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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金及收費
(生效日期為 2022 年 2 月 01 日)

1. 香港證券
(A) 證券交易服務
服務項目

收費

交易佣金

面議

平台使用費

15 港元

印花稅

交易金額的 0.13%,(不足 1 港元亦作 1 港元計算)

聯交所交易費

交易金額的 0.005%

證監會交易徵費

交易金額的 0.0027%

香港結算公司結算收費

交易金額的 0.01% (當中 0.002%代香港結算收取), 最低收費 5 港元, 最高收費 300 港元

帳戶結欠利息(港幣及人民幣)
現金帳戶
保證金帳戶

(P = 最優惠利率)
P+5% p.a.
13% p.a.

意大利金融交易稅
(只適用於買入於香港上市而且市值超過 5 億歐羅
的意大利公司) 此金融交易稅由意大利政府收取，
並於 2013 年 3 月 1 日起生效

本公司暫不提供買賣香港上市的意大利公司股票

(B) 股票提存服務
股票經香港結算存入 (SI)

免費

股票經香港結算提取 (SI)

股票市值(上日收市價)的 0.01%, 最低收費 100 港元

股票經香港結算投資者戶口存入 (ISI)

免費

股票經香港結算投資者戶口提取 (ISI)

股票市值(上日收市價)的 0.005%, 最低收費 100 港元

實物股票存入

每張股票或轉手紙 5 港元
(市值少於 50 萬港元,如現貨存倉未滿 10 個工作天沽出,有關款項須待存倉滿 10 個工天才可使用
市值多於 50 萬港元,須待存入 12 個工作天後才能沽出)

實物股票提取

每手股票 5 港元,另加手續費 30 港元

強制性補購股份

交易金額的 0.25%,
叧加香港結算收取買入股票有關罰款及費用

(C) 代理人服務及公司行動
代收現金股息 / 以股代息

手續費: 股息金額之 0.5%, 最低收費 20 港元
中央結算過戶費: 每手股票 2.5 港元

代收股份 (包括紅股、優先認購權、公
開配售權、供股權、認股權、等等)

手續費: 每隻股票 50 港元
中央結算過戶費: 每手股票 2.5 港元

代客戶行使供股權

每宗交易 150 港元, 另加香港結算費用, 每手股票 0.8 港元

申請額外供股權

豁免

代客戶行使認股證

每宗交易 150 港元, 另加香港結算費用, 每手股票 0.8 港元

代客戶行使備兌認股證

每宗交易 150 港元, 另加香港結算費用, 每手股票 0.8 港元

股票轉換 (雙幣雙股，並行買賣)
(同一股票之跨櫃檯股票轉換)

每宗有效的轉換收費 30 港元

代申請索還未領取權益費

每宗港幣$500 或股息的 2%（取較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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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新股認購服務
代辦認購新股

電子認購 - 30 港元
黃表認購 - 50 港元

認購人民幣計價新股

每次現金申請手續費人民幣￥100

(E) 提款及其它服務
提款電匯費用

按銀行電匯手續費

客戶存款退票

每張 200 港元

公司查冊費

每宗 200 港元

重印日/月結單

三個月內 – 免費
三個月外 – 每份 30 港元

日結單及月結單郵遞費

每月 100 港元

*以上收費資料僅供參考，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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