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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收費標準 最低收費 備註 

證券交易服務 

經紀佣金 經網上交易- 經網上交易-   

按成交金額計 * 0.25% 有關經網上交易

之最低收費，請

與本公司聯絡 

    

經電話交易- 經電話交易- 

按成交金額計 * 0.25% 最低收費 * $100 

印花稅 按成交金額計收 0.13% 港幣 1.3 元 買賣雙方均須繳付，不

足一元亦作一元計收 

交易徵費 按成交金額計收 0.0027%   證監會費用 

財匯局交易徵費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按成交金額計收 0.00015%  財務匯報局收取 

交易費 按成交金額計收 0.005%   香港交易所收取 

股份交收費 按成交金額計收 0.002% 港幣 2 元 最高港幣一佰元 

強制性補購股份費 按股票總值計收 0.5%   最高港幣十萬元 

(中央結算收取) (交收日之收巿價) 

電子新股認購 每份申請收港幣 50 元 港幣 50 元   

債券服務 

債券交易佣金 按成交金額計收 1%   每月之託管費為年總價

值之 0.05% 

(香港政府債券則收取

0.08%) 

提早贖回 按債券面額計收 0.5%     

到期贖回 按債券面額計收 0.5%     

代收債券利息 按債券利息金額的 0.25% 港幣 20 元   

債券提倉  按債券面額的 1% 港幣 5,000 元   

債券存倉 按債券面額的 2% 港幣 10,000 元  

逾期債券管理費 不高於 8%的相關回收逾期

債券金額 

  

交收服務  

 

香港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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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提取股票費用 (SI) 每手股票港幣 10 元 港幣 100 元   

ii) 提取股票費用 (ISI) 每手股票港幣 10 元 港幣 100 元   

iii) 基金，債券轉倉費 持倉總值的 0.25% 港幣 5000 元   

代理人服務及企業行動 

股票過戶註冊費 每手港幣 1.5 元 港幣 1.5 元 碎股亦作為一手計 

代收股息 利息的現金總額 0.25% 港幣 20 元 * 最高港幣一萬元* 

以股代息 港幣 20 元 * 

代收供股權  

 

港幣 20 元* 

港幣 20 元*   

    

代收認股證 港幣 20 元* 

    

代收公開認購 港幣 20 元* 

供股/申請額外供股權 每隻股票為港幣 20 元及

每手 0.8 元* 

港幣 20 元及每

手 0.8 元* 

  

行使認股權證 每隻股票為港幣 30 元及

每手 0.8 元* 

港幣 30 元及每

手 0.8 元* 

  

接受公開配售/現金收購 每隻股票為港幣 20 元及

每手 0.8 元* 

港幣 20 元及每

手 0.8 元* 

  

追討股息(每隻股份派息期) 手續費港幣 300 元及     

香港結算收取港幣 200 元

手續費 

借貸及其他服務 

過期交收 (現金戶口/保證

金戶口) 

香港匯豐銀行最優惠利率

+4% 

  利息由交收當日開始計

算，當中包括星期六、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在

內。 
(年利率) 

即時報價費用 AASTOCKS 股勝通 月費港幣 388 元   

AASTOCKS 股勝通 (中国内

地) 

月費港幣 190 元 

MegaHub 天滙財經 月費港幣 368 元 

ET Net 經濟通 (香港及海

外) 

月費港幣 375 元 

ET Net 經濟通 (中国内地) 月費港幣 270 元 

Quotepower 報價王 月費港幣 39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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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票收費 每張支票為港幣 100 元 港幣 100 元   

郵寄結單 每份港幣 10 元 港幣 10 元   

重印結單副本 每份港幣 50 元 港幣 50 元 最多七年內 

投資移民週年申報費 

投資移民戶其他報告           

每年港幣 5,000 元 

每份港幣 5,000 元 

    

戶口其他報告 每份港幣 800 元     

 

 

*公司會按客戶實際情況調整佣金，最低可至 0.01%。 

 

所有人民幣產品以人民幣計算收費 

 

交易佣金可能會跟據交易量而作出調整 

 

以上所載資料如有更改, 將在本司官網上更新 (cisgroup.hk-fees-charges) 

 

 

最後更新: 15/12/2021 

 

 

 

 

 

https://cisgroup.hk/%E6%94%B6%E8%B2%BB%E8%B3%87%E6%96%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