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税務局

税收協定組 

香港九龍啟德協調道 5 號 

税務中心 17 樓 

香港郵政總局郵箱 10851 號 

電話：2594 1500 

居民身分證明書申請表 

公司、合夥、信託或其他團體 

致： 香港特別行政區（以下簡稱「香港」）主管當局 

税務局檔案號碼（如有） 

本人為申請享受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關税務管轄區的名

稱）的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税安排下的待遇而提交居民身分證明書申請。（註 1） 

(1) 申索曆年

(2) 申請人資料

(a) 公司／合夥／信託／團體名稱

(b) 公司／合夥／信託／團體成立的情況 （註 2）

(i) 成立地點

(ii) 成立日期

(iii) 香港商業登記號碼（如有）

(iv) 香港公司註冊處登記編號（如有）

(c) 香港營業地址

(d) 香港通訊地址

(e) 最近獲發的居民身分證明書編號（如有）

(f) 香港聯絡人的姓名和電話號碼

(3) 申索曆年內業務的營運情況

(a) 業務性質

(b) (i) 總部所在地 

(ii) 主要分支機構所在地

(c) 管理層和其他僱員

非居住在香港或在香港 

在香港有固定住所的人數 沒有固定住所的人數 

董事／合夥人／受託人 

高層管理人員 

其他僱員 

(d) 必須於附錄提供架構及業務活動的詳情

(4) 擬在有關税務管轄區申請享受避免雙重課税安排待遇的收入

每個申索曆年的收入性質和款額

收入的實益擁有人的名稱和地址（註 3）

(5) 聲明書

本人謹此聲明，本人所提供的資料及附件均屬真確，並無遺漏。該等資料及附件或會因執行避免雙重課税安排的條文而向有

關税務管轄區的税務機關披露。

姓名 

職位 

簽署 

日期 
（簽署表格人士） 

（請註明職銜）（註 4） 

[根據《税務條例》第 80(2D)條，提供不正確的資料可招致重罰] 

IR1313B (01/2023)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就本表格的要求及於本局處理你的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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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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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當事人有權要求查閱及改正他的個人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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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當事人應致函評税主任（地址為香港郵  

政總局郵箱 10851 號），同時應註明他於本局的檔案號碼。  

 
 

 

 
附註  

 

1. 如果申請人明顯地不可享受避免雙重課税安排下的待遇，香港主管當局可拒絕發出居民身分

證明書。香港主管當局收到有關申請後，會審閱所填報的資料並可能要求申請人提供進一步

資料，及就符合條件的申請發出居民身分證明書。處理申請一般需時二十一個工作天。除非

申請人要求親自領取，否則居民身分證明書一般會以平郵郵寄到申請人的通訊地址。申請人

須留意，獲發居民身分證明書並不保證其申請享受避免雙重課税安排待遇一事將會成功。申

請人是否可獲避免雙重課税安排待遇由有關税務管轄區的税務機關作出最終決定。該税務管

轄區的税務機關會就申請人是否符合所有相關條件和是否可享受有關待遇作出決定。  

 

2. 除非申請人已於另一項申請提供以下文件，並於附錄第 5 項提供相關的參考編號，否則本表
 

格須連同以下文件一併遞交：  
 

(a)  如申請人為公司，須附上公司註冊證明書副本，以及更改名稱證明書副本（如有）；    

(b)  如申請人為合夥（有限合夥基金除外），須附上合夥協議書的核證副本，另列明申索曆

年內每位合夥人的資料，包括姓名、香港身份證號碼／商業登記號碼和地址；  

(c)  如申請人為有限合夥基金，須附上註冊證明書副本，以及更改名稱證明書副本（如有）； 

(d)  如申請人為信託，須附上信託契據的核證副本；或   

(e)  如申請人為團體，須附上組成憲章的核證副本。   

 

3. 舉例，申請人雖為股息、利息或特許權使用費的收款人，但使用或享用該收入時受到約束，

須根據合約或法律責任將所收取的款項交給另一人，則申請人不是該收入的實益擁有人。申

請人須要提供該收入的實益擁有人的名稱和地址。以受託人或管理人身份行事的代理人、代

名人或導管公司不被視為實益擁有人。  

 

4. 本表格須由以下人士簽署：  

(a)  如申請人為公司，須由董事、秘書或經理簽署；  

(b)  如申請人為合夥（有限合夥基金除外），須由合夥的首合夥人簽署；  

(c)  如申請人為有限合夥基金，須由有限合夥基金的普通合夥人或獲授權代表簽署；  

(d)  如申請人為信託，須由受託人簽署；或  

(e)  如申請人為團體，須由團體的主要職員簽署。  

 



附錄  

 

本附錄和居民身分證明書申請表（表格 IR1313B）均須經簽署後一併呈交。如填寫空位不足，請

另紙續書。   

 

税務局檔案號碼（如有）                                   申索曆年 :                               

 

第 1 部分  申請人必須填寫此部分  

 

1. 確認是否所有收入均屬被動收入或得自香港以外地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說明通常在何處經營業務，以及在每個地區或國家進行的業務活動性質。此外，提供在每個

地區或國家的機構營業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如尚未向税務局提交僱主報税表，表列在香港受僱僱員（如有）的姓名、香港身份證號碼及

在每個申索曆年的個別總薪酬。如已向税務局提交該申索曆年的僱主報税表，提供有關僱主

報税表檔案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說明公司／合夥／信託／團體在每個申索曆年內在何處行使其管理和控制。如公司／合夥／

信託／團體在超過一個地方行使其管理和控制，列出該些地區或國家，並指出公司／合夥／

信託／團體在哪個地區或國家受中央管理和控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提供補充資料（例如本表格附註 2 所要求提供的參考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 2 部分  如申請人在香港成立、其成員 (例如：股東 )不多於兩名及不屬於公營機構／團體或上市

集團內的公司，必須填寫此部分。  

6. 就每個地區或國家的機構，表列其僱員的人數和每位僱員的職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說明在香港開始營業的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就每位董事／合夥人／受託人／主要職員，提供其國籍、住址、主要職責及執行職務的地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就申索曆年內舉行的每一次董事／合夥人／受託人／監管團體會議，提供會議日期、出席的

董事／合夥人／受託人／主要職員的姓名、舉行會議的地點，以及經討論的事項詳情及獲通

過的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提供公司／合夥／信託／團體在香港的主要往來銀行名稱，以及持有的香港銀行帳戶總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說明在香港設立的常設機構的性質，並提供載列在上一報表期的財務狀況表內於期末的固定

資產價值及銀行存款結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 3 部分  如申請人在香港以外地方成立，必須填寫此部分。  

 

12. 就每個地區或國家的機構，表列其僱員的人數和每位僱員的職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說明在香港開始營業的日期；並確認此日期與向税務局商業登記署申報的開業日期，以及向

香港公司註冊處申報在香港設立營業地點的日期是否相同。如果有關日期 互不吻合，說明原

因。  
 

 

 

 

14. 就每位董事／合夥人／受託人／主要職員，提供其國籍、住址、主要職責及執行職務的地點。 
 

 

 

 

15. 就申索曆年內舉行的每一次董事／合夥人／受託人／監管團體會議，提供會議日期、出席的

董事／合夥人／受託人／主要職員的姓名、舉行會議的地點，以及經討論的事項詳情及獲通

過的決議。  
 

 

 

 

16. 提供公司／合夥／信託／團體在香港的主要往來銀行名稱，以及持有的香港銀行帳戶總數。  
 

 

 

 

17. 說明在香港設立的常設機構的性質，並提供載列在上一報表期的財務狀況表內於期末的固定

資產價值及銀行存款結餘。  
 

 

 

 

18. 提供如何、在何處及由誰執行下述活動的詳情（如適用）：  

(a)  制訂策略性政策；  

(b)  釐定業務方針；  

(c)  制訂工作計劃；  

(d)  決定業務融資方式；  

(e)  執行管理政策／方針／工作計劃；及  

( f)  檢討業務成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職位 

 

  簽署 

 

日期 

  

 

（ 簽 署 表 格 人 士 ）  

 

 

 （ 請 註 明 職 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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