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援卫星电视共用天线系统升级资助计划  

申请简介  

 

目的  
 

 本简介就支援卫星电视共用天线 (SMATV)系统升级的资助计

划的资格准则、申请程序及申请时限（即由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

日至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提供资料。资助计划适用于在二零

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或之前已涵盖在现有 SMATV 牌照中，在 3.4 –  

4.2 吉赫(GHz)频带（一般称为「C 频带」）操作的 SMATV 系统。  

 

背景  
 

2. 通讯事务管理局（「通讯局」）在题为「把 3.4 –  3.7 吉赫频

带的编配由固定卫星服务改为流动服务」的声明 1 中公布，由二零二

零年四月一日起，3.4 –  3.7 吉赫频带的无线电频谱编配将由固定卫

星服务改为流动服务。基于频谱重新编配，以及根据一项由通讯事务

管理局办公室（「通讯办」）委托进行的顾问研究 2的结果，现有

SMATV 系统必须升级，方可与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或之后推出的第

五代流动（「5G」）系统并存。关于升级工程的基准要求，载于通

讯办发出题为「在 3.7 – 4.2 吉赫频带操作的 SMATV 系统的基准要

求」的资料便览 3（「资料便览」）。  

 

3. 通讯局与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在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发出的联合声明 4 中公布，通讯局决定推行资助计划，支援在二零一

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或之前已涵盖在现有 SMATV 牌照中的 SMATV 系

统进行升级（「资助计划」）。资助计划的详情载于「拍卖 3.5 吉赫

频带内的无线电频谱以提供公共流动服务」的资讯备忘录
5
。根据该

资助计划，将来使用 3.4 –  3.6 吉赫频带营运业务的 5G 网络营办商

（「营办商」）须共同设立一笔款项，以推行资助计划。每个合资格

                                                           
1 该通讯局声明载于：   

 https://www.coms-auth.hk/filemanager/statement/tc/upload/441/ca_statements20180328_tc.pdf 
2 该顾问研究报告载于：  

 https://www.ofca.gov.hk/filemanager/ofca/common/reports/consultancy/cr_201803_28_en.pdf 

（只提供英文版） 
3 该资料便览载于：  

 https://www.coms-auth.hk/filemanager/statement/tc/upload/440/i0012c.pdf  
4 该联合声明载于：  

 https://www.coms-auth.hk/filemanager/statement/tc/upload/481/joint_statement_st_062018_tc.pdf  
5 该资讯备忘录载于：   

 https://www.ofca.gov.hk/filemanager/ofca/en/content_1168/3_5_ghz_Auction_IM.pdf （只提供

英文版） 

https://www.coms-auth.hk/filemanager/statement/tc/upload/441/ca_statements20180328_tc.pdf
https://www.ofca.gov.hk/filemanager/ofca/common/reports/consultancy/cr_201803_28_en.pdf
https://www.coms-auth.hk/filemanager/statement/tc/upload/440/i0012c.pdf
https://www.coms-auth.hk/filemanager/statement/tc/upload/481/joint_statement_st_062018_tc.pdf
https://www.ofca.gov.hk/filemanager/ofca/en/content_1168/3_5_ghz_Auction_IM.pdf


的 SMATV 系统其拥有人（「拥有人」）将一笔过获港币两万元的资

助，为相关的 SMATV 系统进行一次升级，以符合资料便览载列的基

准要求。申请人需注意，这项资助不应用作保养及维修等经常开支。

因此，申请者在提出申请时须一并提交声明，确认会使用所得的资助

为有关的 SMATV 系统升级。不过，申请者可全权决定升级工程的细

节及时间表。  

 

申请人的资格准则  
 

4. 申请人的资格准则如下：  
 

(a)  申请人必须是 SMATV 系统的拥有人；以及  

(b)  有关 SMATV 系统须在 C 频带等的频带操作；以及  

(c)  有关 SMATV 系统须在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或之前已涵盖

于现有 SMATV 牌照中。  

 

5. 为求清晰起见，申请人可为多于一个其拥有的 SMATV 系统申

请资助。在申请资助时，于 SMATV 牌照附表内登记为有多个碟形天

线的 SMATV 系统会当作一个 SMATV 系统处理。若多于一人／一方

各拥有某个 SMATV 系统的不同部分，他们须自行决定应由哪一位申

请资助。通讯办将全权决定申请的结果及因申请相关而引起的任何事

宜。  

 

如何申请资助  
 

6. 申请人须就每个 SMATV 系统递交申请表，并附上所需证明文

件。通讯办会尽可能在推出资助计划后两星期内，把申请表连同有关

资料邮寄给合资格的 SMATV 系统拥有人。申请人亦可于通讯办网站
6

下载申请表，或致电通讯办（电话：8102 4387），要求通讯办安排

以邮寄、传真或电邮方式提供申请表。如申请人认为本身有权申请资

助，但却没有收到通讯办提供的申请表，我们亦建议他们以上述方法

索取申请表。  
 

7. 申请人须填妥申请表和提供证明文件，以确定：  

(a)  申请人的身分；以及  

(b)  有关 SMATV 系统的拥有权。  

 

8. 所需证明文件载列于下文第 9 段。申请人如不欲展示证明文件

                                                           
6 申请表可于下述网址下载：  

 https://www.ofca.gov.hk/tc/industry_focus/broadcasting/television_broadcasting/satellite_tv/index.html 

https://www.ofca.gov.hk/tc/industry_focus/broadcasting/television_broadcasting/satellite_tv/index.html


中的敏感资料（例如商业条款、价格资料等），须自行负责遮盖。通

讯办接纳证明文件的影印本，惟影印本每一页均须盖上正式印鉴和附

有申请人的授权签署。  
 

申请人的身分证明文件  
 

9. 申请人须提交以下资料及文件，以确定身分：  

 

(a) 申请人应提交注册╱成立的证明，须提供的文件如下：  
 

(i)  香港公司    公司注册证书及有效商业登记证副本   
 

(ii)  外国公司  经公司董事或获授权人士核证的公司

注册证书或同等文件副本  

 

如申请人并非法人团体，因而无法提供上述文件，可提供以下

文件：  
 

(ii i)  业主立案法团  法团注册证书副本   

 

(iv) 大学╱学院  相关条例或教育局的注册证明书副本  
 

(v) 其他  请联络通讯办（电话：8102 4387）

查询有关所需文件的资料  

 
 

(b) 在申请表内提供申请人在香港的联络人的详细资料。由于通讯

办可能会就所需或所提供的资料提出问题，该香港联络人必须

获授权回答有关问题。  
 

(c) 申请人亦必须在申请表中声明是以拥有人或获拥有人授权的身

分就有关 SMATV 系统提交申请表。  

 

 

申请人拥有系统的证明文件  
 

10. 为确定有关 SMATV 系统的拥有权，申请人须提供：  

 

(a)  清楚显示且令通讯办信纳申请人在申请当日拥有有关 SMATV

系统的文件（例如明文载述 SMATV 系统拥有权的有效

SMATV 合约的副本）；或  

 



(b) 如无法依据上文第 10(a)分段提供文件时，则须提供：  

(1) 由(i)SMATV 承办商 7、(ii)  根据有关 SMATV 系统的维持╱

出租合约，委聘 SMATV 承办商的委聘方（例如业主立案

法团、大厦的唯一业主、物业经理）；以及 (ii i) 有关

SMATV 系统所服务的大厦的业主代表，三方共同签署的

同意书（「同意书」），同意书的格式载于附件一。三方

在同意书中须声明不反对申请人是系统的拥有人及唯一合

资格的申请人，他们亦须确认通讯办可依照同意书中的声

明及申述提供和管理资助计划；以及  

(2) 就维持╱出租有关 SMATV 系统与 SMATV 承办商签订的

有效合约副本。  

 

11. 通讯办可能会联络上文第 10(a)及 10(b)段所述文件提及的人士，

以确定 SMATV 系统的拥有权，以方便处理申请。如有多人就同一

SMATV 系统申请资助，通讯办会待有关人士解决争议和提供上文第

10(b)(1)段所述的同意书后，才处理申请。  

 

12. 就同意书而言，有关大厦的唯一业主、业主立案法团、业主

委员会、互助委员会或以有关大厦业主的代理人身分行事的公司，均

合资格成为有关大厦的可接受业主代表。  

 

13. 为简化申请程序，如有关 SMATV 系统并非由 SMATV 承办商

拥有（下称「私有系统」），则有关 SMATV 承办商无须签署同意书。

申请人可向其委聘的 SMATV 承办商或通讯办查询，以确定有关

SMATV 系统是否属于这个类别。  

 

14. 如业主立案法团委聘 SMATV 承办商维持有关 SMATV 系统，

则业主立案法团应同时以委聘方及大厦业主代表的身分签署同意书。  
 

弥偿  
 

15. 如申请人在任何时间被发现事实上并非拥有人，而通讯办因

或就该申请人作出有关 SMATV 系统拥有权的申述，以致蒙受任何损

失，申请人须就此向通讯办作出弥偿。本段（第 15 段）内的「损失」

指任何及所有损害、法律责任、索求、费用、支出、申索、诉讼及法

律程序，并包括所有相应而生、直接、间接、特殊或附带损失或惩罚

性赔偿或损失、各项法律及专业费用、讼费及开支、罚款、利息及／

或任何其他形式的经济损失。  

                                                           
7 SMATV 承办商持有由通讯局发出的 SMATV 牌照。  



 

16. 如申请人获得资助后出现任何因 SMATV 系统拥有权而引起或

与之有关的争议或分歧，须与所涉各方自行解决。通讯办在任何情况

下均没有义务向指称涉及争议或分歧的申索人提供申请人的详细资料，

或协助解决争议或分歧。  
 

如何递交申请  
 

17. 申请表连同所需证明文件应邮寄至：  

 

  香港 湾仔 

  皇后大道东 213 号 

  胡忠大厦 29 楼 

  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 

  （经办人：支援服务组） 
 

18. 通讯办会在收到申请后七个工作天内向申请人发出认收通知。  

 

19. 申请人递交申请，即被视作接受和同意遵守《支援卫星电视

共用天线系统升级资助计划申请简介》所载的条文，通讯办方会考虑

其申请或让其实际上参与资助计划（视乎何者适用而定）。  
 

申请期  
 

20. 资助计划在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二零二零年十一月

二十六日期间接受申请。逾期申请概不受理。  
 

申请结果和取得资助  
 

21. 通讯办会在收到有效的申请（即已填妥并妥为签署的申请表

连同所有所需的证明文件）后 45 个工作天内通知申请人其申请结果。 

 

22. 如申请成功，资助会以注明支付予申请人的划线支票发放。

支票将以挂号邮件寄予申请人，申请人须在发出日期起计 60 个历日

内兑现支票。  
 

23. 由于资助计划是由营办商提供经费，通讯办会在资助计划结

束后向营办商提供成功申请人名单，以供参考。  

 
 



 
 

提供个人资料  
 

24. 申请人须提供充足的资料，以便通讯办处理申请。申请人所

提供的个人资料会被通讯办用以处理其申请。通讯办可能会向提供经

费予资助计划的营办商或在有需要时向任何各方披露申请表所载的个

人资料，以处理有关申请。申请人有权要求查阅和修正申请表所载的

个人资料。查阅资料的权利包括取得申请表所载个人资料的副本，惟

索取这些资料时或须缴费。如对申请表所载的个人资料有查询，包括

提出查阅和修正个人资料的要求，请以书面方式向通讯事务管理局办

公室个人资料主任提出（地址：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213 号胡忠大厦

29 楼），或传真至 2187 3104。  

 

免责声明  
 

25. 申请人如因提交申请表或资助计划产生或与提交申请表或资

助计划相关的事宜而蒙受或招致：  

(a)  任何相应而生、间接或特殊的损失；或  

(b) 任何利润、资料、使用、生产、合约、机会、节约、折扣或

回扣（无论是实际或预期）上的损失，或声誉或商誉的损

害；  

通讯办一概不会负上法律责任，但本段（第 25 段）不适用于欺骗或

有欺诈成分的失实陈述或适用法律不可排除或限制的任何其他损失。  

 

查询  
 

26. 任何人士如欲查询与资助计划相关的事宜，可致电 8102 4387

或以电邮（ support_services@ofca.gov.hk）或传真（3155 0944）方

式向我们提出。  

 

 

 

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mailto:support_services@ofca.gov.hk


拥有权同意书  

支援卫星电视共用天线 (SMATV)系统升级资助计划  

 

 

申请人名称： 

 

 

 SMATV 系统 

的安装地址： 

 

 

SMATV 承办商、委聘方及业主代表（统称为「有关各方」）明白，上述申请人将根据上述

资助计划提出申请，以取得港币两万元的资助（「资助」），用以支援安装于上述地址的

SMATV 系统（「系统」）升级。有关各方现向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通讯办」）声明

和表示有关各方同意申请人是系统拥有人，因此是就系统申请资助的唯一一方。有关各方

（申请人除外）承诺不会向通讯办提交同一申请，亦不会因或就申请人并非该 SMATV 系统

拥有人的指称而向通讯办提出申索。有关各方亦赞同通讯办依照上述声明及申述提供和管理

资助计划。    

(1) SMATV 承办商i 

 SMATV 承办商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署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权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署人职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正式印鉴 

 

 (2) 委聘方ii 

 委聘方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署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权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署人职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正式印鉴 

 

(3) 业主代表iii 

 业主代表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业主代表是 

(请剔选其中一项) :   

 大厦唯一业主  互助委员会 

 业主立案法团  代表大厦业主行事的代理人 

 业主委员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署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权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署人职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正式印鉴 
 

附件一  



                                                           
i  SMATV 系统是由持牌 SMATV 承办商维持。申请人可与其委聘的 SMATV 承办商或通讯办联系，

以确定有关 SMATV 系统是否属于私有系统（请参阅《支援卫星电视共用天线系统升级资助计划申

请简介》第 13 段）。若然，SMATV 承办商无须签署本同意书。    

ii  委聘方指委聘 SMATV 承办商根据 SMATV 合约维持有关 SMATV 系统的公司／组织（例如业主

立案法团、物业经理）。   

iii  业主代表可以是有关大厦的唯一业主、业主立案法团、业主委员会、互助委员会，或以有关大厦业

主的代理人身分行事的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