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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稅以法

服務以誠



抱負

我們要成為卓越的稅務管理機構，為促進香港的繁榮安

定作出貢獻。

使命

我們致力―

•  以高效率及合乎成本效益的方式徵收稅款；

•  對納稅人待之以禮，並提供有實效的服務；

•  透過嚴謹的執法、教育及宣傳，促使納稅人遵守稅務法例；

•  協助員工具備應有的知識、技巧和態度，從而竭盡所能，實踐我們

的抱負。

信念

我們的基本信念是―

•  專業精神

•  講求效率

•  積極回應

•  處事公平

•  注重成效

•  待人以禮

•  群策群力

局訓

治稅以法  服務以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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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局長序言

本人欣然報告稅務局在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的一年內，

實質上全部的服務承諾項目都能達標。在2019冠狀病毒

疫情持續影響下，本局仍然能夠取得滿意的成績，是同事

們勤奮工作、努力服務市民的成果，亦有賴市民對本局服

務的認同和鼓勵。

一如既往，我們致力提升服務質素及提高服務效率，包括

利用電子服務及先進資訊科技，協助納稅人履行稅務責

任。納稅人現時可透過「稅務易」帳戶在網上提交個別人

士、利得稅和物業稅報稅表，亦可享用本局一系列的電子

服務，包括在到期提交報稅表和繳稅前收到電子提示訊

息、繳稅後收到電子收據、在網上隨時檢視其報稅表、評

稅和繳稅的稅務狀況等。僱主亦可透過「稅務易」在網上

提交僱主報稅表和通知書，及以網絡版的「IR56表格擬備

工具」擬備及提交資料檔案，十分方便。

本局在本年度內推出多項新的電子服務，包括在網站推出

名為「Iris」的聊天機械人實時互動服務，全天候為市民

即時回答有關一般個別人士稅務資料的查詢。僱主亦可在

網上申請以自行設計軟件擬備符合本局規格的IR56表格。

此外，本局亦優化了經「香港政府一站通」網上申請有效

的商業登記證複本的服務，讓申請人在完成網上申請後，

可即時下載該複本。

本局會繼續努力，為市民提供高效的服務，以迎合市民對

本局的期望。同時，我亦感謝服務承諾關注委員會各委員

的寶貴意見和提議，使本局的服務精益求精。

稅務局局長

譚大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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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服務承諾關注委員會

服務承諾關注委員會為一獨立組織，其功能為監察本局各項服務承諾的表現。

委員會按季審視本局服務的實際成績，並提供意見以改善服務。

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執業律師、會計師、學術界和公共關係等專業人士，有廣泛的代表性。

2021-22年度的委員芳名如下：

梁建華先生（主席）

陳國榮博士

陳麗芬女士

陳瑞娟女士

張宏毅先生

蔡澤華先生

何健偉先生

林冠儀女士

羅君美女士

羅廣就先生

李家祥博士

李艷冰女士

黃偉華先生

劉健女士

劉佩兒女士（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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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服務標準研究小組

本局內部設有服務標準研究小組，每季提交服

務承諾報告書予服務承諾關注委員會審閱，並

策劃改善各項服務。服務標準研究小組轄下的

委員會負責籌備及推行一年一度的「傑出服務

巿民獎」比賽。小組由來自不同科及組別的同

事組成，2021-22年度的成員如下：

梁建華先生（主席）

黃佩琪女士

陳慧儀女士

鄧慶群女士

周建榮先生

張美芬女士

羅友鴻先生

劉佩兒女士

湯倩婷女士

梁蘇妹女士

陳恩慈女士（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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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年報內容摘要

在2021-22年度，本局大部分的服務承諾項目都能達標。

服務項目 服務水平
實際成績

2021-22 2020-21

1.  櫃位查詢

•  在10分鐘內處理（繁忙時間） 95% 99.2% 88.4%

2.  電話查詢

•  在3分鐘內接聽（繁忙時間） 80% 81.3% 86.5%

3.  書面查詢 — 簡單事宜

•  在7個工作日內回覆 96% 99.9% 99.1%

4.  書面查詢 — 技術性事宜

•  在21個工作日內回覆 98% 99.9% 98.6%

5.  處理報稅表

利得稅報稅表

•  在9個月內作出評稅 80% 79.3% 76.9%

物業稅報稅表

•  在9個月內作出評稅 96% 97.3% 98%

綜合報稅表

•  在9個月內作出評稅 96% 96.4% 81.5%

6.  向首次申報的納稅人發出報稅表

利得稅

•  在3個月內發出 98% 不適用 不適用

薪俸稅

•  在5個月內發出 98% 100% 100%

7.  要求發出不反對撤銷公司／有限合夥基金註冊通知書

•  在21個工作日內處理 98%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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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 服務水平
實際成績

2021-22 2020-21

8.  購買及贖回儲稅券

•  在12個工作日內處理（繁忙期間） 99% 99.9% 99.9%

9.  回覆反對通知書

•  在18個工作日內處理（繁忙期間） 98% 99.6% 97.6%

10.  處理反對個案

•  在4個月內處理 98% 99.9% 99.8%

11.  申請延緩繳納暫繳稅

•  在12個工作日內處理 98% 99.9% 96.5%

12.  向以電子方式繳稅的公司、合夥業務及聯名物業業主發出書面收據

•  在4個工作日內發出 99% 100% 100%

13.  退還多繳的稅款

•  在18個工作日內退還 98% 99.9% 99.8%

14.  因修訂評稅而退還稅款

•  在10個工作日內退還 98% 100% 99.8%

15.  稅務審核和調查

•  在2年內完成 80% 89.4% 89.5%

16.  透過香港政府一站通為轉讓契約、物業買賣合約、租約、成交單據及轉讓文書加蓋
印花

網上方式付款

•  在收到印花稅後即時透過香港政府一站通發
出印花證明書

99% 100% 100%

離線方式付款

•  在收到印花稅後2個工作日內透過香港政府
一站通發出印花證明書

99% 100% 100%

17.  轉讓契約及物業買賣合約的加蓋印花申請

•  在5個工作日內加蓋印花 98% 99.9% 99.9%

18.  成交單據及租約的加蓋印花申請

•  即日加蓋印花 98% 99.1% 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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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 服務水平
實際成績

2021-22 2020-21

19. 豁免印花稅申請（集團公司間的轉讓）

• 在3個月內處理 85% 93.8% 92%

20. 新商業登記證*

經櫃位處理的申請

• 在30分鐘內發出+ 99% 100% 100%

經郵遞或透過「香港政府一站通」提交的申請

• 在2個工作日內發出 99% 100% 100%

21. 商業登記冊內資料的摘錄的核證本

• 在1個工作日內發出 99% 100% 100%

22. 更改商業登記資料

經櫃位處理的通知

#+• 在30分鐘內辦妥 97% 100% 100%

經郵遞或透過「香港政府一站通」提交的通知

• 在5個工作日內辦妥 99% 99.9% 99.2%

23. 發出啟動密碼通知書

透過「香港政府一站通」提交的申請

• 在2個工作日內發出 98% 100% 100%

24. 向以電子方式繳稅的「稅務易」用戶發出電子收據

• 在2個工作日內發出 99% 100% 100%

25. 處理投訴個案

• 在7個工作日內作出初步回覆 99% 100% 100%

• 在15個工作日內作出實質回覆 99% 99.4% 100%

* 不適用於向公司註冊處提交的申請。

# 不適用於以批量形式經櫃位提交的通知。

+ 經櫃位申請新商業登記及更改商業登記資料的即時服務於 2022年 2月 16日至 3月 31日期間暫停，以
減少聚集在商業登記署輪候的訪客，以及減低 2019冠狀病毒病傳播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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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咨詢服務

服務簡介

咨詢中心設於稅務大樓一樓及二樓，負責處

理櫃位和電話熱線187 8088的查詢工作。咨詢

中心亦處理「稅務易」支援熱線183 2011的

查詢。

咨詢中心裝有連接本局一般查詢資料庫的電

腦網絡，方便員工能即時為市民提供一站式

服務。

為方便訪客，咨詢中心設置電子輪候服務

系統，按市民到訪的時間先後處理他們的

查詢。

咨詢中心的自動電話詢問系統設有144條電話線，每日

24小時向市民提供錄音的稅務資料，和透過圖文傳真發

出有關資料和表格。在辦公時間內，市民可選擇與咨詢

中心職員聯絡。系統亦備有留言待覆服務及傳真詢問服

務。

本局亦就市民感興趣的稅務專題印製一系列小冊子，在

稅務大樓一樓供市民取閱。公眾人士亦可在本局網頁

www.ird.gov.hk查閱一般稅務資料或下載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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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12個月的服務表現

服務
水平

成績

2021-22 2020-21

1.  櫃位查詢

服務表現

繁忙時間（由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5時）

•  等候時間在10分鐘內 95% 99.2% 88.4%

非繁忙時間

•  等候時間在10分鐘內 99% 99.8% 98%

櫃位查詢數目 355,040 342,125

2.  電話查詢

服務表現

7月至4月

•  職員在3分鐘內接聽電話 90% 93.6% 82.5%

•  職員在4分鐘內接聽電話 95% 98.5% 92.8%

•  職員接聽電話數目 400,219 342,514

5月及6月

•  職員在3分鐘內接聽電話 80% 81.3% 86.5%

•  職員在4分鐘內接聽電話 90% 95.3% 96.6%

•  職員接聽電話數目

全年

129,424 133,347

•  平均等候時間 1.2 分鐘 1.7 分鐘

•  電話查詢數目

-  由系統提供資料 886,884 1,398,102

-  由職員接聽 529,643 475,861

•  索取圖文傳真資料數目 2,669 8,434

•  利用留言服務數目 67,424 74,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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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書面查詢

服務簡介

書面查詢分為「簡單事宜」和「技術性事宜」兩類，按所詢問內容的複雜程度而定。「簡

單事宜」是指可直接由局內的資料庫找到答案，無須查閱有關檔案便可作答的查詢，包括

詢問有關遞交報稅表事宜、申請個人入息課稅的資格、繳稅情況和索取報稅表或評稅通知

書副本等。所有其他查詢均屬「技術性事宜」。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12個月的服務表現

服務
水平

成績

2021-22 2020-21

1.  查詢 — 簡單事宜

服務表現

•  在7個工作日內回覆 96% 99.9% 99.1%

•  在9個工作日內回覆 99% 99.9% 99.9%

•  回覆數目 422,215 440,475

2.  查詢 — 技術性事宜

服務表現

•  在21個工作日內回覆 98% 99.9% 98.6%

•  在42個工作日內回覆 99% 99.9% 99.7%

•  回覆數目 364,337 408,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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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處理報稅表

服務簡介

本局於2021年5月發出大批個別人士報稅表，而大批利得稅報稅表（公司及合夥業務）和物
業稅報稅表（聯名物業）則於2021年4月發出。除此之外，本局亦會因應需要不時發出報
稅表。

本局會審閱納稅人提交的報稅表和進行評稅工作。大部分個案會先依照申報資料發出稅

單，然後才抽查審核。就部分個案，我們或會在評稅前向納稅人要求提供更詳盡資料。如

果納稅人未有提交報稅表，本局可以發出估計評稅。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12個月的服務表現

服務
水平

成績

2021-22 2020-21

1.  利得稅報稅表（公司及合夥業務）

服務表現

•  由發出報稅表日期起計，作出評稅所需時間

-  9個月 80% 79.3% 76.9%

-  12個月 95% 98.6% 98.4%

-  15個月 100% 100% 100%

•  由2020年4月至2021年6月發出的報稅表數目 504,777 513,441

2.  物業稅報稅表（聯名物業）

服務表現

•  由發出報稅表日期起計，作出評稅所需時間

-  6個月 85% 89.8% 91.8%

-  9個月 96% 97.3% 98%

-  12個月 99.5% 99.7% 99.7%

•  由2020年4月至2021年9月發出的報稅表數目 292,300 299,426

3.  綜合報稅表

服務表現

•  由發出報稅表日期起計，作出評稅所需時間

-  6 個月 85% 90.4% 50%

-  9 個月 96% 96.4% 81.5%

-  12 個月 99.5% 99.6% 99.2%

•  由2020年4月至2021年9月發出的報稅表數目 5,803,371 5,978,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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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向首次申報的納稅人發出報稅表

服務簡介

利得稅

新業務的經營者通常以書面通知稅務局其業務須課稅。本局會在收到通知後3個月內發出利
得稅報稅表。

薪俸稅

向本局首次申報其須課薪俸稅的通知書，一般是由僱員自己發出，或由僱主以IR56E表格申
報。

收到上述通知書後，本局會：
•  就須課稅個案，向該僱員發出報稅表；

•  回覆該僱員，說明由於收到通知書的時間與本局即將發出大批報稅表的時間接近，其報
稅表將會在下一次大批發出報稅表時發出；

•  就無須課稅個案，回覆僱員，說明本局不會發出報稅表。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12個月的服務表現

服務
水平

成績

2021-22 2020-21

1.  利得稅

服務表現

•  在收到納稅人須課稅通知後，於3個月內回覆 98% 不適用 不適用

•  回覆數目 0 0

2.  薪俸稅

無須課稅個案

服務表現

•  在收到僱員有關其聘用的通知書後，於21個工作
日內回覆

98% 100% 100%

•  回覆數目 24 7

須課稅個案

服務表現

4月至11月

•  在收到通知書後，於3個月內發出報稅表 98% 100% 100%

12月至3月

•  在收到通知書後，於5個月內發出報稅表 98% 100% 100%

發出報稅表數目 23,584 1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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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撤銷公司／有限合夥基金註冊

服務簡介

稅務局局長可按《稅務條例》第88B條，應根據《公司條例》或《有限合夥基金條例》有權

申請將公司或有限合夥基金的註冊撤銷的人提出之要求，發出書面通知，述明不反對撤銷

該公司或該有限合夥基金的註冊。

若公司或有限合夥基金沒有未完成的稅務事宜和未清繳的稅款，稅務局局長會發出不反對

撤銷該公司或該有限合夥基金註冊的通知書。否則，局長會發出信件，列明該公司或該有

限合夥基金尚未完成的事宜或未清繳的稅款。當該等事宜經辦妥和稅款清繳後，申請人可

填妥信件的下方部分，呈交稅務局要求重新考慮申請，而無須再次繳付申請費。

本局會在收到有效申請表和有關費用後的21個工作日內回覆申請人。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12個月的服務表現

服務
水平

成績

2021-22 2020-21

處理要求發出不反對撤銷公司／有限合夥基金註冊通知書的申請*

服務表現

•  在21個工作日內處理 98% 100% 100%

•  處理個案數目 94,958 108,886

* 有關有限合夥基金的條文，由 2020年 8月 31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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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儲稅券

服務簡介

納稅人可購買儲稅券作儲蓄繳稅之用。儲稅券如贖回作繳稅用途可獲付利息。

如果納稅人對評稅提出反對，他可能被要求購買面值相等於或少於受爭議稅款的儲稅券。

在有關反對得直時，可就所購買的儲稅券獲付利息。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12個月的服務表現

服務
水平

成績

2021-22 2020-21

購買及贖回儲稅券

服務表現

7月至12月

•  在9個工作日內處理 99% 99.9% 99.9%

•  交易個案數目 45,266 94,811

1月至6月

•  在12個工作日內處理 99% 99.9% 99.9%

•  交易個案數目 176,844 107,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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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評稅的反對

服務簡介

納稅人如不滿意本局所作的評稅，可在評稅通知書發出日期後一個月內，以書面向稅務局

局長提出反對。

收到反對後，本局會發出確認通知書。

在審閱個案後，再發出「了結反對個案通知書」或「評稅人員決定通知書」。

「了結反對個案通知書」包括修訂評稅通知書、退稅通知書、或通知了結反對個案的信件。

如反對個案不能立刻了結，本局會向納稅人發出「評稅人員決定通知書」，要求納稅人提

供進一步資料、建議解決的方案、建議納稅人撤銷反對或知會納稅人該個案已交由局長作

出決定。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12個月的服務表現

服務
水平

成績

2021-22 2020-21

1.  回覆反對通知書

服務表現

5月至8月

•  在12個工作日內發出 98% 99% 90.6%

•  在18個工作日內發出 99% 99.4% 93.5%

•  回覆數目 25,945 16,600

9月至4月

•  在18個工作日內發出 98% 99.6% 97.6%

•  在24個工作日內發出 99% 99.8% 98.7%

•  回覆數目 72,885 67,297

2.  處理反對個案

服務表現

•  在4個月內獲得處理 98% 99.9% 99.8%

•  獲處理個案數目 99,936 8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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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申請延緩繳納暫繳稅

服務簡介

納稅人可以根據《稅務條例》指明的理由，以書面申請延緩繳納部分或全部的暫繳稅款。

有關的申請不能遲過暫繳稅繳稅日期前28日、或暫繳稅繳稅通知書發出日期後14日遞交，

二者以較遲的為準。

在有關申請被確認有效後，本局會向納稅人作出下列的回覆：

•  確定可獲延緩繳納的暫繳稅款額；或

•  要求提供進一步資料。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12個月的服務表現

服務
水平

成績

2021-22 2020-21

申請延緩繳納暫繳稅

服務表現

•  在12個工作日內回覆 98% 99.9% 96.5%

•  在18個工作日內回覆 99% 99.9% 99.8%

•  回覆數目 56,277 109,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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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方式繳稅書面收據

服務簡介

納稅人可以用電子方式、郵寄或親身交稅。目前，本局提供四種電子交稅途徑：電話、銀

行自動櫃員機、電子支票和互聯網。電子付款不但為納稅人提供一個既安全又方便的付款

方法，而且有助本局提高成本效益。以電子方式繳稅的公司、合夥業務及聯名物業業主，

可獲發書面收據。以電子方式繳納薪俸稅、獨資業務利得稅、全權擁有物業的物業稅和個

人入息課稅的納稅人，則可透過「稅務易」帳戶收取電子收據。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12個月的服務表現

服務
水平

成績

2021-22 2020-21

電子方式繳稅書面收據

服務表現

•  在4個工作日內發出 99% 100% 100%

•  完成個案數目 103,674 95,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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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還稅款

服務簡介

如有多繳應付稅款，本局會在收到稅款後的18個工作日內退還給納稅人。

因修訂評稅（反對或申請獲接納）而須退還的稅款，本局會在發出修訂評稅通知書後的

10個工作日內作出退稅。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12個月的服務表現

服務
水平

成績

2021-22 2020-21

1.  多繳應付稅款

服務表現

•  在18個工作日內退還稅款 98% 99.9% 99.8%

•  退還稅款數目 40,417 42,561

2.  修訂評稅

服務表現

•  在10個工作日內退還稅款 98% 100% 99.8%

•  退還稅款數目 95,817 10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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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審核和調查

服務簡介

實地審核及調查科致力打擊逃稅和避稅行為，以鼓勵納稅人自願遵守《稅務條例》的各項

規定。

為確定業務所填報的報稅表正確無訛，本局會進行實地視察和查閱業務的會計紀錄。稅務

調查則涉及向涉嫌逃稅的納稅人進行深入調查。

為加強對納稅人的服務，提高實地審核和調查工作的透明度，本局已公布其罰款政策。

市民可在本局網頁www.ird.gov.hk或透過表格傳真服務查閱。如果納稅人被評定須繳交補

加稅罰款，有關補加稅評稅通知書將列明罰款額的計算方法。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12個月的服務表現

服務
水平

成績

2021-22 2020-21

實地審核和稅務調查

服務表現

在下列時間內完成審核或調查：

•  6個月 60% 72.5% 78%

•  1年 70% 81.1% 84.8%

•  2年 80% 89.4% 89.5%

•  3年 90% 92.3% 92.3%

•  完成個案數目 1,720 1,801

www.ird.gov.hk


20

16
文件加蓋印花

服務簡介

印花稅署負責對需要加蓋印花的文件（例

如物業轉讓契約、買賣合約、租約、香港

證券成交單據及轉讓書等）進行審核和評

稅工作。在申請人繳付了印花稅後，印花

稅署會在文件上加蓋印花，然後發還給申

請人。涉及物業估價的個案，一般需要較

長的時間處理。

根據《印花稅條例》，集團公司之間轉讓

物業或香港證券，可獲豁免繳付印花稅。申

請這項豁免須以法定聲明的形式向印花稅署

提出。申請人可獲書面通知申請的結果。

印花證明書與在文書上加蓋的傳統印花具相同的法律地位。納稅人可經互聯網，透過香

港政府一站通的電子印花稅服務<www.gov.hk/estamping>為物業轉讓契約、買賣合約、

租約、香港證券成交單據及轉讓書加蓋印花。納稅人可在繳付印花稅後，自行列印印花

證明書。

www.gov.hk/estam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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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12個月的服務表現

服務
水平

成績

2021-22 2020-21

1.  透過香港政府一站通為轉讓契約、物業買賣合約、租約、成交單據及轉讓文書加蓋印花

服務表現

網上方式付款

•  即時發出印花證明書 99% 100% 100%

•  獲蓋印花文件數目 231,687 167,346

離線方式付款

•  在2個工作日內發出印花證明書 99% 100% 100%

•  獲蓋印花文件數目* 1,792,429 193,202

2.  轉讓契約及物業買賣合約的加蓋印花申請 

服務表現

•  在5個工作日內加蓋印花 98% 99.9% 99.9%

•  獲蓋印花文件數目 38,554 34,609

3.  成交單據及租約的加蓋印花申請

服務表現

•  即日加蓋印花 98% 99.1% 99.4%

•  獲蓋印花文件數目 925,736 1,024,588

4.  豁免印花稅申請（集團公司間的轉讓）

服務表現

•  在3個月內處理 85% 93.8% 92%

•  在12個月內處理 95% 99.8% 100%

•  處理的申請數目 918 759

* 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就股票轉讓而發出的印花證明書數量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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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商業登記

服務簡介

經營業務人士須在開業後的一個月內，向商業登記署申請業務登記。所有申請必須連同商業

登記費及徵費一併遞交。在辦妥登記後，該署會向有關業務發出有效的商業登記證。

在「一站式公司註冊及商業登記」服務下，公司只須就公司註冊及商業登記向公司註冊處提

交一項申請。任何申請公司註冊的人會被視作同時申請商業登記，而毋須再另行向商業登記

署申請業務登記。該一站式安排並不適用於獨資業務、合夥業務及分行登記。

任何人士經繳交規定的費用後，可申請其所指定的業務在商業登記冊內資料的摘錄。

假如業務的登記資料有所變更，經營業務人士須在一個月內通知商業登記署，該署會將有關

變更記錄在商業登記冊內。在「一站式通知」服務下，公司不須就以下公司資料的變更另行

通知商業登記署：

本地公司

•  公司名稱

•  註冊辦事處地址

非香港公司

•  法人名稱

•  在香港的主要營業地點的地址

•  獲授權代表的名稱及地址

公司註冊處會就以上公司資料變更的通知書或申報表，按《公司條例》登記或記錄後，將該

等資料傳送予本局。

公司可經公司註冊處「註冊易」的一站式電子服務，申報變更註冊辦事處地址的同時，選擇

要求公司註冊處代通知本局，公司按《商業登記條例》登記的業務地址已在電子表格NR1所

述的生效日期起，變更為該表格上的新註冊辦事處地址。這項服務可讓公司一次過變更其註

冊辦事處地址及業務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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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12個月的服務表現

服務
水平

成績

2021-22 2020-21

1.  新證辦理*

服務表現

經櫃位處理的申請

•  在30分鐘內發出+ 99% 100% 100%

•  發出新證數目 33,180 32,532

經郵遞或透過「香港政府一站通」提交的申請

•  在2個工作日內發出 99% 100% 100%

•  發出新證數目 11,866 12,787

發出新證總數 45,046 45,319

2.  商業登記冊內資料的摘錄的核證本

服務表現

•  在1個工作日內發出 99% 100% 100%

•  發出摘錄的核證本數目 167,869 191,033

3.  更改商業登記資料

服務表現

經櫃位處理的通知

#+•  在30分鐘內辦妥 97% 100% 100%

•  更改商業登記資料數目 250,340 269,170

經郵遞或透過「香港政府一站通」提交的通知

•  在5個工作日內辦妥 99% 99.9% 99.2%

•  更改商業登記資料數目 193,580 213,181

更改商業登記資料總數 443,920 482,351

* 不包括由公司註冊處發出的新證。

# 不包括以批量形式經櫃位提交的通知。

+ 經櫃位申請新商業登記及更改商業登記資料的即時服務於 2022年 2月 16日至 3月 31日期間暫停，以減
少聚集在商業登記署輪候的訪客，以及減低 2019冠狀病毒病傳播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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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稅務易」帳戶

服務簡介

市民可隨時開立「稅務易」帳戶。一經登入帳戶，除可在網上

報稅外，市民更可享用本局一系列的電子服務，包括在到期提

交報稅表和繳稅前收到電子提示信息、繳稅後收到電子收據、

檢視其報稅表、評稅和繳稅的稅務狀況等。

納稅人開立「稅務易」帳戶時須輸入啟動密碼。他可透過「稅務易」申請啟動密碼。本局

會在隨後兩個工作天內發出。收到啟動密碼通知書後，納稅人可登入「稅務易」進行簡單

的登記程序，設定自己的「稅務易」通行密碼。如納稅人忘記他的「稅務易」通行密碼且

沒有在「稅務易」帳戶登記密碼提示，他需要申請新的通行密碼，有關申請可透過「稅務

易」提出。「稅務易」用戶亦可經「智方便」登入「稅務易」帳戶；或經登記「我的政府

一站通」服務，並連結其「稅務易」帳戶後，透過「我的政府一站通」直接使用「稅務

易」服務。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12個月的服務表現

服務
水平

成績

2021-22 2020-21

1.  發出啟動密碼通知書

服務表現

•  透過香港政府一站通提交的申請

-  在2個工作日內發出 98% 100% 100%

•  發出啟動密碼通知書數目 187,738 235,770

2.  向以電子方式繳稅者發出電子收據

服務表現

•  在2個工作日內發出 99% 100% 100%

•  發出電子收據數目 1,136,174 1,219,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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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及嘉許

服務簡介

如果納稅人對本局的服務有任何不滿，可經下列途徑聯絡投訴主任—

電話： 2594 5000

地址：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號稅務大樓37樓

郵寄： 香港郵政總局郵箱11234號

傳真： 2802 7625，或

電郵：  taxinfo@ird.gov.hk

若納稅人認為投訴未獲適當的處理或須進一步覆查，請以下列方式致函本局投訴聯絡主任—

郵寄： 香港郵政總局郵箱11234號

傳真： 2802 7625，或

電郵： taxinfo@ird.gov.hk

如所需資料已存於電腦中，投訴可獲即時處理。在其他情況下，本局會在收到投訴後的7個

工作日內發出初步回覆，並在15個工作日內作出書面回覆。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12個月的服務表現

服務
水平

成績

2021-22 2020-21

處理投訴個案

服務表現

•  在7個工作日內作出初步回覆 99% 100% 100%

•  在15個工作日內作出實質回覆 99% 99.4% 100%

•  投訴個案數目 159 154

mailto: taxinfo@ird.gov.hk
mailto: taxinfo@ir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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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個案分類 數目 %

•  利得稅（公司及合夥業務） 8 5%

•  利得稅（獨資業務）、薪俸稅、物業稅及個人入息課稅 103 65%

•  收稅、商業登記及印花稅 37 23%

•  實地審核及稅務調查 5 3%

•  一般查詢及上訴 6 4%

合計 159 100%

調查結果 數目 %

•  成立 6 4%

•  部分成立 68 43%

•  不成立 85 53%

合計 159 100%

成績

2021-22 2020-21

1.  向申訴專員投訴個案 15 13

2.  納稅人致本局的嘉許信 238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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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教育及資料

本局深信推動稅務教育，能促進納稅人和僱主自願遵守稅務規定。為協助納稅人全天候接

觸本局資訊，本局已將跟納稅人息息相關的項目上載本局網頁www.ird.gov.hk。其中包括

一系列的《稅務條例釋義及執行指引》、稅務代表專欄和電子稅務講座。《稅務條例釋義

及執行指引》列出本局對《稅務條例》施行的觀點和履行評稅職務的慣常做法，使市民了

解本局的觀點和運作。稅務代表專欄和電子稅務講座為稅務代表、僱主、業主和個別人士

詳細解釋應如何填寫報稅表及履行稅務責任。為進一步向納稅人提供協助，本局把他們常

遇到的問題和有關答案上載，並定期加強及更新有關內容。

本局亦在「香港政府一站通」的「稅務及應課稅品」分項中，上載了一些專為納稅人編寫

的資料和文章，如他們的稅務權利和責任，那些入息須要課稅，可申索的免稅額或扣除項

目等。

www.ir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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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報稅服務

稅務局秉承以客為本的宗旨，不斷優化電子服

務。透過「稅務易」帳戶，納稅人可在網上提

交個別人士報稅表、利得稅和物業稅報稅表，

僱主亦可在網上提交僱主報稅表。

個別人士報稅表、利得稅和物業稅報
稅表

現時網上提交個別人士報稅表的主要功能包括

「預填資料」、「估計應繳薪俸稅款」、「儲

存資料」和「檢視和列印」。在適用情況下，

本局會將僱主所提供有關2021/22課稅年度

的入息資料，預填在有關納稅人的電子報稅表

「薪俸稅」部分內，令納稅人報稅時更省時

方便。

本局已就2022-23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的稅務寬減措施，更新了計算稅款功能。納稅人在網

上提交個別人士報稅表前，可即時計算自己應繳的稅款。

符合指明條件的法團及合夥業務的利得稅報稅表，亦可以在「稅務易」平台上以電子方

式提交。網上報稅分為「填寫」和「提交」兩個步驟。稅務代表可先行在網上填妥客戶的

電子報稅表，再傳送給其客戶。核對之後，有關業務的首合夥人或法團的董事、秘書或經

理，須在網上登入其個人的「稅務易」帳戶簽署及提交報稅表。成功提交報稅表後，系統

會即時發出確認書。

為鼓勵納稅人開立「稅務易」帳戶和經網上提交報稅表，所有使用電子報稅服務的人士，

均可獲得延期報稅。提交個別人士報稅表的人士可獲自動延期一個月。提交物業稅報稅表

的人士可獲自動延期兩星期。至於利得稅報稅表，除了可按其年結日期申請延期提交，若

納稅人使用網上報稅，他及其稅務代表可申請或代為申請額外再延期兩星期提交報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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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主報稅表

僱主報稅表的獲授權簽署人可透過其個人的「稅務易」帳戶

以在線模式填寫及直接提交年度僱主報稅表（BIR56A）、

IR6036B及每次最多30份通知書（即 IR56B／E／F／G／M 

表格）至本局。

此外，僱主亦可透過網絡版 I R 5 6表格擬備工具、稅務局

IR56B軟件或已獲批准的僱主自行設計軟件擬備一個內藏不

多於800份IR56B或IR56F紀錄的XML格式資料檔案，然後經

「混合模式」或「在線模式」上載或提交至本局。

以「混合模式」於網上提交IR56B或IR56F資料檔案無須登入

「稅務易」帳戶。僱主可委派一位人士把IR56B（正本／附

加／修訂／補充）或IR56F（正本／附加／修訂）資料檔案

上載至稅務局。獲授權簽署人只須簽妥並交回BIR56A文本表

格（如用作年度報稅）及由該系統所匯出的核對表，即可完

成提交程序。

經「稅務易」於互聯網上載或提交僱主報稅表，數據傳送完整、保密、方便又快捷；更符

合本局保護環境、珍惜資源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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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納稅人約章

納稅人的權利

 1.  稅務負擔

你只須繳付依法所徵的稅款。

2.  以禮相待

在處理稅務事宜時，你有權獲得禮貌的待遇。

3.  專業服務

你有權獲得我們迅速地按所承諾的標準提供服務。你可期望我們協助你瞭解和履行稅務

義務。你可期望我們以公正、專業和公平的態度處事。

4.  私隱保密

你所提供的資料只作法例許可的用途；除法例另有授權外，不會向任何人披露。

5.  查閱資料

在法例許可下，你有權查閱有關你的個人稅務資料。

6.  雙語服務

你有權選擇我們的服務以中文或英文提供。

7.  投訴上訴

倘若你對我們的服務感到不滿意，你有權向我們或申訴專員提出意見和投訴。就作出的

評稅，你有權提出反對和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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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人的義務

1.  誠誠實實

你應誠實地處理稅務事宜。

2.  依法申報

你應於指定時限內提交正確的報稅表和文件，並提供完整和準確的資料。

3.  繳納稅款

你應準時交稅。

4.  保存紀錄

你應保存充足的紀錄，以利確定稅款。

5.  保持聯繫

你的業務或通訊地址如有更改，應通知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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