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貨幣 日內 隔夜一次性附加費 電話報單附加費

香港期貨-

港交所恆生指數期貨及期權 / H股指數期貨及期權 / 恆指波幅指數期貨 / 中華120指數期貨 港幣 90 60 20

股票期貨 港幣 90 60 20

港交所小型恆生指數期貨及期權 / 小型H股指數期貨及期權 港幣 60 40 20

港交所行業指數期貨 (博彩業, 內油, 內銀, 藥業, 內房, IT器材, 軟件期貨) 港幣 60 40 20

港交所期貨以人民幣為單位 人民幣 50 30 20

港交所期貨以美元為單位 美元 20 5 3

國內期貨-

中質含硫原油 人民幣 50 20 20

鐵礦石 人民幣 50 20 20

美國期貨-

美國期貨 美元 30 5 3

美國小型期貨 美元 30 5 3

美國期貨以日圓為單位 日圓 3,600 600 300

歐洲期貨-

倫敦金屬交易所產品 - LME (包括交易所費用) 美元 40 5 3

歐洲期貨以英鎊為單位 英鎊 30 5 3

歐洲期貨以歐元為單位 歐元 30 5 3

歐洲期貨以美元為單位 美元 30 5 3

亞洲太平洋期貨-

澳州證交所SPI200指數期貨(SPI200) - ASX 澳元 30 5 3

新加坡交易所期貨以美元為單位 -SGX 美元 30 5 3

新加坡交易所期貨以人民幣為單位- SGX 人民幣 50 20 20

新加坡交易所期貨以新加坡幣為單位 - SGX 新加坡幣 30 5 4

馬來西亞交易所期貨 - BM 馬幣 60 10 10

韓國交易所指數期貨 - KRX  (包括交易所費用) 韓圜 35,000 5,000 4,000

泰國期貨交易所指數期貨- TFEX 泰銖 300 150 80

日本東京穀物交易所期貨 - TGE / 東京證交所期貨 - TSE / 東京商品交易所期貨 - TOCOM 日圓 3,600 600 300

新加坡交易所日經225指數期貨 - SGX / 大阪證交所日經225指數期貨 - OSE 日圓 3,600 600 300

新加坡交易所小型日經225指數期貨 - SGX / 大阪證交所小型日經225指數期貨 - OSE 日圓 2,200 600 300

資訊服務項目- 貨幣 收費

期貨期權即時報價附加圖表 港幣 每月100

期貨期權及股票即時報價附加圖表 港幣 每月300-450

AA007 港幣 每月180-255

期無敵手交易系统附加圖表 美元 每月50

CQG 期貨期權即時報價 美元 每月11-133

TT交易系統市場登錄費 美元 每月每帳戶250

其它服務項目- 貨幣 收費

本地現金轉賬提款 港幣 60

本地(外幣)轉賬提款 港幣 60

電匯 港幣 160

終止支票付款費 港幣 200

退票費用 港幣 200

支票沖印 港幣 50/張

重發非當月月結單 港幣 100

提供資產證明文件 港幣 200

歐元結餘負利率收費 歐元  Euro STR (正) - 0.35% / (負) + 3%

^1
 佣金收費根據不同市場及服務而定，可商議。 上述收費僅供參考，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詳情請聯繫您的代表或客戶服務查詢。

*
 有關交易所費用可參考交易所費用列表。

^2
 以上服務收費不時更新，恕不另行通知。詳情歡迎致電本公司熱線查詢，電話：(852) 2509-9277

其它貨幣支付則以當天兌換率折算，美元則按7.8

其它貨幣支付則以當天兌換率折算，美元則按7.8

實際收費以銀行為准

(3) 通過代理經紀兌換之兌換率加收2點子作行政費

詳見備註貨幣兌換

3個月之內月結單免費,超過3個月每份港幣100元

(2) 通過本公司兌換按國泰君安外匯有限公司之兌換率加

收2點子作行政費; 或

只供國內使用, 五檔價格深度另加港幣50

收費上限每月5,000美元

圖表通另加港幣50, 五檔價格深度另加港幣50

(1) 通過銀行兌換之兌換率加收2點子作行政費; 或

暫只支援英文版本

其它服務收費^2

按兌換

貨幣

而定

詳情參閱"CQG交易平台 - 申請及終止交易所數據"表格

(渣打, 匯豐, 中銀香港戶口免費)

備註

國泰君安期貨（香港）有限公司

標準佣金及各服務項目收費 (由2020年12月01日起)

資訊服務收費
^2

佣金收費(每張合約單邊計)
^1

產品

佣金不包括交易所費用*

備註

(國內用戶/ 非國內用戶): 港幣300元 / 港幣450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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