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格表格表格表格ＭＭＭＭ   

 

申請把合併申請把合併申請把合併申請把合併或擬作出的合併或擬作出的合併或擬作出的合併或擬作出的合併  

豁除於合併守則適用範圍之外的決定豁除於合併守則適用範圍之外的決定豁除於合併守則適用範圍之外的決定豁除於合併守則適用範圍之外的決定  

所需提供的資料所需提供的資料所需提供的資料所需提供的資料  

 

本表格載列本表格載列本表格載列本表格載列申請申請申請申請根據根據根據根據《《《《競爭條例競爭條例競爭條例競爭條例》（「《》（「《》（「《》（「《條例條例條例條例》」）》」）》」）》」）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7 第第第第  11 

條作出決定所須提供的資料及輔助文件條作出決定所須提供的資料及輔助文件條作出決定所須提供的資料及輔助文件條作出決定所須提供的資料及輔助文件。。。。  

 

提交申請的業務實體（「申請人」）須細閱《合併守則指引》。  

申請人如申請根據第  11(2)(b) 條作出決定（法定團體、指明人

士及從事指明活動的人），無須提供第 4至7段所述關於業務活動、

市場定義、市場佔有率及競爭評估的資料。如申請涉及如申請涉及如申請涉及如申請涉及公眾公眾公眾公眾尚未尚未尚未尚未

知悉知悉知悉知悉的的的的擬作出的擬作出的擬作出的擬作出的合併合併合併合併，，，，申請人須同意競委會公申請人須同意競委會公申請人須同意競委會公申請人須同意競委會公開開開開該該該該擬作出擬作出擬作出擬作出的合併的合併的合併的合併，，，，

以以以以便便便便競委會根據法定競委會根據法定競委會根據法定競委會根據法定要求要求要求要求邀請相關邀請相關邀請相關邀請相關各各各各方作出方作出方作出方作出申申申申述述述述，，，，否則否則否則否則有有有有關申請關申請關申請關申請

將不獲處理將不獲處理將不獲處理將不獲處理。。。。  

 

申請人須簽署第 10段所載的表格的聲明，申明及確認盡其所知所

信，在本表格內提供的所有資料及夾附的所有文件均屬完整和正

確。  有關資料應與支持理由、證據（盡可能來自獨立來源）及

相關例子一併提供。提供不完整資料可能導致競委會無法處理有

關申請。  競委會可能會要求申請人提供進一步資料，以協助其

審核，並期望申請人會迅速全面地配合。根據《條例》附表  7 第  

15 條，競委會如有理由相信合併所涉的某人士提供的資料（而

競委會根據該資料作出決定）在要項上屬不完整、虛假或具誤導

性，可取消作出的決定。  



 

 

申請人如認為競委會須把在本表格提交的任何資料列作機密，便

須提供該份文件的非機密版本，並遮蓋被指稱為機密的該項資料。

非機密版本亦須包含一份標明為「機密資料」的附件，指明非機

密版本中被遮蓋的每項資料，並提供書面說明，解釋為何要將有

關資料列為機密。同樣的處理方法亦應引申至適用於隨本表格附

上的輔助文件所載的任何申請人認為須列為機密的資料。  

  



 

1. 一般資料一般資料一般資料一般資料  

 

1.1  申請人的全名及地址 1 ，並提供申請人的聯絡點（其姓名及

聯絡資料），以便競委會就申請與其聯絡。  

 

1.2  指明合併或擬作出的合併的各方，並提供合併每一方的註冊

地址。如傳送者牌照持牌人並非參與合併的一方，但受參與

合併的一方控制，亦請指明該傳送者牌照持牌人。  

 

1.3  提供一份簡短摘要（不超過  250 字），其中不包含申請關

乎的合併或擬作出的合併的任何機密資料。簡短摘要中須指

明合併或擬作出的合併的各方及相關傳送者牌照持牌人，並

說明交易的性質。該摘要可能被納入為申請的非機密摘要的

一部分，在競委會網站上公布。  

 

1.4  如表格內的聲明是由申請人的授權代表簽署，請提供該代表

有權代申請人行事的書面證明。該書面證明必須包括批出授

權的人士的姓名及職銜。  

 

1.5  如已經（或將會）通知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競爭事務當局相關

合併或擬作出的合併事宜，請指出每項通知的日期及狀況。

申請人向海外競爭事務當局作出的通知如出現任何重大的狀

況變化  （例如批准、不利決定、協商承諾等），須通知競委

會有關情況。  

 

  

                                                 
1 包括登記辦事處（如適用）及主要營業地點（如有不同）。  



 

2. 所有權結構所有權結構所有權結構所有權結構  

 

2.1  指明合併各方屬於哪一公司集團。  

 

2.2  提供：  

 

(a)  合併各方及相關傳送者牌照持牌人在合併之前的所有

權結構概況；及   

 

(b)  合併後的實體及相關傳送者牌照持牌人在合併之後的

所有權結構概況。   

 

盡量利用組織結構圖或圖表說明。  

 

2.3  指明及說明合併各方與相關傳送者牌照持牌人（包括上一個

問題中指明的相互關聯機構及其他人士）之間的任何正式或

非正式聯繫。  

 

2.4  就合併各方及相關傳送者牌照持牌人：  

 

(a)  列出並提供在香港註冊的實體的所有相關資料，包括其

交易／業務／品牌名稱及其在香港的業務活動，尤其是

與電訊相關的業務活動；  

(b)  簡要概述在世界各地的整體活動，尤其是與電訊相關的

活動。   

 

2.5  列出合併各方及受其控制的附屬公司持有的所有電訊牌照

（包括傳送者牌照及非傳送者牌照）與廣播牌照，而有關牌



 

照根據《電訊條例》（第  106 章）及《廣播條例》（第 562

章）發出。  

 

2.6  列出合併各方或受其控制的附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  5% 

以上投票權、已發行股本或其他證券（並指明所持比例）的

所有其他香港電訊行業公司（包括聯營商號）。  

 

2.7  列出同時擔任任何其他香港電訊行業公司董事會成員的合併

各方董事會成員，並指明該等其他公司及其擔任的職位。  

 

 

3. 合併合併合併合併交易交易交易交易  

 

3.1  從以下方面描述合併交易：   

 

(a)  按照《條例》附表  7 第  3 條說明交易的性質（例如收

購獨有或共同控制權；收購完全控制權或具決定性的影

響力；全功能聯營商號；通過合約或其他方式授予直接

或間接控制；收購資產）；  

(b)  合併是否涉及合併各方的全部（或僅部分）業務；  

(c)  按照《條例》附表  7 第  4，交易所涉及的傳送者牌照持

牌人；   

(d)  交易中涉及的任何電訊或廣播牌照持牌人的角色；  

(e)  交易的價值（例如購買價格或所涉資產的價值）；   

(f) 為完成合併而計劃的各項主要事件的擬定、預計或已發

生日期；   



 

(g)  合併的完成日期或預計完成日期；以及   

(h)  合併各方任何一方從任何來源獲得的任何財務或其他支

援，以及這類支援的性質與金額。   

 

3.2  說明合併的策略及經濟理據。  

 

3.3  如申請人希望建議條件，以釋除合併可能引起的競爭關注，

請說明建議條件，以及其可如何釋除這些競爭疑慮。  

 

 

4. 合併各方的活動合併各方的活動合併各方的活動合併各方的活動  

 

4.1  在上一財政年度，提供合併各方以下的資料：  

 

(a)  在整體及與電訊方面有關的全球總（集團）營業額；以

及   

(b)  在整體及與電訊方面有關的香港總（集團）營業額；   

 

4.2  列出合併各方及其香港附屬公司（特別是相關傳送者牌照持

牌人）提供或供應的所有產品（包括整體及與電訊方面有關

的貨品和服務）。  

 

4.3  如合併各方及其附屬公司提供或供應的產品重疊，指明重疊

的範圍，就每項重疊產品提供每一方的營業額，並指明有關

產品的營業額分別佔相關合併各方在全球和香港總營業額的

比例。  

 

4.4  指明合併各方在香港與對方作競爭對手或潛在競爭對手的任



 

何產品。  

 

5. 市場定市場定市場定市場定義義義義  

 

5.1  就本申請的目的而言，提供相關產品和地域市場的定義，並

提出支持該定義的理據。  

 

6. 市場佔有率市場佔有率市場佔有率市場佔有率  
 

6.1  就上文第 5.1段指明的各相關產品和地域市場而言，提供過去

三年的下列數據：  

 

(a)  市場總規模（價值和產量）；   

(b)  在市場中，合併各方（及其任何聯屬或關聯業務實體）

及競爭對手的市場佔有率估算（價值和產量）。   

 

就 (a) 和  (b)而言，請解釋任何重大年比變化。  

 

7. 競爭評估競爭評估競爭評估競爭評估  

 

反事實反事實反事實反事實  

 

7.1  如不進行擬作出的合併或未完成合併，描述合併各方的業務

營運在上文第 5.1段指明的相關市場中可能出現甚麼情況。任

何與即將倒閉公司抗辯相關的論據和證明應在這部分提出。  

 

競爭對手競爭對手競爭對手競爭對手  

 

7.2  針對香港的情況，就上文第 5.1段指明的相關市場而言：   

 



 

(a)  描述並列出相關市場中每個主要競爭對手；  

(b)  描述競爭的性質（例如，有關公司有否在價格、質素、

創新等方面競爭）；  

(c)  描述顧客轉換供應商所需的成本和時間；以及  

(d)  描述實際或潛在競爭對手擴展或利用現有供應產能

的能力，以及他們各自的未使用供應產能的估算。   

進入進入進入進入或擴展或擴展或擴展或擴展市場障礙市場障礙市場障礙市場障礙  

 

7.3  估算作為新進入者及已經擁有必要的技術和專業知識的公司，

按取得  5% 市場佔有率所需的規模計算，進入指明的相關市

場所需的資本開支，以及估算倘公司決定退出市場，可收回

當中多少成本。  

 

7.4  估算為取得  5% 的市場佔有率，在與銷售相關的廣告／宣傳

上所需的年度開支數額。  

 

7.5  針對香港的情況，就影響進入市場的任何其他因素提供詳情，

例如計劃限制、技術、研發要求、監管障礙、知識產權、合

約期長短等。   

 

7.6  提供過去五年進入和退出市場的事件的詳情。  

 

7.7  指明能夠及時且相當可能進入相關市場或在相關市場擴展，

且進入／擴展的範圍足以制約合併後的實體的任何公司。  

 

  



 

抵抵抵抵消消消消買買買買方權勢方權勢方權勢方權勢    

 

7.8  就指明的各相關市場而言：   

 

(a)  指明合併各方及／或受其控制的相關傳送者牌照持牌人

在香港和全球（如適用的話）相關批發市場中的前五大

顧客的主要業務活動。簡要描述該等顧客與合併各方之

間的業務關係；  

(b)  顯示合併各方及／或受其控制的相關傳送者牌照持牌人

於香港和全球（如適用的話）相關批發市場中，從前五

大顧客取得的收入佔總收入的比例；以及  

 

(c)  指明合併實體的行動是否受到買方在香港相關市場的行

為制約，倘受到制約，指明受制約的程度。   

 

單單單單向向向向效果效果效果效果  

 

7.9  描述合併各方及／或受其控制的相關傳送者牌照持牌人在合

併前的競爭性質和程度。請述明以下方面的程度：   

 

(a)  顧客將相關各方提供的產品視為「下一個最佳選擇」；

以及    

(b)  合併各方及／或受其控制的相關傳送者牌照持牌人所供

應的差異產品。  

 

7.10  對合併在香港產生的競爭效果予以全面評估，包括在合併

後，合併後的實體及／或受其控制的相關傳送者牌照持牌



 

人的行動受到下列各方行為制約的程度：  

 

(a)  現有競爭對手；   

(b)  潛在進入者；   

(c)  買家；或  

(d)  任何其他因素。   

 

協調協調協調協調效應效應效應效應  

 

7.11  指明並討論相關市場可能有利於或阻礙協調的各種特點。

合併如何影響在該等市場達至協調結果的可能性？  

 

聯營聯營聯營聯營商號商號商號商號的合作效果的合作效果的合作效果的合作效果  

 

（如交易屬聯營商號，則需填寫）   

 

7.12  聯營商號是否／是否會在持久的基礎上以自主經濟實體的

模式運作？  如是，如何運作？   

 

7.13  母企業／公司是否在與聯營商號相同市場、或在聯營商號

上游或下游的市場、或在鄰近市場保留活動？  

 

7.14  如第 7.13段的回答是肯定，就本文所指的每個相關市場而言，

指明：  

 

(a)  母公司保留的活動；   

(b)  每家母公司在上一財政年度的營業額，以及聯營商號

的預計營業額；以及   



 

(c)  每家母公司的市場佔有率。   

 

7.15  倘第 7.13段的回答是肯定，解釋為何你認為成立聯營商號將

不會或不會導致獨立業務實體之間協調以至牽涉第一行為

守則下所指的限制競爭的行為。  

 
8. 輔助輔助輔助輔助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8.1  確保申請附有下列文件（如相關的話）：   

 

(a)  為支持本表中作出的聲明和解釋屬必要的所有文件；  

(b)  就第 1.4段而言，代表一名／多名申請人行事的代表的獲

授權書面證明；  

(c)  引起合併（無論是透過合併各方的協議、收購具有控制

性的權益或公開競投的方式）的所有文件最終或最新版

本的副本；   

(d)  如屬公開競投，提供要約文件副本；如在通知時未能提

供，則應盡快提交，但不得遲於把有關副本寄給股東的

時間；   

(e)  合併各方及受其控制的相關傳送者牌照持牌人的最新年

報和帳目副本（或屬非法人團體的團體的等效副本）；  

(f) 為合併各方的董事會、個別董事、監督機構或股東編製

顯示交易結構和解釋合併理由及／或效果的所有內部文

件或材料的副本，以及討論交易的所有會議記錄；  

(g)  合併各方為因應市場佔有率、競爭狀況、競爭對手（實

際和潛在）、銷售增長潛力或擴展至其他產品或地域市



 

場及／或一般市場狀態，所評估、分析合併或相關市場

的競爭狀態或就此提供意見而擁有或編製的所有分析、

報告、研究、調查（包括消費者調查）及類似文件的副

本。就每份文件而言，指明編製日期及每位編製文件人

員的姓名（如文件本身未載明）；  

(h)  合併各方及／或受其控制的相關傳送者牌照持牌人的兩

份最新業務計劃副本，以及（如可提供）合併後的實體

及／或受其控制的相關傳送者牌照持牌人的（草擬）業

務計劃副本；以及   

(i)  向合併各方提供的任何相關市場研究報告副本。   

 

若上述任何一份文件沒有中文或英文版本，申請人應提供有關文

件的中文或英文譯本。  

 

9. 豁除豁除豁除豁除理據理據理據理據  

 

9.1  證明該申請引起與根據《條例》申請豁除相關的具有較廣泛

重要性或涉及公眾利益的問題，而該問題屬全新的或懸而未

決的。  

 

9.2  該申請帶出關於《條例》之下的豁除的問題，而在現存案例

或競委會的決定中，該問題尚未獲釐清。  

 

9.3  如申請人根據《條例》第 3條（對法定實體的適用範圍）或第

4條（對指明人士及從事指明活動的人的適用範圍）提出申請，

要求競委會作出豁除的決定，提供證明以支持第 3條和第 4條



 

（視屬何情況而定）適用於合併或擬作出的合併。  

 

9.4  如申請人依據《條例》附表7第 8(1)條（即基於合併所產生或

可能產生的經濟效率超過減弱在香港的競爭所引致的不良效

果）提出申請，要求競委會作出豁除的決定，提供下列資料

並附以支持證據：  

 

(a)  指明因合併產生的效率類型，並解釋該等效率如何透過

合併產生；  

 

(b)  解釋合併如何直接產生效率增益，以及為何這些效率增

益不會在沒有合併的情況下產生 ;  

 

(c)  提供在落實合併後，效率增益可於何時實現的估算 ;  

 

(d)  提供每項聲稱的效率增益幅度的量化估算 ;   

 

(e)  解釋每項聲稱的效率增益如何提升合併各方的競爭能力

和競爭的誘因；以及  

 

(f) 提供聲稱的效率增益如何超過減弱在相關市場的競爭所

引致的不良效果的量化估算。  

 

  



 

10. 聲明聲明聲明聲明  

 

根據《競爭條例》第 172 條，任何業務實體或任何人提供在要

項上屬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而其明知該資料在要項上屬虛

假或具誤導性或罔顧該資料是否在要項上屬虛假或具誤導性，

即屬犯罪，可被處罰款或監禁或兩項懲罰同時執行。若該業務

實體或該人屬法人團體，根據《競爭條例》第 175 條，其職員

亦可能犯罪。  

 

聲明聲明聲明聲明  

 

簽署人聲明及確認盡其所知所信，在本表格內提供的所有資料及

隨附的所有文件均屬完整和正確，所有估算亦按此確認，並且是

根據相關事實作出的最佳估算。   

  

 

簽署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正楷） :   

 

職位：  

 

日期：  

  



 

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M 

 

認收通知書認收通知書認收通知書認收通知書  

 

如申請人提供以下所要求的資料，本認收通知書會寄回下列填寫

的地址。  

 

由申請人填寫由申請人填寫由申請人填寫由申請人填寫   

 

致 :  （申請人姓名和地址）  

 

有關 :                  （申請日期）關於下列業務實體：（各

業務實體名稱）就（簡述有關事宜）的申請［及其他］  

 

 

由由由由競競競競委會委會委會委會填寫填寫填寫填寫   

 

於                             (日期 )收到  

 

登記的參考編號 :  

 

個案經理聯絡資料 : 

 

請在與競委會的所有通信引述該參考編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