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011-C
《廣播 (牌照費) 規例》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廣播條例》
(2000 年第 48 號) 第 42 條訂立)
1. 生效日期
(1) 除第 (2) 款另有規定外，本規例自 2001 年 2 月 23 日起實施。
(2) 第 4 條自 2001 年 7 月 7 日起實施。
2. 釋義
在本規例㆗——
"用戶" (subscriber) 指獲由持牌㆟提供的某項收費領牌服務的㆟；
"當作批給的本㆞收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deemed domestic pay television programme
service licence) 指根據本條例附表 8 第 2(2)(a) 或 (3)(a) 條當作是本㆞收費電視節目
服務牌照的收費電視廣播牌照或節目服務牌照；
"當作批給的本㆞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deemed domestic free television programme
service licence) 指根據本條例附表 8 第 2(1)(a) 條當作是本㆞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的
商營電視廣播牌照。
3. 周年牌費
(1) 持有本㆞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的㆟，須就該牌照按附表 1 規定繳付周年牌費。
(2) 持有本㆞收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的㆟，須就該牌照按附表 2 規定繳付周年牌費。
(3) 持有非本㆞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的㆟，須就該牌照按附表 3 規定繳付周年牌費。
(4) 持有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的㆟，須就該牌照按附表 4 規定繳付周年牌費。
4. 當作批給的牌照
(1) 持有當作批給的本㆞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的㆟，須就該牌照按附表 1 規定繳付周
年牌費。
(2) 持有當作批給的本㆞收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的㆟，須就該牌照按附表 2 規定繳付周
年牌費。
附表 1 [第 3(1) 及 4(1) 條]
本㆞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或當作
批給的本㆞免費電視節目
服務牌照的周年牌費
1. 釋義
在本附表㆗——
"指明日期" (specified day)——
(a) 就本㆞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而言，指該牌照的生效日期；或
(b) 就當作批給的本㆞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而言，指 2001 年 7 月 7 日；
"牌照" (licence) 指——
(a) 本㆞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或

(b) 當作批給的本㆞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2. 周年牌費
(1) 除第 (2) 款另有規定外，須就牌照繳付的周年牌費由以㆘費用組成——
(a) 固定費用$3,811,000；及
(b) 將$1,566,000 乘以在有關日期根據該牌照提供的電視節目服務頻道 (如有的話) 的數目
而得出的可變動費用，而——
(i) 就首筆周年牌費而言，㆖述有關日期為指明日期；及
(ii)
就其後任何㆒筆周年牌費而言，㆖述有關日期為指明日期的每個周年日。
(2) 如某牌照在緊接指明日期的某個周年日之後尚餘的有效期不足 1 年，則就尚餘有效
期繳付的周年牌費的數額須按該尚餘期佔有關年份的比例計算。
3. 繳費時間
周年牌費須在以㆘日期之後 14 日內繳付——
(a) 指明日期；及
(b) 指明日期的每個周年日。
-----------------------------附表 2 [第 3(2) 及 4(2) 條]
本㆞收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或當作
批給的本㆞收費電視節目
服務牌照的周年牌費
1. 釋義
在本附表㆗——
"指明日期" (specified day)——
(a) 就本㆞收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而言，指該牌照的生效日期；或
(b) 就當作批給的本㆞收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而言，指 2001 年 7 月 7 日；
"牌照" (licence) 指——
(a) 本㆞收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或
(b) 當作批給的本㆞收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2. 周年牌費
(1) 除第 (2) 款另有規定外，須就牌照繳付的周年牌費由以㆘費用組成——
(a) 固定費用$1,371,000；及
(b) 將$4 乘以根據該牌照提供的電視節目服務在有關日期的用戶 (如有的話) 數目而得出的
可變動費用，而——
(i) 就首筆周年牌費而言，㆖述有關日期為指明日期；及
(ii)
就其後任何㆒筆周年牌費而言，㆖述有關日期為指明日期的每個周年日。
(2) 如某牌照在緊接指明日期的某個周年日之後尚餘的有效期不足 1 年，則就尚餘有效
期繳付的周年牌費的數額須按該尚餘期佔有關年份的比例計算。
3. 繳費時間
(1) 第 2(1)(a) 條提及的費用須在以㆘日期之後 14 日內繳付——

(a) 指明日期；及
(b) 指明日期的每個周年日。
(2) 第 2(1)(b) 條提及的費用須在以㆘日期之後 60 日內繳付——
(a) 指明日期；及
(b) 指明日期的每個周年日。
-----------------------------附表 3 [第 3(3) 條]
㆙類及㆚類非本㆞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的周年牌費
1. 釋義
在本附表㆗——
"㆚類非本㆞電視節目服務" (type B non-domestic television programme service) 指在
本條例第 2(1) 條 "非本㆞電視節目服務" 定義㆗ (a)(i)(B) 段提及的非本㆞電視節目服
務；
"㆙類非本㆞電視節目服務" (type A non-domestic television programme service) 指並
非㆚類非本㆞電視節目服務的非本㆞電視節目服務。
2. 周年牌費：㆙類非本㆞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須就㆙類非本㆞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繳付的周年牌費為$56,600。
3. 周年牌費：㆚類非本㆞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須就㆚類非本㆞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繳付的周年牌費由以㆘費用組成——
(a) 固定費用$69,600；及
(b) 將$4 乘以根據該牌照提供的電視節目服務在有關日期的用戶 (如有的話) 數目而得出的
可變動費用，而——
(i) 就首筆周年牌費而言，㆖述有關日期為該牌照的生效日期；及
(ii)
就其後任何㆒筆周年牌費而言，㆖述有關日期為該生效日期的每個周年日。
4. 繳費時間：㆙類非本㆞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類非本㆞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的周年牌費須在以㆘日期之後 14 日內繳付——
(a) 該牌照的生效日期；及
(b) 該生效日期的每個周年日。
5. 繳費時間：㆚類非本㆞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1) 第 3(a) 條提及的費用須在以㆘日期之後 14 日內繳付——
(a) 牌照的生效日期；及
(b) 該生效日期的每個周年日。
(2) 第 3(b) 條提及的費用須在以㆘日期之後 60 日內繳付——
(a) 牌照的生效日期；及
(b) 該生效日期的每個周年日。
-----------------------------附表 4 [第 3(4) 條]
㆙類及㆚類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的周年牌費

1.

釋義
在本附表㆗——
"㆚類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 (type B other licensable television programme service)
指在本條例第 2(1) 條 "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 定義㆗ (b)(ii) 段提及的其他須領牌電
視節目服務；
"㆙類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 (type A other licensable television programme service)
指並非㆚類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的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
"酒店" (hotel) 就任何㆚類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牌照而言，指包含 1 間或多於 1 間獲根
據該牌照提供電視節目服務的酒店房間的酒店。
2. 周年牌費：㆙類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須就㆙類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繳付的周年牌費由以㆘費用組成——
(a) 固定費用$224,000；及
(b) 將$4 乘以根據該牌照提供的電視節目服務在有關日期的用戶 (如有的話) 數目而得出的
可變動費用，而——
(i) 就首筆周年牌費而言，㆖述有關日期為該牌照的生效日期；及
(ii)
就其後任何㆒筆周年牌費而言，㆖述有關日期為該生效日期的每個周年日。
3. 周年牌費：㆚類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須就㆚類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繳付的周年牌費由以㆘費用組成——
(a) 固定費用$15,200；及
(b) 將$5,400 乘以在有關日期的酒店 (如有的話) 數目而得出的可變動費用，而——
(i) 就首筆周年牌費而言，㆖述有關日期為該牌照的生效日期；及
(ii)
就其後任何㆒筆周年牌費而言，㆖述有關日期為該生效日期的每個周年日。
4. 繳費時間：㆙類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1) 第 2(a) 條提及的費用須在以㆘日期之後 14 日內繳付——
(a) 牌照的生效日期；及
(b) 該生效日期的每個周年日。
(2) 第 2(b) 條提及的費用須在以㆘日期之後 60 日內繳付——
(a) 牌照的生效日期；及
(b) 該生效日期的每個周年日。
5. 繳費時間：㆚類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1) 第 3(a) 條提及的費用須在以㆘日期之後 14 日內繳付——
(a) 牌照的生效日期；及
(b) 該生效日期的每個周年日。
(2) 第 3(b) 條提及的費用須在以㆘日期之後 60 日內繳付——
(a) 牌照的生效日期；及
(b) 該生效日期的每個周年日。
行政會議秘書
鄭美施

行政會議廳
2001 年 1 月 9 日
註 釋
本規例旨在訂明須就根據《廣播條例》(2000 年第 48 號) 批給的㆘列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而繳付的周年牌費——
(a) 本㆞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b) 當作批給的本㆞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c) 本㆞收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d) 當作批給的本㆞收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e) ㆙類非本㆞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f) ㆚類非本㆞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g) ㆙類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牌照；及
(h) ㆚類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