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證券服務收費一覽（適用於一般客戶，包括「優進」理財及綜合戶口私人客戶） 

 

                                                   

 

本地證券 (1) 
 港交所上市證券 債券 存款證／其

服務 收費 
最低  
收費  

最高 
收費 

人民幣

債券 其他 
他結構式 
產品 (2) 

(A) 證券交易服務 (3) 
本地證券經紀佣金 
(適用於所有證券交易途

徑) 

成交金額的 0.25% HK$100 --- 

交易所上市之票據／債

券經紀佣金 
成交金額的 0.2% HK$100 --- 

交易徵費 
(由香港證監會收取) 

成交金額的 0.003% --- --- 

交易費 
(由香港交易所收取) 

成交金額的 0.005% --- --- 

印花稅 
(由香港特區政府收取) 

每 HK$1,000 收

HK$1，不足千元之數

亦作千元計 

--- --- 

買入證券存入費 每手 HK$5 
若於交收前經本行賣

出，可獲豁免存入費 

HK$30 HK$188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B) 處理實物證券及交收服務 
實貨存入 
-  存入費 每隻證券每次 

手續費 HK$30 
--- --- 

-  轉手紙釐印費(由香

港特區政府收取) 
每張轉手紙 HK$5 --- --- 

實貨提取 
-  提取費 每手 HK$3.5 HK$30 --- 
經中央結算系統（CCASS）撥貨 
- 存入費 免費 --- --- 

- 提取費 每手 HK$3.5 HK$30 ---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非經中央結算系統（Non - CCASS）撥貨 
與其他託管公司辦理交

收手續費 
不適用 --- --- 每項指示 

HK$500 
不適用 

(C) 賬戶服務 

證券保管費 

(若戶口同時存有證券

及債券，則當月只需支

付 1 次證券保管費) 

每月 HK$20 

沒有存貨及交易之戶

口可獲豁免當月之證

券保管費 

--- --- 免費 每月

HK$20 
 

免費 

(D) 代理人服務及企業行動 
-  代收股息／利息 
-  以股代息 
-  現金收購 
-  公司私有化 
-  行使認股權證 
 (現金結算) 

所收金額的 0.5% HK$30 HK$2,000 免費 免費 

-  代收紅股 
-  股份合併／拆細 
-  供股 
-  行使認股權證 

(收取證券) 

每次手續費 HK$30 --- --- 不 
適 
用 

到期贖回交易所上市

之票據及債券 
贖回金額的 0.2% --- HK$300 免費 

不 
適 
用 

(E) 其他服務 
每期收取 HK$150 及需繳付結算公司手續

費及 
a) 股息：所收金額

的 0.5% 
HK$30 HK$2,000 

代追股息／紅股 

b) 紅股：每期收取

HK$30 
--- --- 

認購新股 以代理人名義辦理： 
- 每張申請表格 HK$100 
以客戶名義經由本行背書： 
- 每張申請表格 HK$50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本地證券 (1) 
 港交所上市證券 債券 存款證／其

服務 收費 
最低  
收費  

最高

收費 
人民幣

債券 
其

他

他結構式

產品 (2) 
(E) 其他服務（續） 

a) 轉讓價之 0.125%（買賣雙方

均需繳付） 
HK$100 --- 

b) 印花稅（由香港特區政府收

取）：每 HK$1,000 收 HK$1，

不足千元之數亦作千元計（買

賣雙方均需繳付） 

--- --- 

c) 提取費：每手 HK$3.5 HK$30 --- 

d) 轉手紙釐印費（由香港特區政

府收取）：每張轉手紙 HK$5 
--- --- 

證券轉讓 
(由個別客戶轉讓予其

他客戶) 

e) 實貨存入費：每隻證券每次

手續費 HK$30 
--- ---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簽發結餘證明 每封 HK$100（每一附加戶口多收 HK$100） 
補發交易通知書 每份 HK$100 
影印文件 
-  結單(每份)(每一結單

週期作一份計) 

每份 HK50 

 

深圳及上海 B 股 (4) 
服務 收費 最低收費 最高收費 
深圳 
經紀佣金 成交金額的 0.8% HK$400 --- 
交易徵費 成交金額的 0.0341% --- --- 
厘印費 成交金額的 0.1% (只適用於賣出交易) --- --- 
結算費  成交金額的 0.05%  --- --- 
撥貨手續費  每隻證券每柱 HK$300 --- --- 
買入證券存入費  每柱 HK$30  --- --- 
上海 
經紀佣金 成交金額的 0.8% HK$400 --- 
交易徵費 成交金額的 0.0255% --- --- 
厘印費 成交金額的 0.1% (只適用於賣出交易) --- --- 
結算費  成交金額的 0.05%  --- --- 
行政費  成交金額的 0.0045%  --- --- 
撥貨手續費 每隻證券每柱 HK$700 --- --- 
買入證券存入費  每柱 HK$30  --- --- 

 

新加坡證券－只限怡和系股票 (4) 
服務 收費 最低收費 最高收費 
經紀佣金 成交金額的 0.5% HK$100 --- 
手續費 成交金額的 0.25% --- --- 
交易費 成交金額的 0.0075% --- --- 
結算費 成交金額的 0.04% --- US$393 
買入證券存入費 首 100 手每手 HK$10 

第 101 手或以上，每手 HK$3.5 
HK$30 HK$2,000 

(1) 不適用於本地上市之海外證券。所有收費均以每隻證券每柱交易之形式計算，有個別列明

收費基準之費用除外。 
(2) 其他結構式產品包括股票掛鈎投資、股票掛鈎票據及股票掛鈎存款等。 
(3) 有關以美元結算之交易所買賣基金 - 「沛富基金」〔證券編號：02821〕的證券服務收

費，請參閱海外證券服務收費一覽。 
(4) 除所列收費外，其他收費與本地證券相同。 

就本行提供之證券買賣，寄存及／或代理人服務，客戶有可能被要求繳付由第三者收取之額外費用

及收費。該等由第三者收取之費用及收費有可能會有所變動，而本行有權釐定該等費用及收費。 

有關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交易所／證監會所釐訂之收費若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恒生銀

行有限公司有權隨時調整任何收費、優惠及其他服務。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2010年10月
 

 



證券服務收費一覽（適用於「優越」理財客戶私人戶口） 

 

                                                   

本地證券 (1) 
 港交所上市證券 債券 存款證／

服務 收費 
最低  
收費  

最高 
收費 

人民幣

債券 其他 
其他結構

式產品
(2)

(A) 證券交易服務 (3) 
本地證券經紀佣金 
(適用於所有證券交易途

徑) 

成交金額的 0.25% HK$100 --- 

交易所上市之票據／債

券經紀佣金 
成交金額的 0.2% HK$100 --- 

交易徵費 
(由香港證監會收取) 

成交金額的 0.003% --- --- 

交易費 
(由香港交易所收取) 

成交金額的 0.005% --- --- 

印花稅 
(由香港特區政府收取) 

每 HK$1,000 收

HK$1，不足千元之數

亦作千元計 

--- --- 

買入證券存入費 每手 HK$2.5 
若於交收前經本行賣

出，可獲豁免存入費 

HK$30 HK$188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B) 處理實物證券及交收服務 
實貨存入 
-  存入費 每隻證券每次 

手續費 HK$30 
--- --- 

-  轉手紙釐印費(由香

港特區政府收取) 
每張轉手紙 HK$5 --- --- 

實貨提取 
-  提取費 每手 HK$3.5 HK$30 --- 
經中央結算系統（CCASS）撥貨 
- 存入費 免費 --- --- 

- 提取費 每手 HK$3.5 HK$30 ---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非經中央結算系統（Non - CCASS）撥貨 
與其他託管公司辦理交

收手續費 
不適用 --- --- 每項指示 

HK$500 
不適用 

(C) 賬戶服務 

證券保管費 

(若戶口同時存有證券

及債券，則當月只需支

付 1 次證券保管費) 

每月 HK$15 
沒有存貨及交易之戶

口可獲豁免當月之證

券保管費 

--- --- 免 
費 

每月 HK$15
 

免費 

(D) 代理人服務及企業行動 
-  代收股息／利息 
-  以股代息 
-  現金收購 
-  公司私有化 
-  行使認股權證 
 (現金結算) 

所收金額的 0.5% HK$30 HK$2,000 免費 免費 

-  代收紅股 
-  股份合併／拆細 
-  供股 
-  行使認股權證 

(收取證券) 

每次手續費 HK$30 --- --- 不 
適 
用 

到期贖回交易所上市

之票據及債券 
贖回金額的 0.2% --- HK$300 免費 

不 
適 
用 

(E) 其他服務 
每期收取 HK$150 及需繳付結算公司手續

費及 
a) 股息：所收金額

的 0.5% 
HK$30 HK$2,000 

代追股息／紅股 

b) 紅股：每期收取

HK$30 
--- --- 

認購新股 以代理人名義辦理： 
- 每張申請表格 HK$100 
以客戶名義經由本行背書： 
- 每張申請表格 HK$50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本地證券 (1) 
 港交所上市證券 債券 存款證／ 

服務 收費 
最低  
收費  

最高

收費

人民幣

債券 
其

他 
其他結構

式產品 (2)

(E) 其他服務（續） 
a) 轉讓價之 0.125%（買賣雙

方均需繳付） 
HK$100 --- 

b) 印花稅（由香港特區政府收

取）：每 HK$1,000 收

HK$1，不足千元之數亦作千

元計（買賣雙方均需繳付） 

--- --- 

c) 提取費：每手 HK$3.5 HK$30 --- 

d) 轉手紙釐印費（由香港特區

政府收取）：每張轉手紙

HK$5 

--- --- 

證券轉讓 
(由個別客戶轉讓予其他

客戶) 

e) 實貨存入費：每隻證券每次

手續費 HK$30 
--- ---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簽發結餘證明 每封 HK$100（每一附加戶口多收 HK$100） 
補發交易通知書 每份 HK$100 
影印文件 
-  結單(每份)(每一結單

週期作一份計) 

每份 HK50 

 

深圳及上海 B 股 (4) 
服務 收費 最低收費 最高收費 
深圳 
經紀佣金 成交金額的 0.8% HK$400 --- 
交易徵費 成交金額的 0.0341% --- --- 
厘印費 成交金額的 0.1% (只適用於賣出交易) --- --- 
結算費 成交金額的 0.05%  --- --- 
撥貨手續費  每隻證券每柱 HK$300 --- --- 
買入證券存入費  每柱 HK$30  --- --- 
上海 
經紀佣金 成交金額的 0.8% HK$400 --- 
交易徵費 成交金額的 0.0255% --- --- 
厘印費 成交金額的 0.1% (只適用於賣出交易) --- --- 
結算費  成交金額的 0.05%  --- --- 
行政費  成交金額的 0.0045%  --- --- 
撥貨手續費 每隻證券每柱 HK$700 --- --- 
買入證券存入費  每柱 HK$30  --- --- 

 

新加坡證券－只限怡和系股票 (4) 
服務 收費 最低收費 最高收費 
經紀佣金 成交金額的 0.5% HK$100 --- 
手續費 成交金額的 0.25% --- --- 
交易費 成交金額的 0.0075% --- --- 
結算費 成交金額的 0.04% --- US$393 
買入證券存入費 首 100 手每手 HK$10 

第 101 手或以上，每手 HK$3.5 
HK$30 HK$2,000 

(1) 不適用於本地上市之海外證券。所有收費均以每隻證券每柱交易之形式計算，有個別列明

收費基準之費用除外。 
(2) 其他結構式產品包括股票掛鈎投資、股票掛鈎票據及股票掛鈎存款等。 
(3) 有關以美元結算之交易所買賣基金 - 「沛富基金」〔證券編號：02821〕的證券服務收費，

請參閱海外證券服務收費一覽。 
(4) 除所列收費外，其他收費與本地證券相同。 

就本行提供之證券買賣，寄存及／或代理人服務，客戶有可能被要求繳付由第三者收取之額外費用及

收費。該等由第三者收取之費用及收費有可能會有所變動，而本行有權釐定該等費用及收費。 

有關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交易所／證監會所釐訂之收費若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恒生銀行

有限公司有權隨時調整任何收費、優惠及其他服務。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2010年10月
 

 



市場資訊服務收費一覽（包括在港上市之美國證券及交易所買賣基金） 
 

                                          

服務 收費 最低收費 附註 
即時報價服務計劃 
(透過恒生個人
e-Banking服務享用) 

每個報價

HK$0.05 
每月 HK$10 每月免費即時報價： 

 「優越」理財客戶：1,000個 
 「優進」理財客戶：500個 
 一般客戶：500個 

 
額外免費即時報價： 
 「優越」理財 ／「優進」理財 ／ 一般客戶： 

於該月內每成功買賣 1 次或以該月所累積的成功買賣成交額計算，每
HKD50,000可額外獲 200個免費即時報價（以所得之免費即時報價數
量較高者為準）。 

 「優進」理財客戶： 
於證券戶口持有股票存貨，該月可額外獲 250個免費即時報價。 
 

於 2008年 4月起，由成功買賣而獲得之額外免費即時報價，可按以下之計
算方式累積至下月使用： 
• (A)：全個月由成功買賣而獲得之額外免費即時報價總數扣除在該月之
首 24個曆日由成功買賣而獲得之額外免費即時報價之數量之餘數；或

• (B)：該月未使用之免費即時報價用量； 
• 在(A)及(B)相比之下，較低之免費即時報價數量可累積至下月使用； 
• 可累積之免費即時報價數量只可累積至下一個月內使用，逾期未用將自

動被取消，不會再作累積。 
（有關計算客人是否有可累積至下月之免費即時報價，請參閱例子三及四）

逐次更新即時報價服

務計劃 
(透過恒生個人
e-Banking服務享用) 

每月 HK$200 --- - 此服務適合高用量投資者。 
- 即使客人於該月並無使用即時報價服務，本行仍會於客人指定的有關

證券戶口內的交收戶口收取該月份之月費。 
- 登記或取消服務指示會於遞交申請後之下一個月份生效。 

例子：計算「即時報價服務計劃」之收費（只供參考） 

假設客人持有一般綜合戶口及附屬證券戶口 
例子一 
客人於 4月即時報價用量為 500個，共成功買賣 2次，而總成交額達 HKD180,000。以成交額計算，可額外獲 600個免費即時報價。
因此，連同基本 500個免費即時報價，客人共可享 1,100個免費即時報價(500+600) ，並且無須繳付任何費用。 
 
例子二 
於 5月內，客人使用 2,000個即時報價，可享用的免費即時報價為 500個。客人須繳付 HKD75，即 HKD0.05 x 1,500。 
 
例子三 [2008年 4月起生效] 
假設一般客戶於當月之證券買賣交易： 
  該月 1至 24日 

[c] 
該月總數 
[d] 

 

(1) 累積成功買賣成交額 HKD200,000 HKD201,000  
 累積成功買賣次數 1 2  
 額外免費即時報價 800 800  
 最高可累積免費即時報價 [d] - [c] 0 (A) 
(2) 基本免費即時報價 500   
 該月免費即時報價總數 500 + 800 = 1,300   
 該月已使用免費即時報價 1,000   
 該月未使用免費即時報價 300 (B) 
可累積至下月之免費即時報價 (A及 B比較下以低者為準) 0 

 
 



市場資訊服務收費一覽（包括在港上市之美國證券及交易所買賣基金） 
 

                                          

上述例子以成交額計算，可獲取較高之免費即時報價 。客人當月可額外獲 800 個免費即時報價，而合乎計算之可累積至下月使用之
免費即時報價為(A)及(B)比較下以低者為準： 
 
(A) 在該整月內成功買賣交易，而計算得到的額外免費即時報價扣除在該月 1至 24日成功之買賣交易計算得到的額外免費即時報價；
[d] - [c]，即是：800 - 800 = 0 
 
(B) 該月免費即時報價總數扣除已使用免費即時報價，即是：1,300 - 1,000 = 300 
  
因此，在(A) 該月最高可累積免費即時報價與(B) 未使用之即時報價相比之下(兩者以低者為準)，客人可累積至下月之免費即時報價為
0個。  
 
例子四 [2008年 4月起生效] 
假設一般客戶於當月之證券買賣交易： 
  該月 1至 24日 

[c] 
該月總數 
[d] 

 

(1) 累積成功買賣成交額 HKD200,000 HKD201,000  
 累積成功買賣次數 4 5  
 額外免費即時報價 800 1,000  
 最高可累積免費即時報價 [d] - [c] 200 (A) 
(2) 基本免費即時報價 500   
 該月免費即時報價總數 500 + 1,000 = 1,500   
 該月已使用免費即時報價 1,400   
 該月未使用免費即時報價 100 (B) 
可累積至下月之免費即時報價 (A及 B比較下以低者為準) 100 

 
上述例子以買賣次數計算，可獲取較高之免費即時報價 。客人當月可額外獲 1,000 個免費即時報價，而合乎計算之可累積至下月使
用之免費即時報價為(A)及(B)比較下以低者為準： 
 
(A) 在該整月內成功買賣交易，而計算得到的額外免費即時報價扣除在該月 1至 24日成功之買賣交易計算得到的額外免費即時報價；
[d] - [c]，即是：1,000 - 800 = 200 
 
(B) 該月免費即時報價總數扣除已使用免費即時報價，即是：1,500 - 1,400 = 100 
  
因此，在(A) 該月最高可累積免費即時報價與(B) 未使用之即時報價相比之下(兩者以低者為準)，客人可累積至下月之免費即時報價為
100個。  

條款及細則： 
1. 即時報價服務計劃只適用於持有本行證券戶口之客戶。非本行證券戶口客戶則可享用延遲報價。 
2. 香港交易所規定，於交易日每一個交易時段至其收市後 15分鐘之股價查詢，方會計算在即時報價用量內。即時報價用量包括（i）

透過簡單報價、詳盡報價、自選股票報價及輸入證券買賣指示的第 1個版面所進行的股價查詢；（ii）於相同行業股票比較、即
市新聞、聯交所新聞、藍籌股一覽、紅籌股一覽、國企股一覽及創業板股票一覽版面內選按股票代號（stock code hyperlink）
所進行之股價查詢。 

3. 在 9:30至 16:15查詢試驗計劃下的交易所買賣基金之股價及在 9:30至 12:45／14:30至 16:15查詢其他產品之股價會計算為即
時報價。 

4. 每個 e-Banking客戶只可享用 1個即時報價服務計劃。 
5. 買賣次數及成交金額將以閣下名下所有證券戶口之本地證券交易紀錄合併計算。 
6. 本月之收費將於下月初自閣下證券戶口之結算戶口內扣除。如閣下擁有多於 1 個證券戶口，本行將按以下之優先次序選擇扣賬

之結算戶口： 
第一： 聯名證券戶口之結算戶口較單名證券戶口之結算戶口優先 
第二： 「優越」理財之綜合戶口之結算戶口較「優進」理財之綜合戶口之結算戶口優先；「優進」理財之綜合戶口之結算戶

口較綜合戶口之結算戶口優先；綜合戶口之結算戶口較港元往來結算戶口優先；港元往來結算戶口較港元儲蓄存款結

算戶口優先。 
第三： 近期開立之結算戶口較優先。 

7. 若閣下之結算戶口結餘不足以支付有關收費，本行保留自閣下其他恒生銀行港元戶口扣除有關費用之權利。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2009年 3月 



 

                                          

海外證券服務收費一覽（適用於在 2006 年 3 月 31 日或以前已開立海外證券買賣戶口之客戶） 
服務 (1) 收費 最低收費 最高收費 
於本地上市以美元結算之交易所買賣基金 
經紀佣金 成交金額的 0.5% US$20 --- 
交易徵費（由香港證監會收取） 成交金額的 0.003% --- --- 
交易費（由香港交易所收取） 成交金額的 0.005% --- --- 
買入證券存入費 每手 US$1 US$4 US$25 
在本地上市之美國證券 
經紀佣金 成交金額的 0.5% HK$100 --- 
交易徵費（由香港證監會收取） 成交金額的 0.003% --- --- 
交易費（由香港交易所收取） 成交金額的 0.005% --- --- 
現貨提取費 手續費每柱HK$100；另加DTC (2) 收費每柱

HK$600及代支費用 
--- --- 

海外證券跨境調撥費 手續費每柱HK$100；另加DTC (2) 收費每柱

HK$200及代支費用 
--- --- 

認股證轉換、自願收購、股權收購及公開配售 手續費每柱HK$100；另加DTC (2) 收費每柱

HK$600及代支費用 
--- --- 

買入證券存入費 每手 HK$10 HK$30 HK$2,000 
代收股息/利息 所收金額的0.75% HK$60 HK$2,500 
美國 / 英國 / 日本 
代收股息/利息 所收金額的0.75% HK$60 HK$2,500 
其他收費 (適用於以上所有證券) 
證券轉倉提取 每隻證券每次手續費 HK$30 

另加代支費用 
--- --- 

 
「恒生 A 股投資服務」服務收費(3) 

戶口費用  收費  

戶口服務費 (4) (每月收取 ) RMB50 

戶口保管費 (4) (每月收取 ) 按戶口結餘收取年率 0.25%保管費 (5) 

公司活動  收費  

代收股息／利息  所收金額之 0.5%  (最低：RMB30，最高：RMB2,000) 

代收紅股  每次 RMB30 

 
(1) 除所列收費外，其他收費與本地證券相同。 
(2) 美國存管信託公司 
(3) 本行會不時檢討有關之收費。客戶可隨時向本行職員索取趨時之有關資料。 
(4) 戶口服務費/保管費於開戶後下1個月之月底開始每月收取。 
(5) 按每月月底戶口結餘（包括所有投資產品及現金）每月收取一次。 
 

就本行提供之證券買賣，寄存及／/或代理人服務，客戶有可能被要求繳付由第三者收取之額外費用及收費。該等由第三者收取之費用及收

費有可能會有所變動，而本行有權釐定該等費用及收費。 

有關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交易所/證監會所釐訂之收費若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恒生銀行有限公司有權隨時調整任何收費、優惠及

其他服務。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2010 年 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