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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金 (電話落盤) 每筆成交金額之0.25%，每筆交易最低收費HK$/RMB100
佣金 (網上落盤) 每筆成交金額之0.2%，每筆交易最低收費HK$/RMB80
印花稅(由香港特區政府收取) 每筆成交金額之0.13% (印花稅款不足HK$1 之數亦作HK$1計)
交易徵費(由證監會收取) 每筆成交金額之0.0027%
交易費(由香港交易所收取) 每筆成交金額之0.005%
中央結算費(由香港結算收取) 每筆成交金額之0.01%，(最低收費HK$3，最高HK$300)
交易所系統費 每筆成交交易HK$0.5

存入實物股票 轉手紙釐印費，每張HK$5 (由香港特區政府收取)
存入實物股票退回 每手HK$5 (不足一手亦作一手計算) 每隻最低收費HK$100

每隻最低收費HK$100, 每手HK$5 (不足一手亦作一手計算)
另中央結算收取每手HK$3.5 (不足一手亦作一手計算)

免費
 經中央結算轉出股票 (SI) /個人投資者戶口 (ISI)(電子貨) 股票市值之0.05%，最低收費HK$100

代收現金股息/以股代息(香港股票)  註1 總現金股息的 0.5% 最低收費為 HK$30 (過戶處收費另計)
收費HK$30 (過戶處收費另計)

按需履行權責的股數計每手 HK$1.2 (其中HK$ 0.8 代香港結算收取),
另每隻收費HK$30

股份分拆/合併 每隻收費HK$30
代追收股息 每單最低 HK$500 (其中HK$ 200 代香港結算收取)

(不論追收成功與否，均須繳付)

中央結算系統申請
(電子認購EIPO)

每筆申請收費HK$100
(不論申請成功與否，均須繳付)

免收
每隻收取HK$100，另香港交易所收費，每手收取HK$1.20
(其中HK$0.8代香港結算所收取)

手續費 HK$4500(以年度計)

6個月內 電子結單全免，郵寄每份HK$50
6個月外 電子結單每份HK$30，郵寄每份HK$80

託管費 豁免
不動戶口服務費 豁免
簽發證明書 每份收費HK$100
退票 每張支票收取HK$100，另加銀行收費
終止支票 每張支票收取HK$100，另加銀行收費
電郵日/月結單 免費
郵寄日/月結單 快遞 - 每份HK$60

(註1) 現金股息將按中央結算系統(CCASS)派發之貨幣為準，不作另行通知
1. 有關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交易所/證監會/香港結算所釐訂之收費若有更收，恕不另行通知。
2. 中國中期證券有限公司有權隨時調整任何費用，優惠及其他服務。

代收股份 (包括紅股、優先認購權、公開配售權、供股權、認
股權、上市或非上市證券)

如換股、供股、私有化、收購、公開配售、優先認購及行使
認股權證等

牛熊證強制收回、到期/價內衍生認股證行使 - 無現金價值
牛熊證強制收回、到期/價內衍生認股證行使 - 有現金價值

提取實物股票
(客戶須自行辦理股票過戶手續)

經中央結算轉入股票 (SI) /個人投資者戶口 (ISI) (電子貨)

    交易收費                                               (生效日期為2023年1月1日)

其他

證券交易服務

處理實物股票及交收服務

要求補回日/月結單

代理人服務

美國人-FATCA行政費(以每個戶口計算)

新股認購服務 IPO

交收指示 ─ 經由中央結算(SI) / 個人投資者戶口 (ISI)

證券/合約到期收費

本地證券市場



                      中國中期證券有限公司
                      China CIFCO Securities Co., Limited
                                       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 就第1類受規管活動獲發牌的持牌法團CE編號 BEX660

                                       A corporation licensed for Type 1 regulated activities under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Ordinance with CE no. BEX660   

                                       香港銅鑼灣告士打道255-257號信和廣場29樓2903室

                                       Suite 03, 29/F, Sino Plaza, 255-257 Gloucester Road, Causeway Bay, Hong Kong

                                       電話 Tel : (852) 25739868/ 4001 208718

    交易收費                                               (生效日期為2023年1月1日)

交易佣金 成交金額 0.35% ( 低於或等於 30,000 交易金額 )
成交金額 0.28% ( 高於 30,000 交易金額 )
(最低收費為 33新加坡元；或 23美元；或 150港元)

結算費 成交金額 0.0325% (不設最高上限)*
SGX 行動費 成交金額0.0075%
托管費 免費
* 結構性備兌證(窩輪)之結算費：成交金額 0.05% (上限 200新加坡元)

交易佣金 成交金額 0.38%
( 最低收費為 35澳元 )

托管費 免費
日本股票
交易佣金 東京、Mothers、JASDAQ、 成交金額 0.50% (低於或等於 1,000,000日圓)

大阪、Hercules 成交金額 0.40% (高於 1,000,000日圓)
(最低收費為 3,000日圓)

所有日本證券交易所 碎股交易附加費
客戶買賣日本股票碎股需要繳付一項附加交易徵費，
請聯絡本公司交易部 (852) 3700 1388 查詢詳情。

托管費 免費
泰國股票
交易佣金 成交金額 0.40% (最低收費為 700泰銖)
增值稅及其他交易徵費 交易佣金 7.0%
托管費 免費
南韓股票
交易佣金 成交金額 0.35% (最低收費為 20,000南韓圜 )
銷售稅 成交金額 0.3% (只適於沽盤)
托管費 免費
中國上海B股 (以美元作結算)
交易佣金 成交金額 0.30% (最低收費為 30美元 )
印花稅 成交金額 0.10% (只適用於沽盤)
交易徵費 成交金額 0.026%
結算費 成交金額 0.05%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行政費 成交金額 0.002%
托管費 免費
中國深圳B股 (以港元作結算)
交易佣金 成交金額 0.30% (最低收費為 150港元)
印花稅 成交金額 0.10% (只適用於沽盤)
交易徵費 成交金額 0.0341%
結算費 成交金額 0.05% (上限 500港元)
托管費 免費
馬來西亞股票
交易佣金 成交金額 0.30% (最低收費為 75馬幣)
交易佣金銷售稅及其他收費* 交易佣金金額 6.0%
印花稅 成交金額 0.10% (上限 200馬幣)
結算徵費 成交金額 0.03% (上限 1,000馬幣)
結算徵費銷售稅* 結算徵費金額 6.0%
托管費 免費
* 按馬來西亞政府2015 年4月1日實施銷售稅政策
印尼股票
交易佣金 (網上或手機交易平台) 成交金額 0.35% (最低收費為 200,000 印尼盾)
交易佣金 (電話下單) 成交金額 0.40% (最低收費為 200,000 印尼盾)
交易徵費 成交金額 0.0430%
增值稅 交易佣金之 10% (按交易佣金計算)
預扣所得稅 (只適用於沽盤) 成交金額 0.10% (只適用於沽盤)
托管費 免費
生效日期：2014 年 10 月 31 日 下午 6 時

外國證券市場
亞太地區及南亞地區
新加坡股票

澳洲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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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收費                                               (生效日期為2023年1月1日)

菲律賓股票
交易佣金 成交金額 0.60 % ( 最低收費為 2,000菲律賓披索 )
VAT 稅 交易佣金金額 12 % ( 最低收費為 20菲律賓披索 )
銷售稅 成交金額 0.50% (只適於沽盤)
Bangko Sentral Registration Document (BSRD) 費用 定額1,000 菲律賓披索 (按每單一股票，每日買賣，每邊各一次手續費)
SCCP 費用 成交金額 0.01%
托管費 免費
台灣股票
交易佣金 成交金額之 0.25% (最低收費為 600台幣)
銷售稅(只限沽盤) 股票 - 成交金額之 0.30%

於台灣證交所的交易所買賣基金 - 成交金額之 0.1%
交易徵費 (托管銀行) 250台幣

每單一股票每日最多收取買賣每邊各一次手續費
托管費 投資組合總值 x 0.12% / 12 (最低收費 55港元，按月尾收取)
美洲地區
美國股票
交易佣金 紐約證券交易所 NYSE (電子交易平台)

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 NASDAQ 成交金額 0.18%
每一單交易最低收費為 18美元 (不可合單)
(電話落盤)
成交金額 0.25% ( 低於 15,000美元 )
成交金額 0.20% ( 等於或高於 15,000美元 )
每一單交易最低收費為 20美元  (不可合單)

場外交易所, OTC Markets 成交金額 0.25%, 成交股數 x 0.015美元，或每一單交易最低收費為 20
美元，以較高者為準。 [2017年3月1日(交易日)生效]

美國證監會收費 紐約證券交易所 NYSE 收費率將按美國證監會每年不定時公佈而作出調整
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 NASDAQ 最低收費: 0.01美元 ( 沒有最高上限 )
OTC Bulletin Board, OTC 只按每單沽盤交易收取

非美國 DTC 結算費 OTC Bulletin Board, OTC 按不同股票種類計算，最多按每宗交易收取 75美元
有關費用可能超過交易指示的金額

預托證券費 於截止過戶日收取每股0.01-0.05美元 (代發行商收取)
托管費 免費
加拿大股票
交易佣金 (電子交易平台)

成交金額0.30%、成交股數X0.017加元或每一單交易最低收費為33加元。
[至2017年６月1５日(交易日)為止]
(電話落盤)

成交金額0.33%、成交股數X0.020加元或每一單交易最低收費為38加元。
[至2017年６月1５日(交易日)為止]

(電子交易平台)
成交金額0.36% 或 每一單交易最低收費為 30加元；另加定額手續費，每
一單交易23加元。 [由2017年６月1６日(交易日)生效]

(電話落盤)
成交金額0.38% 或 每一單交易最低收費為 37加元；另加定額手續費，每
一單交易23加元。 [由2017年6月16日(交易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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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收費                                               (生效日期為2023年1月1日)

歐洲地區及中東地區
英國股票
交易佣金 成交金額 0.50% ( 低於或等於 30,000交易金額 )

成交金額 0.45% ( 高於 30,000交易金額 )
每一單交易最低佣金收費為 48英鎊；或 78美元；或 60歐羅

印花稅 成交金額 0.5% (只適用於買盤)
其它交易徵費(如適用) PTM Levy：

定額 1.00英鎊
( 只適用於部份股票及交易金額超過 10,000英鎊 )
證券結算系統結算費用(如適用)

托管費 免費
紐約泛歐證交所股票 ( NYSE EURONEXT )(荷蘭、比利時、法國、葡萄牙)
交易佣金 成交金額 0.30%

每一單交易最低佣金收費為 20歐羅 或 17英鎊
其它交易徵費(如適用) 按以上不同國家政策而定，請聯絡本公司交易部 (852) 3700 1388 查詢
托管費 免費
德國股票
交易佣金 XETRA 成交金額 0.29%

法蘭克福 Frankfurt 每一單交易最低佣金收費為 30歐羅
(以上標準收費不適用予持有特別合約的客戶)
成交金額 0.40%
每一單交易最低佣金收費為 38歐羅

(以上標準收費不適用予持有特別合約的客戶)

其它交易徵費(如適用) 按不同德國交易所政策而定，請聯絡本公司交易部 (852) 3700 1388 查
詢詳情。

托管費 德國投資組合總值 x 0.05% / 12 (最低收費 1.0 歐羅，下一個公曆月
瑞士股票 ( SIX )
交易佣金 成交金額 0.30%

每一單交易最低佣金收費為 45瑞士法郎
其它交易徵費(如適用) 請聯絡本公司交易部 (852) 3700 1388 查詢詳情。
托管費 免費
土耳其股票 ( IMKB )
交易佣金 成交金額 0.30%

最低佣金收費為 33土耳其里拉
增值稅 交易佣金的 5.0%
托管費 免費
芬蘭股票 ( NASDAQ OMX Nordic )
交易佣金 成交金額 0.30%

每一單交易最低佣金收費為 28歐羅
其它交易徵費(如適用) 請聯絡本公司交易部 (852) 3700 1388 查詢詳情。
托管費 免費
愛爾蘭股票 ( ISE )
交易佣金 成交金額 0.30%

每一單交易最低佣金收費為 28歐羅
其它交易徵費(如適用) 請聯絡本公司交易部 (852) 3700 1388 查詢詳情。
托管費 免費
瑞典股票 ( NASDAQ OMX Nordic )
交易佣金 成交金額 0.30%

每一單交易最低佣金收費為 180瑞典克郎
其它交易徵費(如適用) 請聯絡本公司交易部 (852) 3700 1388 查詢詳情。
托管費 免費

Stuttgart, Munich, Berlin,
Dusseldorf, Hanmburg,
Hannov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