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ng Kong Public Offering — White Form eIPO Service Provider Application Form 香港公開發售－白表 eIPO服務供應商申請表格
Please use this application form if you are a White Form eIPO service Provider and are applying for Hong Kong Public Offer Shares on behalf of underlying applicants.

倘 閣下為白表 eIPO服務供應商並代表相關申請人申請認購香港公開發售股份，請使用本申請表格。

Tongcheng-Elong Holdings Limited

同程藝龍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GLOBAL OFFERING
全球發售

Number of Offer Shares under the Global Offering : 143,839,600 Shares (subject to the Over-allotment Option)
全球發售項下發售股份數目 : 143,839,600股股份（視乎超額配股權行使與否而定）

Number of Hong Kong Public Offer Shares : 14,384,000 Shares (subject to reallocation)
香港公開發售股份數目 : 14,384,000股股份（可予重新分配）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Offer Shares : 129,455,600 Shares (subject to reallocation and the Over-allotment Option)
國際發售股份數目 : 129,455,600股股份（可予重新分配及視乎超額配股權行使與否而定）

Maximum Offer Price 
(subject to a Downward Offer Price Adjustment)

: HK$12.65 per Offer Share, plus brokerage fee of 1%, SFC transaction levy of 0.0027% 
and Stock Exchange trading fee of 0.005% (payable in full on application in Hong Kong 
dollars and subject to refund)
(If the Offer Price is set at 10% below the bottom end of the indicative Offer Price range 
after making a Downward Offer Price Adjustment, the Offer Price will be approximately 
HK$8.78 per Offer Share)

最高發售價
（可按發售價下調機制下調發售價）

: 每股發售股份 12.65港元，另加 1%經紀佣金、0.0027%證監會交易徵費及 0.005%聯
交所交易費（須於申請時以港元繳足，多繳款項可予退還）
（如按發售價下調機制將指示性發售價範圍下限下調 10%，發售價將為每股發售股份
約 8.78港元）

Nominal value : US$0.0005 per Share
面值 : 每股股份 0.0005美元

Stock code : 0780
股份代號 : 0780

在填寫本申請表格前，請細閱本公司於 年 月 日刊發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尤其
是招股章程「如何申請香港公開發售股份」一節）及刊於本申請表格背面的指引。除非本申請表
格另有定義，否則本申請表格所使用的詞語與招股章程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香港中央結算有限
公司（「香港結算」）、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及香港公司註冊處處長對本
申請表格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
申請表格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申請表格連同白色及黃色申請表格、招股章程及招股章程附錄六「送呈公司註冊處處長及備
查文件」一節所列的其他文件，已遵照香港法例第 章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 條
的規定，送呈香港公司註冊處處長登記。證監會及香港公司註冊處處長對任何此等文件的內
容概不負責。

閣下謹請留意「個人資料收集聲明」一段，當中載有本公司及香港證券登記處有關個人資料及
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香港法例第 章）的政策及常規。

本申請表格或招股章程所載者概不構成出售要約或要約購買的游說，而在任何作出有關要
約、游說或出售即屬違法的司法權區內，概不得出售任何發售股份。本申請表格及招股章程
不得在美國境內或向美國直接或間接派發，而此項申請亦並非在美國出售股份的要約。發售
股份並無亦將不會根據美國證券法或美國任何州證券法登記，且不得在美國境內提呈發售、
出售、抵押或轉讓，惟根據美國證券法及適用美國州證券法獲豁免登記規定或並非受該等登
記規定規限的交易除外。發售股份依據美國證券法 規例以及提呈發售及出售的各司法權區適
用法例於離岸交易中在美國境外提呈發售及出售。將不會於美國或除香港之外的任何其他司
法權區進行發售股份的公開發售。

在香港公開發售與國際發售之間作出的發售股份分配可根據招股章程「全球發售的架構－香港
公開發售－重新分配」一節所詳述者予以調整。具體而言，聯席全球協調人可將國際發售的發
售股份重新分配至香港公開發售以滿足香港公開發售的有效申請。根據聯交所發出的指引信

，倘上述重新分配並非根據上市規則第 項應用指引而作出，則於該重新分配
後可能分配至香港公開發售的發售股份總數最多不得超過向香港公開發售所作的初步分配（即

股發售股份，相當於全球發售初步可供認購的發售股份總數約 ）的兩倍。

在任何根據有關司法權區法律不得發送、派發或複製本申請表格及招股章程之司法權區內，
本申請表格及招股章程概不得以任何方式發送或派發或複製（全部或部分）。本申請表格及招
股章程僅致予 閣下本人。概不得發送或派發或複製本申請表格或招股章程的全部或部分。
如未能遵守此項指令，可能違反美國證券法或其他司法權區的適用法律。

致： 本公司
聯席保薦人
聯席全球協調人
聯席賬簿管理人
香港承銷商

Prospectus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HKS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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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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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等（代表相關
申請人）要約購買

股份總數
股香港公開發售股份（代表相關申請人，其詳細資料載於連同本申請表格遞交的唯讀光碟）。

3
Total of
現夾附合共 張支票 支票號碼

are enclosed for
a total sum of
總金額為

HK$

港元

BLOCK 請用正楷填寫
4 White Form eIPO 

白表 eIPO服務供應商名稱

中文名稱
White Form eIPO 
白表 eIPO服務供應商身份證明號碼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地址 For Broker use 此欄供經紀填寫
申請由以下經紀遞交

經紀號碼

經紀印章

For bank use 此欄供銀行填寫

1
White Form eIPO

White Form eIPO

‧ apply 

‧ enclose 

‧ confirm 

‧ undertake confirm 

‧ understand 

‧ authorize 

‧ request 

‧ request 

‧ confirm 

‧ represent warrant undertake 

‧ agree 

吾等確認，吾等已 遵守《電子公開發售指引》及透過銀行╱股票經紀遞交白表 eIPO申請的運作程
序以及與吾等就香港公開發售提供白表 eIPO服務有關的所有適用法例及規例（不論法定或其他）；及
閱讀招股章程及本申請表格所載條款及條件以及申請手續，並同意受其約束。為了代表與本申請

有關的每名相關申請人作出申請，吾等：

‧ 按照招股章程及本申請表格的條款及條件，並在 貴公司組織章程細則規限下，申請以下
數目的香港公開發售股份；

‧ 夾附申請認購香港公開發售股份所需的全數款項（包括 經紀佣金、 證監會交易
徵費及 聯交所交易費）；

‧ 確認相關申請人已承諾及同意接納所申請認購的香港公開發售股份，或該等相關申請人根
據本申請獲分配的任何較少數目的香港公開發售股份；

‧ 承諾及確認相關申請人及相關申請人為其利益而提出申請的人士並無申請或承購或表示有
意認購或收取或獲配售或分配（包括有條件及╱或暫定），並將不會申請或承購或表示有意
認購國際發售的任何發售股份，亦不會以其他方式參與國際發售；

‧ 明白 貴公司、聯席保薦人、聯席全球協調人、聯席賬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將依賴
此等聲明及陳述，以決定是否就本申請配發任何香港公開發售股份，及相關申請人如作出
虛假聲明，可能會遭受檢控；

‧ 授權 貴公司將相關申請人的姓名╱名稱列入 貴公司股東名冊內，作為任何將配發予相
關申請人的香港公開發售股份的持有人，且 貴公司及╱或其代理可根據本申請表格及招
股章程所載程序按相關申請人的申請指示所指定地址以普通郵遞方式寄發任何股票（如適
用），郵誤風險概由該相關申請人承擔；

‧ 倘申請人使用單一銀行賬戶支付申請股款，要求任何電子退款指示將發送至申請付款賬戶
內；

‧ 要求任何退款支票以使用多個銀行賬戶支付申請股款的相關申請人為抬頭人，並根據本申
請表格及招股章程所述程序將任何有關退款支票以普通郵遞方式寄發到申請所列的地址，
郵誤風險概由該相關申請人承擔；

‧ 確認各相關申請人已閱讀本申請表格及招股章程以及指定網站 所載條款及
條件以及申請手續，並同意受其約束；

‧ 聲明、保證及承諾 相關申請人及相關申請人為其利益提出申請的人士並不受香港或其
他地方之任何適用法律限制提出本申請、支付任何申請股款或獲配發或接納任何香港公開
發售股份及相關申請人及相關申請人為其利益提出申請的人士在填寫及提交申請時身處美
國境外及屬 規例第 條第 段所述的人士且相關申請人及相關申請人為其利益提出
申請的人士會於離岸交易（定義見 規例）中認購香港公開發售股份；及 向相關申請人
或由相關申請人或為其利益而提出本申請的人士配發或申請認購香港公開發售股份，不會
引致 貴公司、聯席保薦人、聯席全球協調人、聯席賬簿管理人及承銷商或彼等各自的任
何高級職員或顧問須遵從香港以外任何地區的法律或規例（不論是否具法律效力）的任何規
定；及

‧ 同意本申請、任何對本申請的接納以及因而訂立的合約，將受香港法律管轄及按其詮釋。

簽名 日期

簽署人姓名 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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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數目

‧ 夾附夾附申請認申請認
徵費及費及

‧ 確認確認相關申請人已請人
據本申請獲分配的任據本申請獲分配

‧ 承諾承諾及及確認確認相關申請人及相相關
意認購或收取或獲配售或分意認購或收取
認購國際發售的任何發售

‧ 明白明 貴公司、
此等聲明及陳
虛假聲明，

‧ 授權
關

樣
版

根據招股章程「招股章
而言，聯席全球協調人聯席

發售的有效申請。根據聯交的有效
規則第第 項應用指引而作出，項應用指引而作
多不得超過向香港公開發售所作的多不得超過向香港公開發售

步可供認購的發售股份總數約供認購的發售股份總數約 ）的兩倍

不得發送、派發或複製本申請表格及招股章程之司法權區內，發送、派發或複製本申請表格及招股章程之司法權區內
得以任何方式發送或派發或複製（全部或部分）。本申請表格及招方式發送或派發或複製（全部或部分）。本

。概不得發送或派發或複製本申請表格或招股章程的全部或部分或派發或複製本申請表格或招股章程的
可能違反美國證券法或其他司法權區的適用法律。能違反美國證券法或其他司法權區的適用法律

保薦人薦人
席全球協調人協調人

聯席賬簿管理人管理
香港承銷商香港承銷商

樣
版
樣

吾等確認，吾等已認，吾等已 遵守《電子公開發售指引》及透過銀行╱股票經紀遞《電子公開發售指引》及透過銀行╱股票經紀
序以及與吾等就香港公開發售提供吾等就香港公開發售 白表白表 eIPOeIPO服務有關的所有適用法例服務有關的所有適
閱讀招股章程及本申請表格所載條款及條件以及申請手續，並同股章程及本申請表格所載條款及條件以及申請手續，
關的每名相關申請人作出申請，吾等：相關申請人作出申請，吾等：

照招股章程及本申請表格的條款及條件，並章程及本申請表格的條款及條件，並
的香港公開發售股份；公開發售股份

購香港公開發售股份所需香港公開發售股份所
聯交所交易費）；聯交所交易費）；

承諾及同意
何較少數



Hong Kong Public Offering - White Form eIPO Service Provider Application Form香港公開發售－白表eIPO服務供應商申請表格
Please use this application form if you are a White Form eIPO service Provider and are applying for Hong Kong Public Offer Shares on behalf of underlying applicants.

倘 閣下為白表 eIPO服務供應商並代表相關申請人申請認購香港公開發售股份，請使用本申請表格。

GUIDE TO COMPLETING THIS APPLICATION FORM

References to boxes below are to the numbered boxes on this Application Form.

1 Sign and date the application form in Box 1. Only a written signature will be 
accepted.

White Form eIPO White 
Form eIPO

2 Put in Box 2 (in figures) the total number of Hong Kong Public Offer Shares for 
which you wish to apply on behalf of the underlying applicants.

3 Complete your payment details in Box 3.

White Form eIPO

‧

‧

‧

‧ BANK OF CHINA (HONG KONG) NOMINEES 
LIMITED – TONGCHENG-ELONG HOLDINGS PUBLIC 
OFFERING

‧

‧

‧ White Form eIPO

4 Insert your details in Box 4 (using BLOCK letters).

White Form eIPO 

 Personal Data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tatement

1. Reasons for the collection of your personal data

2. Purposes

‧

‧

‧

‧

‧

‧

‧

‧

‧

‧

‧

‧

3. Transfer of personal data

‧

‧

‧

‧

‧

4. Retention of personal data

5. Access and correction of personal data

By signing this form, you agree to all of the above.

填寫本申請表格的指引

下文提述的號碼乃本申請表格中各欄的編號。

1 在申請表格欄 1簽署及填上日期。僅接受親筆簽名。

簽署人的姓名及代表身份亦必須註明。如要使用本申請表格申請香港公開
發售股份， 閣下必須為名列於證監會公佈的白表 eIPO服務供應商名單內
可以就香港公開發售提供白表 eIPO服務的人士。

2 在欄 2填上 閣下欲代表相關申請人申請認購的香港公開發售股份總數（請
填寫數字）。
閣下代其作出申請的相關申請人資料，必須載於連同本申請表格遞交的一
個唯讀光碟格式資料檔案內。

3 在欄 3填上 閣下付款的詳細資料。
閣下必須在此欄註明 閣下連同本申請表格夾附的支票數目；並在每張支
票的背面註明 閣下的白表 eIPO服務供應商身份證明號碼及 載有相
關申請人申請詳細資料的資料檔案的檔案編號。

此欄所註明的金額必須與欄 所申請認購的香港公開發售股份總數應付的
總金額相同。

所有支票及本申請表格，連同載有該唯讀光碟的密封信封（如有）必須放進
蓋上 閣下公司印章的信封內。

如以支票繳付股款，該支票必須：

‧ 為港元支票；

‧ 以在香港開設的港元銀行賬戶開出；

‧ 顯示 閣下（或 閣下代名人）的賬戶名稱；

‧ 註明抬頭人為「中國銀行（香港）代理人有限公司－TONGCHENG-
ELONG HOLDINGS公開發售」；

‧ 以「只准入抬頭人賬戶」劃線方式開出；

‧ 不得為期票；及

‧ 由白表 eIPO服務供應商的授權簽署人簽署。

倘未能符合任何此等規定或倘支票首次過戶不獲兌現， 閣下的申請可遭拒
絕受理。

閣下有責任確保所遞交的支票上的詳細資料與就本申請遞交的唯讀光碟或
資料檔案所載的申請詳細資料相同。

倘出現差異，本公司、聯席保薦人及聯席全球協調人有絕對酌情權拒絕任
何申請。

申請時繳付的款項將不會獲發收據。

4 在欄 4填上 閣下的詳細資料（用正楷填寫）。
閣下必須在此欄填上白表 eIPO服務供應商的名稱、身份證明號碼及地
址。 閣下亦必須填寫 閣下營業地點的聯絡人士的姓名及電話號碼及（如
適用）經紀號碼及加蓋經紀印章。

 個人資料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條例」）中的主要條文於 年 月 日在香港生
效。此項個人資料收集聲明是向股份申請人及持有人說明本公司及其香港
證券登記處有關個人資料及條例方面的政策和慣例。

1. 收集 閣下個人資料的原因

證券申請人或證券登記持有人申請證券或將證券轉往其名下，或將
名下證券轉讓予他人，或要求香港證券登記處提供服務時，須不時
向本公司或其代理及╱或其香港證券登記處提供其最新的準確個人
資料。

未能提供所要求的資料可能導致 閣下的證券申請被拒絕或延遲，
或本公司及╱或香港證券登記處無法落實證券轉讓或提供服務。此
舉亦可能妨礙或延遲登記或轉讓 閣下獲接納申請的香港公開發售
股份及╱或寄發股票及╱或發送電子退款指示及╱或寄發 閣下應
得的退款支票。

證券持有人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如有任何錯誤，須立即通知本公司及
香港證券登記處。

2. 用途

證券申請人及持有人的個人資料可作以下用途使用、持有及╱或保
存（不論何種方式）：

‧ 處理 閣下的申請及電子退款指示╱退款支票（如適用）及核
實是否符合本表格及招股章程所載條款及申請手續及公佈香
港公開發售股份的分配結果；

‧ 使香港及其他地區的所有適用法律及法規得到遵守；

‧ 以證券持有人（包括以香港結算代理人（如適用））的名義登記
新發行證券或轉讓或受讓證券；

‧ 存置或更新本公司證券持有人的名冊；

‧ 進行或協助進行簽名核對、任何其他核對或交換資料；

‧ 確定本公司證券持有人的受益權利，如股息、供股及紅股
等；

‧ 分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公司通訊；

‧ 編製統計資料及股東資料；

‧ 遵照法例、規則或規例的要求作出披露；

‧ 透過報章公告或其他方式披露獲接納申請人士的身份；

‧ 披露有關資料以便就權益提出申索；及

‧ 與上述者有關的任何其他附帶或相關用途及╱或使本公司及
香港證券登記處能履行對證券持有人及╱或監管機構承擔的
責任及╱或證券持有人不時同意的任何其他用途。

3. 轉交個人資料

本公司及香港證券登記處會對證券持有人的個人資料保密，但本公
司及其香港證券登記處可在將資料用作上述用途的必要情況下作出
彼等認為必要之查詢以確定個人資料的準確性，尤其可能會向下列
任何及所有人士及機構披露、獲取或轉交證券持有人的個人資料（無
論在香港境內或境外）：

‧ 本公司或其委任的代理，如財務顧問、收款銀行及主要海外
過戶登記處；

‧ （如證券申請人要求將證券存於中央結算系統）香港結算或香
港結算代理人，彼等將會就中央結算系統的運作使用有關個
人資料；

‧ 向本公司及╱或香港證券登記處提供與其各自業務運作有關
的行政、電訊、電腦、付款或其他服務的任何代理、承辦商
或第三方服務供應商；

‧ 香港聯交所、證監會及任何其他法定、監管或政府機關；及

‧ 證券持有人與其進行或擬進行交易的任何其他人士或機構，
如其銀行、律師、會計師或股票經紀等。

4. 個人資料的保留

本公司及其香港證券登記處將按收集個人資料所需的用途保留證券
申請人及持有人的個人資料。無需保留的個人資料將會根據條例銷
毀或處理。

5.  查閱及更正個人資料

條例賦予證券持有人權利以確定本公司或香港證券登記處是否持有
其個人資料、索取有關資料副本及更正任何不準確之資料。根據條
例規定，本公司及香港證券登記處有權就處理任何查閱資料的要求
收取合理費用。所有關於查閱資料或更正資料或查詢有關政策及措
施的資料及所持有資料類別的要求，應按照招股章程「公司資料」一
節中披露的本公司註冊辦事處或根據適用法律不時通知的地址，向
本公司的公司秘書或香港證券登記處屬下就條例所指的私隱事務主
任（視乎情況而定）提出。

閣下簽署本表格，即表示同意上述所有規定。

DELIVERY OF THIS APPLICATION FORM 遞交本申請表格
經填妥的本申請表格，連同相關支票及載有唯讀光碟的密封信封，必須於 年 月 日（星期一）
下午四時正前，送達下列收款銀行：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西九龍
海輝道 號
中銀中心 樓

‧‧

‧

‧

‧‧

2. . 用途途

證券申請人券申
存（不論何種存（不論

‧‧ 處理 閣
實是否符
港公

‧

樣
版
人士

中的主要條文於主要條 年 月月 日
是向股份申請人及持有人說明本公司及向股份申請人及持有人說明本

及條例方面的政策和慣例。條例方面的政策和慣例。

下個人資料的原因的原因

請人或證券登記持有人申請證券或將證券轉往其名下，請人或證券登記持有人申請證券或將證券轉往其
證券轉讓予他人，或要求香港證券登記處提供服務時，券轉讓予他人，或要求香港證券登記處提供服務

本公司或其代理及╱或其香港證券登記處提供其最新的司或其代理及╱或其香港證券登記處提供其最新
資料。

未能提供所要求的資料可能導致未能提供所要求的資料可能導 閣下的證券申下的
或本公司及╱或香港證券登記處無法落實證券或本公司及╱或香港證券登記處無法落實
舉亦可能妨礙或延遲登記或轉讓舉亦可能妨礙或延遲登記或 閣下獲接閣下獲
股份及╱或寄發股票及╱或發送電子退款股份及╱或寄發股票及╱或發送電子
得的退款支票。得的退款支票。

證券持有人所提供的個人資券持有人所提供的個
香港證券登記處。港證券登記處

人及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