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收费表

(2022 年 9 月 30 日生效)

I. 一般银行服务
汇款 / 电汇
汇出汇款
- 电汇 / 特快转账 (RTGS/CHATS)
- 取消 / 修订 / 申请退回

每笔交易 HKD 200
每笔交易 HKD 200

汇入汇款

豁免

账户服务费
账户服务费 1
(适用于账户总资产值低于 USD 300 万)

每半年收费最高 USD 1,000

其他服务
申请账户结单副本
(申请日期起计的最近一个月至最多七年内的资料)

II.

证券服务

每份 HKD 50 (每个结单周期作一份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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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服务费按照交易货币收取。
服务
买卖相关服务

香港证券

A 证券(上海/深圳)

14

经纪佣金

按交易金额计 0.4%，
最低收费 HKD 400 或等值外币

按交易金额计 0.4%，
最低收费 RMB 400 或等值外币

印花税 3

按交易金额计 0.13%
(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收取)

按交易金额计 0.1%
(代表国家税务总局收取，并由卖方缴
付)

交易征费
(代表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收取)

按交易金额计 0.0027%

不适用

交易费
(代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收取)

按交易金额计 0.005%

不适用

财汇局交易征费
(代表财务汇报局收取)

按交易金额计 0.00015%

不适用

经手费
(代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收
取)

不适用

按交易金额计 0.00487%

证管费
(代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收取)

不适用

按交易金额计 0.002%

过户费
(代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深圳分公司收取 0.001%及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收取 0.002%)

不适用

按交易金额计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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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香港证券

A 证券(上海/深圳)

处理股票及交收相关的服务
交易处理费
(每只证券独立计算，并只由买方缴付)

豁免

豁免

证券存入费

豁免

豁免

证券提取费

每笔股票交易 HKD 650 4

每笔股票交易 RMB 650 5

转手纸印花税
(适用于实物证券，并由卖方缴付)

每张转手纸计 HKD 5

不适用

代打转手纸印花税手续费

每笔收 HKD 1,000

不适用

账户服务
托管费 6

每半年计 HKD 1,000

代理人服务及企业行动

代收股份手续费 7

每手 HKD 3.50 或等值外币，
最低收费 HKD 40 及
最高收费 HKD 250 或等值外币

每手 RMB 0.35 或等值外币，
最低收费 RMB 40 及
最高收费 RMB 250 或等值外币

代收股息手续费

按股息计 0.5%，
最低收费 HKD 75 及
最高收费 HKD 6,500 或等值外币

按股息计 0.5%，
最低收费 RMB 75 及
最高收费 RMB 6,500 或等值外币

代履行权责手续费 8

按需履行权责的股份计，
每手 HKD 3.50 或等值外币，
最低收费 HKD 150 及
最高收费 HKD 3,200 或等值外币
(过户处收费另计)

按需履行权责的股份计，
每手 RMB 0.35 或等值外币，
最低收费 RMB 150 及
最高收费 RMB 3,200 或等值外币

股份分拆合并手续费

每次 HKD 150 或等值外币

每次 RMB 150 或等值外币

海外证券跨境调拨手续费

(适用于在香港上市的美国证券)
每项指示 HKD 100，另加香港结算和
美国存管信托公司(DTC)有关收费每项
指示 HKD 200 及代支费用；有关其他
交易所或结算所(如适用)所征收的费用
将另行收取

不适用

代办认购新股手续费

每笔申请 HKD 100 / RMB 100
(无论是否成功获配股份，均须缴费)

不适用

认购证券融资费用

按每次 IPO 时所公布的收费收取费用

不适用

融资及其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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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美国证券 (电话交易渠道)13

美国证券 (网上交易渠道)13

买卖相关服务 14
经纪佣金

按交易金额计 1%，
最低收费 USD 300 或等值外币

每笔交易每股 USD 0.02,
最低收费 USD 16 或等值外币

监管费用 9
(只适用于沽出交易)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新制定之条
例及收费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新制定之条
例及收费

交易费用 9
(只适用于沽出交易)

根据最新制定之条例及收费

根据最新制定之条例及收费

处理股票及交收相关的服务 (不提供实物证券存入或提取服务)
证券存入费

豁免

豁免

证券提取费 5

每笔股票交易 USD 100

豁免

每半年计 USD 75

每半年计 USD 75

代收股息及其他公司行动 10

豁免

豁免

美国预托证券(ADR)收费 11

每股 USD 0.01 – 0.05

每股 USD 0.01 – 0.05

账户服务
托管费 12
代理人服务及企业行动

服务

新加坡证券 13

日本证券 13

买卖相关服务
经纪佣金

按交易金额计 0.5%，
最低收费 USD 300 或等值外币

按交易金额计 0.5%，
最低收费 USD 300 或等值外币

交易费
(代表新加坡交易所收取)

根据最新制定之条例及收费

不适用

清算费
(代表新加坡交易所收取)

根据最新制定之条例及收费

不适用

处理股票及交收相关的服务 (不提供实物证券存入或提取服务)
证券存入费

豁免

豁免

证券提取费 5

每笔股票交易 USD 100

每笔股票交易 USD 100

每半年计 USD 75

每半年计 USD 75

豁免

豁免

账户服务
托管费 12
代理人服务及企业行动
代收股息及其他公司行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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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债券
买卖相关服务
佣金
(本行以代理人身份代理)

按交易票面值计 1%
(调整至最接近百分点)

交收相关的服务
存入费

豁免

提取费

每笔债券交易 HKD 700

账户服务
每半年按期内每日结余平均数计 0.05%，
最低收费 HKD 500 及最高收费 HKD 5,000 或等值外币

托管费 6
代理人服务及企业行动
代收票息手续费及其他公司行动 15

豁免

IV. 结构性票据
买卖相关服务
年期在一年内的结构性票据的票面值的 1%；
及年期超过一年的结构性票据的票面值的 3%
(调整至最接近百分点)

佣金
(本行以代理人身份代理)
交收相关的服务
存入费

豁免

提取费

每笔票据交易 HKD 700

账户服务
每半年按期内每日结余平均数计 0.05%，
最低收费 HKD 500 及最高收费 HKD 5,000 或等值外币

托管费 6
代理人服务及企业行动
代收票息手续费及其他公司行动

豁免

代第三者机构征收的费用
交收股票的交易金额的 0.13%
(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收取)

印花税 3

V. 基金 / 另类投资
买卖相关服务
认购费

受基金的条款及细则所限制

赎回费

受基金的条款及细则所限制

转换费

受基金的条款及细则所限制

交收相关的服务
存入费

豁免

提取费

每笔交易 USD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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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本服务收费表列出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本行」或「银行」)的私人银行提供予阁下各项交易及服务的费用及收费，并应与本行之「一般银行
服务收费表」 (请浏览本行网页 www.bochk.com)一并参阅 。上文并未列出的交易及服务的费用及收费可参阅本行之「一般银行服务收费表」
及/或于客户提出服务需求时报价。若有相同的费用及收费项目并列于本行之「一般银行服务收费表」，概以本服务收费表为准。
本服务收费表适用于标准交易及服务。非标准交易及服务将会按个别情况磋商处理。
若涉及外间机构收费如印花税、邮费、电报费、代理银行收费等，将会另行收取。
如需特别处理，将按所涉及工作量收取特殊手续费。
本行保留修订或暂缓收取上述费用及收费的权利。

备注
1.

账户服务费只于开户后六个月适用。

2.

(a) 以上收费如以每手计，不足一手作一手计算。
(b) 除另作指明外，所有收费按每天每笔交易每种证券计算。
(c) 客户需负担由相关服务供应商、政府或监管机构就本行提供的指定证券或证券买卖服务收取/衍生的有关收费、征费、税项及利息，详情请向
本行职员查询。

3.

不足一元亦作一元收取。

4.

(a)
(b)
(c)
(d)

5.

(a) 每只证券独立计算。
(b) 递交证券提单时缴付。
(c) 证券经本行沽出，可获豁免。

6.

(a)
(b)
(c)
(d)
(e)

7.

经本行代收的各类证券均需缴付，包括以下类别：红股、以股代息、公开认购、收购、供股、配股等。

8.

代客户履行权责，如换股、供股、额外供股、私有化、收购、转换交易板、行使认股证等。

9.

监管费用及交易费用将按第三方重估而调整。

10.

预扣税(如有)将于派发股息时扣除。

11.

预托证券代理可经本行向持有美国预托证券之客户定期(例如每年)收取美国预托证券费用(ADR fee)。美国预托证券费用将由预托证券代理决定，
上述费用仅供参考。

12.

凡于每年 5 月 31 日及 11 月 30 日当日或之前六个月内对美国、新加坡及/或日本股票有交易记录或持有存货的客户均需缴费。

13.

本行因应相关服务供应商、政府、监管机构要求，按个别股票或于执行有关股票交易时，向客户收取其他手续费、费用、征税、税项或利息。客
户需全数负责有关手续费、费用、征税、税项或利息。有关费用详情可向本行职员查询。

14.

有关意大利金融交易税(IFTT)及法国金融交易税(FFTT)的相关收费，详情请参阅本行之「一般银行服务收费表」。

15.

有关代收股份及其他公司行动的手续费之豁免并不适用于由发行商、结算所及/或受托人所征收的费用。

每只证券独立计算。
递交证券提单时缴付。
证券经本行沽出，可获豁免。
适用于经中央结算系统提取及实物提仓。

各类证券(股票、票据及债券等)均需缴付。美国、新加坡及日本股票除外。
凡于每年 5 月 31 日及 11 月 30 日当日或之前六个月内有交易记录或持有存货的客户均需缴费。
若收费日之前取消账户亦须缴付有关费用。
若账户同时存有证券(美国、新加坡及日本股票除外)、债券、结构性票据，只需取其高者支付一次托管费。
若账户同时存有不同市场的证券(美国、新加坡及日本股票除外)，只需支付一次托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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