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銀行服務收費表
本中文譯本僅供參考。
如中英文內容不相符，以英文本為準。



本頁有意留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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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規定的費用和收費將適用於本行向您提供的服務。本行可自行决定變更本表所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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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披露通知

本行在各類交易中的權力

除非另行通知，否則本行將在執行您下達指令的任何合約或交易中，作為您的交易對手，並作為委託人與您進行交
易。在本行作為委託人與您進行交易時，本行將提供一個總報價，該報價可能包含本行與交易對手執行價格的溢價。 
該溢價稱為「價差」。

對於以下產品：外匯、貴金屬、場外期權/衍生品、結構性票據、雙幣投資、掉期交易和掉期期權，本行可能以更優
惠的價格與交易對手執行交易。上述情況下，本行將保留任何價格優惠收益，但溢價或價差幅度不會超過本表詳列的
最高費用金額或百分比範圍。 

本行將作為您的代理人執行有關交易所買賣證券、單位信託基金單位投資以及互惠基金、私募基金或對沖基金權益的
合約或交易。

本行與產品發行人和基金公司的關係

本行是新加坡華僑銀行有限公司（簡稱為「華僑銀行」）的全資附屬公司。本行有權代銷華僑銀行及本行其他關聯公
司（如利安資產管理公司）（統稱為「本集團」）發行的產品，而華僑銀行及其關聯公司有權單獨收取佣金。本行可
轉介及/或執行本集團直接或間接獲得收益的交易。例如，本集團旗下公司可能與代表您的賬戶進行證券買賣的公司
擁有銀行業務、顧問或其他方面的關聯和佈局。

產品分銷相關的現金和非現金收益披露

本行有權向任何交易對手、經紀人、代理人或本集團旗下的其他公司，就以您名義執行的任何買賣、交易或服務收取
佣金、費用、回佣或非現金收益（如免費證券報價、研究刊物及研討會邀請）。您同意本行有權保留該等佣金、費
用、回佣及非現金收益。

本行在銷售投資產品（交易所買賣證券除外）過程中的義務

本行並非獨立中介機構，因為：

1. 本行將對向您代銷的投資産品向其他相關方（可能包括産品發行人）收取有關的費用、佣金或其他現金收益。
具體詳情，請參閱本行的現金收益披露，本行有義務在執行任何交易或進行産品投資之前或之時，披露相關現
金收益；及/或

2. 本行有義務披露從其他相關方獲得的非現金收益，或本行向您代銷/銷售的産品有密切關聯或其他法律或經濟關
係的發行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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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收費

匯入收費

電匯 免費

銀行本票/當地銀行開具的本幣支票 免費

即期匯票/外幣支票 20美元

現金存款 外幣

存款金額的1%
本幣

免費

匯出收費

電匯 30美元

簽發銀行本票/支票/即期匯票 30美元

提現 外幣

提現金額的1%
本幣

免費

如適用，本行將就匯入匯出資金收取第三方費用。

其他收費

賬戶結餘服務費
（少於300萬美元）

2,500美元/半年

審計確認費 50美元

銀行資信證明 50美元

提前終止定期貸款或定期存款費用 最低收費60美元

重發過往通知單/結單 每份通知單/結單收取30美元

匯款明細調閱費 每份明細100美元

賬戶關閉費 25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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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業務收費

以下各節所述全部費用及收費均適用於下列證券的認購、購買、出售及贖回。

交易所買賣產品交易收費

一級市場交易及首次公開發行股權認購費1 最高為交易額的1%（最低200美元）

二級市場産品（不包括交易所買賣期權 (ETO) ）
交易經紀費2

最高為交易額的1%（最低200美元）

交易所買賣期權2的經紀費按以下貨幣計費：

港元 總期權價格的2.4%，最低收費為2,000港元

其他貨幣 總期權價格的2.4%，最低收費為250（以交易所買賣期權的相
應計價貨幣為單位）

1   認購費不包括向第三方經紀公司支付的費用，以及第三方、相關證券交易所和稅務機構收取的其他費用。向客戶收取的其他未包含費用和
收費，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2   經紀費包括向第三方經紀公司支付的費用，但不包括第三方、相關證券交易所和稅務機構收取的其他費用。向客戶收取的其他未包含收
費，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無須交收款項的證券提取/過戶收費

本行將向客戶收取每隻證券100美元的管理費，以及任何第三方費用。

全權委託/顧問投資服務收費

本行提供全權委託/顧問投資服務，即全權委託投資組合管理 (DPM) 和顧問投資組合管理 (APM) 服務。上述服務的
管理費或服務費將按季度收取，最高為每年投資總總值（定義見全權委託投資組合管理 (DPM)/顧問投資組合管理 
(APM) 協議）的2.0%。

此外，對於DPM或APM投資組合進行的任何交易，本行將不時通知您可能適用的此類其他費用和收費。 

增強型基金存取賬戶收費

月收費將於每個日曆月月末計費，最高為年資産價值的2%，並按季度收取。其中包括本行的認購費和託管費，但不
包括基金的年度管理費和手續費，以及基金所收取的任何認購或贖回費用。如果在1年的最低投資期限內提前終止增
強型基金存取賬戶，則須支付交易費用函件中列明的最低費用。

託管費

月託管費根據每季度月末持有證券總價值計算，最高為0.25%，並按季度收取（最低5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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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業務收費

金融工具交易收費

私募股權基金*

配售費 最高為承諾資本的3%

服務費 每年最高為承諾資本的1%

*   本行可向私募股權投資管理人收取配售代理費。該等費用因不同基金而異，通常根據本行持有的總權益計算，因此在交易時可能無法量化。

互惠基金/對沖基金

認購費 最高為交易金額的2%（最低375美元），不包括基金公司向客戶收取的認
購費（如適用）。

贖回費 最高為交易金額的2%，不包括基金公司向客戶收取的贖回費（如適用）。

基金銷售佣金 最高為每年投資證券市值的1.5%（由本行向基金公司收取並保留）

服務費 最高為每年投資證券市值的0.5%。

債券（利差）

一級市場債券 最高為名義金額的1%

二級市場債券 最高為名義金額的2%

一級市場債券回佣 最高為名義金額的1%（本行向發行人收取）

結構性票據（利差）

期限最高為兩年 最高為名義金額的2%

期限為兩年以上 最高為名義金額的5%

場外期權/衍生品/雙幣投資/掉期期權 

（價差）

期限最高為兩年 最高為名義金額的2%

期限為兩年以上 最高為名義金額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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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業務收費

金融工具交易收費

利率掉期/交叉貨幣掉期/其他非外匯掉

期（價差）

最高為每年名義金額的1%

外幣交易（價差）

即期、遠期或掉期合約 最高為名義金額的1% 

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交易 最高為名義金額的1% 

貴金屬（非實物）交易收費

即期、遠期或掉期合約 最高為名義金額的1% 

過戶費用 每次轉入和轉出收取30美元

未分配託管費 每年5個基點（0.05%）（按每日下午定盤市值加上每季度應付託管費計算
（對每單位客戶持倉收取最低10美元））

實物黃金交易收費

價差 最高為交易額的1%

託管費 每年最高為賬戶中持有的實物黃金市值的0.60%

結構性交易收費

轉介費
（由本行收取）

轉介合作夥伴收取最高90%的費用

保險經紀人轉介費

轉介費
（由本行收取）

最高為産品佣金的70%（成功轉介佣金）

本文件僅提供一般收費資訊，僅供閣下使用。本文件不構成、也不應作為買賣證券或金融工具的要約或建議，或任何理財要約。請注意，並非所
有上述產品和服務均適用於您。未經本行書面同意，不得轉載本文件的全部或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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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資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具體收費

印花稅 交易金額的0.13%（四捨五入至最近的港元）（由香港特區政府收取）

交易徵費 交易金額的0.0027%（四捨五入至最近的港仙）（由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
監察委員會收取）

交易費 交易金額的0.00565%（四捨五入至最近的港仙）（由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收取）

財務匯報局 (FRC) 交易徵費（於2022
年1月1日生效）

產品（不包括交易所買賣期權）成交額的0.00015%（四捨五入至最近的港
仙）(由香港財務匯報局收取)

轉手紙印花稅 * 每張新轉手紙收取5港元

過戶費用 * 每張新發股票收取2.50港元

股票提取費 * 每手股票（及碎股）收取3.50港元

股票過戶費 1,000港元（只向收款方收取）

* 在適用情況下，針對無須交收款項的實物證券的提取或過戶。

除本行收取的經紀費，上述印花稅、征費和手續費將另行向客戶收取。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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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資訊

滬港通/深港通具體收費

印花稅 交易金額的0.1%（四捨五入至最近的人民幣元）（由國家稅務總局收取）

證管費 交易金額的0.002%（四捨五入至最近的人民幣分）（由中國證監會收取）

經手費 交易金額的0.00487%（四捨五入至最近的人民幣分）（由上海證券交易所
或深圳證券交易所收取）

資本利得稅和營業稅 以個股具體要求為準

過戶費用 交易金額的0.004%（四捨五入至最近的人民幣分）（由中國證券登記結算
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及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分別收取0.002%）。

除本行收取的經紀費，上述印花稅、收費和稅費將另行向客戶收取。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本文件僅提供一般收費資訊，僅供閣下使用。本文件不構成、也不應作為買賣證券或金融工具的要約或建議，或任何理財要約。請注意，並非所
有上述產品和服務均適用於您。未經本行書面同意，不得轉載本文件的全部或部分內容。



本頁有意留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