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大券商港股戶口比較
券商券商

SoFi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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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途證券

華盛証券

致富證券

耀才證券

海通證券

輝立証券

網上交易佣金網上交易佣金

全免

零佣金
(每次收5元手續費)

0.03%(最低3元)

0.03%(最低3元)

0.0675%
(最低40元)

0.0668%
(最低50元)

0.15%
(最低100元)

0.25%
(最低100元)

存倉費存倉費

免收

免收

免收

免收

免收

免收

每手0.15元

5,000手以上，
每手每月0.012
元，其餘免收

轉倉費轉倉費

每手8元
(每隻最低180元)

每次30元

每隻每手10元
(最低100元)

每隻每手10元
(最低100元)

每隻50元

每隻每手5元

每隻每手2.5元
(最低10元)

每次20元

代收股息費用代收股息費用
((按股息金額計算按股息金額計算))

0.5%
(最低28元)

每次5元手續費

0.2%
(最低30元)

0.5%
(最低30元)

0.2%
(最低10元)

0.5%
(最低20元)

首 50 萬元或以下
0.5%；50萬元以上
0.25%(最低20元)

0.5% (最低 30 元，
最多2,500元)

各大銀行股票戶口比較
銀行銀行

中銀香港

花旗

渣打香港

滙豐

恒生

*註：銀行收費或視乎戶口級別而有所不同

網上交易佣金網上交易佣金

0.18%至0.25%*
(最低100元)

0.18%至0.25%*
(最低100元)

0.2%
(最低50元)

0.25%
(最低100元)

0.25%
(最低100元)

存倉費存倉費

每半年100元至150元*

免收(每半年若無進行
任何股票交易收100元)

免收(每半年若無進行
任何股票交易收100元)

每月25元至30元*

每月15元至25元*

轉倉費轉倉費

每隻每手10元
(最低100元)

每隻300元

每隻每手5元
(最低30元)

每隻每手5元
(最低30元)

每隻每手7.5元
(最低50元)

代收股息費用代收股息費用
((按股息金額計算按股息金額計算))

每手2.5至5元*
(最低30元，最高200元)

0.5%
(最低30元)

0.5%
(最低30元)

0.5%
(最低30元)

0.5%
(最低30元)

各大券商美股戶口比較
券商券商

SoFi Hong Kong

富途證券

友信智投

Ameritrade

Direct Spot

美股最低交易佣金美股最低交易佣金

0%

每股0.0049美元
(最低0.99美元)

0%

每筆6.95美元

0.138%(最低13.8美元)

平台使用費平台使用費

0%

固定式收費每股0.005美元
(最低1美元)

固定每股0.005美元(最高收取交易金額的0.5%；
最低收取1.5美元及每股0.003美元交收費)

0%

不適用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網易（9999）招股獲逾37萬股民捧場，是兩年半以來最

多人認購的新股。其實中概股來港浪接浪，今天輪到京東

（9618）招股，與其眼白白看着阿里巴巴（9988）、網易

等熱炒，不如自己開戶落場分一杯羹。今期《數據生活》將

介紹多間銀行、券商推出的港股和美股投資戶口，收費有平

有貴，亦有不少迎新優惠，投資初哥宜先做足功課。記住，

機會永遠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券商免費送碎股 開戶前睇清條文

B3 生活數
據

■責任編輯：黃遠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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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8日（星期一）

2020年6月8日（星期一）

中概股加快回流 新手盼坐順風車

恒生銀行投資顧問服務主管 梁君馡

預期基本面和估值 帶動健康護理板塊

�051�051

踏入6月後，筆
者見美國及環球
股市升勢凌厲，

似乎市場對經濟復甦的期望甚高，
許多地區的股市已非常接近疫情前
的2月份高位。短線來看，似乎受
流動性充裕影響，資金目前正熱炒
今年以來大幅落後的地區股市及板
塊。然中長期而言，基本面及估值
仍是最重要。正當一些先前前景最
悲觀的板塊也要大幅反彈之際，投
資者不妨檢視投資組合是否太過集
中單一板塊或單一股市，並適時作
出組合的調整。許多本地投資者可
能較少留意，但筆者認為環球健康
護理及醫療相關板塊值得關注。

全球人口老化成催化劑
健康護理板塊有三大可取因

素。第一，全球人口老化是推動
健康護理增長的重要催化劑。美

國普查局預測至2030年，美國嬰
兒潮時期出生的6,100萬人將全部
年滿65歲。不只美國，人口老化
亦是環球國家共同面對的問題。
第二，筆者認為環球健康護理板
塊仍有向上空間。MSCI環球健
康護理指數估值相對MSCI環球
世界指數仍然有0.85點之折讓，
而且為過去5年來最大之折讓。
最重要是該板塊具備近期科技股
盈利增長、高手頭現金等這些受
市場追捧之特點。第三，醫療行
業盈利增長強勁、未受疫情和經
濟衰退所影響。根據彭博數據，
環球健康護理行業本年盈利增長
預期為30.3%，相對環球世界指
數預期盈利下降3.6%。另外若企
業資產負債表良好和手頭現金充
裕，或有增加派息、股票回購以
及併購的可能性。
健康護理可稱為長線進守兼備

之策略部署。健康護理股屬防守
性板塊，一般在市況相當波動時
期表現通常相對較穩定。健康護
理領域發展空間廣闊，遠程醫
療、基因改造、人工智能和先進
醫療新設備新服務等突破性的發
明將繼續為板塊增添動力。另外
需注意該板塊其中一個子行業是
高風險生物科技業。美國納斯達
克生物科技指數從本年3月低位
已反彈四成、其目前已過百倍之
預期市盈率之高令人審慎，加上
市場急切需要疫苗題材使該板塊
變得過分受追捧，未來生物科技
股下行風險相對較高。相反，健
康護理板塊的指標MSCI環球健
康護理指數波幅相對較低，18.7
倍之2020年度預期市盈率在雙位
數盈利增長支持下，估值較為合
理許多。（以上資料只供參考，
並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

保險解碼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逆境同行 促進僱員身心健康

香港人生活節奏急促，其中工作壓力已成為受僱
人士面對最大的職業健康挑戰之一，加上新冠肺炎
肆虐全球，打擊民生及經濟，打工仔既要承受工作
壓力，同時又要擔心飯碗不保，加上社交間斷，焦
慮、憂心和寂寞等負面情緒不斷累積，影響打工仔
的身心健康。
現時很多僱主也有為員工提供僱員福利計劃，但
世界衞生組織曾指出，「健康」的概念應包含身體
及心理上的健康，心理健康不單影響僱員身心狀
況，世界經濟論壇早前估計心理健康問題將在2030
年造成全球約16萬億美元經濟損失，對僱主也會帶
來負面影響。
僱主也應關注員工的精神狀態及心理健康，並提
供相關支援。因此，市場上有保險公司推出僱員心
理健康計劃，從「教育」、「預防」及「支援」三
方面向不同需要的僱員提供心理健康支援，讓他們
加強認識、減少標籤及建立個人抗逆力，培養良好
心理健康。

通過科技提供情緒支援
首先，需要額外情緒支援的員工，他們可選擇
經驗豐富的輔導員作一對一指導，深入探討問題

及尋求放鬆身心方法。員工又可透過「Oxford
VR」作虛擬實境治療，學習以平常心面對心理健
康壓力，消除困擾。此外，計劃亦與本地頂尖私
家醫院合作，假若僱員遇上情緒困擾，可以優惠
價錢得到臨床心理健康支援，讓員工得到個人化
及適切的治療。
為了協助企業更有效及輕鬆地引入及執行上述計

劃，保險公司會為企業的人事部提供全面的支援及
指導，包括安排指定的專員跟進，以助企業向僱員
宣傳及溝通。同時，也會向企業提供具參考價值的
分析報告，如僱員使用數碼工具的數據，以便跟進
其參與度，及評估計劃成效。

完善保障有助挽留人才
員工擁有身體及心靈健康，方可以為公司拚搏，
創造更佳業績。同時，假如僱主能夠提供可顧及員
工身心健康的全面僱員福利計劃，可有助減少流失
率及吸引人才加入，讓企業更蓬勃地發展。
■AXA安盛董事總經理─醫療及僱員福利業務許以敏
註：以上資料僅供參考之用。保險產品的保障範圍

及賠償須受有關保單的條款及不保事項限制。保險產
品的額外服務及推廣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

開戶炒股
銀行銀行券商券商點揀好點揀好

▲傳統券商大多設有分行，投資者可親身前往開戶，免卻
不懂填開戶申請疑難。 資料圖片

◀環球股市走勢反覆，如投資初哥希望入市撈底，首先需
要開設股票戶口。 資料圖片

■港人使用券商戶口可投資美股，收費有平有貴。
美聯社

■在SoFi Hong Kong以指定條件開戶，可免費獲送1股美股。 官網截圖

■一旦心儀股票到價，使用銀行戶口即時過賬即可立
刻進行買賣。 資料圖片

？？

在年初疫情大爆發之際，不少人被
迫留於家中，或無聊時買賣股票，亦
意外令券商大收旺場。而不少券商為
了吸客，亦推出愈來愈多的開戶優惠
吸客，變相令股民可零成本獲得投資
機會，若有意開戶者，不妨事前比較

一下各大券商提供的優惠。
玖富證券開戶並符合指定條件，將

送最少5股中電（0002）；在富途牛牛
開戶並符合指定條件，將送1股滙控
（0005）及 1股騰訊（0700）；SoFi
Hong Kong開戶並符合指定條件，將

送 1股 Coca-Cola 或 Advanced Micro
Devices的股票。但需留意不少券商所
提供的優惠，大多設有不少限制，如開
戶需存入指定金額至戶口，以及在指定
期內需進行最少一次的股票交易等，投
資者開戶前務必要看清楚條文。

先核實牌照 勿盲目跟風
雖然不少股票戶口都相當「揼本」

大賣廣告，又經常以開戶送碎股作招
徠，但投資者切記勿盲目開戶，必須先
到證監會查詢有關機構是否領有合資格
牌照，以免機構倒閉或「走佬」而血本
無歸，因為只要投資者透過持牌金融機
構買賣證券，如機構不幸倒閉，也可獲
《證券及期貨條例》的投資者賠償基金
保障，賠償上限達15萬元。

各位投資初哥在開立投資戶口前，宜先審視個人投資需要
及本金限制，才再決定在銀行或券商開立股票戶口。因

為券商普遍提供較低佣金及手續費，較為適合一些手持本金較
少、希望短炒的投資者；而銀行雖然在收費上或較貴，但可以
直接在銀行戶口快速靈活地調動資金，相對更容易管理個人資
產，因此較適合一些資金較充裕及長線投資者。

網上券商免手續費搶客
近年不少券商亦大賣廣告，多以開戶送藍籌股為招徠。其實
現時券商大致分為傳統券商及近年興起的網上券商，相對而
言，網上券商開戶流程大多較為簡單，用戶可經網上遞交資料
及開戶，全個申請流程在網上完成；而傳統券商大多設有分
行，投資者可前往分行親身開戶，免卻不懂填開戶申請疑難。
至於收費方面，自然是網上券商稍勝一籌。其中SoFi Hong
Kong港股戶口免佣金、平台費及託管費，可謂眾多券商中收費
較相宜，不過記者試用後，認為無論開戶時間、資金轉賬需時等
都比其他網上券商為長、界面亦相對過於簡單，但勝在免佣金、
平台費及託管費，的確比其他券商股票戶口進行買賣節省不少。

銀行戶口靈活調動資金
而對比銀行及券商收費，券商提供的港股交易戶口，網上交
易佣金收費界乎全免至0.25%，同時設有最低收費，由0元至
100元，不過大多豁免存倉費；而銀行提供的港股交易戶口，網
上交易佣金收費界乎0.18%至0.25%，同時設有最低收費，由
50元至100元，並有不同的存倉費，不過有部分銀行亦會提供
優惠，只要在指定時間持續進行股票交易，即可豁免存倉費。
雖然券商收費普遍較便宜，但銀行股票戶口都有其優點，就是

能夠更快速靈活地從銀行戶口調動資金。因應股市瞬息萬變，一
旦心儀股票到價，使用銀行戶口即時過賬可立刻進行買賣交易，
如若要浪費時間由銀行入數至券商股票戶口、並需通知券商已經
入數，等待審核後再進行買賣交易，在一來一回下，則很可能已
錯過入市時機。另外，在近年抽新股熱潮下，以銀行戶口借孖展
抽新股息口通常較低，比起券商戶口做孖展可慳不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