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R1241 (12/2022) 

就本表格的要求及於本局處理你的申請／查詢的過程中提供個人資料屬自願性質。然而，如你未能提供充分資料，本局可能無法處理你的申請／查詢。本局會把你提供的資料，用於施行本局專

責執行的法例。本局並可在法律授權或准許的情況下，向任何其他人士或機構披露／轉移該等資料的任何或全部內容。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改正你的個人資料，但屬《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豁

免披露的情況除外。如欲查閱或改正個人資料，請致函評税主任(地址為香港郵政總局郵箱 132 號)，同時請註明你於本局的檔案號碼。 

致:  税務局局長 

香港九龍啟德協調道5號税務中心

(傳真號碼 : 2519 9316) 
(網址 : www.ird.gov.hk) 

留言表

本人 / 本公司 * 現留言給税務局，詳情如下列註有 [] 號的項目 :

本人姓名 / 公司名稱 : 身分證號碼 / 商業登記號碼 : 

檔案號碼 : 日間聯絡電話 : 

報税表 
報税表複本 請發出        / 年度個別人士 / 物業税 / 利得税 / 僱主填報的薪酬及退休金 * 報税表複本。

[ 如屬物業税 / 利得税，請列明物業地址 / 業務名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年度個別人士 / 物業税 / 利得税 / 僱主填報的薪酬及退休金 * 報税表已於已提交報税表           /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提交。 

請取消罰款代替起訴的建議，原因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查詢 查詢如何填報報税表 / 查詢報税表狀況 : 個別人士 / 物業税 / 利得税 / 僱主填報的薪酬及退休金* 報税表。
[ 如屬物業税 / 利得税，請列明物業地址 / 業務名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評税通知書 

評税通知書複本 請發出        / 年度薪俸税 / 物業税 / 利得税 / 個人入息課税 * 評税通知書複本。

[ 如屬物業税 / 利得税，請列明物業地址 / 業務名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查詢 查詢已發出的        / 年度評税通知書 : 薪俸税 / 物業税 / 利得税 / 個人入息課税*。

[ 如屬物業税 / 利得税，請列明物業地址 / 業務名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收取税款 

分期交税 

要求釋放 

銀行帳戶      薪金  

阻止離境指示 

離港清税 - 評税發出後領取「同意釋款書」 

退税支票 / 多繳税款 

儲税券 

商業登記 

申請商業登記 

申請商業登記冊內的資料摘錄 

豁免繳交商業登記費及徵費 

更改商業登記資料 

[ 如須更改商業登記地址，請填寫IRC3111A表格。] 

遺產税 

申請清妥遺產税報税證明書 

要求宣誓服務 

繳款 

領取證明書 

印花税 

為物業轉讓文件加蓋印花 

為租約加蓋印花 

為股票轉讓文件加蓋印花 

申請裁定 

逾期加蓋印花及罰款 

物業轉讓  租約 股票

其他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請將不適用的刪去 

簽署： 

職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將表格放入税務局收件箱內，或傳真 / 郵寄至本局。如須更改通訊地址，請填寫 IR1249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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