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目 收費基準 公司收費 代收費用 備註

佣金 (電話 / 現場 盤) 按成交金額  0.25%計算 最低 $100.00

佣金 (電話 / 現場 盤 - 即日買賣) 按成交金額  0.18%計算 最低 $100.00 必須同股同量即日平倉

佣金 (手機網上交易) 按成交金額  0.25%計算 最低 $100.00

佣金 (手機網上交易 - 即日買賣) 按成交金額  0.18%計算 最低 $80.00 必須同股同量即日平倉

佣金 (電腦網上交易) 按成交金額  0.18%計算 最低 $80.00

佣金 (電腦網上交易 - 即日買賣) 按成交金額  0.15%計算 最低 $50.00 必須同股同量即日平倉

財匯局交易徵費 按成交金額計 0.00015% 計至最接近的仙位數

政府印花稅 按成交金額計 0.13% 不足一元亦作一元計

證監會交易徵費 按成交金額計 0.0027%

聯交所交易費 按成交金額計 0.00565%

中央結算費 按成交金額計 0.003% 最低$3.00 最高$200 ( 0.002%代中央結算所收取)

交收指示 (SI)-存入 免收

交收指示 (SI)-提倉 按每隻股票計 $100.00

個人投資者戶口交收指示 (ISI)-存入 免收

個人投資者戶口交收指示 (ISI)-提倉 按每隻股票計 $20.00

存倉費 免收

中央結算提倉費 每手計 $2.50 $3.50 碎股亦當一手計，每隻股票最低收費$20

中央結算提倉費 ( 已除牌股票 ) 每手計 $2.50 $1.00 碎股亦當一手計

實貨釐印費 每張計 $5.00 政府釐印費

實貨過戶 / 過期分拆合併手續費 按每張股票計 $2.50 以最多張數計算 (過戶處按張收費)

每隻計 ：正常程序 (截止過戶前 10 個工作日) $50.00 $2.50 需時10個工作天 (過戶處按張收費)

每隻計 ：加快程序 (截止過戶前 6 個工作日) $120.00 $3.00 需時6個工作天 (過戶處按張收費)

每隻計 ：特快程序 (截止過戶前 3 個工作日) $150.00 $20.00 需時3個工作天 (過戶處按張收費)

                 需以電話諮詢過戶處才確實

實貨分拆合拼手續費 按每隻股票計 $50.00 只限過戶費豁免期內

代收股息 按每隻股票計 $30.00

按收取金額計 0.12% 最低$5.00    ( 最高收費$10,000  中央結算收費 )

過戶費每手計 $1.50 碎股亦當一手計 (中央結算收費)

代收紅股 按每隻股票計 $30.00

每手計 $1.50 碎股亦當一手計 (中央結算收費)

中央結算託管費 免收 中央結算每月按手數收取，每手$0.012

行使供股權 / 認股證 按每次行使計 $30.00

每手計 $0.80 碎股亦當一手計 (中央結算收費)

實貨行使供股權 / 認股證 按每份股票計 $50.00 只限過戶費豁免期內

代客認購新股 電子認購按每隻股票計 $30.00 包括中央結算收費

黃表 或 白表 $50.00

郵寄日/月結單 郵寄日/月結單收費按每月計   (將於2019年8月份生效) $30.00 *W 客人可申請免費的電郵結單 / 網上日月結單服務

補發日/月/電郵結單 1. 二年內日/月結單收費按每份計 $50.00 –例子：如要求印六份結單，便收取手續費$300 ($50X6)

2. 三年至七年日/月結單收費按份計 $100.00     

3. 七年以前日/月結單: 本公司可按實際情況

    考慮，最低收費每份不少於$200

4. 補發一年內電郵日 / 月結單收費按每份計，

    超出後按上述1-3計算 $10.00 *W 客人可使用網上日月結單查閱過去十二個月內的交易

索取證明信 / 提供資產證明信 每份文件 $50.00 最低收費$100

終止支票付款及重開支票 每張計 $100.00 $100.00

遺失有效收據 每張計 $100.00 *L *L 按銀行 / 部門收取費用向客戶收取

退票手續費 每張計 $80.00 *L *L 按銀行收取費用向客戶收取

銀行查數手續費 每張計 $150.00 *L *L 按銀行收取費用向客戶收取   ( 客人入數無通知 )

翻查交易錄音手續費 每筆交易錄音 $100.00

現金收購費用包括： 行動費每手 $0.80

過戶費每手 $1.50

公司手續費 $30.00

代客追收股息 公司影印費 $1.00 –每張計

公司手續費 $300.00 –按每隻股票計 (不論成功與否，均須繳付)

中央結算手續費 $200.00 –按每隻股票計

強制補購股份費

帳戶結欠利息 1. 香港匯豐銀行所報的最優惠貸款利率加10% P + 10%

2. 香港銀行同業隔夜拆息加10%的年息率計息

   (以較高者為準)

登記出席股東會

代客戶處理投票指示
每公司每次$100

$100.00

處理遺產承辦 每個戶口HK$200，另加股票調撥每隻HK$100

備註：   1. SI - 證券交收指示    2. ISI - 個人投資者交收指示    3. 幣值以該股票交易貨幣單位計算    4. 所有以上收費已經張貼公司寫字樓內   5. 以上服務收費如有修改不作另行通知

*W  本公司提供免費的電郵結單(Email Statement) 及 網上日月結單(Web Statement)服務，網上日月結單可查閱過去十二個月內的交易

總行：九龍彌敦道608號總統商業大廈18樓     電話:3123-9399            分行：元朗福康街14號 2樓      電話:2479-7337     Whatsapp +852 6281-9399

在交收日因客戶失敗 ( 例如：實貨股票或轉手紙簽名不符，遲交文件引致交收指示( SI / ISI )或從其他股票託管商提貨被延誤等 )

而本公司被香港結算所收取罰金或強制補購之一切費用。 收費視個別情況而定

其他費用

股息 / 公司行動費用 (續)

                                                                               收  費  表                                                       生效日期: 2023年1月1日

達   利   證   券   有   限   公   司

帳戶管理費用

股息 / 公司行動費用

股票交收費用

買賣交易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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