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帳戶稅收合規法案》便覽

重要通知

本便覽的內容僅供一般參考，不應被視作為任何事宜的詳盡陳述，且不應就此加
以倚賴。本便覽並無考慮任何個別銀行履行其《海外帳戶稅收合規法案》規約的
特定要求，也沒有考慮任何客戶的個別要求或處理方法。閣下在採取任何行動
前，請必須就香港及美國法律及閣下向其財務機構作出披露的責任，個別徵詢閣
下有關根據《海外帳戶稅收合規法案》處理方法的具體和獨立法律及／或稅務意
見。
香港銀行公會、其任何成員或其任何董事、僱員及聯繫人士概不就本便覽內容，
包括其疏忽、錯誤或遺漏等作出任何可靠性或準確性的保證，對此亦不承擔以任
何其他方式所產生的任何責任，並且概不就任何人士因倚賴本便覽的任何資料或
未能取得本便覽而產生（不論如何產生）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承擔任何責任。
此中文版便覽為英文版譯本，如中、英文兩個版本有任何抵觸或不相符之處，應
以英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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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帳戶稅收合規法案》(FATCA) 便覽
1 何謂 FATCA?

2 FATCA 為何與香港有關?



FATCA 全稱為“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海外帳戶稅收合規法
案》。



FATCA 是一項美國法案，其主要目的為
防止美國納稅人利用非美國金融機構及
海外投資工具逃避其應繳的美國稅款 1。



FATCA 影響著金融機構，該法案於 2014
年 7 月 1 日起分階段實施。



於 2014 年 11 月 13 日，香港政府與美國
政府簽訂跨政府協議（香港跨政府協
議），並以此協議作為根據，於香港實施
FATCA。此協議不單協助銀行業減低合規
成本、保障金融機構和其客戶的利益，亦
展示香港對加強稅務透明度所作出的承
諾。根據香港跨政府協議，包括銀行在內
的個別香港金融機構，除非獲得豁免，需
要各自與美國國稅局(IRS)簽訂協議並根
據香港跨政府協議履行其 FATCA 的職
責。



香港跨政府協議中要求參與的金融機構
必須識別及向美國國稅局申報特定美國
人士 2 帳戶資料。因此，銀行可能需要客
戶提供額外資料及文件以確認其美國或
非美國納稅身份。

3 在哪些情況下，銀行會要求客 
戶提供有關 FATCA 的資料及文

銀行一般需要在開戶的時候確認該新個
人客戶（例如個人及獨資業務）或新實體

件?

客戶（例如公司及信託）的美國或非美國
納稅身份。銀行可能要求客戶填寫美國稅
表（稱為 IRS W-8/W-9 表格）或自我聲
明 3，及提供相關證明文件（統稱”FATCA
文件”）
。此等文件由銀行自行保存，並不
需要向美國當局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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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亦有可能於以下情況向現有個人及
實體客戶索取 FATCA 文件：
a) 銀行發現其客戶資料顯示該帳戶與
美國有所聯繫（例如擁有美國地址）
；
b) （只適用於實體客戶）銀行內部沒有
足夠客戶資料以確認該客戶及 /或
其控權人 4FATCA 的分類；
c) 該客戶以往提供的 FATCA 文件已過
期或不可靠。


4 如果客戶未能向銀行提供
FATCA 相關文件或資料，會有
什麼後果?

根據香港跨政府協議，當銀行未能確定其
客戶的美國或非美國納稅身份時，銀行需
要向美國國稅局申報該等客戶的特定資
料。



就個人客戶（例如個人及獨資業務）及非
金融機構實體客戶（例如公司及信託）而
言，銀行會就該客戶群的年底財務帳戶總
結餘向美國國稅局作出申報。然而，美國
國稅局保留通過香港稅務局向銀行要求
特定帳戶資料的權利，包括其年底的財務
帳戶總結餘。



就金融機構客戶而言，銀行會將其界定為
非參與海外金融機構。此類金融機構將可
能面對 30%的懲罰性預扣稅，由銀行代表
美國國稅局收取。而且，其帳戶資料將被
申報至美國國稅局。
關於申報至美國國稅局的資料，請參閱問
題5

5 銀行需要向美國國稅局申報哪
些客戶資料?

銀行需要就以下客戶群向美國國稅局申報其
財務帳戶資料：
a) 個人及實體客戶為特定美國人士 2 –
申報資料包括某些帳戶擁有人資料
及財務帳戶資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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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d)

由特定美國人士控制 4 的實體客戶
– 申報資料包括某些帳戶擁有人資
料，控權人資料及財務帳戶資料 6
個人及實體客戶（不包括金融機
構）
，而銀行未能確認其美國/非美國
納稅身份（請參閱問題４） – 銀行
需要就該客戶群的年底財務帳戶總
結餘向美國國稅局作出申報。然而，
美國國稅局保留通過香港稅務局向
銀行要求特定帳戶資料的權利，包括
其年底的財務帳戶總結餘。
非參與海外金融機構 – 銀行需要就
2015 及 2016 年度對其作出申報。
申報資料包括帳戶名稱及地址（除非
銀行未能獲得客戶同意申報此類資
料），以及該年度向此類帳戶支付的
金額。

如客戶並非以上任何一類的客戶，銀行並不會
就 FATCA 將其資料申報至美國當局。
6 客戶可從哪些途徑獲得更多關
於 FATCA 的協助?

7 本公司沒有任何與美國有關的
商業往來，為什麼銀行還要求
我們填寫 FATCA 表格?



請注意，銀行不能向客戶提供任何稅務建
議（包括客戶的稅務人身份或 FATCA 分
類）。如有任何稅務疑問，客戶應就個人
情況向專業法律及/或稅務顧問徵求意見
或參閱美國國稅局網站。



客戶亦可瀏覽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網站
FATCA 常見問題或美國國稅局網站，以
獲取更多 FATCA 相關資料。



承問題 3，銀行可能要求客戶提供
W-8/W-9 表格或自我聲明 3 ，以確認客
戶的美國或非美國實體納稅身份，亦即
FATCA 分類。



客戶可從以下網址瀏覽或下載 W-8/W-9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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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pps.irs.gov/app/picklist/list/form
sInstructions.html?value=w8&criteria=fo
rmNumber&submitSearch=Find
8 本人沒有任何與美國有關的聯
繫，為什麼銀行還要求我填寫
FATCA 表格?



承問題 3，銀行可能要求客戶提供 W-8/W-9
表格或自我聲明 3，以確認客戶的美國或非
美國納稅身份。



客戶可從以下網址瀏覽或下載 W-8/W-9 表
格:
https://apps.irs.gov/app/picklist/list/formsI
nstructions.html?value=w8&criteria=form
Number&submitSearch=Find

9 銀行向我發出要求填寫 W 表格 
的信件，請解釋何謂 W 表格?



W 表格是指美國國稅局 W-8/W-9 表格。此
表格可讓銀行確認客戶的美國或非美國納
稅身份。然而，有些銀行會要求客戶填寫
自我聲明 3 來代替 W 表格。
W 表格的種類包括：
a) W-8BEN：供個人客戶聲明其非美國
納稅身份
b) W-9：供美國納稅人（包括個人及實
體客戶）填寫
c) W-8BEN-E/ W-8IMY/ W-8EXP/
W-8ECI：供實體客戶聲明其非美國納
稅身份及 FATCA 分類

客戶可從以下網址瀏覽或下載 W 表格的說明:
https://apps.irs.gov/app/picklist/list/formsInst
ructions.html?value=w8&criteria=formNumb
er&submitSearch=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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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便覽根據美國財政部法規以及香港跨政府協議所撰寫

2

根據美國稅務條例 7701(a)(30)章，美國納稅人定義為：


美國公民或美國外籍居民（例如：綠卡持有人或通過居住測試之個人）
；



在美國或根據美國法律組織或成立的合夥業務、公司或組織；



遺產（符合“非美國遺產”定義的遺產除外）
；或



一個美國法院可對其管理實施監管，並由一個或多個美國人士可以作出所有重大決定的
信託

特定美國人士為除了在美國財政部法規第 1.1473-1(c) 章所描述的人士（例如股份在一個或多個既
定證券市場持續交易之公司或其集團的成員、根據美國稅務條例第５８１章界定的銀行等）以外之
所有美國人士
3

自我聲明是由銀行設計及提供的表格，用以代替 W 表格向客戶獲取 FATCA 資料。與 W 表格不

同，各銀行的自我聲明格式並不統一
4

根據香港跨政府協議，控權人的定義為對實體有實際控制權的自然人。就信託而言，控權人包括

財產受予人、受託人、保護人（如有）
、受益人或某類別受益人的成員的個人，以及任何對該信託
擁有最終實際控制權的自然人。在信託以外的法律安排下，控權人亦指擁有同等或相似地位的自然
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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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美國人士（包括個人及實體客戶）需被申報的資料包括：


帳戶持有人名稱、地址，及美國納稅識別號碼(“TIN”)



財務帳戶編號



帳戶結餘或價值；及



該年度支付予該帳戶的金額，例如利息及股利，及來自出售或贖回財務資產的總收益

控權人為特定美國人士的實體客戶需被申報的資料包括：


帳戶持有人名稱及地址



各控權人的姓名、地址，及美國納稅識別號碼(“TIN”)



財務帳戶編號



帳戶結餘或價值；及



該年度支付予該帳戶的金額，例如利息及股利，及來自出售或贖回財務資產的總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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