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務項目 收費

經紀佣金

富邦港股交易平台

-網上證券服務
-「流動理財」證券服務
專人證券交易服務

交易徵費 (由香港證監會收取)
交易徵費 (由財匯局收取)
交易費 (由香港交易所收取)
中央結算費 (由香港中央結算有限
公司收取)
印花稅 (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收取)

實物股票存入費

實物股票提取費

股票存入費 (經中央結算系統)

股票提取費 (經中央結算系統)

註冊費

強制性補購股份費

託管費

申領日 / 月結單副本

登記過戶費

代收現金股息費

代收股票股息費

代收紅股費

現金收購及其他涉及現金的

代履行權責服務費

申請未領取權益費

股份合併 / 分拆 / 轉換 / 公司合併
手續費

行使備兌認股證 / 可收回牛熊證

證券交易服務

處理實物股票及交收服務

代理人服務及企業行動

香港股票

條款及細則：

1. 不足一個買賣單位亦視作一個買賣單位計算。
2. 除非另有說明，所有收費都以「每筆交易」、「每隻股票」和「每天」的基礎收取。
3. 若客戶之結算戶口結餘不足以支付有關費用，本行保留自客戶於本行持有之其他戶口扣除有關
費用之權利。

4. 就香港股票：代收外幣現金股息將存入客戶的港元結算帳戶。就其他非香港股票：代收外幣
現金股息將存入客戶的相同貨幣結算賬戶。倘若客戶並沒有該貨幣的結算賬戶，所得的現金

股息將被轉換及存入客戶其他可用的結算賬戶。本行將以當時兩種貨幣之間的市場匯率計算。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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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政府、監管機構、海外代理或有關服務供應商，收取之額外費用及收費。該等由第三者收取之

額外費用及收費有可能不時會有所變動，而本行有權釐定該等費用及收費。特別手續費會因應

個別情況而收取。詳情請向本行查詢。

6. (**)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將不時重估SEC費
7. (***)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不時釐定之收費收取

聯絡富邦銀行證券投資部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除外)
上午8時30分至下午5時30分

專人證券交易熱線 2842 6262 (香港)
 00801 855 978 (台灣)

證券投資服務中心

荃灣 2842 1628

(2022年1月1日生效)

經紀佣金

SEC費 (只適用於沽出交易)

美國預託證券費

股票存入 / 提取費
託管費

代收現金 / 股票股息費

代收紅股費

現金收購及其他涉及現金的

代履行權責服務費

企業行動服務費

成交金額之0.3% (最低收費35美元)
根據美國證交會最新之條例及收費**

每股0.01-0.05美元 (由美國預託證券發行商收取)
每股票70美元
按每月底持有股值之年利率0.12%計算 (每月收取
一次，最低收費5美元)
應收股息之2.25% (最低收費15美元) + 30%預扣
所得稅

每股票15美元 + 30%預扣所得稅 (如適用)
應收現金之2.25% (最低收費15美元) + 預扣
所得稅 (如適用)
每股票30美元 + 其他相關費用*

美國股票

經紀佣金

結算費

實物股票存入費

實物股票提取費

股票存入 / 提取費

託管費

代收現金 / 股票股息費

代收紅股費

現金收購及其他涉及現金的

代履行權責服務費

企業行動服務費

電匯費

成交金額之0.5% (最低收費新加坡幣150元 / 50美元)
成交金額之0.0325% (最高收費新加坡幣600元)
每股票新加坡幣200元 + 每張股票新加坡幣10元
+ 速遞收費
每股票新加坡幣270元 + 每張股票新加坡幣70元
+ 速遞收費
每股票新加坡幣100元
按每月底持有股值以年利率0.12%計算 (每月收取
一次，最低收費新加坡幣7元)
應收股息之1.5% (最低收費新加坡幣50元 / 
40美元) + 電匯費
每股票新加坡幣50元
應收金額之0.5% (最低收費新加坡幣50元 /
40美元) + 電匯費
每股票新加坡幣50元 + 其他相關費用*
每次新加坡幣60元 / 50美元

新加坡股票

託管費

代收現金 / 股票股息費
每月港幣400 (每月收取一次)
應收股息之0.5% (最低收費港幣300元) 
+ 預扣所得稅 (如適用)

其他海外市場

經紀佣金

證券交易稅 (只適用於沽出交易)

交易費

託管費

代收現金 / 股票股息費

代收紅股費

現金收購及其他涉及現金的

代履行權責服務費

企業行動服務費

行使認股權證 / 供股權費
行使投票權費

電匯費

成交金額之0.3% (最低收費台幣500元)
股票 - 成交金額之0.3%
交易所買賣基金 - 成交金額之0.1%
每日每股票買 / 賣台幣900元
按每日持有股值之0.1% / 365計算 (每月收取
一次，最低收費台幣200元)
應收股息之0.5% (最低收費台幣600元) + 21%
預扣所得稅* + 電匯費
每股票台幣400元 + 21%預扣所得稅* + 電匯費
應收金額之0.5% (最低收費台幣600元) + 預扣所
得稅 (如適用) + 電匯費
每股票台幣600元 + 其他相關費用*

每股票台幣600元 + 電匯費
每股票台幣3,000元
每次台幣1,000元

台灣股票

現金收購及其他涉及現金的

代履行權責服務費

企業行動服務費

應收金額之0.5% (最低收費15美元) + 預扣所得稅
(如適用) (由國家稅務總局收取)
每股票30美元 + 其他相關費用*

經紀佣金

印花稅 (由國家稅務總局收取)
結算徵費

交易徵費

行政費

股票存入 / 提取費
託管費

代收現金 / 股票股息費

代收紅股費

現金收購及其他涉及現金的

代履行權責服務費

企業行動服務費

成交金額之0.4% (最低收費港幣300元)
成交金額之0.1% (只適用於賣出交易)
成交金額之0.002% (最高收費港幣500元)
成交金額之0.00487%
成交金額之0.002%
每股票港幣500元 + 速遞收費 (如適用)
每月港幣35元 (每月收取一次)
應收股息之1.5% (最低收費港幣100元) 
+ 10%預扣所得稅 (由國家稅務總局收取)
每股票港幣100元 + 10%預扣所得稅 (如適用)
(由國家稅務總局收取)
應收金額之1.5% (最低收費港幣100元) + 預扣所
得稅 (如適用) (由國家稅務總局收取)
每股票港幣250元 + 其他相關費用*

中國B股 (深圳)

經紀佣金

印花稅 (由國家稅務總局收取)
經手費 (由上交所/深交所收取)
證管費 (由中國證監會收取)
過戶費 (由中國結算，香港結算收取)

股票存入費

股票提取費

託管費

組合費

代收現金 / 股票股息費

代收紅股費

企業行動服務費

資本增值稅

成交金額之0.4% (最低收費300人民幣)
成交金額之0.1% (只適用於賣出交易)
成交金額之0.00487%
成交金額之0.002%
成交金額之0.002% (支付中國結算)
成交金額之0.002% (支付香港結算)
以股值之0.01%計算 (最低收費30人民幣，
最高收費2,500人民幣)
以股值之0.01%計算 (最低收費30人民幣) 
+ 手續費300人民幣
每月收取一次，每手0.15人民幣 (最低收費
人民幣20元)，按每月底持有之股量計算
以每日持有股值之0.008%/365計算 (每月
收取一次)
應收股息之0.75%  (最低收費50人民幣) 
+ 10%預扣所得稅 (由國家稅務總局收取)*** 

每股票100人民幣 + 10%預扣所得稅 (由國家稅務
總局收取)*** (如適用)
每股票250人民幣 + 其他相關費用*

暫免 (由國家稅務總局收取)***

上交所/深交所股票(滬股通/深股通)

經紀佣金

印花稅 (由國家稅務總局收取)
結算徵費

交易徵費

行政費

股票存入 / 提取費
託管費

代收現金 / 股票股息費

代收紅股費

成交金額之0.4% (最低收費70美元)
成交金額之0.1% (只適用於賣出交易)
成交金額之0.002% (最高收費50美元)
成交金額之0.00487%
成交金額之0.002%
每股票70美元 + 速遞收費 (如適用)
每月5美元 (每月收取一次)
應收股息之0.5% (最低收費15美元) 
+ 10%預扣所得稅 (由國家稅務總局收取)
每股票15美元 + 10%預扣所得稅 (如適用)
(由國家稅務總局收取)

中國B股 (上海)

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本行」)
證券投資服務收費表

成交金額之0.25% (最低收費港幣80元)
成交金額之0.25% (最低收費港幣80元)
成交金額之0.25% (最低收費港幣100元)
成交金額之0.0027%
成交金額之0.00015%
成交金額之0.005%
成交金額之0.002% (最低收費港幣2元，最高收費
港幣100元)
成交金額之0.13% (毫仙位將上調至元位整數) 
(如適用)

每手港幣5元 (最低收費港幣30元) + 轉讓厘印費
每張轉讓書 / 股票港幣5元
每手港幣5元 (最低收費港幣30元) + 中央結算費
用每手港幣3.5元
每手港幣5元 (最低收費港幣30元，最高收費港幣
2,500元) + 中央結算費用為成交金額之0.002%
(最低收費港幣2元，最高收費港幣100元) + 交收
指示費用每宗交易港幣1元
每手港幣5元 (最低收費港幣30元) + 中央結算費
用為成交金額之0.002% (最低收費港幣2元，最高
收費港幣100元) + 交收指示費用每宗交易港幣1元
每手港幣5元 (最低收費港幣100元) + 註冊處費  
+ 印花稅 + 速遞收費 (如適用)
每宗交易港幣200元 + 證券交易服務收費 + 中央
結算所收取的逾期費用 + 其他相關費用*

每半年收取一次，每手港幣0.15元 (最低收費港幣
100元)，以每年5月31日及11月30日持有之股量計算
每份港幣100元

每手港幣1.5元
應收股息之0.5% (最低收費港幣30元)
每手港幣5元 (最低收費港幣30元)
每手港幣5元 (最低收費港幣30元)
應收金額之0.5% (最低收費港幣30元，最高收費
港幣2,500元) + 代履行權責服務費每手港幣0.8元
+ 印花稅 (如適用)
每期未領取權益港幣200元 + 實物股票存入費
+ 代收現金股息 / 股票股息 / 紅股費 + 中央結算費
+ 註冊處費
每宗交易港幣10元 + 代履行權責服務費每手港幣
0.8元 (如適用)
行使金額之0.5% (最低收費港幣30元，最高收費
港幣2,500元) + 代履行權責服務費每手港幣0.8元

服務項目 收費 服務項目 收費 服務項目 收費

註：

本收費表所載資料為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本行」)提供給客戶各項服務之收費參考資料。

本收費表所載之收費為2022年1月之最新資料及可被調整。本行保留不時修訂或增設任何服務費用
之權利。若服務收費未列於本收費表內，請向各分行職員查詢。

有關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 香港
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香港銀行公會 / 財務匯報局 / 上海證券交易所 / 深圳
證券交易所 /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 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及國家稅務總局所釐定
及收取之收費若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本收費表的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經紀佣金

股票存入 / 提取費

託管費

代收現金 / 股票股息費

現金收購及其他涉及現金的

代履行權責服務費

成交金額之0.4% (最低收費4,000日圓)
每股票10,000日圓
按每月底持有股值以年利率0.15%計算 (每月收取
一次，最低收費350日圓)
應收股息之0.5% (最低收費600日圓) + 15.315%
預扣所得稅 + 電匯費
應收金額之0.5% (最低收費600日圓) + 預扣所得
稅 (如適用) + 電匯費

日本股票

賬戶服務

企業行動服務費

電匯費

每股票4,000日圓 + 其他相關費用*
每次10,000日圓

借貸及其他服務

資訊服務 (服務供應商：阿斯達克財經網)

行使認股權證 / 供股權費

行使投票權費

證券認購手續費

證券認購借貸費

貸款利息

網上點擊即時報價

- 每月之首300次報價
- 其後之每個報價
網上即時串流報價

每手港幣2元 (最低收費港幣30元) + 股票存入費
每手港幣5元 + 代履行權責服務費每手港幣0.8元
每股票港幣30元

每次收費港幣100元
另作商議

富邦銀行最優惠利率 + 1% p.a.

免費

每個港幣0.07元
每月港幣32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