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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金列表A

電子經紀服務佣金收費 
(Electronic Brokerage Services Commission Rates)

  不設最低結餘或 每季交易量達 150 項 
  交易次數限制的賬戶 或以上的賬戶B

加拿大及  每次交易 每次交易 
美國股票	 劃一收費	$9.99 劃一收費	$7.00

加拿大及 $9.99 +  $7.00 + 
美國期權 每份合約	$1.25 每份合約	$1.25

以美元進行的交易，佣金將以美元計價和收費。

電話客戶服務佣金收費 
(Telephone Brokerage Services Commission Rates)

透過電話向投資代表作出的交易指令收費如下。

加拿大股票

股價	 佣金 
$0 – $0.24 2.5% 
$0.25 – $1 $35 + 每股	$0.005 
$1.01 – $2 $35 + 每股	$0.02 
$2.01 – $5 $35 + 每股	$0.03  
$5.01 – $10 $35 + 每股	$0.04 
$10.01 – $20 $35 + 每股	$0.05 
$20.01 及以上 $35 + 每股	$0.06

美國股票 (美元)

股價	 佣金 
$0 – $0.24 3% 
$0.25 – $1 $39 + 每股	$0.02  
$1.01 – $2 $39 + 每股	$0.03 
$2.01 – $5 $39 + 每股	$0.04  
$5.01 – $10 $39 + 每股	$0.05 
$10.01 – $20 $39 + 每股	$0.06 
$20.01 – $30 $39 + 每股	$0.07 
$30.01 及以上 $39 + 每股	$0.08

以美元進行的交易，佣金將以美元計價和收費。

若加拿大和美國股票交易的本金低於	$2,000，將收取	$43 (加元	
或美元) 費用。

每次交易之最低佣金為	$43。若一項交易非於同日成交，部分成交	
之交易將收取全數佣金及服務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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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及美國期權

期權價格	 佣金

$0 – $2	 $35 + 每份合約	$1.50 
$2.01 – $3	 $35 + 每份合約	$2.00 
$3.01 – $4	 $35 + 每份合約	$2.50 
$4.01 – $5	 $35 + 每份合約	$3.00 
$5.01 及以上	 $35 + 每份合約	$3.50

以美元進行的交易，佣金將以美元計價和收費。

複式期權及混合組合

透過電話作出的複式期權	(option spreads)	及混合組合	(combinations)		
買賣指令，將收取	$35，另加所有交易合約中每份合約如上所列的	
金額 (按交易的貨幣計價)。

轉讓及行使期權

每次交易將劃一收取	$43 佣金，並以賬戶所用的貨幣支付。

金銀投資 (美元)

黃金 
現價 (美元)	 佣金 (美元) 
$0 – $299 $25 + 每盎士	$0.20 
$300 – $349 $25 + 每盎士	$0.30 
$350 – $399 $25 + 每盎士	$0.40 
$400 – $449 $25 + 每盎士	$0.50 
$450 及以上 $25 + 每盎士	$0.60

白銀 
現價 (美元)	 佣金 (美元) 
$0 – $4.99 $25 + 每盎士	$0.01 
$5.00 – $5.99 $25 + 每盎士	$0.0125 
$6.00 – $6.99 $25 + 每盎士	$0.015 
$7.00 – $9.99 $25 + 每盎士	$0.0175 
$10.00 及以上 $25 + 每盎士	$0.02



固定收入投資 (Fixed Income Investments)

加拿大場外交易債券 (Canadian O.T.C. Bonds)、美國債券 (U.S. 
Bonds)、交易所買賣債券 (Exchange-Traded Bonds) 及貨幣市場證券 

(Money Market Securities)

債券、零息票、擔保投資證、國庫券及其他固定收入及貨幣市場證券

的佣金，均已包括在報價內。最低購買數目按不同的證券而異。

可轉換債權證 (Convertible Debentures)

債券面值	 佣金 
$0 – $49,999 $40 + 每千元	$1.50 
$50,000 及以上 $40 + 每千元	$1.00

凡面值在	$50,000 或以上的交易，均收取最低佣金	$110。

以美元進行的交易，佣金將以美元計價和收費。

互惠基金c (Mutual Funds)

凡買、賣或轉換均免收佣金C，但或會收取短期贖回費用 (詳情請參閱
下列註釋)。

短期贖回費用條款

此條款適用於道明自管投資提供的所有互惠基金，唯貨幣市場基金	

及以延後繳付佣金 (Deferred Sales Charge) 或後付佣金 (rear load) 
形式購買的基金除外。購入基金少於 30 日內兌現者，須付兌現價的 
1% 或 $45 短期贖回費用，以較高者為準。此外，有關的互惠基金	
公司也許會額外收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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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若客戶先透過某一服務方式 (例如經由投資代表)  
進行交易，其後改用其他方式 (例如電子經紀服務) 繼續交易，
佣金將按照服務收費較高者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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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列表A,D

除另有註明外，所有費用金額均以加元列示。

銀行服務收費 (Banking Fees)

萬利通E (MoneyLink)

透過易線電話理財	(EasyLine™) 及易線網上理財	(EasyWeb™) 進行
查詢的現行收費，請參閱道明加拿大信託	(TD Canada Trust) 之《賬戶
及有關服務》(About Our Accounts and Related Services) 手冊。

使用 Interac 直接付款	(Interac Direct Payment) 服務附加費  
(於適用情況下收取) (正常提款收費以外之額外收費) 	 $1.50

總統級賬戶	(President’s Account) 每月可享有 2 次	
免費 Interac 提款。額外交易按次收費  $1.50

 Interac 櫃員機	(Interac ABM) 及 PLUS 櫃員機外幣提款 
(PLUS System Foreign Currency Withdrawal) 收費	
(正常提款收費以外之額外收費)： 
 外幣兌換費 兌換後提款額的	2.5% 
 在美國及墨西哥境內的手續費 $3.00 
 在加拿大、美國及墨西哥境外的手續費 $5.00

道明加拿大信託自動櫃員機中期結單 $1.00 
在道明加拿大信託分行支付賬單 $1.30

其他適用之銀行服務收費

終止付款 (支票或預先核准之付款) $12.50 
退回每項未能兌現支票之呈遞費用 (Presentment charge)  
(包括所有退回項目) $48.00

寄出電匯付款 
 $10,000 以下  $30.00 
 $10,000 – $50,000  $50.00 
 $50,000 以上  $80.00 
美元電匯及收費按加元等值計算。海外銀行或會收取手續費。

收取電匯付款 
 加拿大/海外  $17.50 
 美國 美元 $17.50

因遺失或被盜的支票或匯票而要求退款或補發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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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 (Interest Rates)

請致電道明自管投資查詢下列項目的現行利率： 

 交易賬戶F (Trading Accounts) 及註冊賬戶 (Registered Accounts)  
的現金結餘

 現金賬戶F (Cash Accounts) 及註冊賬戶的借項結餘 

 保證金賬戶	(即孖展賬戶	Margin Accounts) 貸款

交易收費 (Trading Fees)

串流市場數據費用D

選用串流市場數據或需繳付月費。專業使用者G 將被有關交易所收取
額外費用。關於我們的高級串流市場數據平台和其他相關收費詳情，

請瀏覽 tddirectinvesting.com 網站。在選用該服務時，我們將先徵求
客戶同意支付該些適用費項。	

賬戶管理收費D (Maintenance Fees)

家庭賬戶^合計資產達	$15,000 或以上 免費 
家庭賬戶^合計資產少於	$15,000 每季	$25*

若您符合以下任何一項條件，則可獲豁免費用：

 您的家庭賬戶^中首個賬戶開設不足	6 個月

 您的家庭賬戶^中有一個或多個賬戶已設立自動分期投資計劃  

(Systematic Investment Plan，簡稱 SIP)、預先核准存款
(Preauthorized Deposit) 或預先核准供款 (Preauthorized 
Contribution) 計劃，而每月總額達 100 元或以上

 您的家庭賬戶^曾於前一季度內完成三項或以上須付佣金**的交易H

 您的家庭賬戶^包括註冊傷殘儲蓄計劃 (RDSP)

* 賬戶管理收費將在每個日曆季度末進行評估

** 已支付佣金的交易是指已經完成並且收取佣金的股票、交易所買賣

基金或期權交易指令。

^ 家庭賬戶的定義，是居於同一地址、同一家庭內的道明自管投資客戶

所持的賬戶。您需要告知道明自管投資該等多個賬戶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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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戶收費 (Transfer Fees) (部分及全部)I

直接交易及註冊賬戶 $135.00

其他註冊賬戶收費I (Other Registered Account Fees)

提取全部資金費用 (註冊傷殘儲蓄計劃、註冊教育儲蓄計劃、	
免稅儲蓄賬戶和註冊退休收入計劃除外) $125.00

提取部分資金費用 (只限 RRSP、基本 RRSP、LIRA、LRSP) $25.00

註冊賬戶內持有的房屋貸款計劃	(在適用情況下，以每項貸款，	
每個計劃計算)

開戶費 $250.00 
增加房屋貸款 $100.00 
房屋貸款行政年費 $225.00 
分按 (split mortgage) 費用 $100.00 
以支票收付房屋貸款的還款 $5.00 
部分解除 $50.00 
解除或欠款結單，額外墊款 $50.00 
因賬戶現金不足而未能兌現的支票 $48.00 
額外墊款 $50.00 
欠款 $50.00

欲查詢額外房屋貸款計劃之開戶費用，請聯絡道明加拿大信託分行。

遺產賬戶 (Estate Accounts) 

存入已過身者姓名登記之實物證券證書

每次證券交易之手續費J $150.00

賬戶結單和交易確認  
(Account Statements and Trade Confirmations) 

電子賬戶結單和交易確認	 免費

郵遞結單和交易確認 (每封) $2.00 
(沒有登記使用網上經紀服務 WebBroker 的賬戶可獲豁免收費)

要求結單或確認副本		

7 年內 (以每項計算)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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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費 (Other Fees) 

寄存單據交收費用 (每項交易) $50.00

小型企業投資信託 (SBIT) — 須經批核 
 每次證券交易之最低收費J $250.00 
 每份證券之行政年費 $100.00

私人配售 — 須經批核 
 每次證券交易之最低收費J $250.00

限制股 — 須經批核 
 每次證券交易之最低收費J $200.00  
 每份證券之行政年費 $100.00

遞送記名證書及直接註冊服務 (DRS) 結單J 
 加拿大公司 (記名證書及 DRS 結單) $56.50 
 美國公司 (DRS 結單) 美元 $80.00  
 快遞服務 (需 1 至 3 個工作日，只適用於加拿大證券) $150.00

注意：遞送記名證書往加拿大以外地區或需加付運費。如在特殊	

情況下需要美國記名證書，美國存託機構將收取 $500 美元。

只提供予有投票權的實益擁有人 (Objecting Beneficial Owners，簡稱
OBO) 的股東資訊 

在發件人及第三方不予付款的情況下，將需收取的資訊遞送費用	

將視乎其體積及重量而定。

調查費用 — 每小時 (最低收費為	$25) $50.00

提取支票費用 (每張支票) $6.50

把資產轉移至一個相關第三方的	

道明自管投資賬戶 (每項要求)K $15.00

處理保證金不足/賬戶借項結餘手續費	
(每項計費另加適用佣金)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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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明自管投資之收費披露聲明	
(Statement of Disclosure of Rates and Fees for TD Direct Investing) 

交易賬戶 
(包括現金、孖展、期權及賣空賬戶) 
  直接交易賬戶 
  總統級賬戶 (President’s Account) 
  魁省股票儲蓄計劃 (Quebec Stock Savings Plan)

註冊賬戶I 
  註冊退休儲蓄計劃 (RRSP) 
  註冊退休收入基金 (RRIF) 
  基本賬戶 (包括 RRSP/RRIF/LIRA/LRIF/LIF) 
  鎖定計劃 (包括 LIRA、LIF、LRSP、LRIF、RLSP、RLIF、PRIF) 
  註冊教育儲蓄計劃 (RESP) 
  免稅儲蓄賬戶 (TFSA) 
  註冊傷殘儲蓄計劃 (RDSP)

電子經紀服務 

萬利通

1.  交易賬戶和註冊賬戶：道明自管投資交易賬戶 (孖展及現金) 和	
以下註冊賬戶，以加元和美元運作的註冊退休儲蓄計劃 (基本	
註冊退休儲蓄計劃除外)、限制鎖定儲蓄計劃 (RLSP)、鎖定註冊	
退休儲蓄計劃 (LRSP) 和免稅儲蓄賬戶 (TFSA)。其他的道明自管	
投資註冊賬戶 (退休收入基金、註冊教育儲蓄計劃及註冊傷殘	
儲蓄計劃) 只能以加元開設。	

2.  交易賬戶現金結餘	(Cash Balance) 的利息計算：加元和美元	
賬戶的利息，將按道明自管投資的現行利率以日終現金結餘	

計算，及在每月派發。賣空孖展賬戶 (short margin account)  
的期終進項結餘將不獲發利息。期終現金結餘每一貨幣的每月	

金額若少於下列者：$5 加元、$5 美元，將不獲派發利息。

3.  現金賬戶借項結餘	(Debit Balance) 的利息計算：加元直接交易
賬戶借項結餘的須付利息，將按道明現行的透支利率計算；美元

借項結餘的須付利息，將按本行以現行利率訂定的道明美元基本

利率	(U.S. Dollar Base Rate)	計算。道明自管投資設有最低收費，
並會不時作出調整。

  總統級賬戶借項結餘的須付利息，將按本行現行的加元最優惠	

利率及/或美元基本利率再加上按現行利率訂定的年率計算。

 利息將按賬戶的日終結餘計算，並按月繳付。透支的最低收費將

按現行利率而定。

4.  孖展賬戶貸款的利息計算：透過這賬戶貸款，利息將根據賬戶	
日終結餘，以本行現行的加元最優惠利率及/或美元基本利率再
加上指定年率計算，並須按月繳付。貸款款項包括此等賬戶須付

的所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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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註冊賬戶I借項結餘的利息計算：利息將按賬戶日終結餘及本行	

現行透支利率計算，並須按月繳付。

6.  註冊賬戶I現金結餘的利息計算：利息將按賬戶日終現金結餘及	

道明自管投資的現行利率計算，並且按月派發若有的利息。

7.  存款或供款：存款或供款至您的賬戶，可通過易線電話理財
(EasyLine) 及易線網上理財	(EasyWeb)，或加拿大境內任何道明	
加拿大信託分行，或道明自管投資服務中心免費辦理。萬利通	

客戶亦可通過任何自動櫃員機，或經由 Interac 或 PLUS 全球	
網絡存款 (在萬利通客戶已辦妥適當手續的情況下，方可使用)。

8.  提款：由道明自管投資賬戶提取現金，可使用電子資金轉賬服務
(Electronic Fund Transfer，簡稱	EFT)，或經道明自管投資授權	
職員核准後，將款項轉遞至您的道明加拿大信託分行或道明	

自管投資服務中心提取。提取支票的費用請參閱本冊子的「其他

收費」部分。其他結算或提取證券要求，均須繳付手續費。

 若提取全部或部分註冊賬戶項目，或需提供額外款項以支付	

適用的預扣稅。

9.  結束/轉戶費：所有交易賬戶及註冊賬戶在全數提款或轉戶至	
其他財務機構時，均須繳付費用。

10. 佣金及收費：有關道明自管投資在加拿大及美國各間交易所	
執行交易的收費，請參閱佣金列表。

  執行交易指令將按每個指令收取適用的佣金。若部分成交需時	

超過一日，須按道明自管投資的適用佣金價目按日收費。

	 在大部分固定收入產品交易中，我們可能擔任委託人。我們及與

我們相關的機構在適用情況下，會按照與發行商 (可能是與我們	
相關者) 擬定的比率，或者是按照該等相關者及我們所支付的	
價格與您所支付價格之間的差額，而取得收入。我們亦可對該等	

交易，包括債券期權的行使或轉讓，收取佣金。

11. 賬戶變動通知：道明自管投資將保留權利，要求客戶先給予  
7 日通知期限才從賬戶提款。

12. 呈遞費用	(Presentment Charge)：所有因賬戶現金不足 (NSF)  
而被退回道明自管投資的交易項目，均須支付呈遞費用。有關	

費用將向申請表上所列的賬戶收取。

13. 撤銷拒付聲明	(Waiver of Protest)：所有被退呈遞、拒付及未能	
兌現的項目，包括存放於道明自管投資的支票，均會被撤除。	

若我們未能即時收到有關款項，此等項目的全數金額或須向您	

任何或所有賬戶收取。我們會以非擔保的平郵方式寄出該等	

項目給您，有關項目郵遞風險由您自負。



14.  賬戶管理費：費用將會按您的合計家庭賬戶關係^作出評估，	
並向所有不符合本文所列豁免條款的家庭收取。該費用將按照

日曆季度結束時的資產計算，並在隨後一個月內收取。

	 ^	家庭賬戶的定義，是居於同一地址、同一家庭內的道明自管	

投資客戶所持的賬戶。您需要告知道明自管投資該等多個賬戶	

的關係。

15. 行政費：在其他收費項目內列明的行政年費，將於每年 3 月就	
您賬戶內每項小型企業投資信託收取費用。在年度賬單日期前	

已入賬處理的小型企業投資信託收費，將按比例收取，不足  
1 整月者不計算。

16. 貨幣換算：若您進行交易的證券貨幣有別於您賬戶的貨幣，或	
您賬戶收取的款項有別於您賬戶的貨幣，您或需將貨幣換算。	

在所有此類交易及任何需作貨幣換算的情況下，我們將擔任您	

的委託人，並以我們或與我們有關的機構既定或決定的兌換率將	

貨幣換算。除該項交易適用的佣金外，我們及與我們有關的機構

或會在公司內部、市場上或與第三方進行交易時，收取貨幣買賣

之間的差額賺取收入。如一項交易涉及超過一次貨幣兌換或所	

兌換的貨幣並不經常在市場上交易，您所須支付的費用、以及	

我們和與我們有關的機構所賺取的收入或會較高。如有需要	

作貨幣換算，兌換將會在交易當日進行，另行協議的除外。

	 若與個別互惠基金公司進行的交易涉及貨幣兌換，該公司或會	

向您收取兌換費用。若該公司並非道明成員，我們及與我們有關

的機構不會在該等兌換上賺取收入。若該公司是道明成員，該公司

或會按本文所載的兌換條款賺取收入，但我們則不會得到收益。

	 當持有某證券的賬戶之計價貨幣並非某企業行動中指明付賬	

使用的貨幣，我們會以我們當時的匯率折算付賬款項，並以賬戶

的貨幣將款項存進您的賬戶。	

17. 通訊：各項通訊包括通知書、追加保證金、保證金要求、報告和	
交易確認。您同意我們：(a) 把通訊寄呈您在申請書上所列或隨後
以書面通知的任何地址 (包括郵遞地址、電郵地址、網路網址) 或
傳真號碼；及 (b) 可以通過電話，就一些無須書面通知的通訊與您
聯絡。所有向您發出的通訊，不論其發放形式以及您是否確實	

收迄，都將被視為已送交您本人。

 報告和交易確認在收到電話通知當天、或在通訊發出後  
10 日內，若您沒有提出異議，則該些通訊將被視為正確無誤。	
賬戶結單發出後，若您在 45 日內並無提出異議，則該結單將	
被視為正確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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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客戶投訴調解程序：我們每天為客戶辦理數量龐大的交易，並且
竭盡所能，為您提供高效率、殷勤而準確的服務。然而，若我們	

未能達到上述的服務標準，務請賜教。我們特設以下渠道，以便	

迅速及有效地為客戶解決問題。

	 若我們未能達到盡善之處，請致電華語熱線 1-800-838-3223。	
若相關事宜仍未能圓滿解決，請致函：Client Complaint 
Resolution Team, P.O. Box 5999, Stn. F, Toronto, Ontario,  
M4Y 2T1。也可傳真至	416-983-2578。

	 注意事項：若本聲明內所載資料與任何書面合約所載條文有所	

抵觸，則以書面合約為準。



查詢詳情，請致電

道明自管投資

1-800-838-3223
或瀏覽

tddirectinvesting.com
A  佣金及利率或會變動，恕不另行通知。其他所有收費若有變動	
將於 60 日前作出通知。費用按付款賬戶採用之幣值計算。所有	
交易指令將按每一項指令收取適用的佣金。舉例，若同一日內於

市場內同一買賣方，對同一證券作多項交易指令，則每項交易指令

均被徵收適用之佣金。

B  您的家庭賬戶季度交易活動將按之前 3	個日曆月份內的合資格	
交易活動量於每月進行審閱。合資格的交易活動是指已收取佣金

的股票、交易所買賣基金或期權交易指令。於環球股市交易平台 
(Global Trading)	內的交易活動不會被計算在內。收費定價於每月
第 4	個工作日生效。家庭賬戶的定義，是居於同一地址、同一	
家庭內的道明自管投資客戶所持的賬戶。您需要告知道明自管	

投資該等多個賬戶的關係。

C 互惠基金公司將會收取互惠基金費用 (例如開戶費、提早贖回	
費用)，此為道明自管投資以外之額外收費 (若適用)。個別基金	
收費或會有異。請聯絡我們查詢詳情。最低購買額或會因個別	

基金而異。投資前請細閱每項基金之招股簡章。

D 於適用情況下須付貨勞稅 (GST) 或合併銷售稅 (HST)。貨勞稅和
合併銷售稅註冊號碼 #899181127 RT0001。

E 此項服務只提供予總統級賬戶客戶。

F 每月現金結餘若少於 $5 加元或 $5 美元，將不獲派發利息。
G 專業使用者是指下列任何一項：

 任何股票交易市場或加拿大投資業規管組織 (Investment 
Industry Regulatory Organization of Canada，簡稱 IIROC)  
成員之僱員，或根據任何證券條例註冊的公司；

 在賬戶內替第三者進行交易的收費代理人或實體；或

 以公司、合夥經營或獨資經營之名義開設賬戶的個人或實體。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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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須付佣金之交易包括：買賣股票、期權、收費之互惠基金 (管理	
開支比率除外)、固定收入項目如債券、國庫券 (Treasury Bills)、	
銀行承兌票據 (Bankers’ Acceptances) 及不記名存款票據 (Bearer 
Deposit Notes)、商業票據	(Commercial Paper)	及國營機構貨幣
市場工具 (Crown Corporation Money Market Instruments)。	
下列交易不屬於符合資格的項目：買賣擔保投資證 (GIC)、定期	
存款 (Term Deposits)、加拿大儲蓄債券 (Canada Savings Bonds)、
貨幣市場互惠基金 (Money Market Mutual Funds) 及省政府儲蓄
債券 (Provincial Savings Bonds)。

I 註冊賬戶

 註冊退休儲蓄計劃 (RRSP)		
-	 指道明宏達理財自管退休儲蓄計劃  
 (TD Waterhouse Self-Directed Retirement Savings Plan) 

 註冊退休收入基金 (RRIF)  
-	 指道明宏達理財自管退休收入基金		
	 (TD Waterhouse Self-Directed Retirement Income Fund)

 基本賬戶 (包括	RRSP/RRIF/LIRA/LRIF/LIF)	
-	 指道明宏達理財自管退休儲蓄計劃、退休收入基金和	
	 鎖定計劃

 鎖定計劃 (包括	LIRA、LIF、LRSP、LRIF、RLSP、RLIF、PRIF)	
-	 指道明宏達理財自管鎖定計劃  
 (TD Waterhouse Self-Directed Locked-in Plans) 

 註冊教育儲蓄計劃 (RESP)	
-	 指道明證券有限公司自管教育儲蓄計劃  
 (TD Securities Inc. Self-Directed Education Savings Plan)

 免稅儲蓄賬戶 (TFSA)	
-	 指道明宏達理財免稅儲蓄賬戶		
	 (TD Waterhouse Tax-Free Savings Account) 

 註冊傷殘儲蓄計劃 (RDSP)	
-	 指道明宏達理財傷殘儲蓄計劃  
 (TD Waterhouse Disability Savings Plan) 

J 或須付其他費用，包括 (但不限於) 過戶代理人、律師或發行公司	
涉及重新登記之所有適當費用。

K 收費適用於客戶與其直系家庭成員 (隔代親屬和祖父母) 的道明	
自管投資賬戶或客戶以財產授予人身分而設的家庭信託賬戶  
(法定信託) 之間的相關第三方轉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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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明互惠基金 (TD Mutual Funds) 由道明銀行 (The Toronto -Dominion Bank) 全資	
附屬機構道明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TD Asset Management Inc.) 管理。道明自管	
投資  (TD Direct Investing) 是道明銀行附屬機構道明宏達理財加拿大有限公司  
(TD Waterhouse Canada Inc.) 之部門。TD Waterhouse Canada Inc. – Member of the  
Canadian Investor Protect ion Fund。道明銀行集團  (TD Bank Group) 是指道明銀行	
及旗下提供存款、投資、貸款、證券、信託、保險、其他產品及服務的相關公司。	
所有商標分別為其擁有機構之產權。® 道明  ( TD)  標誌和其他商標是道明	
銀行的產權。

本冊子乃中文譯本，謹供參考之用，一切以英文原文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