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过与香港税务局（IRD）协商达成共识，国家税务总局（以下简称
“税务总局”）颁布了53号公告，简化了香港税收居民企业和个人申
请享受《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
税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待遇的程序。自2013年11月1日起
施行，53号公告使得香港居民在申请享受安排待遇时无需一开始就提
交《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明书》（“居民身份证明书”）（尽
管在中国税务机关对申请人身份有怀疑时可能仍需提交香港居民身
份证明），因此是个可喜的发展。由于非香港居民的申请人需根据124
号文规定在申请税收协定待遇时提交居民身份证明，53号公告使得香
港企业和个人在申请享受安排待遇时相对于其他地区的申请人处于
一个较有利的位置。 
 
53号公告要点 
 

 
认定税收居民身份的资料依据 

具体来说，53号公告明确香港企业或个人在申请享受安排待遇时可首先向
税务主管机关提交以下文件资料： 
• 法人申请人：香港公司注册处出具的公司注册证书（副本）或商业登

记证核证本； 
• 个人申请人：香港身份证和香港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及上一纳税年

度在港的缴税单。 
 
因此，从53号公告来看，除以下说明需提交香港居民身份证明的特定
情况以外，香港成立或注册的公司在根据安排申请享受税收待遇时一
般无需提交香港税务局出具的居民身份证明。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

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

漏税的安排》有关居民身份认

定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3 年第 53 号（以下简

称“53 号公告”），2013 年 9

月 13 日发布 
 

• 关于认定税收协定中“受益所

有人”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2 年第 30 号（以下简

称“30 号公告”），2013 年 6

月 29 日发布 
 

• 关于印发《非居民享受税收协

定待遇管理办法（试行）》的

通知，国税发[2009]124 号（以

下简称“124 号文”），2009

年 8 月 24 日发布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如何理解

和认定税收协定中“受益所有

人”的通知》，国税函[2009]601

号以下简称“601号文”），2009

年 10 月 27 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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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机关仍要求提供居民身份证明书的特定情况 

尽管有上述规定，53号公告列明法人申请人在下列情形下仍需提交居民身
份证明书： 
• 中国税务机关对申请人居民身份有怀疑，且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资料不

足以证明其居民身份的，包括在香港以外地区注册成立的法人但称其
管理和控制机构在香港的； 

• 上市公司及其中间控股公司根据受益所有人认定相关的“安全港”规
定提出申请的（30号公告第三条，具体内容请参阅我们的《中国快讯》
二零一二年第十五期）。 

 
香港居民身份证明书的申请程序 
 
53 号公告进一步说明，当需要申请人提供香港居民身份证明时，中国税务
主管机关应出具（标准格式的）转介函由申请人递交给香港税务局。申请
人亦应同时填报提交香港居民身份证明书申请表。 
 
关于申请表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税务局对不同地区成立的法人申请人要求
提交不同的申请表，不同的申请表所要求提供的信息程度不同，具体来讲： 
• 表格1313A(L) – 对于在香港成立为法团的公司要求填写的简化版表

格，只需填写“基本资料信息”； 
• 表格1313A(F) – 适用于在香港以外成立为法团的公司，需填写更详细

的资料信息，如公司董事及高层管理人员详细情况、公司总部所在地、
银行帐户、固定资产以及申请人在香港经营活动的详细情况等，以证
明其公司的实际管理和控制是在香港进行的。 

 
根据我们的经验，在香港以外注册成立的公司在申请香港居民身份证明书
时会面临香港税务局更严格以及更详细的询查。 
 
申请人居民身份可能需进一步审核 
 
一般情况下，中国税务主管机关应接受香港税务局开具的香港居民身份证
明书作为安排待遇申请人的香港居民身份证明。然而，税务主管机关有权
对申请人居民身份的真实性进行审核。若发现香港税务局做出的香港居民
身份认定与事实不符，可要求申请人进一步提供资料进行判定，或将情况
提交国家税务总局，向香港税务局求证。 
 
53 号公告的适用性 
 
值得注意的是，第 53 号公告仅适用于香港居民在内地和香港税收安排下
申请享受安排待遇的情况，包括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在香港以外注册
成立但管理和控制在香港的公司以及香港个人居民。 
 
毕马威观察 
 
53 号公告取消了香港居民在最初申请享受安排待遇时提供香港居民身份
证明书的一般要求，其对申请享受安排待遇程序所作的进一步明确，包括
对必要时向香港税务局开具转介函形式的规范，都是有利纳税人的发展，
尤其是对于香港注册成立（或控股）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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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申请享受安排待遇的申请人，特别是在香港以外注册成立的申请人，
需注意其仍需保证其可证明在香港具有商业实质，及能满足 601 号文和其
他税收文件对于“受益所有人”的要求，以保证可成功申请享受安排待遇。
关于受益所有人进一步的信息及讨论请参阅我们的《中国税务快讯》2009
年第 86 期、2012 年第 15 期、以及 2013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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