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人銀行服務收費表 服務收費調整: 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七日開始生效  

  

服務項目 收費及費用 

香港證券交易服務   

經紀佣金和其他交易徵收費用   

經紀佣金 交易金額的 0.25％ 

政府印花稅 
交易金額的 0.1％ (計至最接近的元位數，不足港幣 1 元之數亦作港幣 1

元) 

證監會交易徵費 交易金額的 0.0027％ (計至最接近的仙位數） 

港交所交易費 交易金額的 0.005％ (計至最接近的仙位數） 

處理實物股票及交收服務   

中央結算系統股份交收費 

豁免 

存入實物股票費 

轉手紙釐印費 

投資者交收指示費 

多櫃面轉賬費 

交收指示費（轉出股票） 
貨值(以上日收市價計算)之 0.01% (最低收費港幣 11.00)及手續費每只股

票港幣 100.00 

股份轉帳，股份收取/交付（如非交易所或場外交

易） 

服務費按股份市值（收取/交付之上日收市價）之 0.25%計算(最低收費港幣

100.00) 

代理人服務   

登記過戶費 
港幣 1.5/人民幣 1.5*每手（根據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所持股份截止過戶

日期前） 

提取實物股票費 港幣 5/Lot（最低收費港幣 30.00） 

處理/代收現金股息/股票股息 股息之 0.5%（最低收費港幣 20.00/人民幣 17.00*） 

處理供股權/行使供股/認股權/在收購要約下提

交股份費等 
每手港幣 0.8/人民幣 0.68*，加手續費港幣 20/人民幣 17* 

處理/代收紅股 

豁免 申請額外供股權 

處理股份合併/分拆 

首次公開發售(IPO)申請   

手續費 每個申請港幣 100.00/人民幣 100.00 

經紀費 申請款項的 1％ 

證監會交易徵費 申請款項的 0.0027％ (計至最接近的仙位數） 

港交所交易費 申請款項的 0.005％ (計至最接近的仙位數） 

  

*服務費須為計價貨幣 

 

 

 

 

 

 

 



 

 

 

  

海外證券交易服務   

經紀佣金 交易金額的 0.5％ 

其他交易費和稅項 根據當地交易所規則收費 

  

美國證券交易服務   

經紀佣金 0.5% (最低收費美元 15.00) 

美國證券和交易委員會交易費用適用於賣出交易 根據美國證券和交易委員會規則及收費 

託管服務   

存入實物股票 豁免（另加郵遞費用-如有） 

存入股票（經美國存管信託公司） 每隻股票美元 20.00 

提取股票（經美國存管信託公司） 每隻股票美元 30.00 

法律轉讓 每隻股票美元 25.00 

特別轉讓 每隻股票美元 15.00 

轉出帳戶（經 ACATS） 每隻股票美元 25.00 

取消指令 不退回經美國存管信託公司之收費 

代理人及代履行權責服務   

代收股息/以股代息 豁免（美國預托證券除外） 

現金收購 按現金總值收取 0.5%（最低收費美元 20.00） 

行使供股權 按現金總值收取 0.5%（最低收費美元 20.00） 

行使認股證 按現金總值收取 0.5%（最低收費美元 20.00） 

派發紅利 每隻股票美元 15.00 

股票分拆/合併/收購 每隻股票美元 15.00 

其他代履行權責服務 每隻股票美元 15.00 

  

基金服務   

認購費、贖回費(如適用) 每一筆交易之 2％ 

管理年費及其他收費 按照個別基金銷售檔,招股章程為凖 

同一基金公司轉換 每一筆交易之 1％ 

轉入 豁免 

轉出 按每項基金市場價值的 0.1%,最低為港幣 200.00(或等值) 

  

債券服務   

買入/賣出債券 最高為每一筆交易 2％ 

轉入 豁免 

轉出 按每項債券投資產品市場價值的 0.1%,最低為港幣 200.00(或等值) 

  

結構性產品服務   

交易費 年期不超過 1 年-最多 2% / 年期超過 1年以上-最多每年 2% 

轉入 豁免 

轉出 由銀行酌情決定 

 
 

 



 

 

 

 

帳戶年費   

一般私人銀行客戶服務年費   

港幣 10,000,000 或以下 每年港幣 10,000.00 (首年豁免) 

港幣 10,000,000 以上 豁免 

資本投資者入境計畫   

帳戶年費 每年港幣 10,000.00 

  

其他賬戶服務收費   

託管費 根據季度末投資帳戶市值之 0.15%p.a.收取，最低港幣 500.00 

  (費用將按季徵收） 

處理追收未領取權益 
以每隻股票計算，每項追收股息，收費為港幣 300.00，及其他有關之費用 

(不論追收成功與否均需繳付 ) 

結單副本 每份結單副本收費港幣 50.00  

  

其他銀行服務   

退票或退回電子交易 每張港幣 150.00 

未經授信透支 每項港幣 120.00+透支利息:按最優惠利率+10%p.a. 

本票   

發出 / 回購 每張港幣 50.00 / 每張港幣 50.00 

報失 每張港幣 50.00 另加香港銀行同業結算有限公司規定費用 

保付支票   

客戶自行保付 每張港幣 100.00 

銀行代客保付 每張港幣 200.00 

申請證明   

銀行資信證明 / 賬目核數證明 每份港幣 300.00 / 每次港幣 300.00 

帳戶結餘證明 / 銀行加簽證明 每次港幣 150.00 / 每份港幣 150.00 

商業登記查冊   

本地公司 每次港幣 150.00 

海外公司 最低港幣 2,000.00（根據銀行實付費用） 

申請帳戶記錄副本（由提出要求起及每帳戶計）   

一年內 / 兩年內 / 三年內 / 超過三年 港幣 250.00 / 港幣 500.00 / 港幣 1,000.00 / 港幣 1,000.00(每年計) 

申請檔副本（銀行結單、已過賬支票或交易通知

書等） 
每份港幣 50.00                                

常行指示首次設定/修改   

付本行帳戶 每項港幣 70.00 

付其他銀行帳戶 每項港幣 100.00 

由於存款不足退回 每項港幣 150.00 

查閱個人資料   

查閱費 每帳戶港幣 200.00 

申請個人資料副本 每份港幣 50.00 

銷戶   

銷戶（開戶不足三個月） 每帳戶港幣 150.00 



 

 

 

 

 

 

匯出匯款   

本地匯款 港幣 150.00 

電匯   

至民生銀行集團分行 港幣 150.00 

至其他銀行 港幣 200.00 另加代理行收費 

中文匯款 另加港幣 50.00 

更改/取消/查詢電匯 港幣 200.00 另加代理行收費 （如有） 

匯票   

發出 港幣 100.00 

止付 港幣 250.00 另加代理行收費 （如有） 

回購/取消 港幣 100.00 

  

匯入匯款   

本地匯款 港幣 15.00 

電匯 港幣 50.00 

轉往其他銀行 港幣 2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