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後更新日期 :  2021年11月 

項目 收費 最低 最高 

一、香港證券交易服務 

1. 香港證券交易服務 (公開市場) 

經紀傭金 (透過非電子服務交易傭金) 每宗交易金額的0.25%起 HKD100.00 不適用 

經紀傭金 (透過電子服務交易傭金) 每宗交易金額的0.15%起 HKD100.00 不適用 

印花稅 每宗交易金額的0.13%（不足一元亦作一元計算） HKD1.00 不適用 

證監會交易征費 每宗交易金額的0.0027% 不適用 不適用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交易費 每宗交易金額的0.005% 不適用 不適用 

股票中央結算費 每宗交易金額的0.002% HKD2.00 HKD100.00 

財匯局交易徵費(2022年1月1日起生效) 每宗交易金額的0.00015%（計至最接近的仙位數） 不適用 不適用 

2. 香港證券交易服務 (暗盤市場) 

經紀傭金 (透過非電子服務交易傭金) 每宗交易金額的0.25% HKD100.00 不適用 

經紀傭金(透過電子服務交易傭金) 每宗交易金額的0.15% HKD100.00 不適用 

印花稅 每宗交易金額的0.13%（不足一元亦作一元計算） HKD1.00 不適用 

證監會交易征費 每宗交易金額的0.0027% 不適用 不適用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交易費 每宗交易金額的0.005% 不適用 不適用 

中央系統結算費 (只適用於暗盤市場) 每宗交易金額的0.01% HKD3.00 HKD300.00 

財匯局交易徵費(2022年1月1日起生效) 每宗交易金額的0.00015%（計至最接近的仙位數） 不適用 不適用 

3. 滬（深）股通證券交易服務 

經手費 雙邊成交金額的0.00487% 不適用 不適用 

證管費 雙邊成交金額 0.002% 不適用 不適用 

過戶費 雙邊成交金額0.004% 不適用 不適用 

 

交易印花稅 
賣方需繳納每宗交易金額的0.10%（不足一元亦作一

元計算） 

 

不適用 
 

不適用 

4. 中央結算服務 (CCASS) 

實物股票提取 每手收費HKD5.00, 另加每檔股票HKD200.00 不適用 不適用 

實物股票存入 豁免,  客戶需繳付香港政府轉手厘印費每張HKD5.00 不適用 不適用 

股票提出 (SI) 按每檔股票上日收市總值的0.1% HKD100.00 不適用 

股票存入 (SI) 豁免 不適用 不適用 

中央結算個人戶口 (ISI) (股票提出 / 存入) 豁免 不適用 不適用 

強制性補購股份 
公司手續費HKD200.00, 另加中央結算及港交所有關

一切費用 
HKD200.00 不適用 

5. 代理人服務 

股票截止過戶費 每手股票收費HKD2.50 HKD2.50 不適用 

代收股息或以股代息 按收取股息總值之0.5% HKD30.00 不適用 

代收紅股 每檔股票手續費HKD30.00 HKD30.00 不適用 

代收供股權/認股證 每手收費HKD1.00 HKD30.00 不適用 

 

代收公司現金收購/私有化/自動行使 
按收購/派發金額總值之0.20%  

HKD30.00 

 

HKD10,000.00 
另加中央結算所及港交所的費用 

 
代行使供股權/認股證/備兌認股證 

公司手續費每次HKD50.00  
HKD50.00 

 
不適用 

另加中央結算所及港交所費用，每手收費為 

HKD0.80, 碎股亦視作為一手 

代申請額外供股權 每份申請手續費HKD50.00 HKD50.00 不適用 

公司行動 (股份分拆/合併/轉換) 豁免 不適用 不適用 

服務費 每次HKD500.00 HKD500.00 不適用 

 

出席或授權出席股東大會 出席或授權出席股東大會（最多１位）或委託東吳

證券投票，行政費每筆HKD30.00 

 

HKD30.00 

 

不適用 

6. 認購股份及融資服務 

配售股份手續費 豁免 不適用 不適用 

代辦認購新股 (以客戶名義申請) 豁免 不適用 不適用 

代辦認購新股 (以我司代理人名義申請/電子認購方式申請) 豁免 不適用 不適用 

認購新股融資 借貸利息, 另加手續費HKD100.00 HKD100.00 不適用 

 

現金客戶過期結算利息 P + 10.50% p.a. 

( P 為東吳證券國際經紀有限公司的借貸優惠利率) 

 

不適用 
 

不適用 

 
保證金 (孖展)客戶借貸利息 

P + 3.00% p.a. (借貸低於可按股票價值) ; 

P + 8.00% p.a. (適用於超越可按股票價值之借貸) 

( P 為東吳證券國際經紀有限公司的借貸優惠利率) 

 
不適用 

 
不適用 

7. 其他服務 



股票託管費 豁免 不適用 不適用 

不動戶口費 豁免 不適用 不適用 

 

委託代追收股東權益 
每次HKD500.00, 另加每期股息HKD100.00, 及其他
機構收取之相關費用另計 

 

HKD600.00 

 

不適用 

提供資產證明記錄 每次HKD200.00 HKD200.00 不適用 

提供額外結單 近三個月豁免, 三個月以上: 每份HKD100.00 不適用 不適用 

終止支票付款 每次HKD200.00 HKD200.00 不適用 

退票 每次HKD200.00 HKD200.00 不適用 

沖印支票服務 每次HKD500.00 HKD500.00 不適用 

電匯 (國內/海外) 每次HKD50.00, 另加財務機構費用 HKD50.00 不適用 

本地電子付款(CHATs) 每次HKD50.00, 另加財務機構費用 HKD50.00 不適用 

FPS出金 每次HKD20.00（暫免） HKD20.00 不適用 

8. 行情報價 

捷利港股快車 (大陸地區) 每月HKD200.00 (專業版)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地區) 每月HKD400.00  (專業版) 不適用 不適用 

捷利港股行情內地版手機專用（由捷利直接收取） 每月CNY15.00 不適用 不適用 

二、海外證券交易服務 

1. 美國證券交易 

經紀傭金（透過電子服務交易傭金） 每宗交易金額的0.30%起 USD25.00 不適用 

經紀傭金（透過非電子服務交易傭金） 每宗交易金額的0.30%起 USD25.00 不適用 

美國證監會收費 按美國證監會每年不定時公佈而作出調整 不適用 不適用 

交易活動費 每股0.0119美仙 (只按每單沽盤交易收取) 不適用 不適用 

結算費/交收費 每股0.3美仙 不適用 不適用 

捷利美股行情（下載版和手機版通用） 每月HKD36.00/CNY30.00 不適用 不適用 

2. 其他海外證券交易服務 

經紀傭金 每宗交易金額的0.30%起 相等於USD25.00* 不適用 

代收股息或以股代息 
按收取股息總值之0.05% 

( 另加當地交易所, 有關當局或銀行相關一切費用) # 
相等於HKD50.00* 不適用 

代收紅股 
每檔股票手續費HKD300.00 

( 另加當地交易所, 有關當局或銀行相關一切費用) # 
相等於HKD300.00* 不適用 

 

公司行動 (股份分拆/ 合併/ 轉換/ 供股/ 現金收購/ 私有化/ 代
理投票/ 代行使供股權或認股證或備兌認股證/ 自動行使等 ) 

 

每檔股票手續費HKD300.00 

( 另加當地交易所, 有關當局或銀行相關一切費用) # 

 
相等於HKD300.00* 

 
不適用 

 

海外實物股票存入 
每檔股票手續費USD100.00 

( 另加當地交易所, 有關當局或銀行相關一切費用) # 

 

相等於USD100.00* 

 

不適用 

海外股票轉倉 
每檔股票手續費USD30.00 

( 另加當地交易所, 有關當局或銀行相關一切費用) # 
相等於USD30.00* 不適用 

託管費 按照不同市場收取（詳情請致電客戶服務部） 不適用 不適用 

三、債券 

傭金 面議 不適用 不適用 

託管費 豁免 不適用 不適用 

交易費 HKD300.00 HKD300.00 不適用 

轉倉費 HKD300.00 HKD300.00 不適用 

代收利息費 按實際收取利息金額之0.50%計算 HKD50.00 不適用 

換股費 HKD500.00 HKD500.00 不適用 

贖回費 HKD300.00 HKD300.00 不適用 

到期前贖回費 HKD500.00 HKD500.00 不適用 

公司行動 
每宗手續費HKD300.00 

( 另加當地交易所, 有關當局或銀行相關一切費用) # 
HKD300.00 不適用 

四、基金及其他場外產品 

1. 基金 

認購費 以銷售文件為準 不適用 不適用 

贖回費 以銷售文件為準 不適用 不適用 

2. 場外結構性產品 

 

結構性票據產品 
無需支付任何認購費，詳細費用內容及產品結構請

細閱由票據發行商發出之產品條款。若在結算日收

回相關股票，需繳付印花稅。 

 

不適用 

 

不適用 

 

注: 

   

* 外幣兌換率以東吳證券國際經紀有限公司為准    

# 以派發貨幣計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