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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佣金及收费表 
 

香港股票 以下收费以「港元」结算
服务项目 费用 

交易收费 
经纪佣金 成交金额之 0.25%，最低收费 HK$100.00 
印花税 成交金额之 0.1%，不足 HK$1.00 亦作 HK$1.00 计算 (代香港特区政府收取) 
交易征费 成交金额之 0.0027% (代香港证监会收取) 
交易费 成交金额之 0.005% (代香港联合交易所收取) 
结算费 成交金额之 0.005%，每项交易最低收费 HK$5.00 (包括香港中央结算收费) 
代收意大利金融交易税 
(只适用于买盘) 

交易日净买入股数 x 交易日平均买入价 x 税率 (0.1%，由 2016 年 9 月 26 日起) 
(适用于香港上市的意大利公司，代意大利政府收取) 

代理人服务及企业行动收费 

代收现金股息 
手续费 总现金股息之 0.5%，每项最低收费 HK$30.00 / US$3.80 (包括香港中央结算收费) 
登记过户费 每手 HK$2.50 / US$0.30，碎股亦视作⼀手计算 (包括香港中央结算收费) 

代收红股、供股权证、认股
权证行权、以股代息及其他 

手续费 每项 HK$30.00 / US$3.80 
登记过户费 每手 HK$2.50 / US$0.30，碎股亦视作⼀手计算 (包括香港中央结算收费) 

代行使供股权证,认股权证行
权及其他企业行动 

手续费 每项 HK$100.00 / US$12.80 
行动服务费 每手 HK$1.50 / US$0.20，碎股亦视作⼀手计算 (包括香港中央结算收费) 

接受收购 
手续费 每项 HK$100.00 
行动服务费 每手 HK$1.50，碎股亦视作⼀手计算 (包括香港中央结算收费) 
印花税 成交金额之 0.1%，不足 HK$1.00 亦作 HK$1.00 计算 (代香港特区政府收取) 

代理投票 手续费 每项 HK$100.00 

代追收股息 手续费 每只股票每宗收费 HK$500.00 (包括香港中央结算收费)； 
另加总现金股息之 0.5%，每只股票每宗最低收费 HK$30.00 

股票交收服务收费 

证券交收指示 
(只按转出指示收取) 

手续费 每只股票每宗收费 HK$300.00 
结算费 每项交易总值之 0.1% (包括香港中央结算收费) 

提取实物股票 
手续费 每只股票每宗收费 HK$300.00 
结算费 每手 HK$5.00，碎股亦视作⼀手计算 (包括香港中央结算收费) 

存入实物股票 
手续费 每只股票每宗收费 HK$30.00 
厘印费 每张转手纸 HK$5.00 

股票被过户处退回或拒收 每只股票每宗收费 HK$300.00 
* 登记过户费 - 以上次收款日之后，账户内证券结余的净增股数计算，碎股亦视作⼀手计算。 
 

基金及债券 以下收费 - 港元货币产品以「港元」结算；人⺠币货币产品以「人⺠币」结算；其他货币产品以「美元」结算
服务项目 费用 

基金交易及服务收费 
经纪佣金 成交金额之 5%，最低收费 HK$100.00 

证券交收指示 
(只按转出指示收取) 

手续费 每只基金每宗收费 HK$300.00 
结算费 每项交易总值之 0.1% 

债券交易及服务收费 
经纪佣金 票面值之 0.5% ~ 5% 的费用，最低收费 HK$100.00 

证券交收指示 
(只按转出指示收取) 

手续费 每只债券每宗收费 HK$300.00 
结算费 每项交易总值之 0.2% 

托管费 每日仓值计算 (持有券值 x 0.025% / 365 日)，每账户每月最低收费 HK$50.00，按月收取 
 

「沪港通」及「深港通」 以下收费以「人⺠币/港元」结算
服务项目 费用 

交易收费 以下收费以「人⺠币」结算
经纪佣金 成交金额之 0.25%，最低收费 CNY100.00 
印花税 (只适用于卖盘) 成交金额之 0.1% (代国家税务总局收取) 
经手费 成交金额之 0.00487% (代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取) 
证管费 成交金额之 0.002% (代中国证监会收取) 
过户费 成交金额之 0.004% (代中国结算及香港中央结算收取) 
代理人服务及企业行动收费 以下收费以「人⺠币」结算

代收现金股息 
股息税 净股息 10% (国家税务总局于股息派发时已经扣除) 
手续费 每项 CNY50.00 
结算费 除税后现金股息之 1% 

其他企业行动 手续费 每项 CNY50.00 
股票交收服务及其他服务收费 以下收费以「港元」结算

证券交收指示 
(只按转出指示收取) 

手续费 每只股票每宗收费 HK$300.00 
结算费 每项交易总值之 0.1% (包括香港中央结算收费) 

组合费 每日仓值计算 (持有股值 x 0.008% / 365 日)，每账户每日最低收费 HK$2.00，按月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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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佣金及收费表 
 

美国股票 以下收费以「美元」结算
服务项目 费用 

交易收费 
经纪佣金 成交金额之 0.25%，最低收费 US$15.00 
美国证监会收费 (SEC Fee)  
(只适用于卖盘) 成交金额之 0.00051% (由 2021 年 2 月 23 日起，美国时间) 

美国金融业监管局收费 (TAF Fee)  
(只适用于卖盘) 成交股数计算，每股收 US$0.000119，最低收费 US$0.01，最高收费 US$5.95 

代收法国金融交易税 (代法国政府收取) 
(只适用于买盘) 

交易日净买入股数 x 交易日平均买入价 x 税率 (0.3%，由 2017 年 1 月 1 日起) 
(适用于美国以预托证券形式上市的法国公司) 

代收意大利金融交易税 (代意大利政府收取) 
(只适用于买盘) 

交易日净买入股数 x 交易日平均买入价 x 税率 (0.1%，由 2014 年 1 月 1 日起) 
(适用于美国以预托证券形式上市的意大利公司) 

代理人服务及企业行动收费 

代收现金股息 
股息税 净股息 30% (美国税务局 IRS 于股息派发时已经扣除) 
手续费 每项 US$20.00 
结算费 除税后现金股息之 1% 

其他企业行动 手续费 每项 US$100.00 

美国预托证券托管费 (代发行商收取) 
手续费 每项 US$20.00 
托管费 每股 US$0.01 ~ US$0.05 (视乎美国存管信托公司决定) 

美国预托证券/全球预托证券转换 
手续费 每项 US$100.00 
行动服务费 每股 US$0.10 

股票交收服务收费 

证券交收指示 
(只按转出指示收取) 

手续费 每只股票每宗收费 US$200.00 
结算费 每项交易总值之 0.1% 

 

台湾股票 (只提供电话下单) 以下收费以「美元/台币」结算
服务项目 费用 

交易收费 以下收费以「台币」结算
经纪佣金 成交金额之 0.3%，最低收费 TWD1,500 
交易费 每项交易 TWD1,200 
交易税 (只适用于卖盘) 成交金额之 0.3% 
汇款费 (只适用于卖盘) 每项交易 TWD1,200 
代理人服务及企业行动收费 以下收费以「美元」结算

代收现金股息 
股息税 净股息 20% 
手续费 每项 US$20.00 
结算费 除税后现金股息之 1% 

配股手续费 每项 US$100.00 
股东会权利行使费 每项 US$100.00 
其他企业行动手续费 每项 US$50.00 ~ US$100.00 
股票交收服务及其他服务收费 以下收费以「美元」结算

证券交收指示 
(只按转出指示收取) 

手续费 每只股票每宗收费 US$100.00 
结算费 每项交易总值之 0.1% 

托管费 每日仓值计算 (持有股值 x 0.1% / 365 日)，每账户每月最低收费 US$20.00，按月收取 
 

其他服务收费 以下收费以「港元」结算
服务项目 费用 

强制性补购股份 (只适用于「香港股票」) 
手续费 每只股票每宗收费 HK$500.00 
结算费 成交金额之 0.6% (包括香港中央结算收费) 

实时报价 (只适用于「香港股票」) 每月 HK$360.00 
账户结余或账户证明书收费 每个账户每份证明书 HK$300.00 
现金账户过期利息 年利率 = 优惠利率 +8% (按日结算，按月收取) 
证券融资利息 年利率 = 优惠利率 +3% (按日结算，按月收取) 
新股认购手续费 每宗 HK$100.00 
本港汇款 (CHATS) 每宗 HK$200.00，另加受款银行收费 
海外电汇 (T.T.) 每宗 HK$400.00，另加受款银行收费 
支票退票罚款 每张支票 HK$300.00 / US$40.00 / CNY250.00 

 

除上述费用外，可能还涉及其他收费。以上收费只供参考，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任何由阁下户口运作所产生的支出或代支出费用，将直接从阁下之证券户口扣除。 

** 我司只提供「香港股票」实货存入及提取服务。 (更新日期：2021 年 2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