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僑收費表

服務類別 費用 最低收費 收費方

股票、ETF和權證

交易佣金
0.08%；如用創達平台可商議

*不包含任何外部費用，需要客戶自行承擔
HKD 20.00 創僑

期貨合約

交易佣金
每份 HKD 12.75

*不包含任何外部費用，需要客戶自行承擔
創僑

其它產品

恒生指數期貨
每份 HKD 12.75

*不包含任何外部費用，需要客戶自行承擔
創僑

H股指數期貨
每份 HKD 12.75

*不包含任何外部費用，需要客戶自行承擔
創僑

小型恒生指數期貨
每份 HKD 12.75

*不包含任何外部費用，需要客戶自行承擔
創僑

小型H股指數期貨
每份 HKD 12.75

*不包含任何外部費用，需要客戶自行承擔
創僑

交收指示

提取實物股票 (本服務僅適用於個別指定股票) 每手 HKD 5.00 HKD 500.00 創僑

存入實物股票 取決於交易對手方 交易對手方

轉出股票 (FOP貨銀對付/DVP券款對付) 每手 HKD 6.00 HKD 600.00 創僑 & 交易平台

轉入股票 (FOP貨銀對付/DVP券款對付等) 免費 交易對手方

場外交收 交易雙方共給付交易金額之0.25% 創僑

新股認購

EIPO認購費 現金認購：每項指示 HKD 130.00 創僑

配售認購 - 經紀費 取決於配售項目 創僑

代收費用

代收交易費 交易額的0.005% (四捨五入到兩位小數點) 香港交易所

代收交易系統使用費 每筆交易 HKD 0.50 香港交易所

代收中央結算費
交易額的0.002%

*每筆交易最低HKD 2.00，最高HKD 100.00
香港交易所

代收交易印花稅 交易額的0.13%，向上進位至HKD 1.00 香港政府

代收交易徵費 交易額的0.0027%， 向上進位至1分港幣 香港證監會

代收財匯局交易徵費 每筆交易金額0.00015% (買賣雙方須分別繳付) 財務匯報局

代收轉手紙印花稅 賣方負責繳付，每張HKD 5.00 香港政府

代收現金股息 每隻股票股息金額之0.5% HKD 30.00 創僑/香港交易所

代收股票股息
每手 HKD 3.00

*不足一手之碎股作一手計算
HKD 30.00 創僑/香港交易所

股票過戶費
每手 HKD 2.50

*不足一手之碎股作一手計算
創僑/香港交易所

股票、ETF和權證

交易佣金
每股 USD 0.008；如用創達平台可商議

*不包含代收的交易所費用、清算費用和交易徵費
USD 0.80 創僑

期貨合約

交易佣金
每份 USD 1.58

*不包含代收的交易所費用、清算費用和交易徵費
創僑

其它產品

M2K
每份期貨合約 USD 1.28

*不包含代收的交易所費用、清算費用和交易徵費
創僑

MES
每份期貨合約 USD 1.28

*不包含代收的交易所費用、清算費用和交易徵費
創僑

MGC
每份期貨合約 USD 1.28

*不包含代收的交易所費用、清算費用和交易徵費
創僑

MNQ
每份期貨合約 USD 1.28

*不包含代收的交易所費用、清算費用和交易徵費
創僑

MYM
每份期貨合約 USD 1.28

*不包含代收的交易所費用、清算費用和交易徵費
創僑

交收指示

轉出股票 (DRS直接登记系统) ** 每股 USD 0.004 USD 200.00 交易對手方 / 創僑

轉入股票 (DRS直接登记系统 / 

DWAC在托管处存款/取款，等)
取決於交易對手方 交易對手方

代收費用

代收美國結算費 每股 USD 0.0002，最高為交易值的0.5% 美國證券清算公司

代收NYSE交易費 交易佣金*USD 0.000175 紐約交易所

代收SEC交易費（對賣單收取） 總交易值*USD 0.0000229 美國證監會

代收FINRA交易費 交易佣金*USD 0.00056 美國金融業監管局

代收FINRA交易活動費（對賣單收取）
賣出數量*USD 0.00013

*每筆交易最高收取USD 6.49。在部分執行的情況下, 每次執行被視為一筆交易。
美國金融業監管局

美國預託證券（ADR）保管費
每股 USD 0.01-0.05

*所收取的金額和時間會因為不同的ADR而有所不同
ADR託管行

代收現金股息 每隻股票股息金額之0.5% USD 4.00 創僑/紐約交易所

股息預扣稅 （僅針對非美國人士） 0-30% 美國國稅局

其它收費

場外交收 交易雙方共給付交易金額之0.25% 創僑

配售認購 - 經紀費 取決於配售項目 創僑

外匯產品交易佣金 0.0026%左右，取決於匯率 *客戶需要自行承擔外部費用 折合USD 2.60左右，取決於匯率 創僑

貴金屬產品交易佣金 0.00195% *客戶需要自行承擔外部費用 USD 2.60 創僑

美元計價債券交易佣金 0.13%  *客戶需要自行承擔外部費用 USD 6.50 創僑

港幣計價債券交易佣金 0.10%  *客戶需要自行承擔外部費用 HKD 23.40 創僑

歐元計價債券交易佣金 0.13%  *客戶需要自行承擔外部費用 EUR 2.60 創僑

對於瑞士法郎、丹麥克朗、歐元、日元或瑞典

克朗, 其多頭餘額應用生效的負利率#
利率介乎 -1.2%至0% 交易平台

香港市場

美國市場

外匯、貴金屬及債券類產品

利率 (對餘額大於10,000美元或等值的貨幣)#



服務類別 收費方

保證金利息 創僑

現金戶口透支利息 創僑

股票、ETF和權證 *客戶需要自行承擔外部費用

澳元計價 0.105% 最低 AUD 6.50 創僑

加元計價 每股 CAD 0.65 最低 CAD 1.50 創僑

瑞士法郎計價 0.065% 最低 CHF 1.95 創僑

離岸人民幣計價 0.104% 最低 CNH 19.50 創僑

歐元計價 0.065% 最低 EUR 1.65 創僑

英鎊計價 0.065% 最低 GBP 1.30 創僑

匈牙利福林計價 0.065% 最低 HUF 260.00 創僑

以色列謝克爾計價 0.065% 最低 ILS 6.85 創僑

日元計價 0.065% 最低 JPY 105.00 創僑

墨西哥元計價 0.130% 最低 MXN 78.00 創僑

挪威克朗計價 0.065% 最低 NOK 13.00 創僑

波蘭茲羅提計價 0.065% 最低 PLN 6.50 創僑

俄羅斯盧布計價 0.065% 最低 RUB 123.50 創僑

瑞典克朗計價 0.065% 最低 SEK 13.00 創僑

新加坡元計價 0.105% 最低 SGD 3.25 創僑

期貨合約 *客戶需要自行承擔外部費用

澳元計價 每份 AUD 5.33 創僑

加元計價 每份 CAD 1.88 創僑

瑞士法郎計價 每份 CHF 2.10 創僑

歐元計價 每份 EUR 1.35 創僑

英鎊計價 每份 GBP 0.98 創僑

日元計價 每份 JPY 750.00 創僑

韓元計價 每份 KRW 2,250.00 創僑

墨西哥比索計價 每份 MXN 75.00 創僑

挪威克朗計價 每份 NOK 15.00 創僑

瑞典克朗計價 每份 SWK 15.00 創僑

新加坡元計價 每份 SGD 3.38 創僑

其它產品 *客戶需要自行承擔外部費用

AEX/CAC40 Minis：歐元 每份 EUR 0.30 創僑

DAX/IBEX Minis：歐元 每份 EUR 0.75 創僑

N225 / N225M FUT  每份 JPY 420.00 創僑

JGB 每份 JPY 525.00 創僑

SGXNKM 每份 JPY 75.00 創僑

TOPX 每份 JPY 420.00 創僑

MNTPX 每份 JPY 57.00 創僑

SPI Minis 每份 AUD 1.125 創僑

代收費用

代收現金股息 每隻股票股息金額之0.5% HKD 30.00等值金額 創僑/相關交易所

存入資金*
（港幣）通常方式: 免費

（美元）通常方式: 免費（5個工作日到賬）
（美元）特快方式 -CHATS/電匯: 免費（3個工作日到賬)） 銀行

提取資金*
（所有貨幣）支票: USD5.00 或 HKD40.00，只限香港銀行賬戶

（所有貨幣）多於HKD5,000,000.00 或同等幣值金額: HKD300.00
（港幣）轉數快少於 HKD 5,000,000.00: 免費，只限已註冊轉數快用戶 創僑/銀行

股票交易專屬客服 交易金額之0.25%，或與客服/AE商議 最低 HKD 100.00 創僑

激活賬戶 每次HKD 800.00 交易平台

支票退回 每張HKD 300.00 交易平台

郵寄和速遞服務 每次最低 HKD 100.00 交易平台

外匯服務 每次HKD 80.00 創僑

補發日結單/月結單或其他交易資料 每份HKD 100.00 創僑

簽發券商證明書供核數用（只適用於公司戶口

）
每份 HKD 500.00 創僑

香港股票代理投票或申請出席股東大會 每隻股票 HKD 100.00 創僑

代追股息/紅股 每宗代追金額之1%，另加其他有關費用（印花稅、過戶費等） 最低 HKD 1,000.00 創僑/香港交易所

創盈賬戶每月最低收費結餘

(淨資產值 ≤ USD 1,000.00)

每月USD 1.00

如果現金持倉不足以抵消費用，股票可能會被斬倉
交易平台

創達賬戶維護費

(賬戶總值 < HKD 20,000.00)

如果賬戶沒有交易活動，則會收取每月HKD 100.00維護費

如果現金持倉不足以抵消費用，股票可能會被斬倉
創僑

代履行權責服務 (如：行使認股証/供股權/贖回/

現金回購/公開配售)
每手股票HKD 3.00，及其他費用/稅項（如有），不足一手之碎股作一手計算 最低 HKD 30.00 創僑

公司行動 — 股份合併 免費 創僑/香港交易所

公司行動 — 股份拆細 免費 創僑/香港交易所

請求行駛異議或評股權：USD 100.00 + 外部費用 交易平台

請求德國股票股息的預扣稅憑證：每行 EUR 30.00 交易平台

請求法國股票股息的預扣稅返還：每行 EUR 125.00 交易平台

請求瑞士股票股息的預扣稅憑證：每行 CHF 15.00 交易平台

* 匯款銀行和收款銀行的所有費用由客戶承擔。

* 如遇包括但不限於天氣、公共交通服務嚴重受阻、公眾活動或大規模停電等極端情況，到賬時間可能會銀行受理進度受到影響。

** 指定美股除外。

# 如欲查詢有關各種貨幣的最新利率, 請聯絡我們。

更新日期：15/8/2022

創僑證券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柯士甸道西1號環球貿易廣場85樓8506B室

電話: +852 3153 1128  |  電郵: cs@clchk.com  |   網址: www.clchk.com

借貸服務

最優惠利率(P) + 5%

*參照銀行最優惠利率，每年天數基於行業中貨幣市場活動的標準：港幣：365天，美元：360天

本檔所提及的資料未經獨立核實及沒有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陳述或保證。本檔所提及的資料或觀點，其公正性、準確性、完整性或正確性均不能依賴。創僑集團或其任何聯屬公司或代表（以下簡稱“創僑”）不會就因任何使用本檔或其內容或以其他方式與本檔有關聯而引致的任何損失

承擔責任（在疏忽或其他方面）。本檔並不構成對任何人士提出或邀請購買或認購任何股份的邀約,本檔任何部分亦不構成作為任何合約或承諾有關的依據。投資涉及風險，證券價格有時可能會非常波動，甚至變得毫無價值。投資者投資前應考慮其本身的投資目標及風險承受程度。本檔

未經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或香港任何監管機構審閱。

上述收費仅供参考。創僑有權隨時調整任何收費、優惠及其他服務，不作另行通知。最終版本以創僑實際收費和收费方公佈內容為準。

最優惠利率(P) + 30%

*參照銀行最優惠利率，每年天數基於行業中貨幣市場活動的標準：港幣：365天，美元：360天

費用

其它市場

其它費用

公司行動手續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