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供股票计划」服务指示表
申请人数据 Applicant information
帐户号码 A/C No.：

生效日期 Effective Date：

客户名称 A/C Name：
 股票账户扣数 Debit from securities account

月供股票计划详情 Details of the Monthly Investment Plan
服务指示*
Service instruction

股票号码
Symbol

股份名称
Stock Name

每月供款额**
Monthly Investment

目标股数***
Target Balance

更改 / 取消
Change / Terminate
更改 / 取消
Change / Terminate
更改 / 取消
Change / Terminate
更改 / 取消
Change / Terminate
更改 / 取消
Change / Terminate
更改 / 取消
Change / Terminate

1
2
3
4
5
6

总额 Total Amount :
□ 取消所有「月供股票计划」Termination of all "Monthly Investment Plan"

*
**
***

请删去不适用者。
每只股票最低供款额为港币$500 元，以港币$500 元为单位增加供款。
就月供股票计划购入股数到达指定目标股数，此计划将实时停止；客户可于计划完结后再行申请。
留空此项代表并无目标股数，计划将运作直至客户另行通知。

确认及声明
本人/吾等谨此确认及声明本人/吾等已阅讀及明白致富证券有限公司「月供股票计划」内所载的一切条款，并接受及同意受该
等条款（可不时被修订）所约束。此申请获接纳后，本人/吾等随即须按该等条款的规定支付每月供款额。

客戶簽署

日期

Signature(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只供内部使用
提交人 Submitted by

For internal use only

□ 总行 HQ

签名核对 Signature checked by

□ 分行 Branch

资料输入 Input by

资料核对 Check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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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供股票計劃」(「計劃」) - 條款及細則
Monthly Investment Plan ("The Plan") - Terms and Conditions
1.供款
⚫
⚫
⚫
⚫

每隻股票最低供款額為港幣 500 元，並以港幣 500 元為單位增加供款。
綜合所有申請而計算的每月投資供款總額（
「供款額」
），將在每月第 5 個交易日（
「每月購入日」
）直接從客戶的致富股
票戶口內扣除。若該日為非交易日，則順延至下一個交易日。
客戶須確保其致富股票戶口於「每月購入日」當天備有足夠現金結餘以支付所需的供款額。
如在「每月購入日」當天未能成功從客戶的致富股票戶口或銀行自動轉帳扣取該月份的供款額，則該月的月供計劃將會
自動暫停一次。

2.執行交易
⚫
⚫

致富會於每月第 5 個交易日（
「每月購入日」
），替所有參與計劃的客戶買入指定股份。
若於「每月購入日」當日客戶所選的股票被暫停買賣，則該月就有關客戶所選的月供計劃將會自動暫停一次。相關款項
將存入客戶之股票戶口內（不扣取任何交易費用）。

3.買入及分配股份
⚫
⚫
⚫
⚫
⚫

股票買入價格的計算將以股份整體平均買入價作準。
透過網上申請月供股票，每月每隻股票供款額首$10,000 免佣，其後收取 0.0675%，不設最低收費。(客戶需付印花
稅、交易徵費、聯交所交易費及結算所收費)
扣除佣金、印花稅、交易徵費、聯交所交易費及結算所費用後的供款額，將用以購入客戶指定之股票。
客戶所獲分配的股份數目，將調低至最接近的整數股數。
致富將於「每月購入日」，將買入的股份存入客戶的致富股票戶口內。

4.更改或終止計劃
⚫
⚫

客戶如需更改供款額，股票組合或終止計劃，i) 以表格申請之客戶須於每月 25 號前填妥「月供股票計劃」服務申請表
並交回致富，即可於下一「每月購入日」處理; ii) 以網上申請之客戶可於「每月購入日」当天之 08:30 前提交。
如客戶未能在連續三次「每月供款日」支付供款，致富將即時終止計劃而不發出任何通知。

5.沽出股份
⚫
⚫

如客戶沽出致富帳戶內任何股票（包括經此計劃買入的股票），無論此計劃已被終止與否，致富會就有關沽出交易收取
一般股票交易費用，包括相關交易佣金及其他相關費用。
通過此計劃購入的股份很大機會成為不足一手的碎股，而沽出碎股的價格，通常較市價有若干程度的折讓。客戶可設定
目標股數為整手。

6.風險披露聲明
⚫
⚫
⚫
⚫
⚫
⚫

股票價格有時可能非常波動。股票價格可升可跌，甚至可能變得毫無價值。
買賣股票未必一定能夠賺取利潤，反而可能會招致損失。
此計劃並不能保證必會取得回報，且在市況普遍下跌時，並不一定可避免損失。
如客戶終止此計劃，客戶須承擔股票價格可能低於購入成本而招致之虧損。
若有需要，客戶在作出投資前，可尋找獨立專業意見。
如客戶選擇供款交易所買賣基金(ETF)，如(2823)安碩 A50 及(2827)標智滬深 300 等，客戶需先了解交易所買賣基金之
相關風險，並作出確認。

7.其他
⚫
⚫

致富保留隨時修訂、暫停及取消上述計劃及服務，及修訂有關條款及細則的之權利而毋須事先通知。
本條款及細則之英文/中文版本如出現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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