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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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年5月28日終止此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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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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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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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組織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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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運港口局公佈資料顯示，2019年11月香港港

口貨櫃輸送量按年跌7.4%，至151.8萬TEU，連跌第22個月。2019年前11個月，

累計貨櫃輸送量亦按年跌6.2%，至1680.9萬個標準箱。 

 

截至2019年11月份，香港港口雖於葵青貨櫃碼頭以外錄得8.6%的貨櫃輸送量增

長，達34萬個標準箱；但葵青貨櫃碼頭貨櫃輸送量按年大跌11.2%，至117.8萬

個標準箱，較10月減少4萬個，拖累當月總貨櫃輸送量亦按年跌7.4%，至151.8

萬個標準箱，前值為157.8萬個。資料顯示，香港港口貨櫃輸送量自1997年有記

錄以來，最長連跌紀錄為連跌25個月，出現於2014年7月至2016年7月。香港港

口貨櫃輸送量已近兩年未見改善，明年首季或將刷新連跌紀錄。 

 

中國科學院於2020年7月發佈《2019年全球Top20集裝箱港口預測報告》，前10大

貨櫃港口中，有7個來自中國。其中，香港排名由2018年的第7跌至第8位。相

反，青島港晉升一位，位列第7。青島港日前公佈，其貨櫃輸送量已突破2000萬

標準箱，躋身2000萬"梯隊"。 

 

http://www.ca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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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亦預測，香港2019年全年貨櫃輸送量將介於1880萬至1900萬個標準箱，

按年變幅介於下跌4.1%。為前10大港口中唯一出現負增長預測的港口。而排名

第一的上海港2019年貨櫃輸送量預測值為4360萬至4400萬個標準箱，這意味著

香港的貨櫃輸送量甚至未及上海的一半。 

 

香港曾為世界第一港。不過，自2005年起，香港讓出全球最大貨櫃港口之"桂冠

"給新加坡後，10多年來排名持續下跌，先後被上海、深圳、韓國釜山等超越。

2016年香港已跌至全球排名第6位，首次跌出"2000萬標準箱"線；2018年跌至第

7，今年續跌至第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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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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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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年世界投資報告》，香港於2019年吸納的直接外來投

資達684億美元，全球排第七位，亞洲排名僅次於中國內地(1,412億美元)及新

加坡(921億美元)。在對外直接投資流出方面，香港在亞洲排第三位，金額達

593億美元，僅次於日本(2,266億美元) 及中國內地(1,171億美元)。2019年，

以外來直接投資存量計，香港作為投資接收地的金額居全球第三位(18,679億美

元)，僅次於美國及英國，而作為投資來源地的金額居全球第六位(17,940億美

元)。 

外貿及收支情形: 

香港外貿含商品以及服務貿易: 

      2020 年 10 月 2020 年 11 月   

整體出口 (百萬港元)    344,657  379,568   

進口產品 (百萬港元)    381,413       405,177   

 

2020 年 9月   2020 年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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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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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出口產品貨量指數 (2018 = 100)    109.2   99.4   

整體出口產品貨量指數 (按年變動百分率)    +10.3   -0.1   

進口產品貨量指數 (2018 = 100)    99.0   96.1   

進口產品貨量指數 (按年變動百分率)    +4.6   +1.0   

  

2018   

服務輸入 (百萬港元)    

 

639,947   

服務輸入 (按年變動百分率)    

 

+5.6   

服務輸出 (百萬港元)    

 

886,883   

服務輸出 (按年變動百分率)    

 

+9.3   

服務輸出淨額 (百萬港元)    

 

246,936   

資料整理: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 

(註:截至 2020年底) 

國際收支情形: 

國際收支平衡  2020 年第二季 # 2020 年第三季 # 

經常賬戶差額 (百萬港元)    59,426   96,537   

非儲備性質的金融資產變動淨值 (百萬港元)  -104,184   -107,962   

整體的國際收支 (百萬港元)    -15,507   19,250   

整體國際收支相對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 (百分比)    -2.4   2.8   

資料來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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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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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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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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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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5港元兌1美元左右的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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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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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年第二季     2020 年第三季   

有效匯率港元匯率指數 (按年變動百分率)  +3.7   -0.5   

貨幣供應量 M1 (百萬港元)    2,838,473   3,576,701   

貨幣供應量 M1 (按年變動百分率)  +16.9   +44.9   

貨幣供應量 M2 (百萬港元)    15,102,579   15,845,097   

貨幣供應量 M2 (按年變動百分率)  +3.9   +9.2   

貨幣供應量 M3 (百萬港元)    15,142,575   15,883,405   

貨幣供應量 M3 (按年變動百分率)  +3.8   +9.2   

                                 資料來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2020.12) 

外債情形: 

對外債務  2020 年第二季 # 2020 年第三季 # 

對外債務總額 (百萬港元)    12,995,009   13,317,729   

香港直接投資  2020 年第二季   2020 年第三季   

直接投資資產 - 期末頭寸(百萬港元)    15,489,822   15,817,615   

直接投資資產 - 期間流出(百萬港元)  147,462   193,560   

直接投資負債 - 期末頭寸(百萬港元)    15,219,652   15,432,087   

直接投資負債 - 期間流入(百萬港元)  148,866   258,378 

資料來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2020.12) 

 

(9) 賦稅政策及徵課管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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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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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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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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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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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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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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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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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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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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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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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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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0年 12月 31日) 

                        香港交易所 (31/12/2020 ) 

 主板 創業板 

上市公司總數 (家) 2,170 368 

上市 H股總數 (隻) 272 19 

上市紅籌股總數 (隻) 172 4 

上市證券總數 (隻) 16,672 369 

總市值(億元) HKD 473,922 HKD 1,308 

總流通市值(億元) n.a. n.a. 

平均市盈率(倍) 17.55 29.59 

總成交股數(百萬股) 90,228 543 

總成交金額(百萬元) HKD 105,701 HKD 339 

市場總成交金額(百萬元) HKD 106,0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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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年01月更新) 

2020年前 11月整體交易市場統計數據如下:  

- 證券市場 

 證券市場市價總值於 2020年 11月底為 45.7萬億元，較去年同期的 35.7萬億元上升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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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年 11月的平均每日成交金額為 1,613億元，較去年同期的 796億元上升 103%。 

 2020年首十一個月的平均每日成交金額為 1,284億元，較去年同期的 882億元上升

46%。 

 2020年首十一個月的牛熊證平均每日成交金額為 97億元，較去年同期的 83億元上升

17%。 

 2020年首十一個月的交易所買賣基金平均每日成交金額為 49億元，較去年同期的 44

億元上升 11%。 

 2020年首十一個月的債券平均每日成交金額為 2.6億元，較去年同期的 2.5億元上升

4%。 

 2020年首十一個月的首次公開招股集資金額為 3,050億元，較去年同期的 2,880億元

上升 6%。 

 2020年首十一個月的總集資金額為 5,963億元，較去年同期的 4,191億元上升 42%。 

  

- 衍生產品市場 

 2020年首十一個月的期貨及期權平均每日成交量為 1,146,987張合約，較去年同期的

1,083,467張上升 6%。 

 2020年首十一個月的股票期權平均每日成交量為 522,696張合約，較去年同期的

447,252張上升 17%。 

 2020年首十一個月的股票期貨平均每日成交量為 4,559張合約，較去年同期的 3,736

張上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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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利測試 
 

2. 市值/ 

收入測

試 
 

3. 市值/ 收入/ 

現金流量測

試 
 

股

東

過去三個財政年度至少

5,000萬港元 (最近一年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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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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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佔

盈

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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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上市時市值至少達 1 

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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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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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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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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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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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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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