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差价合约平台价格及收费表 

 

产品 

  迷你账户     标准账户    铂金账户    巴菲特级账户  

最低 平均  过夜利息% 过夜利息% 佣金 最低 平均 过夜利息% 过夜利息% 佣金 最低 平均 过夜利息% 过夜利息% 佣金 最低 平均点 过夜利息% 过夜利息%  佣金  

点差 点差 (买入) (卖出) (单边) 点差 点差 (买入) (卖出) (单边) 点差 点差 (买入) (卖出) (单边) 点差 差 (买入) (卖出) (单边) 
                     

欧元美元 1.9 2.1 -3.2 0.1 -- 1.5 1.7 -3.2 0.1 -- 1.3 1.5 -2.7 0.6 -- 0 0.3 -2.7 0.6 5 

美元日元 1.7 2 -0.4 -2.7 -- 1.3 1.6 -0.4 -2.7 -- 1.1 1.4 0.1 -2.2 -- 0 0.2 0.1 -2.2 5 

英镑美元 1.9 2.5 -2.5 -0.6 -- 1.5 2.1 -2.5 -0.6 -- 1.3 1.9 -2 -0.1 -- 0.1 0.7 -2 -0.1 5 

美元瑞郎 2.4 2.4 0.3 -3.4 -- 2.4 2.4 0.3 -3.4 -- 2.2 2.2 0.8 -2.9 -- 0.8 0.8 0.8 -2.9 5 

澳元美元 2.2 2.3 -0.3 -2 -- 1.8 1.9 -0.3 -2 -- 1.6 1.7 0.2 -1.5 -- 0.4 0.5 0.2 -1.5 5 

纽元美元 2.2 2.5 -0.1 -2.2 -- 1.8 2.1 -0.1 -2.2 -- 1.6 1.9 0.4 -1.7 -- 0.4 0.7 0.4 -1.7 5 

美元加元 2.4 2.5 -1.3 -1.8 -- 2 2.1 -1.3 -1.8 -- 1.8 1.9 -0.8 -1.3 -- 0.2 0.3 -0.8 -1.3 5 

欧元日元 2.5 2.6 -1.9 -1.2 -- 2.1 2.2 -1.9 -1.2 -- 1.9 2 -1.4 -0.7 -- 0.3 0.4 -1.4 -0.7 5 

英镑日元 3.7 4.3 -1.3 -1.8 -- 3.3 3.9 -1.3 -1.8 -- 3.1 3.7 -0.8 -1.3 -- 1.5 2.1 -0.8 -1.3 5 

澳元日元 2.6 2.7 0.1 -3.1 -- 2.2 2.3 0.1 -3.1 -- 2 2.1 0.6 -2.6 -- 0.4 0.5 0.6 -2.6 6 

加元日元 3.9 4 -0.8 -2.3 -- 3.5 3.6 -0.8 -2.3 -- 3.3 3.4 -0.3 -1.8 -- 1.7 1.8 -0.3 -1.8 6 

纽元日元 3.8 4.6 0.4 -3.4 -- 3.4 4.2 0.4 -3.4 -- 3.2 4 0.9 -2.9 -- 1.6 2.4 0.9 -2.9 6 

欧元瑞郎 2.5 3 -1.2 -1.9 -- 2.1 2.6 -1.2 -1.9 -- 1.9 2.4 -0.7 -1.4 -- 0.4 0.8 -0.7 -1.4 6 

欧元澳元 4.7 4.8 -3.5 0.5 -- 4.3 4.4 -3.5 0.5 -- 4.1 4.2 -3 1 -- 2.1 2.2 -3 1 6 

欧元英镑 2.1 2.4 -2.2 -0.9 -- 1.7 2 -2.2 -0.9 -- 1.5 1.8 -1.7 -0.4 -- 0.3 0.6 -1.7 -0.4 6 

英镑瑞郎 4.2 4.2 -0.5 -2.6 -- 4 4 -0.5 -2.6 -- 3.8 3.8 0 -2.1 -- 2.4 2.4 0 -2.1 6 

英镑澳元 3.9 4 -2.8 0.1 -- 3.5 3.6 -2.8 0.1 -- 3.3 3.4 -2.3 0.6 -- 1.3 1.4 -2.3 0.6 6 

澳元纽元 3 4 -1.8 -1.3 -- 2.6 3.6 -1.8 -1.3 -- 2.4 3.4 -1.3 -0.8 -- 0.4 1.4 -1.3 -0.8 6 

英镑纽元 6.4 6.4 -2.90 -0.10 -- 6.4 6.4 -2.90 -0.10 -- 6.2 6.2 -2.40 0.40 -- 5 5 -2.40 0.40 5 

英镑加元 5.3 5.3 -2.70 -0.30 -- 5.3 5.3 -2.70 -0.30 -- 5.1 5.1 -2.20 0.20 -- 3.9 3.9 -2.20 0.20 5 

欧元纽元 5.4 5.4 -4.00 1.00 -- 5.4 5.4 -4.00 1.00 -- 5.2 5.2 -3.50 1.50 -- 4 4 -3.50 1.50 5 

欧元加元 3.7 3.7 -4.00 1.00 -- 3.7 3.7 -4.00 1.00 -- 3.5 3.5 -3.50 1.50 -- 2.3 2.3 -3.50 1.50 5 

澳元加元 2 2 -2.00 -1.00 -- 2 2 -2.00 -1.00 -- 1.8 1.8 -1.50 -0.50 -- 0.6 0.6 -1.50 -0.50 5 

加元瑞郎 2.5 2.5 0.90 -3.90 -- 2.5 2.5 0.90 -3.90 -- 2.3 2.3 1.40 -3.40 -- 1.1 1.1 1.40 -3.40 5 

纽元加元 3.1 3.1 -1.55 -1.45 -- 3.1 3.1 -1.55 -1.45 -- 2.9 2.9 -1.05 -0.95 -- 1.7 1.7 -1.05 -0.95 5 

纽元瑞郎 4.6 4.6 0.75 -3.75 -- 4.6 4.6 0.75 -3.75 -- 4.4 4.4 1.25 -3.25 -- 3.2 3.2 1.25 -3.25 5 

港元离岸人民币 3.6 4.2 -5.6 -0.9 -- 3.6 4.2 -5.6 -0.9 -- 3.6 4.2 -5.6 -0.9 -- 1.2 1.8 -5.6 -0.9 6 

美元离岸人民币 18.4 20.9 -5.6 -0.9 -- 18.4 20.9 -5.6 -0.9 -- 18.4 20.9 -5.6 -0.9 -- 8.6 11.1 -5.6 -0.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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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价合约平台价格及收费表 

产品 
 

 
 

迷你账户 标准账户 铂金账户 巴菲特级账户 

最低 平均 过夜利息% 过夜利息% 佣金 最低 平均 过夜利息% 过夜利息% 佣金 最低 平均 过夜利息% 过夜利息% 佣金 最低 平均 过夜息% 过夜利息% 佣金 

点差 点差 (买入) (卖出) (单边) 点差 点差 (买入) (卖出) (单边) 点差 点差 (买入) (卖出) (单边) 点差 点差 (买入) (卖出) (单边) 

香港 50 14.4 14.4 -1.75 -0.15 -- 10 10 -1.75 -0.15 -- 8 8 -1.75 -0.15 -- 1 1 -1.75 -0.15 6 

日本 JPN225 19.4 19.4 -1.75 -0.15 -- 14.4 14.4 -1.75 -0.15 -- 11.4 11.4 -1.75 -0.15 -- 3.4 3.4 -1.75 -0.15 6 

中华 300 2 2 -1.75 -0.15 -- 1.6 1.6 -1.75 -0.15 -- 1.4 1.4 -1.75 -0.15 -- 0 0 -1.75 -0.15 6 

中华 A50 14 14 -1.75 -0.15 -- 13 13 -1.75 -0.15 -- 13 13 -1.75 -0.15 -- 12 12 -1.75 -0.15  -- 

美国 DJ30 6 6 -1.75 -0.15 -- 3.4 4.4 -1.75 -0.15 -- 3 4 -1.75 -0.15 -- 1 1 -1.75 -0.15 6 

美国 SP500 0.75 0.75 -1.75 -0.15 -- 0.73 0.73 -1.75 -0.15 -- 0.71 0.71 -1.75 -0.15 -- 0.1 0.1 -1.75 -0.15 6 

美国 TECH100 2.5 2.5 -1.75 -0.15 -- 2.4 2.4 -1.75 -0.15 -- 2.3 2.3 -1.75 -0.15 -- 1.6 1.6 -1.75 -0.15 6 

法国 FRA40 1.5 1.5 -1.75 -0.15 -- 1.5 1.5 -1.75 -0.15 -- 1.5 1.5 -1.75 -0.15 -- 0.8 0.8 -1.75 -0.15 5 

新加波 STI 0.4 0.4 -1.75 -0.15 -- 0.36 0.36 -1.75 -0.15 -- 0.32 0.32 -1.75 -0.15 -- 0.2 0.2 -1.75 -0.15 5 

澳洲 AS200 4 4 -1.75 -0.15 -- 3.8 3.8 -1.75 -0.15 -- 3.6 3.6 -1.75 -0.15 -- 3 3 -1.75 -0.15 5 

罗素 2000 0.4 0.4 -1.75 -0.15 -- 0.4 0.4 -1.75 -0.15 -- 0.4 0.4 -1.75 -0.15 -- 0.4 0.4 -1.75 -0.15 -- 

欧州 50 EUR50 3 3 -1.75 -0.15 -- 2.8 2.8 -1.75 -0.15 -- 2.7 2.7 -1.75 -0.15 -- 1.5 1.5 -1.75 -0.1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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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价合约平台价格及收费表 

 

 
 
产品 

  迷你账户     标准账户    铂金账户    巴菲特级账户  

最低 平均  过夜利息% 过夜利息% 佣金 最低 平均 过夜利息% 过夜利息% 佣金 最低 平均 过夜利息% 过夜利息% 佣金 最低 平均 过夜利息% 过夜利息%  佣金 

点差 点差 (买入) (卖出) (单边) 点差 点差 (买入) (卖出) (单边) 点差 点差 (买入) (卖出) (单边) 点差 点差 (买入) (卖出) (单边) 
                     

英国 UK100 2 2 -1.75 -0.15 -- 2 2 -1.75 -0.15 -- 2 2 -1.75 -0.15 -- 0.8 0.8 -1.75 -0.15 5 

德国 GER30 2.6 2.6 -1.75 -0.15 -- 2.1 2.1 -1.75 -0.15 -- 1.9 1.9 -1.75 -0.15 -- 1.9 1.9 -1.75 -0.15 -- 

美汇指数 5 5 -1.75 -0.15 -- 4.6 4.6 -1.75 -0.15 -- 4.2 4.2 -1.75 -0.15 -- 2.8 2.8 -1.75 0.15 5 

天然气 12 12 -1.75 -0.15 -- 12 12 -1.75 -0.15 -- 12 12 -1.75 -0.15 -- 1 1 -1.75 -0.15 5 

现货黄金 35 40 -1.75 -0.15 -- 31 36 -1.75 -0.15 -- 29 34 -1.55 0.05 -- 13 18 -1.55 0.05 6 

现货白银 3.9 3.9 -1.75 -0.15 -- 3.3 3.3 -1.75 -0.15 -- 3.1 3.1 -1.55 0.05 -- 2.2 2.5 -1.55 0.05 6 

钯金 111.9 111.9 -1.75 -0.15 -- 111.9 111.9 -1.75 -0.15 -- 111.9 111.9 -1.75 -0.15 -- 109.9 109.9 -1.75 -0.15 0 

铂金 30 30 -1.75 -0.15 -- 29.2 29.2 -1.75 -0.15 -- 28.4 28.4 -1.75 -0.15 -- 25.6 25.6 -1.75 -0.15 5 

铜 2 2 -1.75 -0.15 -- 2 2 -1.75 -0.15 -- 2 2 -1.75 -0.15 -- 0.8 0.8 -1.75 -0.15 5 

铁 4 4 -1.75 -0.15 -- 3.6 3.6 -1.75 -0.15 -- 3.2 3.2 -1.75 -0.15 -- 2 2 -1.75 -0.15  5 

美国原油 4 4 -1.75 -0.15 -- 3.6 3.6 -1.75 -0.15 -- 3.2 3.2 -1.75 -0.15 -- 1.8 1.8 -1.75 -0.15 6 

英国原油 5 5 -1.75 -0.15 -- 4.6 4.6 -1.75 -0.15 -- 4.2 4.2 -1.75 -0.15 -- 2.6 2.6 -1.75 -0.15 6 
大豆 Soybean 5 5 -1.75 -0.15 -- 4.6 4.6 -1.75 -0.15 -- 4.6 4.6 -1.75 -0.15 -- 2.2 2.2 -1.75 -0.15 5 

可可 Cocoa 3 3 -1.75 -0.15 -- 3 3 -1.75 -0.15 -- 3 3 -1.75 -0.15 -- 1 1 -1.75 -0.15 5 

玉米 Corn 5 5 -1.75 -0.15 -- 4.6 4.6 -1.75 -0.15 -- 4.2 4.2 -1.75 -0.15 -- 2.6 2.6 -1.75 -0.15 5 

小麦 Wheat 5 5 -1.75 -0.15 -- 4.6 4.6 -1.75 -0.15 -- 4.2 4.2 -1.75 -0.15 -- 2.8 2.8 -1.75 -0.15 5 

咖啡 Coffee 2 2 -1.75 -0.15 -- 1.8 1.8 -1.75 -0.15 -- 1.6 1.6 -1.75 -0.15 -- 1.2 1.2 -1.75 -0.15 5 

糖 Sugar 0.4 0.4 -1.75 -0.15 -- 0.4 0.4 -1.75 -0.15 -- 0.4 0.4 -1.75 -0.15 -- 0.4 0.4 -1.75 -0.15 -- 

棉花 Cotton 1 1 -1.75 -0.15 -- 1 1 -1.75 -0.15 -- 1 1 -1.75 -0.15 -- 0.6 0.6 -1.75 -0.15 5 

阿里巴巴 BABA 2.4 2.4 -10 -7 -- 2.4 2.4 -10 -7 -- 2.4 2.4 -10 -7 -- 2.4 2.4 -10 -7 -- 

苹果公司 AAPL 4 4 -10 -7 -- 4 4 -10 -7 -- 4 4 -10 -7 -- 4 4 -10 -7 -- 

京东 JD 1 1 -10 -7 -- 1 1 -10 -7 -- 1 1 -10 -7 -- 1 1 -10 -7 -- 

亚马逊 AMZU 6 6 -10 -7 -- 6 6 -10 -7 -- 6 6 -10 -7 -- 6 6 -10 -7 -- 

爱奇艺 IQ 1 1 -10 -7 -- 1 1 -10 -7 -- 1 1 -10 -7 -- 1 1 -10 -7 -- 

星巴克 SBUX 3 3 -10 -7 -- 3 3 -10 -7 -- 3 3 -10 -7 -- 3 3 -10 -7 -- 

特斯拉 TSLA 5 5 -10 -7 -- 5 5 -10 -7 -- 5 5 -10 -7 -- 5 5 -10 -7 -- 

Facebook FB 5 5 -10 -7 -- 5 5 -10 -7 -- 5 5 -10 -7 -- 5 5 -10 -7 -- 

高盛 GS 8 8 -10 -7 -- 8 8 -10 -7 -- 8 8 -10 -7 -- 8 8 -10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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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价合约平台价格及收费表 

 

 
 
产品 

  迷你账户     标准账户    铂金账户    巴菲特级账户  

最低 平均  过夜利息% 过夜利息% 佣金 最低 平均 过夜利息% 过夜利息% 佣金 最低 平均 过夜利息% 过夜利息% 佣金 最低 平均 过夜利息% 过夜利息%  佣金  

点差 点差 (买入) (卖出) (单边) 点差 点差 (买入) (卖出) (单边) 点差 点差 (买入) (卖出) (单边) 点差 点差 (买入) (卖出) (单边) 
                     

可口可乐 KO 3 3 -10 -7 -- 3 3 -10 -7 -- 3 3 -10 -7 -- 3 3 -10 -7 -- 
迪士尼 DIS 8 8 -10 -7 -- 8 8 -10 -7 -- 8 8 -10 -7 -- 8 8 -10 -7 -- 

拼多多 PDD 2 2 -10 -7 -- 2 2 -10 -7 -- 2 2 -10 -7 -- 2 2 -10 -7 -- 

携程 CTRP 3 3 -10 -7 -- 3 3 -10 -7 -- 3 3 -10 -7 -- 3 3 -10 -7 -- 

网易 NTES 10 10 -10 -7 -- 10 10 -10 -7 -- 10 10 -10 -7 -- 10 10 -10 -7 -- 

百度 BIDU 10 10 -10 -7 -- 10 10 -10 -7 -- 10 10 -10 -7 -- 10 10 -10 -7 -- 

微软 MSFT 8 8 -10 -7 -- 8 8 -10 -7 -- 8 8 -10 -7 -- 8 8 -10 -7 -- 

Workhorse WKHS 3.1 3.1 -10 -7 -- 3.1 3.1 -10 -7 -- 3.1 3.1 -10 -7 -- 3.1 3.1 -10 -7 -- 

尼古拉 NKLA 4.1 4.1 -10 -7 -- 4.1 4.1 -10 -7 -- 4.1 4.1 -10 -7 -- 4.1 4.1 -10 -7 -- 

蔚来 NIO 2 2 -10 -7 -- 2 2 -10 -7 -- 2 2 -10 -7 -- 2 2 -10 -7 -- 

腾讯控股

00700.HK 
11.2 11.2 -10 -7 -- 11.2 11.2 -10 -7 -- 11.2 11.2 -10 -7 -- 11.2 11.2 -10 -7 -- 

香港交易所

00388.HK 
11.5 11.5 -10 -7 -- 11.5 11.5 -10 -7 -- 11.5 11.5 -10 -7 -- 11.5 11.5 -10 -7 -- 

汇丰控股

00005.HK 
2 2 -10 -7 

-- 
2 2 -10 -7 

-- 
2 2 -10 -7 

-- 
2 2 -10 -7 

-- 

友邦保险 
01299.HK 

3 3 -10 -7 
-- 

3 3 -10 -7 
-- 

3 3 -10 -7 
-- 

3 3 -10 -7 
-- 

小米集团 
01810.HK 

1 1 -10 -7 
-- 

1 1 -10 -7 
-- 

1 1 -10 -7 
-- 

1 1 -10 -7 
-- 

中国平安 
02318.HK 

3 3 -10 -7 -- 3 3 -10 -7 -- 3 3 -10 -7 -- 3 3 -10 -7 -- 

恒生银行 
00011.HK 

8 8 -10 -7 -- 8 8 -10 -7 -- 8 8 -10 -7 -- 8 8 -10 -7 -- 

招商局港口 
00144.HK 

1 1 -10 -7 -- 1 1 -10 -7 -- 1 1 -10 -7 -- 1 1 -10 -7 -- 

中国光大控股 
00165.HK 

1 1 -10 -7 -- 1 1 -10 -7 -- 1 1 -10 -7 -- 1 1 -10 -7 -- 

中信股份 
00267.HK 

1 1 -10 -7 -- 1 1 -10 -7 -- 1 1 -10 -7 -- 1 1 -10 -7 -- 



 

差价合约平台价格及收费表 

 
 
产品 

  迷你账户     标准账户    铂金账户    巴菲特级账户  

最低 平均  过夜利息% 过夜利息% 佣金 最低 平均 过夜利息% 过夜利息% 佣金 最低 平均 过夜利息% 过夜利息% 佣金 最低点 平均点 过夜利息% 过夜利息%  佣金  

点差 点差 (买入) (卖出) (单边) 点差 点差 (买入) (卖出) (单边) 点差 点差 (买入) (卖出) (单边) 差 差 (买入) (卖出) (单边) 
                     

比亚迪电子 
00285.HK 

0.8 0.8 -10 -7 -- 0.8 0.8 -10 -7 -- 0.8 0.8 -10 -7 -- 0.8 0.8 -10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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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价合约平台价格及收费表 

 

 
 
产品 

  迷你账户     标准账户    铂金账户    巴菲特级账户  

最低 平均  过夜利息% 过夜利息% 佣金 最低 平均 过夜利息% 过夜利息% 佣金 最低 平均 过夜利息% 过夜利息% 佣金 最低点 平均点 过夜利息% 过夜利息%  佣金  

点差 点差 (买入) (卖出) 
(单
边) 点差 点差 (买入) (卖出) 

(单
边) 点差 点差 (买入) (卖出) (单边) 差 差 (买入) (卖出) (单边) 

                     

中国中铁 
00395.HK 

0.6 0.6 -10 -7 -- 0.6 0.6 -10 -7 -- 0.6 0.6 -10 -7 -- 0.6 0.6 -10 -7 -- 

中国电信 
00728.HK 

0.4 0.4 -10 -7 -- 0.4 0.4 -10 -7 -- 0.4 0.4 -10 -7 -- 0.4 0.4 -10 -7 -- 

联想集团 
00992.HK 

0.6 0.6 -10 -7 -- 0.6 0.6 -10 -7 -- 0.6 0.6 -10 -7 -- 0.6 0.6 -10 -7 -- 

佳兆业集团 
01638.HK 

0.2 0.2 -10 -7 -- 0.2 0.2 -10 -7 -- 0.2 0.2 -10 -7 -- 0.2 0.2 -10 -7 -- 

周大福 
01929.HK 

0.8 0.8 -10 -7 -- 0.8 0.8 -10 -7 -- 0.8 0.8 -10 -7 -- 0.8 0.8 -10 -7 -- 

中银香港 
02388.HK 

2 2 -10 -7 -- 2 2 -10 -7 -- 2 2 -10 -7 -- 2 2 -10 -7 -- 

中兴通讯 
00763.HK 

2 2 -10 -7 -- 2 2 -10 -7 -- 2 2 -10 -7 -- 2 2 -10 -7 -- 

中国恒大 
03333.HK 

2 2 -10 -7 -- 2 2 -10 -7 -- 2 2 -10 -7 -- 2 2 -10 -7 -- 

招商银行 
03968.HK 

2 2 -10 -7 -- 2 2 -10 -7 -- 2 2 -10 -7 -- 2 2 -10 -7 -- 

中国移动 
00941.HK 

6 6 -10 -7 -- 6 6 -10 -7 -- 6 6 -10 -7 -- 6 6 -10 -7 -- 

中国联通 
00762.HK 

1 1 -10 -7 -- 1 1 -10 -7 -- 1 1 -10 -7 -- 1 1 -10 -7 -- 
 
 
注意事项﹕ 
佣金收取﹕以上佣金收费说明仅指单边所收取之费用，创富国际会在开仓时，一次性收取双边佣金； 
 
实际交易点差﹕在实际交易中，点差会随市场波动浮动，以上只属一般情况下信息，具体请以交易平台为准；

过夜利息﹕利息收费会按市场波幅定期调整，以上只属一般情况下信息，具体请以交易平台为准； 
 
风险警告﹕本公司的服务包括以保证金买卖的产品，附带损失超过阁下存入资金的风险，未必适合所有投资者。请确保阁下完全明白当中涉及的风险。 
 
版本号： ＰＴＣ01＿2023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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