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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 2023 年 1 月 

香港當地證券市場 

香港股票 (港交所掛牌股票)  

項目 收費基準  最低收費 最高收費 

(A) 交易相關服務 (以港元交割) 

經紀佣金 成交金額的0.50%  HKD100 --- 

證監會交易徵費 

(由香港證監會收取) 
成交金額的0.0027%  --- --- 

財匯局交易徵費 

(由財務匯報局收取) 
成交金額的0.00015%  --- --- 

交易費 

(由香港交易所收取) 

成交金額的0.00565% (2023年1月

1日起生效) 
--- --- 

印花稅 

(由香港特區政府收取) 
成交金額的0.13%  --- --- 

中央結算系統的股份交收費 成交金額的0.002% HKD3 HKD100 

(B) 處理實物股票及交收的服務 

強制性補購股份費 
以上日收市價計算股票總值之 

0.6%，每筆交易另加手續費 HKD 
240 

 
--- 

 
--- 

存入實物股票費 免費 
 

--- 
 

--- 

提取實物股票費 
每手股票收費 HKD 6 (碎股亦視作

㇐手，收取 HKD 6) 
HKD 200 --- 

交收指示費 (轉倉存入) 免費 --- --- 

交收指示費 (轉倉撥出) 
以上日收市價計算(每隻)股票總值

之 0.1% 
每筆交易最低收費 

HKD 100 
--- 

實體股票轉手印花稅 /轉手

紙釐印費 

(香港稅務局收取) 

每張轉手紙 HKD 5  --- --- 

(C) 帳務服務收費 

保管費 每月0.0125% (*註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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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代理人服務及企業行動 

在股份登記處辦理股份轉名

費 
股份登記處收費，另加手續費 HKD 
240 

--- --- 

代收現金股息費 股息金額之 0.6% HKD 30 HKD 12,000 

代收股票股息費 股息金額之 0.6% HKD 30 HKD 12,000 

代收紅股費 
每手紅股存入 HKD 1.2 (碎股亦視

作㇐手) 
HKD 30 --- 

登記過戶費 

每手股票 HKD 2.0 (碎股亦視作㇐

手) (於截止過戶日前以香港中央結

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名義過戶登記

之股票)，如實物股票另加每張股票

HKD 20及服務費HKD 200 

--- --- 

在收購要約下提交股份費 
每手股票 HKD 1.0，另加手續費 

HKD 120 (碎股亦視作㇐手) 

--- --- 

代客行使供股權費 / 認股證 
每手股票 HKD 1.0，另加手續費 

HKD 120 (碎股亦視作㇐手) 

--- --- 

行使備兌認股證費用 
每手股票 HKD 1.0，另加手續費 

HKD 120 (碎股亦視作㇐手) 

--- --- 

自動行使結構性產品費用 每手 HKD 1.0 (碎股亦視作㇐手) HKD 50 --- 

申請額外供股權 / 額外公開

發售 
免費 --- --- 

代收供股權 每隻股票每次HKD 30  HKD 30 --- 

代履行權責(Corporate 
Action Fee) 

每手HKD 0.8，另加每隻股票每次

HKD 30 服務費（包括換股、供

股、私有化、收購等） 

--- --- 

股份合併 /分拆 免費 --- --- 

股東會議手續費 每宗HKD 120 --- --- 

(E) 其他服務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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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新股認購費用 

▪ 經紀佣金: 1% 

▪ 交易徵費(香港證監會收取): 成

交金額的0.0027% 

▪ 交易費(香港交易所收取): 成交

金額的0.005% 

▪ 認購處理費: 每次申請 HKD 120 

--- --- 

提供戶口結餘證明書 免費 --- --- 

帳戶管理費 免費 --- --- 

代申請索還未領取權益費 
股息金額之 0.6%，另加手續費每

隻股票 HKD 600 
HKD 25 HKD 24,000 

追收股息手續費 每宗 HKD 600 --- --- 

 
滬港通/深港通股票  (港交所掛牌股票) 

項目 收費基準  最低收費 最高收費 

(A) 交易相關服務 (以人民幣交割) 

經紀佣金  成交金額的0.50%  RMB100 --- 

經手費 

(由上海證交所/深圳證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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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結算

深圳收取) 

成交金額的0.002%  --- --- 

過戶費 

(由香港中央結算收取) 
成交金額的0.002%  --- --- 

交易印花稅 

(由國家稅務總局收取) 
成交金額的0.1% (只適用賣出交易) --- --- 

(B) 帳務服務收費 

保管費 每月0.0125% (*註1) --- --- 

(C) 代理人服務及企業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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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收指示費 (轉倉存入) 免費 --- --- 

交收指示費 (轉倉撥出) 上日收市價計算股票總值之 0.06%  RMB 50 RMB 300 

代收現金股息/股票股息/紅

利手續費 
股息金額之 0.6% RMB 25 RMB 8,000 

以股份代息 免費 --- --- 

代收紅股 每手 RMB 1.2 (碎股亦視作㇐手) RMB 25 --- 

代收供股權 免費 --- --- 

代客行使供股權 / 認股證 
每手 RMB 1.2，另加手續費 RMB 

120 (碎股亦視作㇐手) 
--- --- 

代客行使公開發售、債券到

期贖回 
手續費 RMB 120   

股份合併 /分拆 免費 --- --- 

代追收股息委托費 
每筆RMB 500，外加0.5%股息手續

費，手續費最低為RMB 20，最高為
RMB 10,000 

--- --- 

供股權及認股權認購 手續費 RMB 120 --- --- 

代客接受現金私有化 , 現金

收購手續費 

每次 RMB 120 + 中國當地之税款

及結算公司收費，如有 
--- --- 

 
海外證券市場  (*註 2) 

台灣股票 

項目 收費基準  最低收費 最高收費 

(A) 交易相關服務 (以美元或港元交割) 

經紀佣金  成交金額的1.00% 約當等值TWD1,000 --- 

交易稅 

(賣出交易收取) 

股票-成交金額的0.3%   

受益憑證，權證，存託憑證-成交金

額的0.1%   

--- --- 

換匯費 換匯賣出台幣時收取TWD 1,000 --- --- 

(B) 帳務服務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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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費 每月0.0125% (*註1) --- --- 

(C) 代理人服務及企業行動 

企業行動費 

TWD 1,500 (每單隻證券計算/如該

證券出現企業行動，如私有化回購

等) 

--- --- 

 
美國股票 

項目 收費基準  最低收費 最高收費 

(A) 交易相關服務 (以美元交割) 

經紀佣金  成交金額的1.00%  USD50 --- 

(B) 帳務服務收費 

保管費 每月0.0125% (*註1) --- --- 

(C) 代理人服務及企業行動 

ADR 處理費 

(由ADR發行人收取) 
每股USD0.01-0.05  --- 每股USD0.05  

股票交收指示費(轉倉撥出) 每隻股票 USD100  --- --- 

股票交收指示費(轉倉存入) 免費 --- --- 

 
日本股票 

項目 收費基準  最低收費 最高收費 

(A) 交易相關服務 (以日元交割) 

經紀佣金  成交金額的1.00%  JPY4,000 --- 

(B) 帳務服務收費 

保管費 每月0.0125% (*註1) --- --- 

 
澳洲股票 

項目 收費基準  最低收費 最高收費 

(A) 交易相關服務 (以澳元交割) 

經紀佣金  成交金額的1.00%  AUD65 --- 

(B) 帳務服務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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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費 每月0.0125% (*註1) --- --- 

銀行匯款手續費 每筆交易合約收取 AUD120 --- --- 

(C) 代理人服務及企業行動 

代收股息 每次派息收取 AUD50 不適用 不適用 

股票交收指示費(轉倉撥出) 每隻股票 USD100  --- --- 

股票交收指示費(轉倉存入) 免費 --- --- 

 
德國股票 

項目 收費基準  最低收費 最高收費 

(C) 交易相關服務 (以歐元交割) 

經紀佣金  成交金額的1.00%  EUR65 --- 

(D) 帳務服務收費 

保管費 每月0.0125% (*註1) --- --- 

(C) 代理人服務及企業行動 

代收股息 每次 EUR65 不適用 不適用 

 
法國股票 

項目 收費基準  最低收費 最高收費 

(A) 交易相關服務 (以歐元交割) 

經紀佣金  成交金額的1.00%  EUR65 --- 

(B) 帳務服務收費 

保管費 每月0.0125% (*註1) --- --- 

(C) 代理人服務及企業行動 

代收股息 每次 EUR65 不適用 不適用 

 
英國股票 

項目 收費基準  最低收費 最高收費 

(A) 交易相關服務 (以英鎊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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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紀佣金  成交金額的1.00%  GBP65 --- 

(B) 帳務服務收費 

保管費 每月0.0125% (*註1) --- --- 

(C) 代理人服務及企業行動 

代收股息 每次 GBP65 不適用 不適用 

 
全球債券市場 

債券 

項目 收費基準  最低收費 最高收費 

(A) 交易相關服務 (以澳元、加元、人民幣、歐元、英鎊、港元、日元、紐元、新加坡幣、美元、或南非幣

交割) 

價差收費 每筆交易面額的0.30%~3.0%  --- --- 

(B) 帳務服務收費 

保管費 每月0.0167% (*註1) --- --- 

 
結構性債券 

結構性債券 

項目 收費基準  最低收費 最高收費 

(A) 交易相關服務 (以澳元、加元、人民幣、歐元、英鎊、港元、日元、紐元、新加坡幣、美元、或南非幣

交割) 

經紀佣金 每筆交易面額的0.10%~5.0%  --- --- 

(B) 帳務服務收費 

保管費 每月0.0167% (*註1) --- --- 

 
結構性存款 

結構性存款 

項目 收費基準  最低收費 最高收費 

(A) 交易相關服務 (以澳元、加元、人民幣、歐元、英鎊、港元、日元、紐元、新加坡幣、美元、或南非幣

交割) 

價差收費 每筆交易面額的0.01%~5.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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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基金 

項目 收費基準  最低收費 最高收費 

(A) 交易相關服務 (以澳元、加元、人民幣、歐元、英鎊、港元、日元、紐元、新加坡幣、美元、或南非幣

交割) 

申購、贖回及管理費 
按基金公司於基金概覽或相關文件

中之建議規定辦理 

--- --- 

轉換手續費 

按基金公司規定費率(如有)，再加

上每筆交易收取美金10元或等值幣

別轉換手續費 

--- --- 

(B) 帳務服務收費 

帳戶管理費 每月0.0167%  --- --- 

 

 
註 1: 

保管費之計算以每月保管有價證劵之月平均總價值，按月收取，美元交收。 

 

註 2:  

以上海外證券市場收費，並無包含任何因有關服務供應商而產生之費用，貴客戶將自行負擔此費用，且該費用或

會隨時調整。 

 
 
 
本費用表僅列出主要股票市場相關費用、若貴客戶欲交易其他股票市場，請您向本分行客戶經理聯繫查詢。 

 

 

 

 

重要事項: 

本收費表內所載之股務費於付印時為最新資料，若本收費表未有列出客戶所需的服務收費資料，或客戶對所列之

收費及費用有任何疑問，請向各分行職員查詢。 

 

由第三者(包括但不限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交易所/證監會/財務匯報局/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美國證交會)所釐定之收費若有任何更改，本行恕不另行通

知。國泰世華銀行香港分行有權隨時調整任何收費、優惠及其他服務，所有收費以國泰世華銀行香港分行網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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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爲準。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