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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股服务收费表 

证券交易服务 (香港股票市场) 

使用平台 会员等级 佣金 平台费 打新手续费 

 

 

电子渠道 

（涨乐全球通） 

非会员 每宗交易金额的 0.029% 

最低收费 2.9港元 

每笔订單     

15  港元 

融资认购申请每次 100 港元 

非融资认购申请每次 50 港元 

V1 会员 免佣金 免平台费 免打新手续费 

V2 会员 免佣金 免平台费 免打新手续费 

V3 会员 免佣金 免平台费 免打新手续费 

 

 

 

电子渠道 

（非涨乐全球通） 

 

非会员 每宗交易金额的 0.15% 

最低收费 100港元 

每笔订单     

15  港元 

融资认购申请每次 100 港元 

非融资认购申请每次 50 港元 

V1 会员 每宗交易金额的 0.15% 

最低收费 100港元 

免平台费 免打新手续费 

V2 会员 每宗交易金额的 0.15% 

最低收费 100港元 

免平台费 免打新手续费 

V3 会员 每宗交易金额的 0.15% 

最低收费 100港元 

免平台费 免打新手续费 

 

 

 

 

电话委托下单 

 

 

 

 

非会员 每宗交易金额的 0.15% 

最低收费 10港元 

每笔订單     

15  港元 

 

融资认购申请每次 100 港元 

非融资认购申请每次 50 港元 

V1 会员 每宗交易金额的 0.15% 

最低收费 10港元 

免平台费 免打新手续费 

V2 会员 每宗交易金额的 0.15% 

最低收费 10港元 

免平台费 免打新手续费 

V3 会员 每宗交易金额的 0.15% 

最低收费 10港元 

免平台费 免打新手续费 

备注： 

 当日对同一只港股进行多次同方向交易，该类交易可以合单，当作一笔订单计 

 电子渠道交易包括涨乐全球通渠道，以及非涨乐全球通渠道（手机钱龙版、华泰香港钱龙股票通、华泰香港股

票网页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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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暗盘交易收费表 

使用平台 会员等级 佣金 平台费 

 

 

电子渠道 

（涨乐全球通） 

非会员 每宗交易金额的 0.03% 

最低收费 3港元 

每宗交易 15港元 

V1 会员 每宗交易金额的 0.03% 

最低收费 3港元 

免平台费 

V2 会员 每宗交易金额的 0.03% 

最低收费 3港元 

免平台费 

V3 会员 每宗交易金额的 0.03% 

最低收费 3港元 

免平台费 

 

 

 

电子渠道 

（非涨乐全球通） 

 

非会员 每宗交易金额的 0.15% 

最低收费 100港元 

每宗交易 15港元 

V1 会员 每宗交易金额的 0.15% 

最低收费 100港元 

免平台费 

V2 会员 每宗交易金额的 0.15% 

最低收费 100港元 

免平台费 

V3 会员 每宗交易金额的 0.15% 

最低收费 100港元 

免平台费 

 

 

 

 

电话委托下单 

 

 

 

 

非会员 每宗交易金额的 0.15% 

最低收费 10港元 

每宗交易 15港元 

 

V1 会员 每宗交易金额的 0.15% 

最低收费 10港元 

免平台费 

V2 会员 每宗交易金额的 0.15% 

最低收费 10港元 

免平台费 

V3 会员 每宗交易金额的 0.15% 

最低收费 10港元 

免平台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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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定投交易收费 

使用平台 会员等级 服务费* 

 

电子渠道 

（涨乐全球通） 

非会员 每只股票 5港元/每月 

V1 会员 每只股票 5港元/每月 

V2 会员 每只股票 5港元/每月 

V3 会员 每只股票 5港元/每月 

备注: 

*推广期内（2021年 1 月 1日至 2021年 12 月 31日，包含首尾 2日）免收港股定投服务费 

 

其他港股交易征费 

项目 收费 

印花税 交易金额的 0.1% ，最低 1港元 

交易征费 成交金额之 0.0027% 

交易费 成交金额之 0.005% 

中央结算系统的股份交收费 成交金额之 0.002%，最低 2港元，最高收費 100港元 

 

处理实物股票及交收服务 

项目 收费 

存入实物股票釐印費 每张转手纸 5港元 

提取实物股票费 每手股票收费 5港元(碎股亦视作一手), 每只股票最低收费 50港

元 

存仓费 免费 

交收指示费 (转仓存入) 免费 

交收指示费 (转仓拨出) 每只证券市值金额之 0.002%，每只股票最低收费 500港元 

投资者交收指示费 (转仓拨出) 每只股票收费 50港元 

客户内部转让证券手续费及印花税 每边收费 250港元，每边另加政府印花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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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服务 

项目 收费 

托管费 免费 

郵寄/蓋印账戶日結單、月結單 20 港元/份  

补发结单副本(电子版/打印版) 电子版最近三个月内免费, 超过三个月之后每一个月每份收取 50

港元 

打印版每份收取 50港元 

独立股份户口服务费（附寄中央结算

系统结单服务） 

每月 10港元 

提供开户表副本 开户三个月内免费, 超过三个月之后每份收取 50港元 

结束户口 300港元/户 

 

 

代理人服务及企业行动 

项目 收费 

登记过户费 每手收取 2港元(碎股亦视作一手) 

港股/美股代收现金股息或股票股息费 股息金额之 0.25%，最低收费 30港元/30元人民币/5美元，最高

收费 20,000港元/20,000元人民币/ 2600美元（按股息计价货币

计算） 

代收红股费 每手红股存入 1港元，最低收费 25港元(碎股亦视作一手) 

代收供股权收费 免费 

代客行使供股权费 每手股票 0.8港元，另加手续费 150港元(碎股亦视作一手) 

办理股份合并／分拆费 免费 

在收购要约下提交股份费 每手股票 0.8港元，另加手续费 150港元(碎股亦视作一手) 

在股份登记处办理股份转名费 股份登记处收费每手 5港元，另加手续费 200港元 

行使认股证费用 每宗交易 100港元 

行使备兑认股证费用 每宗交易 100港元 

取消备兑认股证/认股证的证书费用 每宗 1港元 

发出备兑认股证/认股证的证书费用 每宗 2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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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及其他服务 

项目 收费 

现金账户过期利息 港元：渣打银行港元最优惠利率 + 5.0% 

保证金账户借贷收费 港元：融资金额的 6.8% 

美元：融资金额的 4.8% 

人民币：融资金额的 8.8% 

保证金账户超额借贷收费 港元：渣打银行港元最优惠利率 + 5.75% 

证券认购手续费 (申请新股)* 融资认购申请每次 100港元，非融资认购申请每次 50港元 

代申请索还未领取权益费 每宗 500港元或股息金额之 2.0%(取较高者) 

外汇交易# 
不超过 1%的货币兑换手续费（以汇率形式加价或减价） 

终止费 客户开通证券借出服务不收取费用，惟客户在协议期内终止证券

借出协议时将收取管理费 300港元 

*阁下所下认购指令一经提交，将不能更改、撤销。然而，华泰金融有绝对酌情权考虑是否接受客户提出的更

改、撤销，惟客户将需求承担相关取消/更改手续费每笔 200港元，及因融资安排所引致的相关利息支出。#

除非另有指明，当进行外汇交易时，华泰一般会担当主事人角色。阁下也应该注意在交易以非交易货币结算

的证券时，须了解及承担所涉及的货币风险（包括但不限于汇率波动）以及相关的外汇交易成本。 

 

款项交收费用 

项目 收费 

提取账户款项 - 以支票形式 

(须亲身取票) 

豁免 

提取账户款项 - 以 CHATS 或电汇形

式 

所有本地或海外银行收费均从汇款金额中扣除 

存入账户-以银行收到金额作实 豁免 

支票停止过户 每宗 200港元 

处理退票收费 每宗 2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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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股服务收费表 

证券交易服务 (美国股票市场) 

使用平台 会员等级 佣金 平台费 

 

 

 

电子渠道 

（涨乐全球通） 

非会员 
每股 0.0039 美元 

每笔订单最低 0.99美元 

每股 0.0039美元 

每笔订单最低 0.99美元 

V1 会员 
每股 0.0039 美元 

每笔訂單最低 0.99美元 

每股 0.0039 美元 

每笔订单最低 0.99美元 

V2 会员 免佣金 免平台费 

V3 会员 免佣金 免平台费 

 

 

 

电子渠道 

（非涨乐全球通） 

 

非会员 
每股 0.01美元 

每笔订单最低 5美元 

每股 0.0039美元 

每笔订单最低 0.99美元 

V1 会员 
每股 0.01美元 

每笔订单最低 5美元 

每股 0.0039美元 

每笔订单最低 0.99美元 

V2 会员 
每股 0.01美元 

每笔订单最低 5美元 
免平台费 

 

V3 会员 
每股 0.01美元 

每笔订单最低 5美元 
免平台费 

 

 

电话委托下单 

 

非会员 
每股 0.01美元 

每笔订单最低 5美元 

每股 0.0039美元 

每笔订单最低 0.99美元 

V1 会员 
每股 0.01美元 

每笔订单最低 5美元 

每股 0.0039美元 

每笔订单最低 0.99美元 

V2 会员 
每股 0.01美元 

每笔订单最低 5美元 
免平台费 

 

V3 会员 

每股 0.01美元 

每笔订单最低 5美元 
免平台费 

备注： 

 当日对同一只美股进行多次同方向交易，该类交易不可以合单，以多筆訂單计 

 电子渠道交易包括涨乐全球通渠道，以及非涨乐全球通渠道（手机钱龙版、华泰香港钱龙股票通、华泰香港股

票网页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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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美国股票股交易征费 

项目 收费 

证监征费 0.00221%，卖出收取 

交易活动费 0.000119美元/股，最高 5.95美元，卖出收取 

交收費 0.003美元/股, 买入卖出收取 

市值超过 10亿欧元的法国 ADRS金融交易税 0.3%，买入收取 

市值超过 5亿欧元的意大利 ADRS的金融交易税 0.1%，买入收取 

ADR收费 根据具体 ADR确定 

美国 OTC双重挂牌和非 DTC合资格股票附加收费 每笔交易最高 75美元 

 

处理实物股票及交收服务 

项目 收费 

交收指示费 (转仓存入) 免费 

交收指示费 (转仓拨出) 每只股票收费 1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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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股通/深股通服务收费表 

证券交易服务 (沪股通/深股通市场) 

使用平台 会员等级 佣金 平台费 

电子渠道 

(涨乐全球通) 

非会员 
每宗交易金额的 0.029% 

最低收费 2.9人民币 
每笔订单  15  人民币 

V1 会员 
每宗交易金额的 0.029% 

最低收费 2.9人民币 
每笔订单  15  人民币 

V2 会员 
每宗交易金额的 0.029% 

最低收费 2.9人民币 
每笔订单  15  人民币 

 V3 会员 免佣金 免平台费 

电子渠道 

(非涨乐全球通) 

非会员 
每宗交易金额的 0.25% 

最低收费 100元人民币 
每笔订单  15  人民币 

V1 会员 
每宗交易金额的 0.25% 

最低收费 100元人民币 
每笔订单  15  人民币 

V2 会员 
每宗交易金额的 0.25% 

最低收费 100元人民币 
每笔订单  15  人民币 

V3 会员 
每宗交易金额的 0.25% 

最低收费 100元人民币 
免平台费 

电话委托下单 

 

非会员 
每宗交易金额的 0.25% 

最低收费 100元人民币 
每笔订单  15  人民币 

V1 会员 
每宗交易金额的 0.25% 

最低收费 100元人民币 
每笔订单  15  人民币 

V2 会员 
每宗交易金额的 0.25% 

最低收费 100元人民币 
每笔订单  15  人民币 

V3 会员 
每宗交易金额的 0.25% 

最低收费 100元人民币 
免平台费 

 

备注： 

 当日对同一只沪股通/深股通股票进行多次同方向交易，该类交易可以合单，当作一筆訂單计 

 电子渠道交易包括涨乐全球通渠道，以及非涨乐全球通渠道（手机钱龙版、华泰香港钱龙股票通、华泰香港股

票网页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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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滬深股通交易征费 

项目 收费 

印花税 交易额 0.1%卖出收取 

经手费 交易额 0.00487% 

证管费 交易额 0.002% 

过户费 成交金额之 0.002% (根据中国结算的沪港通/深港通规则支付) 

成交金额之 0.002% (根据中央结算系统一般规则支付) 

 

账户服务 

项目 收费 

交收指示费 (转仓存入) 免费 

交收指示费 (转仓拨出) 每只证券市值金额之 0.002%，每只股票最低收费 100元人民币 

股票托管费 每天持有的股份市值(人民币) X 0.008% / 365 (费用每天累计，

并于月底一次扣除) 

补发结单副本(电子版/打印版) 电子版最近三个月内免费, 超过三个月之后每一个月每份收取 50

港元 

打印版每份收取 50港元 

提供开户表副本 开户三个月内免费, 超过三个月之后每份收取 50港元 

 

代理人服务及企业行动 

项目 收费 

登记过户费 每手收取 2元人民币(碎股亦视作一手) 

代收现金股息／股票股息费 股息金额之 0.5%，最低收费 25元人民币 

代收红股费 每手红股存入 1元人民币 ，最低收费 25元人民币(碎股亦视作一

手) 

代收供股权收费 免费 

代客行使供股权费 每手股票 0.8元人民币，另加手续费 150元人民币(碎股亦视作一

手) 

办理股份合并／分拆费 免费 

在收购要约下提交股份费 每手股票 0.8元人民币，另加手续费 150元人民币(碎股亦视作一

手) 

代申请索还未领取权益费 根据每宗个案而定，最低收费 500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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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项交收费用 

项目 收费 

提取账户款项 - 以支票形式 

(须亲身取票) 

豁免 

提取账户款项 - 以 CHATS 或电汇形

式 

所有本地或海外银行收费均从汇款金额中扣除 

存入账户-以银行收到金额作实 豁免 

支票停止过户 每宗 200港元 

处理退票收费 每宗 200港元 

 

B 股收费表 

证券交易服务 (中国 B 股市场) 

项目 收费明细 

上海 B股(美元)  

交易佣金 成交金额 0.25%，最低收费 25美元，不可合单。 

印花税 0.10% 

交易征费 0.026% 

结算费 0.05% 

证管费 0.004% 

 

深圳 B股(港元) 

交易佣金 成交金额 0.25%，最低收费 100港元，不可合单。 

印花税 0.10%  

交易征费 0.0341% 

结算费 0.05% 

 

除上述费用外，可能还涉及其他收费。任何第三方收费之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请注意: 客户要先存款后才能下单；买卖同一股票不可以合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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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股票交易服务收费表 

证券交易服务 (新加坡股票市场) 

使用平台 会员等级 佣金 平台费 其他交易规费 

费率 最低收费 

 

 

 

电子渠道 

（涨乐全球通） 
非会员 0.16% 

 

20坡元 或 15美元 

（取较高者） 

豁免 

 

 

新加坡交易所交易费：

0.03% 

 

新加坡交易所准入费：

0.01% 

V1 会员 0.16% 

 

20坡元 或 15美元 

（取较高者） 

豁免 

 

 

新加坡交易所交易费：

0.03% 

 

新加坡交易所准入费：

0.01% 

V2 会员 0.16% 

 

20坡元 或 15美元 

（取较高者） 

豁免 

 

 

新加坡交易所交易费：

0.03% 

 

新加坡交易所准入费：

0.01% 

V3 会员 0.16% 

 

20坡元 或 15美元 

（取较高者） 

豁免 

 

 

新加坡交易所交易费：

0.03% 

 

新加坡交易所准入费：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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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海外证券交易收费表 

市场 
1. 佣金 2. 其他收费 

 
费率 最低收费 

加拿大 0.5% 80加元 不适用 

英国 0.3% 

 

20英镑 

或 

25美元 

 

a) 以英镑报价的股票厘印费 0.5% 

b) 以欧元报价的股票厘印费 1.0% 

c) PTM征费（只适用于部份股票

及交易金额超过 10,000英

镑） 

1英镑 

德国 0.5% 80欧元 不适用 

法国 0.8% 80欧元 金融交易税（买入交易适用） 0.20% 

澳洲 0.5% 80澳元 不适用 

日本 0.6% 6500日圆 不适用 

马来西亚 0.8% 120马币 

a) 国外交易费 
0.03%（最高收費 1,000马

币） 

b) 交易印花税 

0.10%（最高收費 200马

币，以整數马币收取） 

c) 銷售及服務稅 
交易佣金之 6.0% (由 2019 

年 3 月 1日开始实施) 

备注： 

 除上述费用外，可能还涉及其他收费(如适用)包括但不限于由相关证券交易所收取的交易费，证券结算系统的

交易费，及/或政府收取的证券交易销售税。如第三方更新交易征费，本行恕不提前通知。 

 客户需要要先存款后才能下单；买卖同一股票不可以合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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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外交易债券收费表 

项目 收费 

买卖差价  0.3% (按投资额)* 

债券托管费 (年率)  - 0.04% 

-每月底按债券币别收取  

-最低收费: HKD100/RMB100/USD20 

债券转出费用 

(每笔) 

HKD300 

债券赎回费用 

(每笔) 

HKD300 

债券换股费用 

(每笔) 

HKD300 

代收利息费用 

 

免费 

 

公司行动 

 

免费 

 

备注: 

 最低投资金额:HKD1,000,000/USD100,000 

 除非另有说明，当在场外（即交易所以外）交易债券时，华泰一般会担当主事人角色。 

*投资额指投资产品的名义价值或市场价值（视情况而定）   

公募基金交易收费表 

基金分类   申购费* 赎回费* 

（持有期少于 6个月） 

赎回费* 

（持有期为 6个月至 1

年内） 

赎回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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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型基金 0% 0% 0% 0% 

其他类型 0% 2.5% 1.25% 0% 

备注： 

 *推广期内（2021年 1 月 1日-2021 年 12月 31日，包含首尾 2日）基金申购和赎回收费全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