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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hare Payment: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FAQs)

股票电子付款常见疑问（e-Share Payment）

1：什么是股票电子付款？
股票电子付款是由所有证券行提供的电子结算便利，主要目的在于：
a)证券行可将您脱售股票的所得款项，直接存入您的银行户口；及／或
b)提供一项选择方案，让您可透过电子管道（例如互联网银行、流动 

银行、自动提款机及其他）付款，或授权您持有银行户口的银行机
构，以便准许证券行从您的银行户口转移款项（自动转账），以支 
付您买入股票的款项。

2：哪些证券行参与这项股票电子付款计划？
所有证券行均参与这项计划。

3：为什么我要使用股票电子付款便利？
您可享有以下股票电子付款便利所提供的种种利惠：
a)电子结算的便利。（无需收取与签发支票）；
b)无需前往银行或证券行；
c)资金将在同一天（T+3）存入您的银行户口；及
d)避免支票误置、遗失或逾期的情况发生。

4：我如何能使用股票电子付款便利？
您必须完整填写相关的预定表格，并连同所需的证明文件一起提呈
给您的证券行。之后，证券行将鉴定您的资料和签名，并据此将您
的付款纪录输入股票电子付款系统中。

5：需要什么证明文件？
在为股票电子付款提供银行户口资料时，请同时携带下述：
a)身份证明文件副本，例如：身份证、护照、授权卡或其他受认可

的证明文件（只限个人投资者）；
b)经认证的公司注册证/公司登记证副本（只限企业投资者）；
c)银行结单副本/银行存款簿/自银行网站下载的银行户口资料，并

获 得您的银行认证/银行户口资料详情的银行证明书函。
d)以上所有的文件正本以供认证。

 
6：何种银行户口可用作股票电子付款？

储蓄或来往户口均可。然而，投资者在一家证券行仅可以使用一个银
行户口作为每一个交易户口交易结算用途。

7：股票电子付款便利可有任何转移限额 ？
不论是脱售所得的款项，或自动转账支付买入股票款项，均没有任何 
限额。不过，对于使用电子付款管道支付买入股票的款项，个别银行 
均会自行设定转移限额。若您欲提高转移限额，请联络您的银行。

8：使用股票电子付款，证券行可会收取任何费用？
股票电子付款便利是由证券行免费提供。自动转账便利也无需付费，不
过，如果您指定的银行户口因资金不足，导致交易失败，证券行可能会
征收高达10令吉的罚款。

9：若想了解有关股票电子付款的进一步详情，我应该联络谁？
您受促联络您的证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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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
Whilst reasonable care has been taken to ensure that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FAQs are 
accurate, correct or obtained from sources believed to be reliable, the information herein is 
provided on an "as is" basis without any representations or warranties of any kind.  In no event 
shall Bursa Malaysia or any of its subsidiaries or the Securities Commission or Bank Negara 
Malaysia be liable in respect of any claim arising out of or relating to these FAQ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any decision made or action taken by readers in reliance upon such content, or for 
damages suffered, whether direct, consequential, special, punitive, indirect or otherwise, 
notwithstanding having been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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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股票款项仍以支票支付？
让它们快速直接存入您的银行户口。

STILL GETTING SHARE SALES PROCEEDS 
BY CHEQUE? 
GET IT PAID QUICKLY AND DIRECTLY INTO YOUR 
BANK ACCOUNT. 

MASIH MENERIMA KEUNTUNGAN PENJUALAN SAHAM 
MELALUI CEK? 
DAPATKAN BAYARAN LEBIH CEPAT DAN TERUS KE DALAM AKAUN BANK 
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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