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效日期 2023年 1月 6 日)

地址：香港皇后大道中 99號中環中心 62樓 電話：(852) 3658 6288 傳真：(852) 2169 0770

—
港股服務收費表

證券交易服務 (香港股票市場)

使用平台 會員等級 佣金 平台費 打新手續費

電子渠道

（漲樂全球通）

非會員 每宗交易金額的 0.029%

最低收費 2.9港元

每筆訂單

15港元

融資認購申請每次 100港元

非融資認購申請每次 50港元

V1會員 免佣金 免平台費 免抽新股手續費

V2會員 免佣金 免平台費 免抽新股手續費

V3會員 免佣金 免平台費 免抽新股手續費

電子渠道

（非漲樂全球通）

非會員 每宗交易金額的 0.15%

最低收費 100港元

每筆訂單

15港元

融資認購申請每次 100港元

非融資認購申請每次 50港元

V1會員 每宗交易金額的 0.15%

最低收費 100港元

免平台費 免抽新股手續費

V2會員 每宗交易金額的 0.15%

最低收費 100港元

免平台費 免抽新股手續費

V3會員 每宗交易金額的 0.15%

最低收費 100港元

免平台費 免抽新股手續費

電話委託下單

非會員 每宗交易金額的 0.15%

最低收費 10港元

每筆訂單

15港元

融資認購申請每次 100港元

非融資認購申請每次 50港元

V1會員 每宗交易金額的 0.15%

最低收費 10港元

免平台費 免抽新股手續費

V2會員 每宗交易金額的 0.15%

最低收費 10港元

免平台費 免抽新股手續費

V3會員 每宗交易金額的 0.15%

最低收費 10港元

免平台費 免抽新股手續費

備註：

 當日對同一隻港股進行多次同方向交易，該類交易可以合單，當作一筆訂單計

 電子渠道交易包括漲樂全球通渠道，以及非漲樂全球通渠道（手機錢龍版、華泰香港錢龍股票通、華泰香港股票

網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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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制平倉收費標準與電子渠道（非漲樂全球通）一致

港股暗盤交易收費表

使用平台 會員等級 佣金 平台費

電子渠道

（漲樂全球通）

非會員 每宗交易金額的 0.03%

最低收費 3港元

每宗交易 15港元

V1會員 每宗交易金額的 0.03%

最低收費 3港元

免平台費

V2會員 每宗交易金額的 0.03%

最低收費 3港元

免平台費

V3會員 每宗交易金額的 0.03%

最低收費 3港元

免平台費

電子渠道

（非漲樂全球通）

非會員 每宗交易金額的 0.15%

最低收費 100港元

每宗交易 15港元

V1會員 每宗交易金額的 0.15%

最低收費 100港元

免平台費

V2會員 每宗交易金額的 0.15%

最低收費 100港元

免平台費

V3會員 每宗交易金額的 0.15%

最低收費 100港元

免平台費

電話委託下單

非會員 每宗交易金額的 0.15%

最低收費 10港元

每宗交易 15港元

V1會員 每宗交易金額的 0.15%

最低收費 10港元

免平台費

V2會員 每宗交易金額的 0.15%

最低收費 10港元

免平台費

V3會員 每宗交易金額的 0.15%

最低收費 10港元

免平台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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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碎股交易收費表（電子渠道–漲樂全球通）

使用平台 會員等級 佣金 平台費

電子渠道

（漲樂全球通）

非會員 每宗交易金額的 0.15%

最低收費 0.01港元

免平台費

V1會員 免佣金 免平台費

V2會員 免佣金 免平台費

V3會員 免佣金 免平台費

港股定投交易收費

使用平台 會員等級 服務費*

電子渠道

（漲樂全球通）

非會員 每隻股票 5港元/每月

V1會員 每隻股票 5港元/每月

V2會員 每隻股票 5港元/每月

V3會員 每隻股票 5港元/每月

備註:

*推廣期內（2021年 1 月 1 日至 2023年 12 月 31日，包含首尾 2日）免收港股定投服務費

窩輪牛熊證交易收費

使用平台 會員等級 佣金 平台費

電子渠道（漲樂全球通）/

電子渠道（非漲樂全球通）

/電話委託下單

非會員 每宗交易 0.01港元 每宗交易 15港元

V1會員 每宗交易 0.01港元 免平台費

V2會員 每宗交易 0.01港元 免平台費

V3會員 每宗交易 0.01港元 免平台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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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一般情況下交易窩輪、牛熊證、界內證、ETF 時無需收取印花稅，具體收取範圍請以香港政府公佈為准

其他港股交易徵費

項目 收費

印花稅 (由香港特區政府收取) 成交金額的 0.13% ，最低 1港元

交易徵費 (由香港證監會收取) 成交金額之 0.0027%

交易費 (由香港交易所收取) 成交金額之 0.00565%

中央結算系統的股份交收費

(由香港結算所收取)

成交金額之 0.002%，最低 2港元，最高收費 100港元

財匯局交易交易徵費(由 2022.1.1生效) 成交金額之 0.00015% (計至最接近的仙/分位數)

處理實物股票及交收服務

項目 收費

存入實物股票釐印費 每張轉手紙 5港元

提取實物股票費 每手股票收費 5港元(碎股亦視作一手), 每檔股票最低收費 50港元

存倉費 免費

交收指示費 (轉倉存入) 免費

交收指示費 (轉倉撥出) 每隻證券市值金額之 0.002%，每檔股票最低收費 500港元

投資者交收指示費 (轉倉撥出) 每檔股票收費 50港元

客戶內部轉讓證券手續費及印花稅 每邊收費 250港元，每邊另加政府印花稅

帳戶服務

項目 收費

託管費 免費

郵寄/蓋印帳戶日結單、月結單 100 港元/份

補發結單副本(電子版/列印版) 電子版最近三個月內免費, 超過三個月之後每一個月每份收取 50

港元

列印版每份收取 50港元

獨立股份戶口服務費（附寄中央結算系

統結單服務）

每月 10港元

提供開戶表副本 開戶三個月內免費, 超過三個月之後每份收取 50港元

結束戶口 300港元/戶

股東大會 出席或授權第三者出席股東大會（最多 1位）

或委託華泰金控投票，行政費 50港幣/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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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服務及企業行動

項目 收費

登記過戶費 每手收取 2港元(碎股亦視作一手)

港股/美股代收現金股息或股票股息費 股息金額之 0.25%，最低收費 30港元/30元人民幣/5美元（如股

息不足最低收費將只收取至零），最高收費 20,000港元/20,000

元人民幣/ 2600美元（按股息計價貨幣計算）

代收紅股費 每手紅股存入 1港元，最低收費 25港元(碎股亦視作一手)

代收供股權收費 免費

代客行使供股權費 每手股票 0.8港元，另加手續費 150港元(碎股亦視作一手)

辦理股份合併／分拆費 免費

在收購要約下提交股份費 每手股票 0.8港元，另加手續費 150港元(碎股亦視作一手)

在股份登記處辦理股份轉名費 股份登記處收費每手 5港元，另加手續費 200港元

行使認股證費用 每宗交易 100港元

行使備兌認股證費用 每宗交易 100港元

取消備兌認股證/認股證的證書費用 每宗 1港元

發出備兌認股證/認股證的證書費用 每宗 2港元

ADR轉換普通股費用 650美元/筆手續費 + 17美元/筆線路費 + 5美元/手 /筆轉換費

（1手為 100ADS，不足 1手按 1手計）

借貸及其他服務

項目 收費

現金帳戶過期利息 港元：渣打銀行港元最優惠利率 + 5.0%

保證金帳戶借貸收費 港元：融資金額的 6.8%

美元：融資金額的 6.8%

人民幣：融資金額的 8.8%

保證金帳戶超額借貸收費 港元：渣打銀行港元最優惠利率 + 5.75%

證券認購手續費 (申請新股)* 融資認購申請每次 100港元，非融資認購申請每次 50港元

代申請索還未領取權益費 每宗 500港元或股息金額之 2.0%(取較高者)

外匯交易# 不超過 1%的貨幣兌換手續費（以匯率形式加價或減價）

終止費 客戶開通證券借出服務不收取費用，惟客戶在協定期內終止證券借

出協議時將收取管理費 300港元

*閣下所下認購指令一經提交，將不能更改、撤銷。然而，華泰金融有絕對酌情權考慮是否接受客戶提出的更

改、撤銷，惟客戶將需求承擔相關取消/更改手續費每筆 200港元，及因融資安排所引致的相關利息支出。#

除非另有指明，當進行外匯交易時，華泰一般會擔當主事人角色。閣下也應該注意在交易以非交易貨幣結算的

證券時，須瞭解及承擔所涉及的貨幣風險（包括但不限於匯率波動）以及相關的外匯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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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項交收費用

項目 收費

提取帳戶款項 - 以 CHATS或電匯形式 所有本地或海外銀行收費均從匯款金額中扣除

存入帳戶-以銀行收到金額作實 如經由香港轉數快(FPS)系統(例如 eDDA)存入低於 10,000港元或

人民幣，將收取每宗交易 0.42港元或人民幣(根據存入款項貨幣厘

定)

支票停止過戶 每宗 200港元

處理退票收費 每宗 2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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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股服務收費表

證券交易服務 (美國股票市場)

使用平台 會員等級 佣金 平台費

電子渠道

（漲樂全球通）

非會員
每股 0.0039 美元

每筆訂單最低 0.99美元

每股 0.0039美元

每筆訂單最低 0.99美元

V1會員
每股 0.0039 美元

每筆訂單最低 0.99美元

每股 0.0039 美元

每筆訂單最低 0.99美元

V2會員 免佣金 免平台費

V3會員 免佣金 免平台費

電子渠道

（非漲樂全球通）

非會員
每股 0.01美元

每筆訂單最低 5美元

每股 0.0039美元

每筆訂單最低 0.99美元

V1會員
每股 0.01美元

每筆訂單最低 5美元

每股 0.0039美元

每筆訂單最低 0.99美元

V2會員
每股 0.01美元

每筆訂單最低 5美元
免平台費

V3會員
每股 0.01美元

每筆訂單最低 5美元
免平台費

電話委託下單

非會員
每股 0.01美元

每筆訂單最低 5美元

每股 0.0039美元

每筆訂單最低 0.99美元

V1會員
每股 0.01美元

每筆訂單最低 5美元

每股 0.0039美元

每筆訂單最低 0.99美元

V2會員
每股 0.01美元

每筆訂單最低 5美元
免平台費

V3會員

每股 0.01美元

每筆訂單最低 5美元
免平台費

備註：

 當日對同一隻美股進行多次同方向交易，該類交易不可以合單，以多筆訂單計

 電子渠道交易包括漲樂全球通渠道，以及非漲樂全球通渠道（手機錢龍版、華泰香港錢龍股票通、華泰香港股票

網頁版）

 強制平倉收費標準與電子渠道（非漲樂全球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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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美國股票股交易徵費

項目 收費

交易徵費 0.00229%，賣出收取

交易活動費 0.000145美元/股，最高 7.27美元，賣出收取

交收費 0.003美元/股, 買入賣出收取

市值超過 10億歐元的法國 ADRS金融交易稅 0.3%，買入收取

市值超過 5億歐元的義大利 ADRS的金融交易稅 0.1%，買入收取

ADR收費 根據具體 ADR確定

美國 OTC雙重掛牌和非 DTC合資格股票附加收費 每筆交易最高 75美元

處理實物股票及交收服務

項目 收費

交收指示費 (轉倉存入) 免費

交收指示費 (轉倉撥出) 每檔股票收費 150美元

帳戶服務

項目 收費

股東大會 出席或授權第三者出席股東大會（最多 1位）

或委託華泰金控投票，行政費 10美金/筆申請

美股期權
美股期權服務 (美股期權做多)

使用平台 交易方向 佣金 平台費

電子渠道（漲樂全球通） 買入 0.5美元/張，每筆訂單最低 1.49

美元

0.3美元/張

電子渠道（漲樂全球通） 賣出 0.5美元/張，每筆訂單最低 1.49

美元

0.3美元/張

其他美股期權交易征費

項目 收費

證監會規費（僅賣出時收取）(由美國證監會收取) 0.0000229 x 交易金額，每筆訂單最低 0.01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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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活動費（僅賣出時收取）(由美國金融業監管局收取) 0.00244美元/張，每筆訂單最低 0.01美元

期權監管費(由交易所收取) 0.02915美元/張，買入賣出收取

期權清算費(由期權清算公司收取) 0.02美元/張，每筆訂單最多 55美元，買入賣出收

取

交易所費用(由交易所收取)* 不同交易所及交易類型收費不同

備註：

*暫不收取交易所費用，華泰金控保留收取相關業務服務費的權利,並有權根據業務情況調整服務費標準，任何第三方收

費之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滬股通/深股通服務收費表

證券交易服務 (滬股通/深股通市場)

使用平台 會員等級 佣金 平台費

電子渠道

(漲樂全球通)

非會員
每宗交易金額的 0.029%

最低收費 2.9人民幣
每筆訂單 15 人民幣

V1會員
每宗交易金額的 0.029%

最低收費 2.9人民幣
每筆訂單 15 人民幣

V2會員
每宗交易金額的 0.029%

最低收費 2.9人民幣
每筆訂單 15 人民幣

V3會員 免佣金 免平台費

非會員
每宗交易金額的 0.25%

最低收費 100元人民幣
每筆訂單 15 人民幣

V1會員
每宗交易金額的 0.25%

最低收費 100元人民幣
每筆訂單 15 人民幣

V2會員
每宗交易金額的 0.25%

最低收費 100元人民幣
每筆訂單 15 人民幣

V3會員
每宗交易金額的 0.25%

最低收費 100元人民幣
免平台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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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委託下單

非會員
每宗交易金額的 0.25%

最低收費 100元人民幣
每筆訂單 15 人民幣

V1會員
每宗交易金額的 0.25%

最低收費 100元人民幣
每筆訂單 15 人民幣

V2會員
每宗交易金額的 0.25%

最低收費 100元人民幣
每筆訂單 15 人民幣

V3會員
每宗交易金額的 0.25%

最低收費 100元人民幣
免平台費

備註：

 當日對同一隻滬股通/深股通股票進行多次同方向交易，該類交易可以合單，當作一筆訂單計

 電子渠道交易包括漲樂全球通渠道，以及非漲樂全球通渠道（手機錢龍版、華泰香港錢龍股票通、華泰香港股票

網頁版）

 強制平倉收費標準與電子渠道（非漲樂全球通）一致

滬深股通衍生品交易收費

使用平台 交易方向 佣金 平台費

電子渠道（漲樂全球通） 買入 免佣金 每筆訂單 3 人民幣

電子渠道（漲樂全球通） 賣出 免佣金 每筆訂單 3 人民幣

電子渠道（漲樂全球通） 行權 免佣金 每筆訂單 3 人民幣

*滬深股通 ETF 豁免證管費、過戶費（中國結算收取）、交易印花稅，且經手費為成交金額的 0.004%，其他收費與正股

相同。

其他滬深股通交易征費

項目 收費

印花稅 (由國家稅務總局收取，只限賣

出交易)

成交金額 0.1%

經手費（由上海/深圳交易所收取） 成交金額 0.00487%

證管費（由中國證監會收取） 成交金額 0.002%

過戶費 成交金額之 0.001% (根據中國結算的滬港通/深港通規則支付)

成交金額之 0.002% (根據中央結算系統一般規則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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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服務

項目 收費

交收指示費 (轉倉存入) 免費

交收指示費 (轉倉撥出) 每隻證券市值金額之 0.002%，每檔股票最低收費 500元人民幣

股票託管費 每天持有的股份市值(人民幣) X 0.008% / 365 (費用每天累計，

並於月底一次扣除)

補發結單副本(電子版/列印版) 電子版最近三個月內免費, 超過三個月之後每一個月每份收取 50

港元

列印版每份收取 50港元

提供開戶表副本 開戶三個月內免費, 超過三個月之後每份收取 50港元

股東大會 出席或授權第三者出席股東大會（最多 1 位）

或委託華泰金控投票，行政費 50人民幣/筆申請

代理人服務及企業行動

項目 收費

登記過戶費 每手收取 2元人民幣(碎股亦視作一手)

代收現金股息／股票股息費 股息金額之 0.5%，最低收費 25元人民幣

代收紅股費 每手紅股存入 1元人民幣 ，最低收費 25元人民幣(碎股亦視作一

手)

代收供股權收費 免費

代客行使供股權費 每手股票 0.8元人民幣，另加手續費 150元人民幣(碎股亦視作一

手)

辦理股份合併／分拆費 免費

在收購要約下提交股份費 每手股票 0.8元人民幣，另加手續費 150元人民幣(碎股亦視作一

手)

代申請索還未領取權益費 根據每宗個案而定，最低收費 500元人民幣

款項交收費用

項目 收費

提取帳戶款項 - 以 CHATS 或電匯形

式

所有本地或海外銀行收費均從匯款金額中扣除

存入帳戶-以銀行收到金額作實 如經由香港轉數快(FPS)系統(例如 eDDA)存入低於 10,000港元或

人民幣，將收取每宗交易 0.42港元或人民幣(根據存入款項貨幣厘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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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票停止過戶 每宗 200港元

處理退票收費 每宗 200港元

B股收費表

證券交易服務 (中國 B股市場)

項目 收費明細

上海 B股(美元)

交易佣金 成交金額 0.25%，最低收費 25美元，不可合單。

印花稅 0.10%

交易征費 0.026%

結算費 0.05%

證管費 0.004%

深圳 B股(港元)

交易佣金 成交金額 0.25%，最低收費 100港元，不可合單。

印花稅 0.10%

交易征費 0.0341%

結算費 0.05%

除上述費用外，可能還涉及其他收費。任何協力廠商收費之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請注意: 客戶要先存款後才能下單；買賣同一股票不可以合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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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股票交易服務收費表

證券交易服務 (新加坡股票市場)

使用平台 會員等級 佣金 平台費 其他交易規費

費率 最低收費

電子渠道

（漲樂全球通）

非會員 0.16% 20坡元 或 15美元

（取較高者）

豁免

新加坡交易所交易費：

0.034775%

新加坡交易所准入費：

0.008025%

V1會員 0.16% 20坡元 或 15美元

（取較高者）

豁免

新加坡交易所交易費：

0.034775%

新加坡交易所准入費：

0.008025%

V2會員 0.16% 20坡元 或 15美元

（取較高者）

豁免

新加坡交易所交易費：

0.034775%

新加坡交易所准入費：

0.008025%

V3會員 0.16% 20坡元 或 15美元

（取較高者）

豁免

新加坡交易所交易費：

0.034775%

新加坡交易所准入費：

0.008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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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海外證券交易收費表

市場
1. 佣金 2. 其他收費

費率 最低收費

加拿大 0.5% 80加元 不適用

英國 0.3%

20英鎊

或

25美元

a) 以英鎊報價的股票厘印費 0.5%

b) 以歐元報價的股票厘印費 1.0%

c) PTM征費（只適用於部份股票

及交易金額超過 10,000英鎊）
1英鎊

德國 0.5% 80歐元 不適用

法國 0.8% 80歐元 金融交易稅（買入交易適用） 0.20%

澳洲 0.5% 80澳元 不適用

日本 0.6% 6500日圓 不適用

馬來西亞 0.8% 120馬幣

a) 國外交易費
0.03%（最高收費 1,000馬

幣）

b) 交易印花稅
0.10%（最高收費 200馬幣，

以整數馬幣收取）

c) 銷售及服務稅
交易佣金之 6.0% (由 2019

年 3 月 1日開始實施)

備註：

 除上述費用外，可能還涉及其他收費(如適用)包括但不限於由相關證券交易所收取的交易費，證券結算系統的交

易費，及/或政府收取的證券交易銷售稅。如協力廠商更新交易征費，本行恕不提前通知。

 客戶需要要先存款後才能下單；買賣同一股票不可以合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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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外交易債券收費表

項目 收費

交易佣金 最高為債券面額的 1%

債券託管費 (年率) - 0.04%

-每月底按債券幣別收取

-最低收費: HKD100/RMB100/USD20

債券轉出費用

(每筆)

HKD300

債券贖回費用

(每筆)

HKD300

債券換股費用

(每筆)

HKD300

代收利息費用 免費

公司行動 免費

備註:

 最低投資金額:HKD1,000,000/USD100,000

 除非另有說明，當在場外（即交易所以外）交易債券時，華泰一般會擔當主事人角色。

*投資額指投資產品的名義價值或市場價值（視情況而定）

公募基金交易收費表

基金分類 申購費* 贖回費*

（持有期少於 6個月）

贖回費*

（持有期為 6個月至 1

年內）

贖回費*

（持有期在1年或1年以

上）

股票型基金 0% 2.5% 1.25% 0%

固定收益型基金 0% 1.5% 0.75% 0%

混合型基金 0% 2.5% 1.25% 0%

貨幣型基金 0% 0% 0% 0%

其他類型 0% 2.5% 1.25% 0%

備註：

*推廣期內（2021年 1 月 1 日-2023 年 12 月 31 日，包含首尾 2 日）基金申購和贖回收費全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