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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顧問外國有價證券 

(香港市場) 

投資人須知 

 

 
 
 
 
 
 
 
警語： 
（一）金管會僅核准華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外國有價證券顧問業務，並未核准得在國內從 
      事外國有價證券募集、發行或買賣之業務。 
（二）外國有價證券係依外國法令募集與發行，其公開 
      說明書、財務報告及年報等相關事項，均係依該 
      外國法令規定辦理，投資人應自行瞭解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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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介紹： 

(一)公司名稱：華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二)營業所在地：台北市松山區民生東路4段54號4樓之1 

(三)負責人姓名：儲祥生 

(四)公司簡介：由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轉投資之『華南證券投資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於1993 年9 月正式成立，為一專業的證券投資顧問公司， 

    以專業投資方式為投資大眾及公司法人，提供投資、理財規劃、分散風險， 

    積極追求長期穩健的投資利得。 

(五)公司沿革：1993 年9 月公司核准成立 

    2002 年3月取得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 

    2016 年4月取得顧問外國有價證券業務 

(六) 主要業務 

     (1)國內有價證券投資顧問業務 

     (2)外國有價證券投資顧問業務(範圍:香港交易所掛牌之有價證券) 

     (3)全權委託投資業務 

 

 

 

 

 

 

 



4 
 

二、 香港交易所市場概況： 

(一)一般性資料 

(1) 國家或地區之面積、人口、語言： 

香港地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特別行政區之一，位於南海北岸、以及珠江口東

側，北接廣東省深圳市，西隔珠江與澳門及廣東省珠海市相望，其餘兩面與南海

鄰接。全境由香港島、九龍、新界等3大區域組成，其中香港島是全港的發展核

心；地理環境上則由九龍半島等大陸土地、以及263個島嶼構成，人口約741萬人

(2018年初)；語言部份則有英語、粵語、普通話。 

(2) 政治背景及外交關係： 

過去數英國政府領地，初期全由英國人發展及管理，後來才漸有華人參與；現已

回歸中國，外交關係無，對外事務主要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負責。中

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在香港設有特派員公署，負責與香港有關的外交事宜，此外

多國於香港特區設有外交代表機構。 

(3) 政府組織: 

其政府組織根據《香港基本法》規定了香港的政治體制，行政、立法及司法部門

的職權和組成方法。以香港特別行政區行政長官是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首長（簡

稱特首），代表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行政長官每屆任期為5年，可以連任1次。

由行政長官主持的行政會議為政府最高行政決策機關。現時香港行政長官由分別

來自三十八個界別分組，代表不同行業、專業、勞工、社會服務團體及區域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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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2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出，並由國務院總理簽署國務院令任命。 

(4) 經濟背景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香港為世界第8大貿易實體。以吞吐量計算，香港是全球最繁忙和最高效率的國

際貨櫃港之第四，2019年第一季度，香港港口貨物總輸送量為5910萬噸，較2018

年第一季度下跌約10%。其中抵港港口貨物及離港港口貨物同比分別下跌8.9%和

12%。在集裝箱方面，2019年第一季度，香港港口處理了442萬個標準集裝箱，較

2018年第一季度下跌9.5%。以乘客量和國際貨物處理量計算，香港國際機場是世

界第三繁忙機場，貨運量更成為世界第一。以對外銀行交易量計算，香港是世界

第3大銀行中心。由於2006年多間大型中國公司紛紛到香港上市，所以同年集資

總值超越紐約，世界排名升為第二，僅次倫敦。根據穆迪信用評級，穆迪2019年

11月已經對香港地區發出調降評級的警告，而其對香港的評級為Aa2，展望為負

向，反映香港經濟對逃犯條例的憂心。不過香港在多次金融衝擊中表現出經濟抗

跌力，仍能維持較高人均收入、經濟增長及財政靈活性。 

綜觀各產業以服務業佔當地生產總值比重最高，達到92.7%，當中金融、保險、

地產及商用服務業佔國內生產總值27.2%，批發、零售、進口與出口貿易、飲食

及酒店業佔26.5%，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則佔18.2%。 

(5) 外國人投資情形: 

香港特區政府原則上對經貿事務採積極不干預政策，故無專門獎勵外人投資措施，

亦無特別外人投資限制，但公用行業（如電訊、公共交通工具、電燈、煤氣、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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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等）及敏感性行業（如武器、軍備、藥劑、毒藥、菸、酒等）之經營須向特定

部門申請牌照，另製菸及釀酒需設倉庫，俾海關派人常駐查核。有關環保的生產

事業需向有關部門申請並受其監督。有關公共事業之訂價及費率亦受政府規範。

在直接外來投資方面，香港是極具吸引力的市場。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

(UNCTAD)《2019年世界投資報告》，香港於2018年吸納的直接外來投資達1,157億

美元，全球排第三位，亞洲排名僅次於中國內地(1,390億美元)。在對外直接投

資流出方面，香港在亞洲排第三位，金額達852億美元，僅次於日本(1,432億美

元) 及中國內地(1,298億美元)。 

外貿及收支情形: 

香港外貿含商品以及服務貿易: 

  2019 年 10 月   2019 年 11 月   

整體出口 (百萬港元)    348,528   359,270   

進口產品 (百萬港元)    379,118   385,438   

 2019 年 9 月   2019 年 10 月   

整體出口產品貨量指數 (2017 = 100)    103.9   104.4   

整體出口產品貨量指數 (按年變動百分率)    -7.8   -9.0   

進口產品貨量指數 (2017 = 100)    100.3   100.7   

進口產品貨量指數 (按年變動百分率)    -11.0   -11.6   

  2017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30_tc.jsp?tableID=055&ID=0&productType=8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30_tc.jsp?tableID=055&ID=0&productType=8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30_tc.jsp?tableID=055&ID=0&productType=8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30_tc.jsp?tableID=055&ID=0&productType=8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30_tc.jsp?tableID=074&ID=0&productType=8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30_tc.jsp?tableID=074&ID=0&productType=8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30_tc.jsp?tableID=074&ID=0&productType=8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30_tc.jsp?tableID=074&ID=0&productType=8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30_tc.jsp?tableID=071&ID=0&productType=8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30_tc.jsp?tableID=071&ID=0&productType=8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30_tc.jsp?tableID=071&ID=0&productType=8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30_tc.jsp?tableID=071&ID=0&productTyp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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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輸入 (百萬港元)     605,506   

服務輸入 (按年變動百分率)     +4.7   

服務輸出 (百萬港元)     812,937   

服務輸出 (按年變動百分率)     +6.3   

服務輸出淨額 (百萬港元)     207,431 

資料整理: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 

(註:截至 2019年底) 

國際收支情形: 

國際收支平衡  2019 年第二季 # 2019 年第三季 # 

經常賬戶差額 (百萬港元)    34,951   74,445   

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資產變動淨值 (百萬港元)  -38,101   -163,484   

整體的國際收支 (百萬港元)    28,315   -59,846   

整體的國際收支相對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 (百分比)    4.1   -8.3   

資料來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2019.12) 

 

(6) 外匯管理及資金匯入匯出限制： 

香港是一個訊息極為發達的國際大都市，是世界上享有最自由的貿易通商港口。

香港没有外匯管理局，對貨幣買賣和國際資金流動，包括外國投資者將股息或資

金調回本國，都没有限制。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40_tc.jsp?tableID=082&ID=0&productType=8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40_tc.jsp?tableID=082&ID=0&productType=8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40_tc.jsp?tableID=082&ID=0&productType=8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40_tc.jsp?tableID=082&ID=0&productType=8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40_tc.jsp?tableID=082&ID=0&productType=8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60_tc.jsp?tableID=041&ID=0&productType=8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60_tc.jsp?tableID=041&ID=0&productType=8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60_tc.jsp?tableID=041&ID=0&productType=8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60_tc.jsp?tableID=041&ID=0&productType=8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60_tc.jsp?tableID=041&ID=0&productType=8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60_tc.jsp?tableID=041&ID=0&productType=8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60_tc.jsp?tableID=041&ID=0&productType=8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60_tc.jsp?tableID=041&ID=0&productTyp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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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銀行系統及貨幣政策: 

銀行系統: 香港實行存款機構三級制，分別為持牌銀行、有限制牌照銀行及接受

存款公司，全部統稱為認可機構。香港市場透明度高、嚴格執行披露規定及審慎

監管金融機構，這些因素令香港成為區內重要的金融中心。 

貨幣政策: 香港的貨幣政策目標由財政司司長釐定，金管局負責達成有關目標，

包括決定有關的策略、工具及執行方式，以及確保香港貨幣制度的穩定與健全。

香港的貨幣政策目標為貨幣穩定，即保持港元匯價穩定，在外匯市場港元兌美元

的匯率保持在7.77港元兌1美元左右的水帄。香港的貨幣體制採用貨幣發行局模

式，規定港元貨幣基礎由外匯基金持有的美元儲備按7.80港元兌1美元的固定匯

率提供最少百分百的支持；而港元貨幣基礎的任何變動亦要百分百與該等美元儲

備的相應變動配合。 

 

(8) 財政收支及外債情形: 

政府收支: 

                                             

2019 年第二季   2019 年第三季   

有效匯率港元匯率指數 (按年變動百分率)  +5.3   +2.2   

貨幣供應量 M1 (百萬港元)    2,428,901   2,469,077   

貨幣供應量 M1 (按年變動百分率)  -3.6   +1.0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110_tc.jsp?tableID=121&ID=0&productType=8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110_tc.jsp?tableID=121&ID=0&productTyp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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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供應量 M2 (百萬港元)    14,536,903   14,507,927   

貨幣供應量 M2 (按年變動百分率)  +4.0   +2.8   

貨幣供應量 M3 (百萬港元)    14,594,039   14,547,864   

貨幣供應量 M3 (按年變動百分率)  +4.0   +2.6  

資料來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2019.12) 

外債情形: 

對外債務  2019 年第二季 # 2019 年第三季 # 

對外債務總額 (百萬港元)    12,760,337   12,914,315   

香港直接投資  2019 年第二季   2019 年第三季   

直接投資資產 - 期末頭寸(百萬港元)    15,661,451   15,421,507   

直接投資資產 - 期間流出(百萬港元)  -232,239   167,515   

直接投資負債 - 期末頭寸(百萬港元)    16,429,975   16,202,064   

直接投資負債 - 期間流入(百萬港元)  -156,406   173,128 

資料來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2019.12) 

 

(9) 賦稅政策及徵課管理系統: 

賦稅政策 

在香港營利的公司只須繳納所得利潤的15%或16.5%作為所得稅。而公司可無限次

結轉虧損。個人薪俸稅率如按標準稅率計算，2008 及2009 年度最高稅率應不高

於15%。香港不徵收增值稅，銷售稅或資本增益稅，也不徵收股息或利息預扣稅，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110_tc.jsp?tableID=121&ID=0&productType=8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110_tc.jsp?tableID=121&ID=0&productType=8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110_tc.jsp?tableID=121&ID=0&productType=8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110_tc.jsp?tableID=121&ID=0&productType=8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60_tc.jsp?tableID=044&ID=0&productType=8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60_tc.jsp?tableID=044&ID=0&productType=8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60_tc.jsp?subjectID=71&tableID=047&ID=0&productType=8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60_tc.jsp?subjectID=71&tableID=047&ID=0&productType=8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60_tc.jsp?subjectID=71&tableID=047&ID=0&productType=8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60_tc.jsp?subjectID=71&tableID=047&ID=0&productType=8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60_tc.jsp?subjectID=71&tableID=047&ID=0&productType=8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60.jsp?subjectID=26&tableID=047&ID=0&productType=8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60_tc.jsp?subjectID=71&tableID=047&ID=0&productType=8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60_tc.jsp?subjectID=71&tableID=047&ID=0&productTyp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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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源自香港的收入才須課稅，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所賺取的收入毋須納稅。依香

港稅務條例（香港法例第112 章）規定，香港徵收3 種直接稅，課稅年度是由4 月

1 日至翌年3 月31 日。 

徵課管理系統 

稅務條例規定徵收下列稅項：（一）所得稅（二）薪俸稅（三）物業稅 

1. 所得稅 

凡在香港經營行業、專業或業務而從該行業，專業或業務獲得於香港產生或得自

香港的所有利潤（由出售資本資產所獲得的溢利除外）的人士，包括公司、合夥

商號、信託人或團體及自然人，均須繳稅。徵稅對象並無香港居民或非港居民的

分別。因此，香港居民可從海外賺取溢利，而不須在港納稅，非香港居民如在香

港賺取利潤，則須在港納稅。至於業務是否在港經營及溢利是否獲自香港，主要

是根據事實認定，但所採用的原則可參考在香港法庭及終審法院判決的稅務案

件。 

2. 薪俸稅 

於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職位、受僱及退休金的入息均須課繳薪俸稅。「於香港

產生或得自香港的入息」一詞，包括所有因在香港提供服務而獲得的收入，但此

項定義並不影響該詞的一般廣泛含義。稅率對海員、航空人員及其他在香港作短

暫停留的人士，及在香港以任何地區已繳納在性質上與香港薪俸稅大致相同稅項

的人士，均有特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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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物業稅 

物業稅是向香港土地或樓宇的業主所徵收的稅項，2003年4月之計算方式是將物

業的評稅淨值以標準稅率15.5%計稅；2005年4月之稅率為16%。 

 

(二)交易市場概況 

(1)背景及發展情形： 

香港為亞洲主要的商業、金融、貿易中心，主要原因在於香港政府堅持自由貿易

和市場經濟、市場對外開放、不實施貿易管制、不徵收關稅或實施配額制度，以

及完善基礎建設，令企業能充份發揮其所能。香港資本市場透明度高且自由開放，

不設資金管制，因而吸引國際金融機構在香港投資，或設立亞洲區營運總部。外

商可自由在香港投資，港商也可自由投資海外金融市場或對外投資。由於香港實

施港幣兌美元聯繫匯率制度，因此港幣對美金貶值之風險極低，且港元存款利率

亦高且無需繳納利息收入等資本利得稅，因此造就香港吸引各國資金進入其金融

體系與資本市場。低稅率、勤奮勞動人口、先進商業基礎設施、最佳海港和機場，

以及完善國際通訊網路等，也是香港經濟發展成功的重要原因。此外，大陸是香

港輸往海外市場之轉口貨物之主要來源，其產品之競爭力不斷提高，有助香港之

出口表現，且香港加強與中國大陸華南地區密切之產業分工合作，並進一步降低

營運成本，及提高高附加價值之工商金融服務競爭力。 

大陸與香港於2003 年6 月30 日簽訂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在原產地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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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下，香港逾1,500 項產品，可享免稅待遇進入大陸市場；有關服務貿易部分，

亦有42 項獲開放進入大陸市場，包括管理諮詢、會議展覽、廣告、法律服務、

會計、醫療、房地產、建築、運輸、物流、航運、倉儲、旅遊、視聽、金融與保

險等，有助其經濟再創高峰。 

1.主要產業概況： 

香港經濟自從70、80 年代開始轉型，至今服務業已佔GDP 的八成以上，這包括

地產業（營建發展和地產經紀等）、銀行金融業、保險業、旅遊業、海空運輸業、

百貨批發零售業、貿易業、酒店及酒樓業、通訊業及娛樂業等。而服務業提供全

香港約八成的就業機會。其中地產業和銀行業，每年稅後盈利的增長，曾高達10%

至20%以上。自1998 年亞洲金融風暴以後，香港地產價值大幅下降，銀行呆帳暴

增，銀行資金充裕，卻貸放保守。香港製造業以電子、製衣、紡織、玩具、製鞋、

手錶、塑料、旅行用品及手提袋、珠寶、印刷等為主，產品約90%外銷。不過，

香港製造業發展因缺乏天然資源，內部市場不大，其製造業絕大部份已北移大陸，

留置香港之製造業則有賴不斷轉型，研發製造以知識經濟為本以及具有較高附加

價值的產品。 

2.證券市場 

香港的證券交易最早見於19 世紀中葉。然而，要到1891 年香港經紀協會成立時，

香港始有正式的證券交易市場。該會於1914 年易名為香港經紀商會。 

香港第二間交易所 - 香港股份商會於1921 年註冊成立。兩所於1947 年合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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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香港證券交易所，並合力重建二次大戰後的香港股市。 

此後，香港經濟快速發展，促成另外三家交易所的成立 - 1969 年的遠東交易 

所；1971 年的金銀證券交易所以及1972 年的九龍證券交易所。 

在加強市場監管和合併四所的壓力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於1980 年註冊

成立。四所時代於1986 年3 月27 日劃上歷史句號，新交易所於1986 年4 月2日

開始運作，採用電腦輔助交易系統進行證券買賣。到2000 年3 月合併完成前，

聯交所共有570 家會員公司。 

香港交易所的現貨市場為投資者提供多元化的證券買賣活動，其中包括股本證券、

衍生權證（牛熊證、市場延拓產品）、股票掛鉤票據、交易所買賣基金、單位信

託/互惠基金、債務證券。 

(2)管理情形：含主管機關、發行市場及交易市場之概況 

1.主管機關： 

香港證券及期貨市場的主要監管者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證監

會是1989 年根據《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條例》(《證監會條例》)成立的

獨立法定監管機關。《證監會條例》及另外九條與證券及期貨業相關的條例已經

整合為《證券及期貨條例》，並於2003 年4 月1 日生效。 

 

 

2.發行市場概況(主板及創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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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20年 1月初) 

香港交易所 (08/01/2020 ) 

 
主板 創業板 

上市公司總數 (家) 2,072 378 

上市 H 股總數 (隻) 262 22 

上市紅籌股總數 (隻) 174 5 

上市證券總數 (隻) 12,364 379 

總市值(億元) HKD 381,088 HKD 1,060 

總流通市值(億元) n.a. n.a. 

平均市盈率(倍) 13.27 21.89 

總成交股數(百萬股) 254,961 483 

總成交金額(百萬元) HKD 96,554 HKD 116 

市場總成交金額(百萬元) HKD 96,670 

*  包 括 由 創 業 板 轉 到 主 板 的 上 市 公 司 數 目 。  

 

3香港交易所市場概況(2020年01月更新) 

2019年整體交易市場統計數據如下:  

證券市場概要 

 證券市場市價總值於 2019年 12月底為 38.2萬億元，較去年同期的 29.9萬

億元上升 28%。 

 2019年 12月 30日，證券市場市價總值創下 38.4萬億元的歷史新高。 

 恒生指數於 2019年底收市報 28189.8點，較 2018年底上升 9%。 

 2019年 12月的帄均每日成交金額為 758億元，較去年同期 719億元上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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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年的牛熊證帄均每日成交金額為 81億元，較 2018年的 75億元上升 8%。 

 2019年的交易所買賣基金帄均每日成交金額為 44億元，較 2018年的 40億

元上升 10%。 

 2019年的債券帄均每日成交金額為 2.5億元，較 2018年的2.0億元上升 25%。 

 2019年有 183*家新上市公司，較 2018年的 218*家下跌 16%。 

 2019年的首次公開招股集資金額為 3,129億元，較 2018年 2,880億元升 9%。 

衍生產品市場概要 

 2019年的期貨及期權帄均每日成交量為 1,068,641張合約，較 2018年的

1,203,996張下跌 11%。 

 2019年的股票期貨帄均每日成交量為 3,729張合約，較 2018年的 3,508張上

升 6%。 

 2019年的人民幣貨幣期貨帄均每日成交量為 8,042張合約，較 2018年的 7,235

張上升 11%。 

 2019年的黃金期貨帄均每日成交量為 2,330張合約，較 2018年的 1,430張上

升 63%。 

 2019年 12月 16日，MSCI亞洲除日本淨總回報指數期貨的成交合約創下 56,378

張合約的歷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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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年 12月 9日，人民幣貨幣期貨 - 人民幣(香港)兌美元期貨的成交合約創

下 1,612張合約的歷史新高。 

 2019年12月27日，美元黃金期貨的未帄倉合約創下1,272張合約的歷史新高。 

 

(3)證劵之主要上市條件及交易制度 

財務要求: 

主板 創業板 

主板新申請人須具備不少於 3個財政年度的營業記錄，並須符合

下列三項財務準則其中一項： 

  1. 盈利測詴 
 

2. 市值/ 

收入測

詴 
 

3. 市值/ 收入/ 

現金流量測

詴 
 

股

東

應

佔

盈

利 

過去三個財政年度至少

5,000萬港元 (最近一年盈

利至少 2,000萬盈利，及前

兩年累計盈利至少 3,000 萬

港元） 

- - 

市

值 

 

上市時至少達 2億港元 上市時至少

達 40億港元 

上市時至少達 20

億港元 

收

入 

- 最近一個經

審計財政年

度至少 5億港

元 

最近一個經審計

財政年度至少5億

港元 

現

金

流

量 

- - 前3個財政年度來

自營運業務的現

金流入合計至少 1

億港元  

注：  本交易所可接納為期較短的營業紀錄，並／或修訂或豁免上

創業板申請人須具備不少

於 2個財政年度的營業記

錄，包括： 

i. 日常經營業務有現金

流入，於上市文件刊發

之前兩個財政年度合

計至少達 2,000萬港

元 

ii. 上市時市值至少達 1 

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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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盈利或其他財務準則規定。有關詳情請參閱「股本證券

的特別上市規定」一節。    
 

 

2.證券交易制度 

(A)交易所：香港證券交易所。 

(B)買賣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9:30-12:00，13:00-16:00。 

(C)價格限制：香港市場沒有漲跌幅，但香港聯交所在盤前（09:00~09:30） 

與盤中（09:30~12:00，13:00~16:00）時段下單時，有以下的限制：A.買盤價格

低於最後成交價的20檔價位或高於最低賣價的5檔價位，則香港聯交所會拒絕下

單指令。B.賣盤價格高於最後成交價的20檔價位或低於最高買價的5檔價位，則

香港聯交所會拒絕下單指令。 

(D)交易單位：香港股票的交易單位並不固定，從100股一張到5000股一張都可交

易，依不同個股有不同最小交易單位，在香港當地稱之為「手(Lot)」。而零股

亦可在盤中買賣，但價格較低。 

(E)暫停買賣機制：香港股票有盤中暫停買賣機制：只要公司有足以影響股 

價的重大敏感資訊待公布，未正式公布前，可由公司主動申請或交易所 

決定其股票暫停交易，待敏感資訊釐清後，恢復股票交易。 

(F)交易方式：採櫃檯交易，以公開喊價方式進行。一經成交後賣方代表必須 

在15分鐘內把成交記錄輸入電腦，買方代表負責覆查資料是否正確，互相 

協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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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手續費：成交值之0.15%以上，最低$100港幣（視各家券商而定）。 

(I)交割時間：成交後第二個營業日。 

(4)外國人買賣證券限制、租稅負擔及徵納處理應行注意事項 

1.外國人買賣證券限制： 

對一般上市公司無持股比率限制，僅對電視公司、香港證交所及匯豐銀行限制。 

非香港居民對電視公司單獨持股比率不得超過10%，總體持股不得超過49%。 

2.租稅負擔及徵納： 

(A)證交所費用：0.002%最低不少於2元，上限為100元四捨五入至小數第二位。 

(B)交易徵稅：0.003%無條件進位至小數第二位。 

(C)交易費用：0.005%無條件進位至小數第二位。 

(D)印花稅：0.1%(成交金額不足千元者以千元計算，無條件進位至整數)。 

(E)手續費：0.25%最低每筆100港幣。 

 

(三)投資人自行匯出資金投資有價證券之管道簡介 

(1)自行申購： 

投資人經投顧公司提供顧問服務，瞭解該外國有價證券的屬性等相關資料之後，

自行至外匯指定銀行匯款投資海外有價證券。 

 (2)經由證券商： 

投資人亦得委託經金管會及中央銀行核准得經營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之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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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由投資人於交易證券商指定之金融機構開立新台幣或外幣帳戶，辦理交割款

項及國外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