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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收费 

 

类别 每单收费 

(A) 存款服务 

服务月费 1 每月港币 50 元 

符合以下任何条件可获豁免服务月费： 

 每日平均理财总值 2 港币 100,000 元或以上（或

等值之其他货币）；或 

 每日平均投资总值 3 港币 50,000 元或以上（或

等值之其他货币）；或 

 楼宇按揭贷款总提取额 4, 5, 6 港币 1,000,000 元

或以上（或等值之其他货币）；或 

 过去 1 个月总支薪金额 7港币 20,000 元或以上

（或等值之其他货币）；或 

 友邦隽峰人寿保险计划 8 每年总保费港币 20,000

元或以上（或等值之其他货币） 

 

临时透支收费  

 港元往来账户 每项手续费港币 120 元另加东亚银行港元最优

惠利率或香港银行同业拆息（以较高者为准）

+ 年利率 7%之透支利息 

 美元往来账户 每项手续费港币 120 元 9另加东亚银行美元最

优惠利率 + 年利率 8%之透支利息 

邮寄结单费 10 每月每账户港币 5 元（或等值之其他货币） 

客户开户未足 3 个月取消户口 每户口港币 200 元（或等值之其他货币） 

因户口使用不当而被本行结束 每户口港币 200 元（或等值之其他货币） 

不动账户 

账户 1 年或以上未有款项进支 

免收 

(B) 柜员机卡服务 

补发遗失之至尊理财户口卡 每张港币 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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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每单收费 

(B) 柜员机卡服务 

在「银联」自动柜员机提取现金 

- 香港 

- 海外 11, 12, 15 

 

每次港币 15 元 

每次港币 50 元 

透过本行在中国内地的自动柜员机提取现金 13 每次港币 15 元 

在中国内地或澳门「银通」自动柜员机提取现金 14 每次港币 25 元 

在贴有「跨行转账」标志的「银通」自动柜员机进

行跨行转账 

每次港币 10 元 

在中国内地透过银联商户终端机付款 交易额之 1% 

 

1 服务月费将由至尊理财户口 - 储蓄（结单）账户扣除。港元存款将先被扣除，如港元存款不足支付服务月费，则扣除外币

存款（以英文名称之字母顺序排列）以组成该费用金额。 

2 每日平均理财总值是至尊理财户口附属账户及其他选择包括在至尊理财户口结单内的账户/计划在过去 1 个月之每日平均总

结余（楼宇按揭贷款及信用卡之结余不会计算在内，而保险只计算保单的现金价值）。 

3 每日平均投资总值是至尊理财户口 - 证券账户、至尊理财户口 - 挂钩存款账户及选择包括在至尊理财户口结单内之黄金账

户及挂钩存款账户在过去 1 个月之每日平均市场价值。 

4 只有楼宇按揭贷款人可享豁免服务月费资格。 

5 楼宇按揭贷款须有未偿还款额及选择包括在至尊理财户口结单内。 

6 适用之楼宇种类包括私人住宅、村屋、商铺及办公室。 

7 客户须登记本行自动转账支薪服务，并授权其雇主将其薪金以自动转账支薪方式经由本行进志其至尊理财户口（自动转账

支薪方式由本行不时自行全权订定）。自动转账支薪方式包括于本行发出结单上显示如「auto payroll」、「payroll」、

「salary」、「direct credit payroll」或「wages」字眼的交易项目，而于本行设立之「定期转账指示」、经电子过账系统

或电汇转账之存款、现金及支票存款一概恕不接受为自动转账支薪方式。 

8 友邦隽峰人寿保险计划须仍然生效及选择包括在至尊理财户口结单内。 

9 以等值之美元收取。 

10 收费不适用于长者（65岁或以上）、政府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公共福利金计划人士（包括高龄津贴、普通伤残津贴、高

额伤残津贴及长者生活津贴）的领取人士（必须提交相关文件）之指定户口、低收入人士（必须于分行申请豁免收费）之

指定户口及其中一位户口持有人与上述任何一项相关之联名户口。 

11 透过「银联」网络进行以港元结算的柜员机交易，如交易货币为当地货币，提取金额会以「银联」所订的当日汇率直接兑

换为港元。如有需要，请浏览「银联」网页查询有关汇率。 

12 如自动柜员机不提供账户选择功能，柜员机卡内第一个港元账户将用作提取账户。 

13 透过东亚银行网络进行以港元结算的柜员机交易，如交易货币为人民币，提取金额会以东亚银行所订的当日汇率直接兑换

为港元，并会于交易进行时显示于柜员机画面。 

14 透过「银通」网络进行以港元结算的柜员机交易，如交易货币为人民币，提取金额会以「银通」会员银行所订的当日汇率

直接兑换为港元，并会于交易进行时显示于柜员机画面；如交易货币为澳门币，提取金额会以「银通」所订的当日汇率直

接兑换为港元。如欲查询澳门币的汇率，请致电「银通」热线 (852) 2520 1747。 

15 使用双币柜员机卡经中国内地银联自动柜员机从人民币账户提取现金，收费为人民币50元。 若从港币账户提取现金，收费

为港币50元。 

注： 

 本行保留在没有事先给予通知的情况下随时更改或取消上述任何服务月费豁免条件之权利。 

 每笔外币相关交易的实际汇率将在交易时由本行确定，本行可根据客户所选择之服务和本行实际营运开支征收费用及/或额

外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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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证券服务 

 

类别 须支付予 每单收费 

(A) 证券交易服务 

佣金   

 透过至尊理财户口股票投资专线   

- 客户服务员（专人接听）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成交金额之 0.25%（最低收费

港币 100 元或等值之证券计价

货币） 

- 话音系统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成交金额之 0.18%（最低收费

港币 80 元或等值之证券计价货

币） 

 透过互联网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成交金额之 0.18%（最低收费

港币 80 元或等值之证券计价货

币） 

 透过东亚银行手机程序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成交金额之 0.15%（最低收费

港币 80 元或等值之证券计价货

币） 

交易征费 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

会 

成交金额之 0.0027% 

会财局交易征费 会计及财务汇报局 成交金额之 0.00015% 

交易费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

司 

成交金额之 0.00565% 

交易系统使用费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

司 

免收 

印花税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成交金额之 0.13%，并调高至

最接近港币 1 元的整数 

(B) 处理实物股票及交收服务 

存入证券收费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免收 

股票现货存仓费 1, 2（包括作为交收用

途的存仓）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每手港币 5 元（最低收费港币 

30 元，最高收费港币 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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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须支付予 每单收费 

股票现货提取费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每手港币 5 元（最低收费港币 

100 元） 

(B) 处理实物股票及交收服务 

债券到期赎回费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每项港币 100 元 

与其他证券行/托管公司/股票承押人 

办理交收指示/投资者交收指示收费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及中央 

结算系统 

每项港币 30 元另加中央结算费

用（股份交收费） 

转手纸厘印费 3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每张转手纸港币 5 元 

股份交收费 中央结算系统 成交金额之 0.002%（最低收费

港币 2 元，最高收费港币 100

元或等值之证券计价货币） 

款项交收费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免收 

强制性补购股份收费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免收 

(C) 信息服务 

实时股票报价服务费 4   

 每项报价 5, 6 

客户每月可享合共 900 项由网上及

流动电话渠道共享之免费报价，而

交易金额每满港币 50,000 元（或

等值之其他货币），可获额外 200

项免费报价（以每月底累积于香港

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之证券交

易、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之北向证券交易总金额计算）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每项港币 0.1 元（每月最低收

费港币 10 元，最高收费港币

280 元） 

 连续报价 

客户每月透过本行完成累计金额达

港幤 300,000 元（或等值之其他货

币）或以上之买/卖交易，可获豁免

该月月费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每月港币 280 元 

(D) 账户服务 

每半年收取之托管费 7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港币 1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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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须支付予 每单收费 

签发证券结余或账户证明书收费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每份港币 200 元 

 
 

类别 须支付予 每单收费 

(E) 代理人服务及企业行动 

代收红股/认股权证收费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每项港币 30 元 

代收现金股息/债券利息收费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所收取股息/利息总额之 0.5%

（最低收费港币 30 元，最高收

费港币 2,500 元或等值之证券

计价货币） 

处理以股代息手续费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所收取股息总额之 0.5%（最低

收费港币 30 元，最高收费港币 

2,500 元或等值之证券计价货

币） 

办理优先配售/公开发售手续费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每项港币 100 元 

办理现金收购手续费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每项港币 100 元 

代客供股手续费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每项港币 100 元 

处理公司私有化/股份收购手续费   

 现货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每手港币 5 元（最低收费港币 

100 元，最高收费港币 500

元） 

 经中央结算系统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每项港币 30 元 

处理股票合并、分拆、转换手续费   

 现货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每手港币 5 元（最低收费港币 

100 元，最高收费港币 500

元） 

 经中央结算系统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每项港币 30 元 

代客行使认股权证收费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每项港币 100 元 

公司通讯计划收费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每年港币 100 元 

登记股份过户费 中央结算系统 每手港币 1.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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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须支付予 每单收费 

(E) 代理人服务及企业行动 

办理股票过户登记费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每手港币 5 元（最低收费港币

100 元，最高收费港币 500

元） 

股票过户登记处 每张股票港币 2.5 元（并得调

整） 

(F) 借贷及其他服务 

申请新股手续费   

 以书面指示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每份申请港币 100 元 

港交所参与者 成功获分配之股票总值之 1%

佣金 

 透过互联网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每份申请港币 30 元 

代办竞投外汇基金债券/经债务工具中

央结算系统结算的债务工具手续费 

  

 以书面指示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每份申请港币 100 元另加成功

获分配之外汇基金债券/债务工

具总值之 0.1%佣金 

 透过互联网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每份申请港币 30 元 

以客户名义申请由本行背书之新股认

购手续费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每份申请港币 100 元 

认购证券的借贷收费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市场利率/可磋商 8 

追收股息/红股手续费   

 现金股息（每次计）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每项追讨港币 250 元 

 红股/认股权证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每项追讨港币 250 元 

逾期付款利息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免收 

影印文件副本收费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每张港币 50 元 

签发转手纸证明书收费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免收 

斩仓手续费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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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须支付予 每单收费 

(F) 借贷及其他服务 

保留邮件服务/将邮件转交第三方收费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每年港币 1,000 元 

 

1 如存入单一大额证券，费用则以计算出之买卖单位数量收取。 

2 如证券并无特定买卖单位，每张证券证书将视为一买卖单位。 

3 以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名义登记之股票则豁免转手纸厘印费。 

4  只可选择每项报价或连续报价服务。 

5 每项报价次数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北向交易证券之报价。 

6 任何剩余免费报价将不可累积至下月使用。 

7 收费不适用于费用订算日之零结余证券账户。 

8 认购证券的借贷收费可以磋商，但须受到某些情况之限制。如欲查询进一步数据，请联络你的开户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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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港通及深港通服务 

 

类别 须支付予 每单收费 

(A) 证券交易服务 

经手费 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

交易所 

股票: 成交金额 0.00487%  

(以人民币收取) 

 

交易所买卖基金: 成交金额的 

0.004% 

(以人民币收取) 

证管费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票:成交金额 0.002% (以人民

币收取) 

 

交易所买卖基金: 豁免 

过户费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及 

香港中央结算 

股票：成交金额 0.003% (以人

民币收取) 

(分别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及香

港中央结算收取 0.001%及 

0.002%) 
 

交易所买卖基金: 成交金额

0.002% (以人民币收取) 

(由香港中央结算收取) 

佣金   

 透过至尊理财户口股票投资专线   

- 客户服务员（专人接听）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成交金额之 0.25%（最低收费

人民币 100 元） 

 透过互联网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成交金额之 0.18%（最低收费

人民币 80 元） 

印花税 国家税务总局 成交金额之0.1%（只适用于卖

出交易） 

(以人民币收取) 

 

交易所买卖基金: 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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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须支付予 每单收费 

(B) 处理实物股票及交收服务 

存入证券交收指示费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免收 

转出证券交收指示费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每手人民币 5 元（最低收费人

民币 100 元） 

(C) 信息服务 

实时股票报价服务费 1   

 每项报价 2, 3 

客户每月可享合共 900 项由网上及

流动电话渠道共享之免费报价，而

交易金额每满港币 50,000 元（或

等值之其他货币），可获额外 200

项免费报价（以每月底累积于香港

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之证券交

易、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之北向证券交易总金额计算）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每项港币0.1元（每月最低收费

港币10元，最高收费港币280

元） 

(D) 账户服务 

托管费 3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每半年收取市值（港币等值）

之0.03%（最低收费港币100

元） 

证券组合费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按股份组合价值 (港币等值) 以

年利率0.008%每日累计及每月

收取 

(E) 代理人服务及企业行动 

代收现金股息/以股代息收费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所收取股息总额之0.5%（最低

收费人民币30元，最高收费人

民币2,500元） 

代收红股费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每项人民币 30 元 

办理现金收购手续费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每项人民币 100 元 

代客供股手续费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每项人民币 100 元 

处理公司私有化/股份收购手续费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每项人民币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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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须支付予 每单收费 

处理股票合并手续费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每项人民币 100 元 

处理股票分拆手续费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每项人民币 100 元 

代客行使认股权证收费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每项人民币 100 元 

处理其他企业行动手续费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每项人民币 100 元 

1 只提供每项报价服务。 

2 每项报价次数包括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上市证券之报价。 

3 任何剩余免费报价将不可累积至下月使用。 

4 收费不适用于费用订算日之零结余证券账户。 

 

注： 

上述部分证券服务费用及收费乃由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结

算系统、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国家税务总局、股票过户登记处或港交所参与者不时厘定及收取，如有更改，恕不事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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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结算的债务工具 

 

类别 每单收费 

交收服务费用  

 面值港币 5,000,000 元或以下 面值之 1/32% 

 面值港币 5,000,000 元以上 面值之 1/96%（最低收费港币 500 元，

最高收费港币 3,000 元或等值之证券计

价货币） 

办理经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结算的债务工具包括外汇

基金债券的交收指示 

每项港币 30 元 

每半年收取之托管费 1 每半年每手港币 0.2 元或在部分存货收

取（最低收费港币 150 元，最高收费港

币 3,000 元） 

代收利息 利息金额之 0.5%（最低收费港币 50

元，最高收费港币 2,500 元或等值之证

券计价货币） 

代处理赎回事项 赎回款额之 0.2%（最高收费港币 2,000

元或等值之证券计价货币） 

代理人于二手市场购入/沽出债券之交易佣金 面值之0.25%（最低收费为港币200元等

值之债券所属货币） 

代办竞投经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结算的债务工具包括

外汇基金债券 

每份申请港币 100 元 

 

1 收费不适用于费用订算日之零结余证券账户。 

 

注： 

上述收费并不包括与此证券服务代付之其他有关费用，该等费用均由客户负担，并得随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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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信托基金 

 

类别 每单收费 

托管费 免收 

组合转移  

 没有改变受益人权益 

- 由客户名义转移至代理人名义 

- 由代理人名义转移至客户名义 

 
免收 

港币 100 元 

 改变受益人权益 

- 由客户名义转移至代理人名义 

- 由代理人名义转移至客户名义 

- 由代理人名义转移至另一代理人名义 

 
港币 100 元 

港币 100 元 

港币 100 元 

代收红利  

 红利以现金派发 免收 

 红利以再投资方式派发 免收 

代办认购新单位信托基金 每张申请表港币 100 元 

月供投资计划提早终止费 港币 200 元 

 

注： 

上述收费并不包括与此服务代付之其他有关费用及佣金/基金公司就认购/赎回/转换基金而收取的费用，该等费用均由客户负

担，并得随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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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外国证券 

 

类别 每单收费 

买卖证券交易费用  

 手续费（最低投资金额为港币 500,000 元） 

 

成交金额之 0.3%（最低收费港币 500 元

或等值之证券计价货币） 

 佣金（只供参考）  

- 亚洲 

 

0.3%（新加坡证券：最低收费 10 新加坡

元） 

- 澳洲 0.3% - 0.5%（最低收费 50 美元） 

- 欧洲 

 
 
 

0.2% - 0.3%（最低收费 50 美元 - 100 美

元）；买入英国证券，每交易需加收

0.5%厘印费 

- 日本 0.25% - 1.15%（最低收费 2,500 日圆） 

- 美国 

 

每股 0.1 美元或 0.25%（最低收费 50 美

元 - 100 美元） 

 其他收费（包括但并不限于交易征费、交收及托管等

费用） 

由客户支付 

交收服务费用 每次按每股份收取 50 美元或等值之其他

货币 

每半年收取之托管费 1 每半年收取市值（港币等值）之 0.03%

（最低收费港币 100 元） 

代收股息 股息金额之 0.5%（最低收费 2.5 美元或

等值之其他货币） 

 

1 收费不适用于费用订算日之零结余证券账户。 

 

注： 

 上述收费并不包括与此证券服务代付之其他有关费用，该等费用均由客户负担，并得随时调整。 
 交收服务及代收股息之费用并不包括海外代理银行之收费，该等费用均由客户负担，并得随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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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债券 

 

类别 每单收费 

交收服务费用 面值之 1/8%（最低收费 40 美元，最高

收费 350 美元或等值之其他货币） 

每半年收取之托管费 1 每半年收取市值（港币等值）之 0.03%

（最低收费港币 100 元） 

代收利息 5 美元或等值之货币 

代处理赎回事项 赎回款项之 1/8%（最低收费 40 美元，

最高收费 350 美元或等值之其他货币） 

代理人于二手市场购入/沽出债券之交易佣金 面值之0.25%（最低收费为港币200元等

值之债券所属货币） 

 

1 收费不适用于费用订算日之零结余证券账户。 

 

注： 

 上述收费并不包括与此证券服务代付之其他有关费用，该等费用均由客户负担，并得随时调整。 
 交收服务、代收利息及代处理赎回事项之费用并不包括海外代理银行之收费，该等费用均由客户负担，并得随时调整。 

 

以上费用及收费乃截至 2023 年 1 月之最新资料。东亚银行有限公司保留在事先给予

通知的情况下，随时更改以上任何费用及收费及/或收取新费用及/或收费之权利。 

 

所有其他至尊理财附属账户之有关收费，请浏览本行网页 www.hkbea.com（按：

个人银行/银行收费/一般服务）或请向就近分行查询。 
 

The Bank of East Asia, Limited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