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股票 印尼股票
股息稅 * 0-15% 股息稅 * 20%
手續費 ** 2% 手續費 ** 印尼盾 37,500

最低 新加坡元 8
上限 新加坡元100 英國股票

股息稅 * 10%
美國股票 手續費 ** 1.00%
股息稅 * 0-30% 最低 英鎊 10
手續費 ** 2%

最低 美元 6 澳洲股票
上限 美元 70 股息稅 * 30-46.50%

手續費 ** 澳元 5
馬來西亞股票
手續費 ** 1.00% 台灣股票

最低 馬幣 20 股息稅 * 21%
另加海外銀行所收費用 手續費 ** 新台幣 150

韓國股票
日本股票 股息稅 * 15%
股息稅 * 15.315% 手續費 ** 南韓圜 3,800
手續費 ** 1.00%

最低 日元 1,000 中國上海Ｂ股票
股息稅 * 10%

泰國股票 手續費 ** 美元 4
股息稅 * 10%
手續費 ** 泰銖 150 中國深圳Ｂ股票

股息稅 * 10%
菲律賓股票 手續費 ** 港元 30
股息稅* 25%
手續費 ** 2% 加拿大股票

最低 新加坡元 8 股息稅 * 25%
上限 新加坡元 100 手續費 ** 加元 4

土耳其股票及債券 德國股票
股息稅 * 15% 股息稅 * 26.3750%
債券利息稅 * 10% 手續費 ** 歐羅 4
手續費 ** 土耳其里拉 10

瑞士股票
瑞典股票 股息稅 * 35%
股息稅 * 30% 手續費 ** 瑞士法郎 5
手續費 ** 瑞典克郎 5

愛爾蘭股票
泛歐交易所 EURONEXT 股票 股息稅 * 20%
股息稅 * 比利時 21-25% 手續費 ** 歐羅 4

荷蘭 0-15%
法國 30% 芬蘭股票

葡萄牙 30% 股息稅 * 30%
手續費 ** 歐羅 4 手續費 ** 歐羅 4

註:

* 視乎每個國家稅務政策 *** 海外股息需要不少於14天的處理時間。

更新日期：2022年6月15日

以下收費僅供參考，本公司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告。

外國股票現金股息收費***

總行：香港金鐘道95號統一中心11-12樓                 電話：2277 6600    傳真：2868 5307

集團網絡：新加坡     香港     中國     美國    日本     英國     
西班牙     澳洲     馬來西亞     泰國     印尼     土耳其     印度     柬埔寨     阿聯酋     越南

** 手續費會以除稅後之金額計算



加拿大股票

手續費 美元 27 手續費 加元 7

印尼股票

手續費 新加坡元 20.7 手續費 印尼盾 58000

泰國股票

手續費  澳元 10 手續費 泰銖 430

菲律賓股票

手續費 馬幣 55 手續費 新加坡元 10

台灣股票

手續費 日元 500 手續費 新台幣 200

手續費 南韓圜 8000

芬蘭股票

手續費 英鎊 15 手續費 歐羅 25

法國股票

手續費 歐羅 25 手續費 歐羅 25

荷蘭股票

手續費 瑞士法郎 26 手續費 歐羅 25

葡萄牙股票

手續費 歐羅 25 手續費 歐羅 25

比利時股票

手續費 歐羅 25 手續費 歐羅 25

Euroclear

手續費 歐羅 25 手續費 歐羅 25

有關代理投票和參加股東大會的安排與查詢，請參考以下鏈接： http://www.poems.com.hk/zh-hk/customer-service/important-notes/

總行：香港金鐘道95號統一中心11-12樓                 電話：2277 6600    傳真：2868 5307

愛爾蘭股票

出席股東大型會

(另加上外國經紀佣金收費(如適用))

100 美元 (另加上其他參與經紀的收費(如適用))代理投票

環球證券公司行動收費

更新日期：2022年6月15日

以下收費僅供參考，本公司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告。

美國股票

新加坡股票

貸款股票 或債券

歐洲

其他

瑞典股票

馬來西亞股票

日本股票

韓國股票

** 現金收購建議,私有化行動,合併和上市,清盤,認股權證轉換

集團網絡：新加坡     香港     中國     美國    日本     英國     
西班牙     澳洲     馬來西亞     泰國     印尼     土耳其     印度     柬埔寨     阿聯酋     越南

500 美元 (另加上其他參與經紀的收費(如適用))

英國股票

德國股票

瑞士股票

(現金股息除外 **)

澳洲股票

北美

亞洲



加拿大股票

基本手續費（第一隻股票） 美元 53 基本手續費（第一隻股票） 加元 90

第二隻股票 (以每一隻計算) 美元 40 第二隻股票 (以每一隻計算) 加元 75

印尼股票

基本手續費（第一隻股票） 新加坡元 80 基本手續費（第一隻股票） 印尼盾 265000

第二隻股票 (以每一隻計算) 新加坡元 60 第二隻股票 (以每一隻計算) 印尼盾 150000

泰國股票

基本手續費（第一隻股票）  澳元 100 基本手續費（第一隻股票） 泰銖 600

第二隻股票 (以每一隻計算)  澳元 84 第二隻股票 (以每一隻計算) 泰銖 100

菲律賓股票

基本手續費（第一隻股票） 馬幣 100 基本手續費（第一隻股票） 新加坡元 70

第二隻股票 (以每一隻計算) 馬幣 50 第二隻股票 (以每一隻計算) 新加坡元 50

基本手續費（第一隻股票） 日元 10,000

第二隻股票 (以每一隻計算) 日元 10,000

芬蘭股票

基本手續費（第一隻股票） 英鎊 35 基本手續費（第一隻股票） 歐羅 50

第二隻股票 (以每一隻計算) 英鎊 25 第二隻股票 (以每一隻計算) 歐羅 40

法國股票

基本手續費（第一隻股票） 歐羅 50 基本手續費（第一隻股票） 歐羅 50

第二隻股票 (以每一隻計算) 歐羅 40 第二隻股票 (以每一隻計算) 歐羅 40

荷蘭股票

基本手續費（第一隻股票） 瑞士法郎 50 基本手續費（第一隻股票） 歐羅 50

第二隻股票 (以每一隻計算) 瑞士法郎 40 第二隻股票 (以每一隻計算) 歐羅 40

葡萄牙股票

基本手續費（第一隻股票） 歐羅 50 基本手續費（第一隻股票） 歐羅 50

第二隻股票 (以每一隻計算) 歐羅 40 第二隻股票 (以每一隻計算) 歐羅 40

比利時股票

基本手續費（第一隻股票） 歐羅 50 基本手續費（第一隻股票） 歐羅 50

第二隻股票 (以每一隻計算) 歐羅 40 第二隻股票 (以每一隻計算) 歐羅 40

額外費用另加收取全球/當地保管人的費用。

除以下情況外，所有無票據/電子存管處均不收取手續費：

基本手續費（以每一隻股票） DRS 美元 100

基本手續費（以每一隻股票） DWAC 美元 200

以下收費僅供參考，本公司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告。

北美

亞洲

美國股票

更新日期：2022年6月15日

新加坡股票

澳洲股票

馬來西亞股票

從登記處存入的美國股票

環球證券交收指示(轉出)收費

總行：香港金鐘道95號統一中心11-12樓                 電話：2277 6600    傳真：2868 5307

集團網絡：新加坡     香港     中國     美國    日本     英國     
西班牙     澳洲     馬來西亞     泰國     印尼     土耳其     印度     柬埔寨     阿聯酋     越南

英國股票

日本股票

德國股票

瑞士股票

瑞典股票

Euroclear

歐洲

DRS/DWAC 拒絕導致失敗亦會收取 美元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