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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及中國 A 股交易服務收費參考 

項目 收費 

A.  港股交易 

1.  證券交易服務 

以港幣計價證券 按成交金額計算 最低收費 最高收費 

(a)  透過非電子服務交易佣金 0.25% HK$75 - 

(b)  透過電子服務交易佣金 0.2% HK$75 - 

(c)  交易徵費(由香港證監會收取) 0.0027% - - 

(d)  交易費(由聯交所收取) 0.005% - - 

(e)  中央結算系統股份交收費 0.002% HK$2 HK$100 

(f)  印花稅(由香港特區政府收取) 0.1% 

(不足一元亦作一元計) 

HK$1 - 

(g)  交易系使用費 每單交易 HK$0.5 - - 

以人民幣計價證券* 按成交金額計算 最低收費 最高收費 

(a)  非網上交易佣金 0.25% CNY￥75 - 

(b)  網上交易佣金 0.2% CNY￥75 - 

(c)  交易徵費(由香港證監會收取) 0.0027% - - 

(d)  交易費(由聯交所收取) 0.005% - - 

(e)  中央結算系統股份交收費 0.002% HK$2 HK$100 

(f)  印花稅(由香港特區政府收取) 0.1% 

(不足一元亦作一元計) 

相等於 HK$1 - 

(g)  交易系使用費 每單交易 CNY￥0.5 - - 

以美元計價證券** 按成交金額計算 最低收費 最高收費 

(a)  非網上交易佣金 0.25% USD$75 - 

(b)  網上交易佣金 (只適用於香港客戶) 0.2% USD$75 - 

(c)  交易徵費(由香港證監會收取) 0.0027% - - 

(d)  交易費(由聯交所收取) 0.005% - - 

(e)  中央結算系統股份交收費 0.002% HK$2 HK$100 

(f)  印花稅(由香港特區政府收取) 0.1% 

(不足一元亦作一元計) 

相等於 HK$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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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收費 

2.  借貸服務  

(a)  現金戶口結欠利息 香港匯豐銀行最優惠利率+8% (以年利率計算) 

3.  處理實物股票及交收服務  

  收費 最低收費 最高收費 

(a)  存入實物股票費 每張轉手紙 HK$5 

(b)  提取實物股票費 手續費每手 HK$4.5 HK$50 - 

(c)  交收指示費(轉倉撥出) 0.0045% HK$32 HK$400 

(d)  交收指示費(轉倉存入) 香港結算費及本公司手續費全免 

(e)  投資者交收指示費(轉倉撥出) 本公司手續費:以上日

收市價計算股票總值

之 0.0025%(每宗指

示計算) 

HK$30 HK$300 

(f)  投資者交收指示費(轉倉存入) 香港結算費及本公司手續費全免 

(g)  強制性補購股份費 失責罰金:相等於未能

如期交付交易市值之

0.50%(提早補購及強

制性補購同時適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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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收費 

4.  代理人服務及企業行動 

 收費 最低收費 最高收費 

(a)  登記過戶費 每手 HK$2.5 HK$10 HK$50,000 

(b)  代收現金收益 / 股票股息費 0.5% HK$20 - 

(c)  代收紅股費 紅股存入手續費每手

HK$1 

HK$10 HK$50,000 

(d)  代收供股權收費 免費 

(e)  代客行使供股權、認股證、認股權證

費 

行使後每手新股 HK$1 HK$10 HK$50,000 

(f)  申請額外供股權費 成功申請後每手額外新

股 HK$1 

HK$10 HK$50,000 

(g)  在收購要約下提交股份/股份私有化/

自動行使備兌認股證費 

所收取金額之 0.25% HK$20 - 

(h)  自動行使備兌認股證公司行動費 每手 HK$0.8 - HK$10,000 

(i)  辦理股份合併/分拆費 免費 

5.  其他服務  

  收費 最低收費 最高收費 

(a)  透過電話認購新股手續費 每次收費 HK$100 

(b)  網上認購新股手續費 免費 

6.  資訊服務 
 

  香港及海外客戶 中國客戶 

(a)  通達信實時報價 月費 HK$300 月費 HK$175 

(b)  阿斯達克實時報價 月費 HK$360 月費 HK$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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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收費 

B.  滬股通交易 

1.  證券交易服務 

 按成交金額計算 最低收費 

(a)  非網上交易佣金 0.25% CNY￥75 

(b)  網上交易佣金(只適用於香港客戶) 0.2% CNY￥75 

(c)  經手費(由上交所收取) 0.00487% - 

(d)  證管費(由中國證監會收取) 0.002% - 

(e)  過戶費(由中國結算及香港中央結算

收取) 

0.002%(按成交金額計算，由中

國結算收取) 

0.002%(按成交金額計算，由香

港中央結算收取) 

- 

(f)  交易印花稅(由國家稅務總局收取) 只收賣方成交金額 0.1% - 

註：滬股通 A 股交易的內地收費計至最接近的仙位數 

2.  處理實物股票及交收服務 

 收費 最低收費 最高收費 

(a)  交收指示費(轉倉撥出) 0.0045% CNY￥32 CNY￥400 

(b)  交收指示費(轉倉存入) 香港結算費及本公司手續費全免 

(c)  投資者交收指示費(轉倉撥出) 本公司手續費:以上

日收市價計算股票總

值之 0.0025% 

(每宗指示計算) 

CNY￥30 CNY￥300 

(d)  投資者交收指示費(轉倉存入) 香港結算費及本公司手續費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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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收費 

3.  代理人服務及企業行動 

  收費 最低收費 最高收費 

(a)  代收現金收益/股票股息費 0.5% CNY￥20 - 

(b)  代收紅股費 紅股存入手續費每手

CNY￥1 

CNY￥10 CNY￥50,000 

(c)  代收供股權收費 免費 

(d)  代客行使供股權 行使後每手新股 CNY

￥1 

CNY￥10 CNY￥50,000 

(e)  申請額外供股權費 成功申請後每手額外 

新股 CNY￥1 

CNY￥10 CNY￥50,000 

(f)  辦理股份合併/分拆費 免費 

4.  賬戶服務 

  收費 最低收費 最高收費 

(a)  證券組合費(由香港結算收取) 每年 0.008%(證券組合

費根據每日投資組合內

滬股的總價值計算，以

港幣每月收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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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收費 

C.  深股通交易 

1.  證券交易服務 

 按成交金額計算 最低收費 

(a)  非網上交易佣金 0.25% CNY￥75 

(b)  網上交易佣金(只適用於香港客戶) 0.2% CNY￥75 

(c)  經手費(由深交所收取) 0.00487% - 

(d)  證管費(由中國證監會收取) 0.002% - 

(e)  過戶費(由中國結算及香港中央結算

收取) 

0.002%(按成交金額計算，由中

國結算收取) 

0.002%(按成交金額計算，由香

港中央結算收取) 

- 

(f)  交易印花稅(由國家稅務總局收取) 只收賣方成交金額 0.1% - 

註：深股通 A 股交易的內地收費計至最接近的仙位數 

2.  處理實物股票及交收服務 

  收費 最低收費 最高收費 

(a)  交收指示費(轉倉撥出) 0.0045% CNY￥32 CNY￥400 

(b)  交收指示費(轉倉存入) 香港結算費及本公司手續費全免 

(c)  投資者交收指示費(轉倉撥出) 本公司手續費:以上日

收市價計算股票總值

之 0.0025%(每宗指

示計算) 

CNY￥30 CNY￥300 

(d)  投資者交收指示費(轉倉存入) 香港結算費及本公司手續費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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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收費 

3.  代理人服務及企業行動 

  收費 最低收費 最高收費 

(a)  代收現金收益/股票股息費 0.5% CNY￥20 - 

(b)  代收紅股費 紅股存入手續費每手

CNY￥1 

CNY￥10 CNY￥50,000 

(c)  代收供股權收費 免費 

(d)  代客行使供股權 行使後每手新股 CNY

￥1 

CNY￥10 CNY￥50,000 

(e)  申請額外供股權費 成功申請後每手額外新

股 CNY￥1 

CNY￥10 CNY￥50,000 

(f)  辦理股份合併/分拆費 免費 

4.  賬戶服務 

  收費 最低收費 最高收費 

(a)  證券組合費(由香港結算收取) 每年 0.008%(證券組合

費根據每日投資組合內

深股的總價值計算，以

港幣每月收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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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收費 

D.  證券賬戶及其他收費 

(a)  不動戶口服務費 免費 

(b)  獨立股份戶口服務費(附寄中央結算

系統結單服務) 

免費 

(c)  銀行服務費 電匯收費將根據銀行費用收取 

(d)  代申請索還未領取權益費 每次 HK$350 

(e)  索取結單 3 個月之內 4 個月至 12 個月之內 超過 12 個月 

免費 每份結單 HK$100 每份結單 HK$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