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般证券收费 人民币计价证券收费
(包括各项法定代付费用) (包括各项法定代付费用)

港币$ 人民币￥

0.25% (最低$80) 0.25% (最低￥60)

0.18% (最低$80)1 0.18% (最低￥60)1

0.15% (最低$60)1 0.15% (最低￥60)1

0.1% (最低$80)2 0.1% (最低￥80)2 & 3

0.13%

0.0027%/ 0.0027%3/

--- 0.002%

0.00015% 0.00015%3

0.002% 0.002%3

0.00565% 0.00565%3/

--- 0.00487%

0.002% (最低$2，最高$100)/ 0.002%
3 
(最低￥2，最高￥100)/

--- 0.002%

--- 0.001%

$20 ￥20

$5 ￥5

$3.5 ￥3.5

$100 ￥100

$50 ￥50

$650 (另加代支费用) 不适用

$1.5 (最低$15) ￥1.5 (最低￥15)

$5 ￥5

$38 ￥38

$50 ￥50

$80 ￥80

$100 + 利息 ￥100 + 利息

$50 ￥50

按每宗成交金额 （计至最接近的仙位数）

$65

0.13%3 ;(「沪/深股通」股票只收

卖方0.1%3及计至最接近的仙位数)

$20/￥20 (只适用于经CMU系统完成之SI)

$20/￥20 (只适用于经CMU系统完成之SI)

0.002% (最低$2/￥2，最高$100/￥100)

$25/￥25

$30/￥30 (创兴收费)及$1/￥1 (结算所收费)

$25

$398

$398 / (精简版 $88)

$0.15 / ￥0.15「沪/深股通」股票

 (不设上限)

$50/每宗交易
不经交易进行 (需有书面指示，并于相关股份完成交收后执行)

按每宗成交金额 (不足壹元亦作壹元计)

a.客户于创兴证券之证券中心提取

按每宗成交金额 (此项收费暂时停收，详情请留意证监会相关公布)

不论所认购之证券最终有否成功上市及不论有否获配所认购之证券，客户均

须缴付其认购新上市证券申请之手续费及利息(如适用)。「电子认购」新上

市证券服务均祇适用于已签署2004年7月或以后版本《客户协议》的客户。

$60/每份

注4.「沪/深股通」股票意指香港及海外投资者可透过「沪港通」买卖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及买卖股票或「深港通」买卖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及买卖股票。

手续费 + 利息 (息率将按招股期间市场状况厘定)

客户须自行填写及核对所有申报资料是否正确。

b. 月结单 (按每历月一份计）

2.索取点击式实时报价记录

3.户口状况/结余证明书

4.核數證明書

$30/每份

每封证明书计

CMU 系统手续费 （按每只股票计）

结算费 (按每宗指示交易总值计)

2.印花税 (对须缴纳证券而言)

 热线电话 / 分行证券柜位(每宗成交金额)

「创兴网」网上证券买卖服务(每宗成交金额)＃

「创兴证券手机应用程式」(每宗成交金额)＃
＃(仅适用于不曾经人手处理及相同电子途径落盘和改盘的买卖盘)

按每宗成交金额

另加手续费 (适用于所有证券交易，月供股票除外)

2.存入实物股票费

项目

a.一般

a.转出

由创兴证券(结算所参与者编号：B01183)转仓

至其他中央结算参与者

按每宗指示计

按每只股票每手计(碎股亦作一手计)

厘印费 (按每张股票/转手纸计)

一. 证券交易服务

c. 买卖记录 (按每历年一份计)

b.转入

由其他中央结算参与者转仓至创兴证券(结算所

参与者编号：B01183)

1.「点击式」证券报价服务

CMU 系统手续费（按每只股票计）

结算费 (按每宗指示交易总值计)

基本手续费（按每只股票计）

实时报价个数以更新证券报价个数计算(包括更新「投资组合监察」页内客

户自行设定的每一证券价格之实时报价)，实时报价服务时段为9:00-12:15

及13:00-16:15，即(历)月已使用实时报价数目可于「报价纪录」页中查询1

a. 综合成交单及结单 (按每交易日一份计)

每月基本月费1 (此服务只可透过创兴网使用)

每月基本月费1 (此服务只可透过创兴网使用)

每月基本月费1 (此服务只供创兴证券手机应用程式使用)

每月基本月费1 (此服务只可透过创兴网使用)

3.创兴网「恒指」及「恒指期货」报价服务

b.纳斯达克-美国证券交易所试验计划证券

1.证券交易佣金

香港中央结算过户费及

中国结算过户费(只适用于「沪/深股通」股票)

8.转手纸厘印费 (只适用于实货交易)

二. 处理证券提存及交收指示(SI)等服务

3.交易征费 (「沪/深股通股票」除外)/

证管费 (只适用于「沪/深股通」股票)

5.投资者赔偿征费 (只适用于本地上市证券)

6.交易费 (「沪/深股通」股票除外)/

经手费 (只适用于「沪/深股通」股票)

7.股份交收费 (「沪/深股通」股票除外)/

a.香港联交所买卖证券 (上市债券除外)

b.联交所上市债券 (如:政府债券)

(包括:本地上市证券、「沪/深股通」4股票和纳斯达克

美国证券交易所试验计划证券)

4.财汇局交易征费 (「沪/深股通股票」除外)

每次每账户计

以预缴方式收取，每历年计 (不足一历年者亦作一历年计，不设退款)

1.提取实物股票费

3.结算所交收指示(SI)转仓费

4.投资者交收指示费(ISI) (股票提取/存入费)

5.加寄成交单及月结单副本予指定第三者

3.黄表

五. 额外发出单据/证明书服务

2.借贷融资认购

b.电话认购(TIPO)

c.签署认购文件方式(SIPO)

4.创兴网串流报价服务

5.创兴证券手机应用程式串流报价服务

5.「双币双股」转换交易柜位代号转仓服务

6.证券转户

三. 电子实时报价服务

2.创兴网「恒指」报价服务

基本手续费（按每只股票计）

$350/每封

$350/每次每账户

$350/年费

1.补发单据副本

1.电子认购

a.网上/智能手机网上认购(EIPO)

$30/每份

每个实时「报价」收费

四. 认购新上市证券服务

代办认购新股手续费 (以「每个申请」计)

注1.各项电子交易的佣金和报价服务之收费和优惠详情，敬请参阅本公司网页上之《客户须知 - 证券账户及各项服务》有关创兴网及创兴证券手机应用程式的内容。

注2.购入债券之客户需于交收日预先缴付其所购入债券已累积的「应计债息」予沽售债券之卖家。

注3.以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每日公布之汇率兑换等值人民币收取。

$200/每份

由2023年1月1日起生效

已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116(1)条获得发牌以进行第一类受规管活动(证券交易)之持牌公司 (SFC CE No. AAA806)

摘要

b.客户于创兴证券总行提取

$10/￥10 (最高$200/￥200，创兴收费)及$1/￥1 (结算所收费)

按每宗成交金额

按每宗成交金额

按每宗成交金额

基本手续费（按每只股票计）

按每张股票/转手纸计

按每只股票每手计(碎股亦作一手计)

0.002% (最低$2/￥2，最高$100/￥100)

$80/￥80 (创兴收费)及$1/￥1 (结算所收费)

服务收费表

手续费 (按每只股票计)

经交易进行 (无需书面指示，惟仅于交收日转换所需之交收股份) 或

股票由旧账户转存至新账户 (按每只股票计)

按每历月一份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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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证券收费 人民币计价证券收费
(包括各项法定代付费用) (包括各项法定代付费用)

港币$ 人民币￥

0.25% (最低$38) 0.25% (最低￥38)

$1.5 ￥1.5

$0.75 ￥0.75

$20 ￥20

$2.5 ￥2.5

$50 ￥50

$3 ￥3

$50 ￥50

$20 ￥20

$50 ￥50

0.25% (最低$15，最高$1,500) 0.25% (最低￥15，最高￥1,500)

$100 ￥100

$2 (最高$500) ￥2 (最高￥500)

$2 (最高$200) ￥2 (最高￥200)

$20 ￥20

$20 ￥20

$2 (最高$500) ￥2 (最高￥500)

$2 (最高$1,000) ￥2 (最高￥1,000)

$20 ￥20

$20 ￥20

$0.8 ￥0.8

$2 ￥2

$20 ￥20

$0.8 ￥0.8

$20 ￥20

$300 (另加代支费用) 不适用

$50 ￥50

P + 6% p.a. P + 6% p.a.

$50 ￥50

            另加手续费

其他与证券交易相关收费

***本公司保留随时更改上述收费之权利***

视个别情况3.强制补购股份费
因客户失责 (如：实货股票或转手纸签名不符、迟交文件致交收指示(SI)或从其他股票托

管商提货被延误等)，而令本公司被香港结算所收取交收失责罚金或强制补购之一切费用。

不少于$200/￥200

1.「月供股票」

手续费(按每单交易计)

按每只股票每手计(碎股亦作一手计)

手续费(按每单交易计)

a.证券托管费(每年征收两次)

一般非境外上市证券(如:各在港上市股份、权

证、牛熊证及各类基金等，但不包括债券)；及

/或「沪/深股通」股票

按每只股票每手计(碎股亦作一手计)

手续费(按每单交易计) (不论有否获派额外股份均须缴付)

11.自动转换/赎回费(只适用于债券)

b.上市债券(月费)

(如:外汇基金债券，政府债券及国债等)

b.跨境调拨费(包括收取或交付)

10.托管费

3.派发红股

4a.办理供股权/优先认购新股权之派发

 b.行使供股权/优先认购新股权

9.纳斯达克-美国证券交易所试验计划证券

7.合并/拆细

8.股份/现金收购(有/无条件)

6a.行使股票挂钩票据

 d.办理由供股/优先认购所得股票

 e.办理由供股/额外供股/优先认购所得股票

 b.现金/股票结算股票挂钩票据

 c.行使股票挂钩票据所得股票

5a.办理认股权证之派发

 b.行使认股证

 c.行使认股证所得股票

 c.申请额外供股/额外优先认购新股

a.认股证转换、自愿收购、股权收购或公开配

售手续费

按每只股票每手计(碎股亦作一手计)

2. 中央结算所拟定过户 (按每只股票每手计，碎股亦作一手计)

另加手续费(按每单交易计)

拟选择收取非港元现金股息之客户必须提供一个人数及名称均完全相同的多

种货币银行账户编号予创兴证券，否则便需缴付此额外手续费。

交易佣金以购入单一股票及成交金额计

项目

            另加手续费

十个营业日  (按过户处准则，每张股票计)

按「一.证券交易服务」项目中所列举之适用项目征收费用

按每次凈收股息金额

就以下2至9项之企业行动(包括股息、红股、供股权或认股权证之派送等)，未完成「登记及过户」之股份，须先完成有关程序及缴付登记及过户费。

2.股息/债券利息

a.基本手续费

六个营业日  (按过户处准则，每张股票计)

            另加手续费

三个营业日  (按过户处准则，每张股票计)

ii) 特快过户 (另选登记服务，只适用有提供

此服务之过户处)

a.存于中央结算之股份

$500/￥500 (最近2年) $1,000/￥1,000 (超逾2年)

年利率以创兴银行最优惠利率(P)加3%计

不适用

$0.2 (最低$20) 不适用

按每单一股票，每宗追讨及追溯年期计

c.纳斯达克-美国证券交易所

试验计划证券(月费)

2.追讨股息或红股(不论成功追讨与否均需缴付

手续费)

八. 证券融资服务

1.保证金账户孖展贷款年息率

另加结算公司所收取之费用

另加迟缴款项手续费

如于T+1 (适用于「沪/深股通股票」) 或T+2当日，客户之指定人民币交收账户中没有足额

人民币以缴付当天所需之交收款项，则创兴证券有权(但并不是义务或责任)于T+1或T+2当

天或之后的任何交易日内按创兴银行当时适用之人民币兑换率折算成等值之港元，并从客

户的另一指定交收港元账户中支取所需交收款项以完成相关交收程序。

不适用 ￥100

P+3.0%p.a.

九. 其他账户服务

1.交收货币兑换服务

2.现金账户逾期交收利息年率

d.实货/其他境外上市证券(半年费)

$20

逾期不能交收之金额(以创兴银行最优惠利率(P)加年利率6%计)

(此利息率将按市况及创兴银行所公布之优惠利率作不定期调整)

每项指示 / 宣布

按5月和11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当天之结存证券每手计(碎股亦作一

手计)，于每年6月份及12月份首个交易日征收

$650 (另加代支费用)

$100

按每月结存股份计算  (按每只股票计)

0.012%p.a. (最低$10/￥10)

 (收费货币与相关债券计价货币相同)

$0.8

不适用

￥2 (最高￥500，创兴收费)

及￥0.8 (结算所收费)

手续费 (按每单交易计)

按每只股票每手计(碎股亦作一手计)

按每只股票每手计(碎股亦作一手计)

按每只股票每手计(碎股亦作一手计)

按单一债券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结存债券总面值计

按每宗指示计

按每宗指示计

适用于每历年每次计算月(即6月和12月)之最后一个香港证券市场交易日当

天持有任何数量之非境外证券及/或「沪/深股通股票」的账户。

豁免安排: 于上半年即1月至6月期间(下半年即7月至12月期间)曾进行一次

或以上证券买卖交易(认购新股、行使认股权证、配股、实货存入或转仓等

交易均不计算)的账户将可获全数豁免该次证券托管费。

按每只股票每手计(碎股亦作一手计)

按每只股票每手计(碎股亦作一手计)

(如属中央结算所收取的费用，将不设上限)

另加手续费 (按每单交易计)

按每只股票每手计(碎股亦作一手计)

￥0.8

$2 (最高$500，创兴收费)

及$0.8 (结算所收费)

手续费  (按每单交易计)

(此乃中央结算所收费，不设上限)

b.交收货币兑换服务 (如适用)

六. 「创富理财定额储蓄投资计划」服务

七. 代理人服务及企业行动

b.证券实货证书

i)一般过户(标准登记服务)

1.登记过户费

1. 按每只股票每手计(碎股亦作一手计)；或

摘要

服务收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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