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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服务收费调整 (附注一：服务收费表) 

 

港股 / 沪股/ 深股- 佣金及收费 

 

港股证券交易服务 

 

项目 收费 (%) 最低收费*** 

网上交易佣金 普通计划* 0.0675 HK$40/ RMB¥40 

密密 Trade 收费计划** 0.1 不设最低佣金，不设合单 

电话交易佣金* 0.125 HK$68/ RMB¥68 

暗盘交易佣金* 0.125 HK$55/ RMB¥55 

月供股票佣金 优惠内佣金全免  ̂  

股息再投资佣金# 免费  

 

以上佣金收费只适用于本公司之直属客户，经纪客户佣金由经纪与客户自行商议，大额交易佣金面议。 

* 买入 / 卖出及不同交易方式，佣金分开计算，并每边每 4 宗成交计算一次佣金。 

** 「密密 Trade」收费计划只限特选客户或经遥距开户通开户之账户，不设合单计算佣金。 

*** 人民币结算产品的其他收费将按港币金额计算后以等值人民币收取。客户每次买卖人民币结算证券前，账户必须预先存

入足够人民币方可交易； 如客户账户内没有足够人民币，可主动与本公司客户支持中心联络，以便为您把账户内的港币

兑换为人民币进行买卖，唯须注意兑换货币涉及汇率风险，汇率以本公司公布为准； 客户可透过电话落盘和Top Trader 

交易系统作买卖。 

 港股 / 环球证券的网上交易指示，如经本公司职员修改该交易指示内容并成功执行，该交易类型将被视为电话交易，并

按电话交易佣金计算。 

^ 于2023年12月31日前，每只股票每次供款额首HK$10,000免佣，其后收取0.0675％(不设最低收费)客户需付印花税、交

易征费、联交所交易费、结算所收费等其他收费。 

# 客户需付印花税、交易征费、联交所交易费及结算所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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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服务收费调整 (附注一：服务收费表) 

其他收费 

 

项目 收费 收费方 

证监会交易征费# 0.0027%*成交金额，最低HK$0.01 香港证监会 

财汇局交易征费# 0.00015%*成交金额，最低HK$0.01 财务汇报局 

交易所征费# 0.005%*成交金额，最低HK$0.01 香港交易所 

交易系统使用费# 每宗交易HK$0.50 香港交易所 

印花税# 0.13%*成交金额，尾数不足HK$1作HK$1计 香港政府 

结算所费# 0.005%*成交金额，最低HK$5 香港结算所 

投资者赔偿征费# 0 香港证监会 
 

# 人民币结算产品的其他收费将按港币金额计算后以等值人民币收取。 

 

月供股票 

 

收费 

佣金收费：免费*# 

每只股票每月供款额首HK$10,000免佣，其后收取0.0675%(不设最低收费) 

客户需自行缴付印花税、交易征费等其他费用 

* 只限网上申请，优惠期至2023年12月31日，优惠受其相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 孩子乐客户网上申请月供股票计划可免佣，详情请参阅孩子乐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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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服务收费调整 (附注一：服务收费表) 

「孩子乐」子账户证券交易服务 

 

项目 收费 (%) 最低收费 

网上交易佣金 0.1 不设最低佣金，不设合单 

电话交易佣金* 0.125 HK$68 / RMB¥68 

月供股票佣金 免费** 

每只股票每月供款额首 HK$10,000 免佣，其后收取 0.0675% (不设最低收费) 
 

* 买入 / 卖出及不同交易方式，佣金分开计算，并每边每4宗成交计算一次佣金。 

** 只限网上申请，优惠期至2023年12月31日。 

# 其他收费按港沪深股收费一览表内的正常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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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服务收费调整 (附注一：服务收费表) 

港股处理实物股票及交收服务 

 

项目 收费 最低收费 

存入实物股票 每张股票或转手纸 HK$5 - 

存入大量实物股票特别行政费 # 第 11 张或以上，每张 HK$10 
 

- 

提取实物股票 每只每手 HK$5 每只 HK$50 

中央结算系统的交收指示(SI) 
每只每手 HK$5 每只 HK$500 

(以上收费只适用于提取指示，存入指示费用全免) 

投资者中央结算系统的交收指示(ISI) 免费 

中央结算系统的交收指示 

(适用于存入临时编号之停牌股票) 
每只股票 HK$400* - 

股票转换费 每只股票 HK$50 - 

实物股票托管费 ## 每只每半年 HK$100 

强制补购股份 收取货值的 1% 每只 HK$300 

代办买卖单据手续费 每只每次 HK$100 - 
 

* 同时存入其他有市场价值股票可获豁免。 

# 于同一天内存入同一股票 (同一客户)，股票数量多于10张时 (即使已使用转手纸)，本公司将收取特别行政费，费用为

每张股票HK$10(由第11张起开始计算)。 

## 客户如未能于指定日期前领取所申请或退回之实物股票，本公司将收取此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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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服务收费调整 (附注一：服务收费表) 

沪股 / 深股证券交易服务 

 

项目 收费 (%) 最低收费 

网上交易佣金* 0.0675 RMB¥40 

电话交易佣金* 0.125 RMB¥68 

经手费 0.00487 - 

证管费 0.002 - 

过户费 0.003 - 

交易印花税 卖方成交金额 0.1 - 
 

* 买入 / 卖出及不同交易方式，佣金分开计算，并每边每 4 宗成交计算一次佣金。 

 以上佣金收费只适用于本公司之直属客户，经纪客户佣金由经纪与客户自行商议，大额交易佣金面议。 

 客户每次买卖人民币结算证券前，账户必须预先存入足够人民币方可交易；如客户账户内没有足够人民币，可透过电话落盘买

卖。 

 由2018年3月1日起，港股/ 环球证券的网上交易指示，如经本公司职员修改该交易指示内容并成功执行，该交易类型将

被视为电话交易，并按电话交易佣金计算。 

 

沪股 / 深股处理实物股票及交收服务 

 

项目 收费 最低收费 

中央结算系统的交收指示(SI) 

 

每只每手RMB¥5 每只RMB¥500 

(以上收费只适用于提取指示，存入指示费用全免) 

投资者中央结算系统的交收指示(ISI) 不设服务 

实物股票 不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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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服务收费调整 (附注一：服务收费表) 

账户服务 

 

项目 收费 

存仓费 免费 

不动户服务费 免费 

平台费 免费 

 

代理人服务及企业行动 

 

项目 港币及美元结算产品收费/ 

人民币结算产品收费 
最低收费 

过户登记费 每手HK$1.5或其等值货币 - 

代收现金股息 所收股息之0.3% HK$20 / RMB¥20 

代收股票股息 所收股息之0.3% HK$20 / RMB¥20 

代收红股 HK$20 / RMB¥20 - 

代收供股权 HK$20 / RMB¥20 - 

零碎股份行政费 HK$20 / RMB¥20 - 

公司行动费用 每手股票HK$2 / RMB¥2 HK$50 / RMB¥50 

股份合拆 免费 - 

额外供股 每次HK$30 / RMB¥30 - 

授权第三者出席股东大会之行

政费 

每位获授权出席股东大会人士 

HK$50 / RMB¥50 

(沪股/深股不设此服务) 

- 

股东会出席、投票或申请年报 港股：每项指示 HK$50 

沪股/深股：只限代办股东投票 RMB¥50 

 
- 

银债提早赎回费 每次HK$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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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服务收费调整 (附注一：服务收费表) 

借贷服务 (适用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或之后所开立或申请更改利率之港股保证金账户) 

 

账户 融资额度级别 (已接受可按值)^ 分级利率 (以年利率计算) 

保证金账户+ 

HK$0 – HK$100,000 创兴银行最优惠利率 

HK$100,001 – HK$3,000,000 创兴银行最优惠利率+1% 

HK$3,000,001 – HK$10,000,000 创兴银行最优惠利率+0.5% 

HK$10,000,001 以上 创兴银行最优惠利率 

超越可按揭总值之额外借贷或结欠 创兴银行最优惠利率+5% 
 

+ 此借贷收费只适用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或之后所开立或申请更改利率之港股保证金账户。如客户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

前为港股保证金账户之客户，请参阅下列借贷收费详情。 

^ 大额借贷利率面议。 

 

借贷服务 (适用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前所开立之港股保证金账户) 
 

账户 财务费用** (以年利率计算) 附注 

保证金账户借贷收费 
创兴银行最优惠利率+2.5% 可按揭总值内之总结欠 

创兴银行最优惠利率+3.5% 超越可按揭总值之额外借贷或结欠 

现金账户及托管账户结欠利息 创兴银行最优惠利率+5% - 
 

** 大额借贷利率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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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服务收费调整 (附注一：服务收费表) 

其他服务 

 

项目 收费 

代办新股认购手续费 

融资申请： 
港币结算产品：HK$100 

人民币结算产品：RMB¥100 

现金申请： 

(i) 网上申请：免费 

(ii) 延长申请时段： HK$50 / RMB¥50 

(iii) 电话方式申请： 港币结算产品：HK$50 

人民币结算产品：RMB¥50 

代申请发还未领取权益费 每股票每期HK$100 (最低收费每股票 HK$1,000) 

索取不动户证明信 每封 HK$100 

补发提货证明 
6 个月之内：免费 

6 个月前至 7 年内：每只股票 HK$50 

进行核数证明(适用于公司账户) 每账户HK$200 

代确认存款人数据* 每笔HK$200* 

特快银行转账 每笔HK$100 

海外电汇 根据银行费用收取，最低每笔HK$400 
 

* 如客户存款后未作出通知，本公司将按时向相关银行查询有关存款人数据，而有关银行收取之查询费用需要客户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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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服务收费调整 (附注一：服务收费表) 

信息服务 (网上实时报价*) 
 

供货商 版本 月费** 

「致富通」Lv1 实时串流报价 「致富通」手机应用程序 免费 

阿斯达克 (AAStocks) 

股胜通(网页版) HK$368 

2007 国际专业版 

(下载版) 

 
HK$638 

2007 国内专业版 HK$538 

经济通 (ETNET) 
网页版 HK$368 

国内版 HK$238 

天汇财经 (Megahub) 基本网页版 HK$338 

PowerTicker 天汇导航 

基本下载版 
HK$488 / HK$5288  

(一次性预缴年费优惠)# 

专业下载版 
HK$988 / HK$9488 

 (一次性预缴年费优惠)# 

国内版 HK$218 

股市宝(AFE) (不接受新 请) 网页版 HK$368 

钱龙港股通 (只限国内客户使用) 
标准版 HK$218 

专业版 HK$428 
 

月费回赠条件 

如客户当月之香港证券网上交易佣金达到或超过HK$1,388或每月之总交易金额达到HK$3,000,000。 

* 申请或取消网上实时报价须于每月25日或以前通知本公司。 

** 以上月费不足一个月亦作一个月计算，并将于每月初于客户之账户中扣除。部分供货商之报价服务会提供国内版，有关收费详 
情，欢迎亲临致富分行或致电热线(852) 2500 9199 查询。如客户符合月费豁免条件，月费将于下一个月初退回客户之账户

中 (退回上限为HK$368 )。 

# 年缴服务将一笔过于客户户口扣除；到期后会自动转为月缴计划，直至客户另行通知。 

实时报价系统服务的按金要求安排：（「致富通」Lv1 实时串流报价除外） 
客户申请服务后，本公司将收取HK$500 (PowerTicker 天汇导航专业下载版需收取 HK$1,000) 作为按金，按金会于服务取

消时扣除仍未缴付之服务费欠款 (如有) 后退回至客户账户。如您在每月 25 日前，未能在账户内预留足够金额缴付下一月份

之服务费；本公司并保留取消客户实时报价服务之权利，如有欠款将从客户按金中扣除，并将余额 (如有) 退回客户账户。

请注意，服务如有任何更改之前恕不另行通知。 如有任何查询，欢迎致电 (852) 2500 9199 与客户支持中心联络。 
 

  



 

11 

2022 年 10 月服务收费调整 (附注一：服务收费表) 

期货 / 期权/ 股票期权/ 环球期货 - 佣金及收费 
 

期货交易服务 (每张计算) 

 

产品 
电话交易佣金 网上交易佣金 

交易所征费 
证监会 

交易征费 即日平仓 非即日平仓 即日平仓 非即日平仓 

恒生指数期货# HK$50 HK$90 HK$30 HK$50 HK$10 HK$0.54 

小型恒生指数期货# HK$16.5 HK$26.5 HK$12 HK$20 HK$3.5 HK$0.1 

H 股指数期货# HK$30 HK$50 HK$20 HK$30 HK$3.5 HK$0.54 

小型 H 股指数期货# HK$16.5 HK$26.5 HK$12 HK$20 HK$2 HK$0.1 

恒生科技指数期货# HK$16.5 HK$26.5 HK$12 HK$20 HK$5 HK$0.54 

恒指股息点指数期货 HK$20 HK$30 HK$10 HK$20 HK$3 HK$0.54 

恒生国企股息点指数

期货 

HK$20 HK$30 HK$10 HK$20 HK$1.5 HK$0.54 

恒指波幅指数期货 HK$150 HK$150 HK$100 HK$100 HK$10 HK$0.54 

金砖市场期货 HK$30 HK$50 HK$20 HK$30 
HK$10 (巴西) 

HK$5  
(俄罗斯、南非) 

HK$0.54 

股票期货 HK$8.5 HK$16.5 HK$5 HK$8 

级别一：HK$3.0 

级别二：HK$1.0 

级别三：HK$0.5 

自动结算：HK$2 

HK$0.1 

小型合约 : 

伦敦铝期货 

伦敦锌期货 

伦敦镍期货 

伦敦锡期货 

伦敦铅期货 

RMB¥16.5 RMB¥12 RMB¥ 3 RMB¥0.44 

伦敦铜期货小型合约 RMB¥16.5 RMB¥12 RMB¥5 RMB¥0.44 

中华 120 期货 HK$30 HK$50 HK$20 HK$30 HK$10 HK$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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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服务收费调整 (附注一：服务收费表) 

期货交易服务 (每张计算) (续) 

 

产品 
电话交易佣金 网上交易佣金 

交易所征费 
证监会 

交易征费 即日平仓 非即日平仓 即日平仓 非即日平仓 

欧元兑人民币(香港)期货 RMB¥30 RMB¥8 RMB¥5 - 

日圆兑人民币(香港)期货 RMB¥30 RMB¥8 RMB¥5 - 

澳元兑人民币(香港)期货 RMB¥30 RMB¥8 RMB¥5 - 

人民币(香港)兑美元期货 US$4 US$1 US$0.6 - 

美元兑人民币(香港)期货* RMB¥30 RMB¥15 RMB¥8 - 

小型美元兑人民币 

(香港)期货 
RMB¥15 RMB¥1.8 RMB¥1.6 - 

五年期中国财政部 

国债期货 
RMB¥30 RMB¥15 RMB¥5 RMB¥0.5 

行业指数期货 HK$16.5 HK$26.5 HK$12 HK$20 HK$2 HK$0.54 

MSCI 指数期货 US$4 US$1 
US$1/  

US$0.6 ^ US$0.07 

TSI CFR 中国铁矿石 62% 

铁粉期货月度合约 
US$8 US$2 US$1 US$0.07 

TSI CFR 中国铁矿石 62% 

铁粉期货季度合约 
US$8 US$2 US$1 US$0.07 

美元黄金期货** US$8 US$2 US$1 US$0.07 

美元白银期货** US$8 US$2 US$1 US$0.07 

人民币(香港)黄金期货** RMB¥50 RMB¥15 RMB¥6 RMB¥0.5 

人民币(香港)白银期货** RMB¥50 RMB¥15 RMB¥6 RMB¥0.5 
 

** 黄金/白银期货不设实货交收，持仓需于到期日前平仓。 

^   MSCI 指数期货的交易所费用将会按个别期货而定, 详情可参阅港交所网站。 

 

  

https://www.hkex.com.hk/Products/Listed-Derivatives/Equity-Index/MSCI-Indexes/MSCI-Indexe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Products/Listed-Derivatives/Equity-Index/MSCI-Indexes/MSCI-Indexes?sc_lang=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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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服务收费调整 (附注一：服务收费表) 

期权交易服务 (每张计算) (续) 

 

产品 
电话交易佣金 网上交易佣金 

交易所征费 
证监会 

交易征费 最低收费  最高收费 最低收费  最高收费 

恒生指数期权  

(每月及每周)  

(实物交收)*** 

立约价值 1% 立约价值 1% 
HK$10 HK$0.54 

HK$20 HK$90 HK$20 HK$40 

小型恒生指数期权 
立约价值 1% 立约价值 1% 

HK$2 HK$0.1 
HK$18 HK$28 HK$10 HK$18 

H 股指数期权  

(每月及每周)  

(实物交收)*** 

立约价值 1% 立约价值 1% 
HK$3.5 HK$0.54 

HK$30 HK$50 HK$20 HK$30 

小型 H 股指数期权 
立约价值 1% 立约价值 1% 

HK$1 HK$0.54 
HK$18 HK$28 HK$10 HK$18 

恒生科技指数期权 
立约价值 1% 立约价值 1% 

HK$5 HK$0.54 
HK$30 HK$50 HK$20 HK$30 

 

产品 
电话交易佣金 网上交易佣金 

交易所征费 
证监会 

交易征费 即日平仓 非即日平仓 即日平仓 非即日平仓 

美元兑人民币(香港) 

期权* 
RMB¥30 RMB¥40 RMB¥10 RMB¥20 RMB¥8 - 

MSCI 中国自由(美元) 

指数期权 

US$4 
 

US$2 
 

US$1 US$0.07 

MSCI 台灣(美元) 

指数期权 

US$4 
 

US$2 
 

US$1 US$0.07 

高交易量，佣金可商议，详情可致电2500 9128期货交易热线查询。 

* 美元兑人民币 (香港) 期货 / 期权到期是以实物交收，实物交收收费为每张RMB¥150。 

*** 如指数期权实物交收成期货, 行使成为期货的佣金将会以电话盘非即日交易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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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服务收费调整 (附注一：服务收费表) 

# 有关收市后期货交易时段(T+1)佣金收费： 

1. T+1内的开仓并平仓可归类为T+1时段的即日平仓，并按即日平仓的方式收取佣金。而T+1内的开仓及与随后的首个

正常交易时段内的平仓，亦可按即日平仓的方式收取佣金。 

2. 所有佣金征收会在随后的首个正常交易时段的日结单上反映，并以结单为准。 (T+1 时段交易将反映在第二个交易日的日结

单上) 。 

3. 港交所将于 2022 年 5 月 9 日 (星期一，佛诞公众假期) 起实施衍生产品假期交易。MSCI 期货及期权将会纳入成为第一批于

香港公众假期（「H 日」）结算的产品（「H 产品」）。 

4. 由于「H 日」亦会计算为结算日，因此所有产品于「H 日」前一天「T+1」内的开仓及「H 日」后一天正常交易时段内的平

仓将会被视作为非即日平仓的方式收取佣金。 

 即月期货合约在到期日自动平仓，佣金将会以电话盘非即日交易计算。 

 即月指数期权合约在到期日自动平仓 (适用于价内期权)，佣金将会以电话盘交易计算。 

 指数期权佣金以四舍五入至个位数。 

 

股票期权交易服务 

 

项目 收费 最低收费 

电话交易佣金 立约价值 0.5% HK$100 

网上交易佣金 
普通收费 立约价值 0.25% HK$50 

「股票期权长仓$5 佣金」 划一为每张 HKD $5* 不适用 

交易费用 

类别 1：每张合约 HK$3 

类别 2：每张合约 HK$1 

类别 3：每张合约 HK$0.5 

 
- 

行使费# 每张合约 HK$2 - 

 

# 行使或被行使之股票期权将涉及正股买卖。本公司将收取正常电话落盘之佣金及其他相关费用 (包括印花税、交易所征费、

证监会交易征费、结算所费)。 

 买入 / 卖出， 不同交易方式 ( 电话及网上交易) 及不同持仓类别 ( 开新仓及平旧仓)， 佣金分开计算， 并相同合约每边每 4 

个不同价位计算一次佣金。 

 如客户被行使后未能准时作出交收，本公司除会对迟交收金额收取利息及收取行使货值的 0.05% (最低HK$200) 作为罚款

外，亦保留禁止相关客户日后被行使或主动行使的权利，敬请留意。 

 客户如沽出认购期权(short call)，请注意在相关股票派息之除净日前一晚被行使时如没有货交收，于T+1补购股票后，将会

收取股息作交收之用。 

* 适用于长仓之开仓(即买入认购期权(Long Call)或买入认沽期权(Long Put))及随后之相关平仓(即相关的沽出认购期权

(Short Call)或沽出认沽期权(Short Put))，详情可参考收费计划条款及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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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服务收费调整 (附注一：服务收费表) 

环球期货交易服务 (每张计算)  

 

产品 电话交易佣金 网上交易佣金 

环球期货 

(以下个别产品除外) 
US$12.5 US$12.5 

环球期货期权 US$12.5 US$12.5 

微型指数期货 US$12.5 US$0.88 

微型外汇期货 US$12.5 US$0.88 

微型 VIX 期货 US$12.5 US$1.38 

微型金属期货 US$12.5 US$1.38 

微型能源期货 US$12.5 US$1.38 

微型利率期货 US$12.5 US$1.38 

微型加密货币期货 US$12.5 US$3.8 

迷你农产品期货 US$12.5 US$3.8 

新加坡富时中国A50 

指数期货 
US$12.5 US$3.8 

 

注: 环球期货佣金已包括所有交易所费用及征费。 

高交易量，佣金可商议，详情可致电2500 9128期货交易热线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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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服务收费调整 (附注一：服务收费表) 

网上实时报价服务* 

 

项目 月费† 月费豁免条件º 

香港期货实时报价服务 免费 不适用 

股票期权实时报价服务 免费 不适用 

环球期货实时报价服务(非专业用

家)* 
US$3 

如客户当月环球期货 

网上交易宗数达 10 张 

环球期货实时报价服务(专业用家) US$340 不适用 
 

*   合资格非专业用家现时可免费试用一个月「环球期货实时报价服务」。登记详情请致电 2500 9199 与客户支持中心联络。 

† 以上实时报价服务按月收费，不足一个月亦作一个月计算，并将于每月初于客户之账户中扣除。  

º 如客户符合豁免条件，有关月费将于下一个月初退回客户之账户中 (退回上限为 US$3)。 

 如客户是非专业用家，必须另外签署 Non-Professional Self-Certification 表格。 

 取消网上实时报价须于每月 25 号或以前通知本公司。 

 所有申请环球期货网上实时报价服务的客户，将有以下的报价服务按金要求安排： 

客户申请实时报价服务后，本公司将收取 US$10 (非专业用家) / US$680 (专业用家)作为按金，按金会于取消服务后退回予客户账

户。如客户在每月 25 日前，未能在账户内预留足够金额缴付下一月份之服务费，我们将会与您联络，通知补回金额；本公司并保留

取消客户实时报价服务之权利，而有关欠款将从客户的按金中扣除，并将余额 (如有) 退回客户账户。 

联络电话 

 

期货及环球期货落盘 (852) 2500 9128 

股票期权落盘 (852) 2500 9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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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服务收费调整 (附注一：服务收费表) 

环球股票 – 服务及收费 

美国股票交易服务 

 

项目 收费 最低收费 

环球股票主账户# 

网上交易佣金* 每股 US$0.01 US$2.88 

电话交易佣金* 每股 US$0.03 US$20 

环球密密 Trade 子账户# 

网上交易佣金* 每股 US$0.015 US$0.99 

电话交易佣金* 每股 US$0.03 US$20 

 

其他交易费用 

 

项目 收费 最低收费 

NSCC (DTC) 结算费 每股 US $0.0002 US $0.01 

交易费(卖方) 0.00229% *交易金额 US $0.01 

FINRA 交易活动费(卖方) 每股 US $0.000130 US $0.01 (上限 US $6.49) 
 

项目 收费 最低收费 交易费用** (卖方) 

SIPC 子账户# 

网上交易佣金* 0.15% US$12 0.00229% 最低收费 US$0.1 

电话交易佣金* 0.20% US$20 0.00229% 最低收费 US$0.1 

 

*  优惠受其相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 交易费用包括卖出时收取之美国证监会收费及其他交易活动费用。 

#  必需持有环球股票主账户才可以开立子账户。「环球密密 Trade 子账户」及「SIPC 子账户」并不适用于经纪客户，详

情请参阅相关条款及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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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服务收费调整 (附注一：服务收费表) 

月供股票 

 

收费 

佣金收费：免费*# 

每只股票每次供款首 US$1,000 免佣，其后收取 0.15% (不设最低收费) 

客户需自行缴付等其他交易费用 

* 优惠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优惠受其相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借贷服务 (适用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或之后所开立或申请更改利率之美股环球股票主账户及环球密密 Trade 子账户) 

 

账户 融资额度级别(已接受可按值)^ 分级利率(以年利率计算) 

保证金账户+ 

US$0 – US$200,000 创兴银行最优惠利率 

US$200,001 以上 创兴银行最优惠利率+0.5% 

超越可按揭总值之额外借贷或结欠 创兴银行最优惠利率+3.5% 
 

+ 此借贷收费只适用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或之后所开立或申请更改利率之美股环球股票主账户及环球密密 Trade 子账户。

如客户于2021 年 1 月 18 日前为保证金账户之客户，请参阅下列借贷收费详情。 

^ 大额借贷利率面议。 

 

借贷服务 (适用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前所开立之环球股票账户) 
 

账户 财务费用** (以年利率计算) 附注 

保证金账户借贷收费 
创兴银行最优惠利率+2.5% 可按揭总值内之总结欠 

创兴银行最优惠利率+3.5% 超越可按揭总值之额外借贷或结欠 
 

^ 大额借贷利率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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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服务收费调整 (附注一：服务收费表) 

美股期权收费 

 

项目 收费 最低收费 

网上交易佣金* 每张合约 US$0.99 US$1.88 

电话交易佣金* 每张合约 US$0.99 US$20 

监管费 US$ 0.02135 - 

交易费(卖方) 0.00229% * 交易金额 US $0.01 

FINRA 交易活动费(卖方) 每张合约US$ 0.00218 US $0.01 

交易所费 不同交易所及交易类型收费不同 

 

* 买入 / 卖出及不同交易方式，佣金分开计算，不设合单服务。 

 以上佣金收费只适用于本公司之直属客户，经纪客户佣金由经纪与客户自行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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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服务收费调整 (附注一：服务收费表) 

账户服务 

 

项目 收费 备注 

存仓费及不动户服务费* 免费 - 

代收股息# 
所收股息之 0.2% 

(透过月供美股计划购买之美股可享 

半价优惠)^^ 

最低收费：US$1 

(透过月供美股计划购买之 

美股可享半价优惠)^^ 

代收红股 US$1 - 

非 DTC 结算交易费 按不同股票及股数计算 

交易非DTC结算之股票**， 

客户需自行承担其结算费用， 

有关费用可能超过有关交易指示

的金额。 

DTC 交收指示 
存入证券：免费 

将证券转到其他经纪行： 

每只股票US$50 

最低收费：US$150 

美国预托证券(ADR) 保管费 最低收费每股US$0.01 - 

企业行动费 代有关机构向客户收取 - 

代办股东投票 每项指示US$3 - 

证券内部转移行政费 每只股票每次US$10 - 

OCC 结算费(美股期权) 每张合约US$ 0.02  
 

^^ 优惠只适用于透过月供美股计划购买之美股，当月派息之代收股息服务费为所收股息之0.1%(最低收费:US$0.5) 。月供美股计划

的账户须先按原设之代收股息服务费全数缴付。致富于每月底计算每个月供美股计划账户于该月累计合资格代收股息服务费金额，并

计算所得代收股息服务费回赠金额(如有)，回赠金额于下一个月存入有关账户。 

** 有关非DTC 结算股票列表可参考致富网站，唯所有数据以本公司及结算所公布为准。 

# 美股获派息时要支付 30%股息税，股息税会在派息时自动预扣(部份股票可能会延后及分段扣除)。部份股票 / ETF / ETN 会不定时

由美国券商自动退税给除净时有持货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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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服务收费调整 (附注一：服务收费表) 

新加坡股票交易服务 

 

项目 收费 (%) 最低收费(按交易货币计算) 

电话交易佣金 0.20% SG$38/ US$28/ HK$188 

网上交易佣金 0.15% SG$18/ US$13/ HK$100 

交易所交易费 0.034775% - 

交易所准入费 0.008025% - 
 

账户服务 

 

项目 收费 

代收现金股息/ 股票股息 所收股息之 1% ，最低收费 SG$5/ US$4 

股息税 视乎实际交易商收取情况而再作决定 

代收红股 每次 SG$20 

代行使认股证 - 股东权益 每次 SG$25/ US$20 

企业行动费 每次 SG$30/ US$25 

代办股东投票 每项指示 SG$4 

实货存入- 提取 按个别情况处理 

SI 存入- 提取 每只股票 SG$10 每只股票 SG$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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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服务收费调整 (附注一：服务收费表) 

理财服务 – 交易收费 

 

项目 

结构性票据 

(包括股票挂钩) 债券 基金 

年期 收费 

认购费或佣金 

≦1 个月 不超过 0.6% 

不超过 0.6% 

认购费: 
1.2%起，唯需视乎个别基金及以

有关基金之销售文件内所载为准 
 

转换费: 

适用于同一基金公司之基金间的转

换: 1% 
 

网上认购基金认购费: 

0.8%起，唯需视乎个别基金及以有

关基金之销售文件内所载为准 

1 个月以上

而≦3 个月 
不超过 1.5% 

3 个月以上而

≦6 个月 
不超过 2% 

>6 个月 不超过 2.5% 

托管费  - 
0.05% 

(最低收费 

每月HK$100) 

- 

代收利息  - 
0.2% 

(最低收费每次 
HK$50) 

- 

转户费#  
 
- 每柱 HK$400 每柱 HK$400 

 

# 基金/ 债券转户将只限于同名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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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服务收费调整 (附注一：服务收费表) 

结单服务收费 

 

项目 收费 

结单行政费 
邮寄结单： 每月 HK$20* (每一种类 **) 

电子结单： 免费 

索取过去结单 

邮寄形式补发 : 
三个月之内免费补领结单- 

三个月以后：每页 HK$20 

电邮形式补发 : 
六个月之内免费补领电子结单 

六个月以后：每页 HK$20 
 

*   于1957年或以前出生的客户将获得豁免。 

** 港股、环球证券、股票期权及期货商品各被视为一类。 

 

以上所载数据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以上提供之数据及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交易、招揽、邀请或要约。投资附带风险，投资者需注意投资项目之价值可升亦可

跌，而过往之表现亦不一定反映未来之表现。金融产品的买卖亏损风险可以十分重大；因此，阁下必须仔细考虑并评估产品涉及之风

险，或咨询专业顾问，鉴于自己的财务状况及投资目标，以确保投资决定适合个人财务状况及风险承受水平。本公司对任何人因使用

本文数据而蒙受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在法律上均不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