交收服務  

項目 費用 

交收提取(SI) 

每隻股票收費為上日收市總值之 0.15% 

每隻股票最低收費 100人民幣 

另每隻股票手續費 50人民幣 

交收存入(SI)  免費 

 

 

 

 



 

4 / 10      

生效日期：2022年 05月 12日 

                                    
 

 

 

(三) 滬股通/深股通代理人服務   

交易市場  費用 

代收股息 
 股息總金額的 0.5% 

最低收費人民幣 20 元；最高收費人民幣 10,000 元 

代履行權責服務費  每手人民幣 1元，最低收費人民幣 30元 

現金收購  收購金額的 0.25%手續費，最低收費人民幣 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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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B 股市場費用 

上海 B 股   

(一) 交易服務收費  

項目 費用 

交易佣金 每宗交易金額的 0.3%，最低收費 12 美元 

印花稅 每宗交易金額的 0.1%（只適用於賣方） 

結算費 每宗交易金額的 0.05% 

交易規費 每宗交易金額的 0.00487% 

證管費 每宗交易金額的 0.002% 

 

(二) 代理人服務  

項目 費用 

代收股息 每宗 10美元 

 

深圳 B 股  

(一) 交易服務收費  

項目 費用 

交易佣金 每宗交易金額的 0.3%，最低收費 100 港元 

印花稅 每宗交易金額的 0.1%（只適用於賣方） 

結算費 每宗交易金額的 0.05%（每筆最高金額不超過港元） 

交易規費 每宗交易金額的 0.00687% 

 

(二) 代理人服務  

項目 費用 

代收股息 每宗 5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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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證券市場 
(一) 證券交易服務收費   

項目 費用 

交易佣金 交易總額的 0.25%，最低為 28美元 

交易徵稅 

(只適用於股份賣出) 

交易總額的 0.00229% 

 

 

(二) 處理股票交收服務   

項目 費用 

股票存入 (經 DTC) 每宗股票 20美元 

股票轉出 (經 DTC) 每宗股票 50美元 

*不提供實物股票提存服務。 

 

(三) 代理人服務   

項目 費用 

代收股息 股息總額的 0.2%，最低每宗 15 美元； 

股息稅: 視乎國家稅務政策而定 

代收紅股/公司行動費 以每單一股份每一交易為 10美元 

代理行使權責服務費用 以每單一股份每一交易為 170 美元 

預托證券託管費 
託管費由預托證券發行機構委託之代理商代收。一般而言， 

託管費為每股 2 美仙(見註 1)，從股息中扣除(見註 2)。 

  註： 

1. 託管費的實際金額需待代理公佈，不同之預托證券的託管費將略有不同。 

2. 倘若持有的預托證券不派發任何股息，代理仍有權收取相關的託管費 

  



 

7 / 10      

生效日期：2022年 05月 12日 

                                    
 

 

新加坡證券市場 
(一) 交易服務收費  

項目 費用 

交易佣金 
交易總額的 0.3%，最低收費 60 美元；或 470 港元；或 86 坡元，或

66 澳元；視乎交易貨幣 

結算費 
交易總額的 0.0325%，最高收費約 450美元；或 3,500港元；或 636

坡元，或 495澳元；視乎交易貨幣 

新加坡交易所(SGX)交易費用 交易總額的 0.0075% 

 

 

(二) 處理股票交收服務  

項目 費用 

股票轉倉(SI) 
SI 轉入：每隻股票收費 10 美元 

SI 轉出：每隻股票收費 60 美元 

 

 

(三) 代理人服務  

項目 費用 

代收股息 股息總額的 1%，最低收費 10 美元，最高收費 400美元 

代收紅股/公司行動費 以每單一股份每一交易為 20 美元 

代理行使權責服務費用 以每單一股份每一交易為 30 美元 

現金收購 以行使每一指示 3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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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證券市場 
加拿大股票   

項目 費用 

經紀佣金收費 0.3%最低收費 50加元 

結算及其他收費 按該國家政策而定 

託管費 另議 

紅股及股息手續費 0.2%最低收費 20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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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市場收費表(只供電話下單) 
台灣股票  

項目 費用 

經紀佣金收費 0.3%最低收費 1800新臺幣 

結算及其他收費 每宗 1200新台幣 

匯款手續費 每宗 1000新台幣 

託管費 投資組合總價值 X 0.1% / 12 最低收費 10港元 

紅股及股息手續費 1%最低收費 400新台幣** 

 

馬來西亞股票   

項目 費用 

經紀佣金收費 0.38%最低收費 80馬來西亞元 

結算及其他收費 按該國家政策而定 

託管費 另議 

紅股及股息手續費 另議** 

 

日本股票   

項目 費用 

經紀佣金收費 0.38%最低收費 3000日元 

結算及其他收費 按該國家政策而定 

託管費 另議 

紅股及股息手續費 1%最低收費 1500日元** 

 

韓國股票   

項目 費用 

經紀佣金收費 0.5%最低收費 60000韓圜 

結算及其他收費 0.3%( 只限賣盤 )  

託管費 另議 

紅股及股息手續費 0.2%最低收費 15000韓圜** 

 

澳洲股票 

  

項目 費用 

經紀佣金收費 0.38%最低收費 30澳元 

結算及其他收費 按該國家政策而定 

託管費 投資組合總價值 X 0.1% / 12 最低收費 50港元 

紅股及股息手續費 1%最低收費 18澳元** 

英國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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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費用 

經紀佣金收費 0.38%最低收費 50英鎊 

結算及其他收費 按該國家政策而定 

託管費 另議 

紅股及股息手續費 1%最低收費 10英鎊** 

 

瑞典股票   

項目 費用 

經紀佣金收費 0.38%最低收費 200瑞典克朗 

結算及其他收費 按該國家政策而定 

託管費 另議 

紅股及股息手續費 另議** 

 

西班牙股票   

項目 費用 

經紀佣金收費 0.5%最低收費 70歐羅 

結算及其他收費 每宗 50歐元 

託管費 另議 

紅股及股息手續費 另議** 

 

德國股票   

項目 費用 

經紀佣金收費 0.38%最低收費 20歐羅 

結算及其他收費 按該國家政策而定 

託管費 另議 

紅股及股息手續費 1%最低收費 12歐羅** 

 

芬蘭 / 法國/義大利 /荷蘭 / 挪威 / 葡萄牙 / 瑞士 股票 

項目 費用 

經紀佣金收費 0.38%最低收費另議 

結算及其他收費 按該國家政策而定 

託管費 另議 

紅股及股息手續費 另議** 

**股息稅：視乎每個國家稅務政策而定海外股息需要不少於 14天的處理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