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SL - Fees & Charges 202207 
 

本文所載資料只供參考之用，並不構成有關投資的邀約。投資涉及風險，客戶應就本身的投資經驗、投資目標、財政資源及其他相關條件，

小心衡量自己是否適合參與任何項目。投資產品價格可升可跌，買賣投資產品可導致虧損或盈利。相關條款及詳細說明以本公司公告之內容

為準；條款與細則將不定時更新，恕不另行通知。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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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服務及收費 

項目 收費詳細 最高/最低收費 交/收款時間 

一般收費 

經紀佣金 
電話下單 每宗成交金額之____________% 每宗成交最低港幣____________元 

T+2 
網上下單 每宗成交金額之____________% 每宗成交最低港幣____________元 

政府印花稅 成交金額之 0.13% 
最低收費港幣 1 元 

(不足港幣 1 元之印花稅作港幣 1 元計) 
T+2 

交易徵費（股票及債券） 成交金額之 0.0027% 不適用 T+2 

財匯局交易徵費 

(包括於首次公開發售股

份和優先發售股份) 

買賣雙方須分別繳納每宗成交

金額之 0.00015% 

（計至最接近的仙位數） 

不適用 T+2 

交易費（股票及債券） 成交金額之 0.005% 不適用 T+2 

交收費用（股票及債券） 成交金額之 0.002% 
最低港幣 2 元， 

最高港幣 1,000 元 
T+2 

意大利金融交易稅 

（適用於由常駐意大利公

司發行的股份，如 

#1913） 

股份交易淨額（正數） x 交易日

的加權平均購買價 x 稅率 

稅率為 0.20%（稅率以相關機構公

佈為準） 

不適用 T+2 

股票保管費 

（只適用於孖展客戶） 

每手港幣 0.015 元（碎股亦作

一手計） 
不適用 每月最後一個工作天 

債券託管費 

孖展戶口：每手計港幣 0.015

元（不足一手亦作一手計）； 

現金戶口：免費； 

投資移民戶口：香港交易所上

巿之債券：免費，非香港交易

所上巿之債券則定額收費每月

港幣 50 元 

不適用 每月最後一個工作天 

代收債券利息手續費 

香港交易所上巿之債券：免

費； 

非香港交易所上巿之債券：實

際收取利息金額之 0.5%（包

括所有類型戶口，如現金戶

口、孖展戶口及投資移民戶

口） 

最低港幣 50 元， 

最高港幣 1,000 元 
事項生效之日 

代客戶申請新股/配股 
每次收費港幣 100 元， 

每次取消申請收費港幣 100 元 
不適用 事項生效之日 

代客戶與第三者調撥股票(SI 轉倉) 

代交股票 

上日股票收市總值之 0.01%，

另加港幣 300 元手續費 (以每

隻股票計算) 

不適用 事項生效之日 

代收股票 免費 不適用 事項生效之日 

孖展戶口利息 
最優惠利率+3%以年率計 

（特別協議者除外） 
不適用 每月之最後一天 

提取實物股票 
每手港幣 5 元（碎股亦作一手

計算） 
最低港幣 50 元 提取股票之日期 

存入實物股票 免費 不適用 提取股票之日期 

轉手紙印花稅 每張港幣 5 元 不適用 提取股票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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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事項 

代客戶處理一切有關股票

拆細、合併和重組等事項 
每次港幣 50 元 不適用 

事項生效之後 

第二個工作天 

代客戶處理一切有關供股 

/ 行使認股權証 

每手港幣 0.8 元(碎股亦作一手計) 

另服務費港幣 100 元 

另加過戶處收費（如有） 

最高港幣 10,000 元 事項生效之日 

代客戶處理一切有關公司

私有化、現金收購等事項 

每手港幣 2 元，超過 500 手之後每

手港幣 1 元（碎股亦作一手計），

及政府印花稅及轉名費 

最低港幣 20 元 

(不包括政府印花稅及轉名費) 
從收購金額中扣除 

股份換股 每手港幣 2 元（碎股亦作一手計） 
最低港幣 20 元， 

最高港幣 20,000 元 

事項生效之後 

第二個工作天 

追討權益 

代客戶追討股息及有關權

益 

追收一期港幣 400 元（無論追收成

功與否，均須繳付）， 

另加代收股息紅股費用， 

另加過戶處收費（如有） 

不適用 
從追收股息中扣除/ 

派發追收紅股之日 

股票登記、過戶及其他收費 

代客戶將託存的股票於記

錄日期轉名，以收取有關權

益 

每手港幣 2 元（碎股亦作一手計） 不適用 權益派發之日期 

重印月結單 每月港幣 80 元 不適用 接受辦理之日期 

長期不動戶口 每年港幣 100 元 不適用 

如在過去一年內未有動

用之戶口，有關手續費

將於翌年之一月份收

取。 

支票退回 港幣 200 元（每次每張退票計） 不適用 事項發生之日 

郵寄結單 每月港幣 20 元 不適用 每月最後工作天 

更改賬戶類別 每個賬戶港幣 20 元 不適用 不適用 

申請資產證明/審計詢證 港幣 300 元 (每宗申請每張計) 不適用 接受辦理之日期 

美股服務及收費                     * 收費率將按美國證監會每年不定時公佈而作出調整 

項目 收費詳細 最高/最低收費 交/收款時間 

一般收費 

經紀佣金 
電話下單 每宗成交金額之____________% 每宗成交最低美金____________元 

T+2 
網上下單 每宗成交金額之____________% 每宗成交最低美金____________元 

美國證監會收費 只按每單沽盤交易收取* 最低收費美金 0.01 元 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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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適用 T+2 

托管費 免費 不適用 T+2 

股息服務 

代客戶收取現金股息或以

股息代息 
股息之 0.5% 

最低港幣 20 元， 

最高港幣 15,000 元 
從股息中扣除 

代客戶收取紅股 
每手港幣２元 

（以紅股計，碎股亦作一手計） 

最低港幣 20 元， 

最高港幣 500 元 
派發紅股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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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通/深港通 A 股服務及收費 

項目 收費詳細 最高/最低收費 交/收款時間 

一般收費 

經紀佣金 

電話下單 每宗成交金額之____________% 
每宗成交最低人民幣____________

元 
T+1 

網上下單 每宗成交金額之____________% 
每宗成交最低人民幣____________

元 

經手費 成交金額之 0.00487% 不適用 T+1 

證管費 成交金額之 0.002% 不適用 T+1 

過戶費 

成交金額之 0.004% 

(0.002%根據中國結算的滬港通/深

港通規則支付；及 0.002%根據中央

結算系統一般規則支付。) 

不適用 T+1 

交易印花稅 成交金額之 0.1%（賣方支付） 不適用 T+1 

組合費 
每天之滬深股組合市值 x 0.01% / 

365（每日計算，按月收取） 
每月最低人民幣 50 元 每月最後一天 

紅利稅 

（適用於紅利及送股） 
參照國家稅務總局之最新公佈為準 不適用 待國家稅務總局釐清 

資本增值稅 

（適用於股份賣出） 
參照國家稅務總局之最新公佈為準 不適用 待國家稅務總局釐清 

股票期權服務及收費 

項目 收費詳細 最高/最低收費 

一般收費 

經紀佣金 
電話下單 每宗成交金額之____________% 每宗成交最低港幣____________元 

網上下單 每宗成交金額之____________% 每宗成交最低港幣____________元 

交易費用 

第一類股票期權﹕每邊每張合約港幣 3.0 元 

第二類股票期權﹕每邊每張合約港幣 1.0 元 

第三類股票期權﹕每邊每張合約港幣 0.5 元 

不適用 

其他市場服務及佣金收費 

項目 收費詳細 最高/最低收費 

一般收費 

 經紀佣金 
電話下單 每宗成交金額之       % 每宗成交最低(      )        元 

網上下單 每宗成交金額之       % 每宗成交最低(      )        元 

 
 以上收費僅供參考，英皇證券（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本公司會就服務及收費的所有內容，不時作出修訂，請

瀏覽本公司網址（http://www.emperorcapital.com）以確保獲得及時更新。為保障客戶本身權益，客戶有責任不時瀏覽相關投資產品的服務及收費詳

情。如有任何查詢，歡迎隨時聯絡隸屬之經紀或客戶服務部 (852) 2919-2919。 

 本人/吾等已細閱及完全明白上述服務及收費表之詳情，並同意、接受及確認該表內的所有內容。 

 

 

客戶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www.emperorcapita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