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收費
滬深港股票交易機制－上海/深圳證券

香港證券

香港證券

有關買賣服務 — 證券買賣

有關買賣服務 — 證券買賣

其他服務

經紀佣金：

經紀佣金：

月供股票計劃：

證券買賣熱線
Citigold Private Client

網上 / 流動理財
證券服務

0.4%

Citigold
Citi Priority

不適用2

Citibanking

0.25%

Citi Plus

每單交易最低收費
網上/流動理財證券
服務：CNY100
證券買賣熱線：
CNY125

交易印花稅3：每單成交金額之0.10% (只收賣方)
證管費4：每單成交金額之0.002%
經手費5：每單成交金額之0.00487%
過戶費6：每單成交金額之0.004%
稅項 7：根據個別股票之要求而定
戶口服務 — 證券託管
證券託管月費：豁免
證券戶口服務費 8 (每半年)：HKD100
有關證券交收服務
存入證券 (非實物證券)：豁免
提取證券 (非實物證券)：每隻股票收費CNY300
證券登記/存入證券費 9 ：豁免
(適用於存入證券)

即時報價服務
「即時報價」10：

證券買賣熱線
Citigold Private Client

網上 / 流動理財
證券服務

0.18%

Citi Priority

0.20%

不適用2

Citibanking CAW1
Citi Plus
Citibanking

網上/流動理財證券
服務：HKD/CNY100
證券買賣熱線：
HKD/CNY125

0.25%

政府印花稅3：每單成交金額之0.10%
交易徵費4：每單成交金額之0.0027%
交易費5：每單成交金額之0.005%

(不足HKD/CNY1之數亦作HKD/CNY1計算，
交易所買賣基金豁免)

}

有關買賣服務 — 證券買賣
經紀佣金：

每單交易最低收費

0.18%

Citigold

(計至最接近的仙位數)

存入證券費 6：豁免

美國證券

收費

每項指示HKD50

(包括轉換股票、更改供款額及終止計劃)
交收戶口資金不足服務費

(此收費於2016年3月1日起豁免)
HKD50

於第一年內終止計劃額外服務費16

(此收費於2016年3月1日起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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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券的跨境調撥費：每項收費或交付指示收費HKD200
• 美國證券交易試驗計劃代履行權責服務費14：每項指示收費HKD600

有關證券交收服務
每月免費即時報價次數

Citigold Private Client
Citigold
Citi Priority
Citibanking
Citi Plus

1,000

Citi Alerts即時短訊服務
交易指示手機短訊提示 11：豁免
每次成交手機短訊提示 12：每次提示CNY1
市場資訊手機短訊提示：每次提示CNY1
代理人及代履行權責服務
代客處理現金收購及其他涉及現金的履行權責事項 13：
按現金總值收取0.50% (最低收費CNY30)
備兌認股證手續費：每次收費CNY205
代履行權責服務費 13：每手CNY29 (最低收費CNY30)
有關滬深港股票交易機制 - 上海/深圳證券服務收費之備註：
(1) “CAW”即“Citi At Work”出糧戶口。(2) 除獲豁免之客戶外。有關客戶仍可使用證券買賣熱線。(3) 有關收費由國家
稅務總局收取。如有更改，本行恕不另行通知。(4) 有關收費由中國證監會收取。如有更改，本行恕不另行通知。
(5) 有關收費由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收取。如有更改，本行恕不另行通知。(6) 成交金額的0.002%會由
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或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收取；及另外的0.002%會由香港
中央結算有限公司收取。如有更改，本行恕不另行通知。(7) 客戶將須承擔及全權負責於任何司法管轄區或政府或
監管機構之任何及一切稅項，包括但不限於任何資本收益稅或其他適用的任何評稅或徵費。客戶應尋求獨立稅務諮
詢。(8) 如客戶於半年期間(每年1月至6月及/或7月至12月)未曾於本行進行任何股票交易(買賣、存入股票及網上認
購新股)及未持有任何股票，本行將每半年收取一次證券戶口服務費。有關服務費將於該年7月及/或翌年1月收取。
新股票客戶可獲豁免開戶當期之服務費。本行將從客戶之港元結算戶口中扣除有關服務費；若客戶之證券戶口只連
結於美元或人民幣戶口，有關服務費將從該戶口中扣除。服務費美元13元或人民幣84元會被收取。(9) 亦適用於散
股。(10) 適用於即時交易、即時報價及自選報價清單版面內的即時股價資訊服務及於「Citi Alerts即時短訊服務」版
面內所設定並成功觸發的提示(包括：股票價格、52週最高或最低、股票技術指標、股份交易量)。上海及深圳證券
的每月免費即時報價次數為獨立計算。(11) 手機短訊提示將於(i)交易指示全數執行或(ii)交易日收市後(如指示屬部份
成交)或(iii)指示到期日收市後(如指示未能執行)收到。(12) 手機短訊提示將於每次成交(包括分段成交)後收到。若交
易指示分段成交您將會收到一個以上的手機短訊提示。(13) 履行權責包括認股證兌換、認股權、現金股息、現金派
息及紅股選擇、自願收購、投標出價或公開發售。
附註：(1) 就其他未列於本表格之服務及收費，請向本行查詢。(2) 上述收費僅供參考，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保留
調整有關費用的權利。(3) 除上列收費外，客戶有可能被要求繳付由第三者收取之額外收費。(4) 公司客戶之收費貨
幣單位為CNH。
滬深港股票交易機制(滬港通/深港通)的主要風險披露：
(a) 通過滬深港股票交易機制達成的買賣交易會受制於跨境投資每日額度；(b) 香港的投資者賠償基金並不涵蓋滬深
港股票交易機制下的任何北向交易；(c) 滬深港股票交易機制只有在兩地市場均為交易日，而且兩地市場的銀行在相
應的款項交收日均開放時才會開放。閣下應該注意滬深港股票交易機制的開放日期，並因應自身的風險承受能力決
定是否在滬深港股票交易機制不交易的期間承擔A股價格波動的風險；(d) 透過滬深港股票交易機制進行投資附帶貨
幣風險；(e) 閣下須熟習並遵守有關滬深港股票交易機制的資格限制及有關北向交易適用的中國內地法律及規例，尤
其是有關持股比例限制及閣下於相關法例下的披露責任。以上風險披露不能披露所有涉及的風險。閣下應當閱覽證
券買賣服務說明之條款及條款內的全部風險披露聲明。

0.90%

20,000 - 49,999

0.80%

50,000或以上

0.50%

0.50%

美國證交會收費：將根據美國證交會最新擬定之條例及收費
稅項2 ：根據個別股票之要求而定
戶口服務 — 證券託管
證券託管月費：豁免
證券戶口服務費3 (每半年)：HKD100
即時報價服務
「串流報價服務」4：香港+美國證券市場月費HKD770
Citi Alerts即時短訊服務

提取證券 (實物證券)：每隻股票收費HKD/CNY300及每手HKD/CNY10

交易指示手機短訊提示 5 ：豁免
每次成交手機短訊提示6 ：每次提示USD0.2

提取證券 (非實物證券)：每隻股票收費HKD/CNY300

市場資訊手機短訊提示：每次提示USD0.2

證券登記/存入證券費 ：豁免

其後每一報價收費CNY0.1

1%

10,000 - 19,999

存入證券 (實物及非實物證券)：豁免

9

500

0 - 9,999

Citigold Private Client

美國預託證券收費：每股USD0.01 - 0.051

• 股份提取費：每項指示收費HKD600

證券戶口服務費 8 (每半年)：HKD100

Citigold/Citi Priority/
Citibanking/ Citi Plus

HKD250

美國證券交易試驗計劃服務：

證券託管月費：豁免

(根據交易金額計算，最低收費USD30)

(每隻股票最低收費為HKD50)

更改指示手續費

0.005%交易費，及其他收費

戶口服務 — 證券託管

每項成交金額收費

(以美元計)

每月供款額之0.25%

每月供款收費15

網上認購新證券服務：每項申請HKD/CNY100，0.0027%交易徵費，

稅項 7：根據個別股票之要求而定

交易金額

(適用於存入證券)

有關證券交收服務 (只適用於非實物證券)
存入證券 (註冊服務公司收費) : 豁免

即時報價服務

提取證券 (註冊服務公司收費) : 每隻股票USD50

「即時報價」 ：
10

取消指令 : 註冊服務公司收費將不獲退還

每月免費即時報價次數
Citigold Private Client

代理人及代履行權責服務7

1,000

Citigold

現金的履行權責事項：按現金總值收取0.50% (最低收費USD15)
行使供股權：按現金總值收取0.50% (最低收費USD15)

Citi Priority
Citibanking

行使認股證：按現金總值收取0.50% (最低收費USD15)

500
有關香港證券服務收費之備註：

Citi Plus

(1) “CAW”即“Citi At Work”出糧戶口。(2) 除獲豁免之客戶外。有關客戶仍可使用證券買賣熱線。(3) 有關收費由香

其後每一報價收費HKD0.1

港特區政府收取。如有更改，本行恕不另行通知。(4) 有關收費由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收取。如有

「串流報價服務」 11： 香港證券市場月費HKD398
香港+美國證券市場月費HKD770

更改，本行恕不另行通知。(5) 有關收費由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收取。如有更改，本行恕不另
行通知。(6) 適用於散股及買入證券、供股及認股證等。(7) 客戶將須承擔及全權負責於任何司法管轄區或政府或監
管機構之任何及一切稅項，包括但不限於任何資本收益稅或其他適用的任何評稅或徵費。客戶應尋求獨立稅務諮
詢。(8) 如客戶於半年期間(每年1月至6月及/或7月至12月)未曾於本行進行任何股票交易(買賣、存入股票及網上認
購新股)及未持有任何股票，本行將每半年收取一次證券戶口服務費。有關服務費將於該年7月及/或翌年1月收取。

Citi Alerts即時短訊服務

新股票客戶可獲豁免開戶當期之服務費。本行將從客戶之港元結算戶口中扣除有關服務費；若客戶之證券戶口只連

交易指示手機短訊提示 12：豁免

結於美元或人民幣戶口，有關服務費將從該戶口中扣除。服務費美元13元或人民幣84元會被收取。(9) 亦適用於散
股。(10) 適用於即時交易、即時報價及自選報價清單版面內的即時股價資訊服務及於「Citi Alerts即時短訊服務」版

每次成交手機短訊提示 ：每次提示HKD1
13

面內所設定並成功觸發的提示(包括：股票價格、52週最高或最低、股票技術指標、股份交易量、指數)。(11) 適用

市場資訊手機短訊提示：每次提示HKD1

於「股票瞬像」版面內之串流報價服務(資料會自動更新)。(12) 手機短訊提示將於(i)交易指示全數執行或(ii)交易日收
市後(如指示屬部份成交)或(iii)指示到期日收市後(如指示未能執行)收到。(13) 手機短訊提示將於每次成交(包括分段
成交)後收到。若交易指示分段成交您將會收到一個以上的手機短訊提示。(14) 履行權責包括認股證兌換、認股權、

代理人及代履行權責服務

現金股息、現金派息及紅股選擇、自願收購、投標出價或公開發售。(15) 已包括所有有關交易的收費如：佣金、印

代客處理現金收購及其他涉及現金的履行權責事項 ：
按現金總值收取0.50% (最低收費HKD/CNY30)
14

備兌認股證手續費：每次收費HKD/CNY205
代履行權責服務費 14：每手HKD/CNY29 (最低收費HKD/CNY30)

花稅、聯交所交易費、交易徵費、投資者賠償徵費、及中央結算系統收費。(16) 適用於客戶自願或因交收戶口資金
不足而被自動終止計劃。如於該月之供款日因交收戶口資金不足，該月之購入證券指示將自動取消。連續三個月交
收戶口資金不足者，其參與之計劃將被自動終止。(17) 其他收費最終取決於新股發售文件。
附註：(1) 就其他未列於本表格之服務及收費，請向本行查詢。(2) 上述收費僅供參考，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保
留調整有關費用的權利。(3) 除上列收費外，客戶有可能被要求繳付由第三者收取之額外收費。

有關美國證券服務收費之備註：
(1) 預託證券代理(Depository Receipts Agent)或會經由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向持有美國預託證券之客戶定期
收取預託證券費用(ADR Fee)。上述收費僅供參考，預託證券代理有權不時更改收費而毋須事先通知。最終的收費
金額、次數及時間以預託證券代理的最終決定作準。(2) 客戶將須承擔及全權負責於任何司法管轄區或政府或監
管機構之任何及一切稅項，包括但不限於任何資本收益稅或其他適用的任何評稅或徵費。客戶應尋求獨立稅務諮
詢。(3) 如客戶於半年期間(每年1月至6月及/或7月至12月)未曾於本行進行任何股票交易(買賣、存入股票及網上
認購新股)及未持有任何股票，本行將每半年收取一次證券戶口服務費。有關服務費將於該年7月及/或翌年1月收
取。新股票客戶可獲豁免開戶當期之服務費。本行將從客戶之港元結算戶口中扣除有關服務費；若客戶之證券戶口
只連結於美元或人民幣戶口，有關服務費將從該戶口中扣除。服務費美元13元或人民幣84元會被收取。(4) 適用
於「股票瞬像」版面內之串流報價服務(資料會自動更新)。(5) 手機短訊提示將於(i)交易指示全數執行或(ii)交易
日收市後(如指示屬部份成交)或(iii)指示到期日收市後(如指示未能執行)收到。(6) 手機短訊提示將於每次成交(包
括分段成交)後收到。若交易指示分段成交您將會收到一個以上的手機短訊提示。(7) 履行權責包括認股證兌換、
認股權、現金股息、現金派息及紅股選擇、自願收購、投標出價或公開發售。
附註：(1) 政府、監管機構或有關服務供應商或會向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提供的某些證券或個別證券交易服務收
取其他費用、收費、徵費、稅款及利息。閣下須承擔所有有關費用、收費、徵費、稅款及利息。就其他未列於本表
格之服務及收費，請向本行查詢。(2) 上述收費僅供參考，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保留調整有關費用的權利。(3)
除上列收費外，客戶有可能被要求繳付由第三者收取之額外收費。
投資不應被視為定期存款之替代品。
重要聲明：閣下應自行尋求有關稅務之專業意見，包括但不限於進行海外投資時可能涉及之遺產稅及紅利預扣稅等
稅務責任。本宣傳文件所載資料只供參考之用，並不構成任何買賣證券的邀約或建議。 投資並非銀行存款，並無意
構成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花旗銀行，依美國法律成立的有限責任組織、花旗集團或其附屬機構或聯營公司、
任何當地政府或保險機構的責任、保證或承保。投資帶有風險，亦可能導致本金的損失。證券價格可升亦可跌。此
證券投資服務不適用於美國人士，亦可能只限在某些司法管轄區提供。任何人士於作出投資前，應尋求獨立諮詢，
考慮有關投資是否適合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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