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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稅集體收集制度運作程序 

 
 

更新日期：20141年 113月 
 

印花稅集體收集制度運作程序  

 
本運作程序須與交易所規則共同閱讀及為交易所規則的一部份。除非另予標示，否則在本運作程

序使用的詞語，其含義將與交易所規則所界定的詞語相同。倘本運作程序與交易所規則有歧異之

處，則以交易所規則為準。 
 

重要提示：中英文本如有歧異，概以英文本為準。 

 

1. 目的  

 本文件的目的是根據交易所規則第十三章，規定交易所參與者須遵從的繳付印花稅

之程序。  

 

2. 總則  

2.1 交易所參與者須根據規則第 1301 條所定，按交易日發出的每一張成交單之交

易所認可交易向交易所繳交印花稅，除非交易為：  

(a)  莊家經銷交易；或  

(b)  根據印花稅條例第 52 條所定之獲減免或發還印花稅的  

 證券莊家之適用莊家交易（證券莊家交易）。  

 2.2 印花稅率應根據印花稅條例附表 1 第 2（1）類所規定（可能不時調整）。稅

款需調高至最接近一元的整數。  

 2.3 (a)  交易所參與者須於每張成交單上，清楚並分開列明透過交易所向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應繳的印花稅額。  

  (b)  特別參與者須於每張成交單上，清楚列明透過交易所向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應繳的印花稅額。  

 2.4 (a)  交易所參與者須於交易日之後的第二個交易日（即交易+2 日）上午

 十一時前，向交易所透過 e 通訊或交易所不時指定的其他方式遞交

 已填妥的有關其在交易日以本人或作為代理人進行買賣而應繳印花

 稅的申報表（表格 SD-1）。遞交予交易所之表格 SD-1 的格式必須

 跟交易所不時通知交易所參與者的一致。  

  (b)  特別參與者須於交易日之後的第二個交易日（即交易 +2 日）上午

 十一時前，向交易所透過 e 通訊或交易所不時指定的其他方式遞交

 已填妥的有關其在交易日以作為中華通市場參與者（不論其為當事

 人或代客戶買賣）的代理人進行買賣而應繳印花稅的申報表（表格

 SD-1）。遞交予交易所之表格 SD-1 的格式必須跟交易所不時通知

 特別參與者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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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除非交易所另外決定，如 2.4 項所述的表格 SD-1 所申報的交易日之印花稅

將會從交易所參與者指定的支付印花稅款項之銀行戶口以電子付款指示扣

除。交易所參與者須向交易所提供有關指定銀行戶口的資料，並確保戶口裏

有足夠資金支付印花稅款項。交易所參與者未得交易所同意前不能關閉或更

改支付印花稅款項之指定銀行戶口。  

 2.6 此外，交易所參與者亦須於每個月的首五天內，派員、郵遞或以其他交易所

不時指定的方式呈交已填妥及簽署關於上月的印花稅月報表（表格 SD-2）

一式兩份予交易所。  

 2.7 (a)  若交易所參與者暫停或停止其證券買賣業務，亦須於暫停或停止營

 業後的三天內，派員、郵遞或以其他交易所不時指定的方式呈交已

 填妥及簽署的表格 SD-2 予交易所。  

  (b)  若特別參與者暫停或停止其買賣盤傳遞業務，亦須於暫停或停止營

 業後的三天內，派員、郵遞或以其他交易所不時指定的方式呈交已

 填妥及簽署的表格 SD-2 予交易所。  

 

3.  莊家及證券莊家之莊家經銷交易及證券莊家交易之確認  

 3.1 在交易日的下一個交易日（交易+1 日）上午十時十五分前，莊家須就莊家經

銷交易向交易所遞交填妥的表格 SD-4，或證券莊家須就證券莊家交易向交

易所遞交填妥的表格 SD-5。其表格必須符合交易所不時規定的格式及經 e通

訊或以交易所不時規定的方式向交易所呈報。  

 3.2 倘交易所未能收到 3.1 項所述的表格，完成莊家經銷交易的莊家，或完成證

券莊家交易的證券莊家，須就該等交易向交易所繳交以 2.2 項規定的印花稅

率計算的交易印花稅，及須直接聯絡稅務局以退還有關款項或其他事項。  

 3.3 在不損害 3.1 項的規定下，(i)  如有關交易未能符合印花稅（證券經銷業務）

（期權莊家）規例中印花稅署署長所規定的資格或指令及不時獲交易所同意

者，莊家不應確認某項交易為莊家經銷交易 ;  ( i i)  如有關交易未能符合根據印

花稅條例第 52 條發出之減免或發還印花稅命令中規定的資格或指令，證券

莊家不應確認某項交易為證券莊家交易。  

 3.4 當交易所有充分理由，相信莊家或證券莊家將未能符合由 3.3 項指定的規例

或命令所規定的資格或指令確認為莊家經銷交易或證券莊家交易時，交易所

可以在毋須事前知會有關莊家或證券莊家的情況下，即時通知印花稅署署

長。  

 

4.  交易日成交的印花稅繳付不足  

 4.1 交易所參與者在繳付某交易日的印花稅款時，有責任解釋任何繳付比交易所

紀錄不足的情況。  

 4.2 交易所參與者於填報表格 SD-1 時若繳付不足須作解釋及遞交印花退換券原

本（如適用）。交易所參與者如接到稅務局的書面要求，亦須直接向該局提

交有關交易的詳細資料，並解釋繳付不足的原因。若其有關繳款不足的書面

解釋不獲稅務局接納時，交易所參與者須按該局要求，在正式通知日起的七

天內，繳付額外稅款以補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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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在不損害上述規定下，如交易所參與者接獲交易所口頭或書面的通知，則須

於通知當日下午四時前，將交易日成交的印花稅繳付不足額存入交易所之指

定銀行戶口，並以傳真或以交易所不時指定的其他方式將 (i)一份更新的表格

SD-1 取代任何舊有不完整或無效的表格 SD-1，及(i i)存款證明，呈交予交易

所。  

 

5.  在交易日成交的交易修正  

 5.1 若交易所參與者需要申請修正某交易日的成交，則須於不遲於交易+1 日上午

九時四十五分前向交易所提出申請。逾期提出的申請將不會受理。  

 5.2 在修正某交易日的任何錯誤成交時，交易所參與者須同時調整該交易日應繳

的印花稅額。交易所參與者在作出調整前，須預先得到交易所批准有關交易

日的成交修正。  

 

6.  海外交易  

 6.1 無論交易所參與者以本人或作為代理人所達成的所有海外成交，必須負責把

該等交易資料輸入交易所之交易系統內作為向交易所申報。  

 6.2 為繳付印花稅起見，申報的日期將被視為所呈報之海外交易的交易日。  

 6.3 有關 6.2 項呈報的海外交易，將根據本運作程序第二部份所訂的總則，以同

樣程序處理。  

 

7.  未能在收市前記錄於系統的成交  

 7.1 交易所參與者在任何未能於交易日午市完結前（如無午市則於早市完結前）

記錄在交易所之系統中的交易，需於下一個交易日開市前時段的輸入買賣盤

時段及對盤前時段或持續交易時段開始後的首十五分鐘內向交易所申報，而

交易所會將申報日視作該交易的交易日。  

 7.2 應繳印花稅的金額須根據成交單上的數值及日期計算。  

 7.3 交易所根據申報日計算應繳印花稅的金額可能與交易所參與者根據成交單日

期計算的金額有所不同。交易所參與者必須負責把任何差額在表格 SD-1 分

項說明及作出解釋。  

 

8.  逾期繳付印花稅之罰金  

 8.1 交易所參與者如未能根據 2.5 項所定，於交易+2 日向交易所繳交印花稅，將

會被另外徵收拖欠款額百分之二的附加費。交易所參與者須在交易所發出正

式通知之日起的七個交易日內，結清該項附加費。  

 8.2 若拖欠款額在交易+3 日完結前仍未繳付，則將由交易+4 日起至仍未清付之

日期每個交易日計算，以相等於該交易日應繳印花稅的百份之十、或 200 元

作為罰金，以較高者為準，直至拖欠款項結清為止。交易所參與者須在交易

所發出正式通知之日起的七個交易日內結清該筆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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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交易+6 日仍未繳付之印花稅  

 9.1 若在交易+6 日完結前，有關交易日成交的印花稅款仍未繳清，交易所參與者

則可能遭受停牌處分，或董事會認為適當的其他紀律處分。  

 9.2 在不損害交易所規則賦予董事會及行政總裁行使其紀律懲戒或其他權利，以

及無損於根據本運作程序第八部份所規定，有關徵收附加費及罰金之權利的

情況下，如交易所參與者直至交易+7 日仍拖欠交易日成交的印花稅款時，交

易所或交易所委任的外界核數師將有權調查該交易所參與者的財政狀況。因

進行此項調查而引起的費用，將由該交易所參與者承擔。  

 9.3 董事會對拖欠稅款的交易所參與者除可採取紀律處分外，更可採取法律行

動，取回拖欠的印花稅款及有關罰金。  

 

 

10.  印花稅集體收集制度之按金  

 10.1 交易所參與者須根據規則第 1302 條所規定，向交易所繳付按金。  

 10.2 交易所參與者按金之款額，將與交易所參與者按六個月期內，每日平均成交

額計算之累積三天的印花稅成正比。  

 10.3 在接獲交易所的指令後，交易所參與者須於通知日起的七個交易日內，向交

易所以其不時指定的形式及方法繳付所定的按金。按金金額分類如下：  

 

 

類別  

累積三天  

的印花稅款  

（$）  

按金金額  

 

（$）  

甲        0  至  15,000  5,000 

乙    15,001 至  60,000  30,000 

丙    60,001 至  120,000  75,000 

丁   120,001 至  200,000  150,000 

戊   200,001 至  500,000  250,000 

己   500,001 及  以上   500,000 

 

 10.4 除非交易所另有通知，否則交易所參與者之按金會每半年作出檢討。  

 10.5 根據 10.2 項所定而收集得之按金，將可按儲蓄利率取得利息，並每半年分發

予交易所參與者。  

 10.6 除上述規定外，交易所參與者無論何時須根據交易所規則第 1302 及 1303

條，維持繳付規定的按金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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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就對於 10.6 項而言，交易所參與者須於交易所發出指令當日起的三個交易日

內，向交易所以其不時指定的形式及方法填補其繳付按金不足的款額。  

 

11.  表格及資料  

交易所有權根據本運作程序為此或其他與此有關的原因複印、印刷、發放及傳佈收

到的表格及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