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海外賬戶納稅法案》(FATCA)簡介
1. 甚麼是 FATCA？
2. FATCA 有何影響？
3. 我如何獲知自己是否受到影響？
4. FATCA 法例何時生效？
5. 滙豐是唯一受到 FATCA 影響的銀行嗎？
6. 為符合 FATCA 規定，滙豐須採取甚麼行動？

我是否會受到影響？
7. FATCA 是否同時適用於個人賬戶及商業戶口？

個人客戶
8. 是否僅當我為美國公民時，我才會受到影響？
9. 如果我是美國人，FATCA 對我有何意義？
10. 如果我不是美國人，FATCA 對我有何意義？
11. FATCA 是否會取代我所遵循的現行美國稅務規則？
12. 如果美國人及非美國人共同持有聯名戶口，將會怎樣？
13. 為符合 FATCA 規定，我需要多久提供一次資料？
14. 滙豐將向我當地的稅務機關或美國國稅局申報哪些資料？

商業客戶
15. 是否僅當我是一家美國公司時，我才會受到影響？
16. 作為商業客戶，我需要做些甚麼？
17. FATCA 是否會取代我所遵循的現行美國稅務規則？
18. 為甚麼其他銀行向我收集的文件與滙豐的不同？
19. 為符合 FATCA 規定，我需要多久提供一次資料？
20. 在甚麼情況下，滙豐需要向美國國稅局申報我的賬戶資料？
21. 滙豐將向我當地的稅務機關或美國國稅局申報哪些資料？
我需要做些甚麼？
22. 我可能需要向滙豐提供哪種類型的資料和／或文件？
23. 滙豐是否會提供所有需要填寫的表格？
24. 我必須在何時提供 FATCA 所需的資料和／或文件？
25. 如果我不提供 FATCA 所要求的資料，滙豐會採取甚麼行動？
26. 如果我受到 FATCA 影響，需要採取哪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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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客戶常見問題
FATCA 簡介
1. 甚麼是 FACTA？
FATCA 全稱為美國《海外賬戶納稅法案》，是美國為打擊逃稅行為而制定的一項法律。
該項法案由美國財政部（財政部）和美國國家美國國稅局（國稅局）制定，旨在防止美國人（請參閱詞彙
表）利用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逃避其收入及資產應繳的美國稅款，鼓勵他們更嚴格地遵守稅法。
預期全球大部分國家／地區將與美國政府就遵守 FATCA 簽訂政府間協議(IGA)。這些協議將使 FATCA 法
例變成這些國家／地區本地法律的一部分。（有關政府間協議的定義請參閱詞彙表）
2. FATCA 有何影響？
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必須每年申報由美國人直接或間接持有的金融賬戶的資料。
滙豐承諾將在經營業務的所有國家／地區全面遵守 FATCA。因此，我們將審查現有的客戶層，以確認客戶
的 FATCA 狀況。如有需要，我們可能須聯絡客戶，以獲取更詳盡的資料和文件。

3. 我如何獲知自己是否受到影響？
FATCA 法例將影響就美國稅務而言視為「美國人」的個人及商業客戶。FATCA 法例將同樣影響其所有人
為美國人的特定類型企業。
美國人包括但不限於：
 美國公民，包括在美國出生但在其他國家居住的個人（沒有放棄其美國公民身分）
 在美國居住的人士，包括美國綠卡持有人
 每年在美國居住較長時間的特定人士
 美國公司、美國合夥、美國產業及美國信託
在未來幾個月，我們將檢討該項法例對客戶的影響，並會適時向受影響的客戶提供更詳盡的資料。
如欲了解更多有關 FATCA 的資料，請瀏覽國稅局網站或聯絡專業稅務顧問。
4. FATCA法例何時生效？
FATCA 目前訂於自 2014 年 6 月 30 日起生效。
滙豐承諾將按照立法的時間表，在經營業務的國家／地區全面遵守 FATCA。

5. 滙豐是唯一受到 FATCA 影響的銀行嗎？
不是。所有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都將受到 FATCA 影響，但其就採納 FATCA 的應對方式各有不同。滙豐承
諾將在所有經營業務的國家／地區全面遵守 FATCA。

6. 為符合 FATCA 規定，滙豐須採取甚麼行動？
為遵守FATCA，滙豐將：


透過審查新客戶及現有客戶，以確定FATCA要求申報的客戶。商業客戶將根據FATCA法例進行分
類（例如，美國人、外國金融機構或非金融外國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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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國稅局或當地稅務機關申報所有由美國人直接或間接持有的賬戶。此外，滙豐可能需要申報拒絕
向我們提供所需文件的客戶資料。

在特定情況下，以及客戶無法提供有關文件或與不遵從法案的法人開展業務時，滙豐或須對上述客戶所得
的特定美國收入類別預扣30%的美國預扣稅。
（有關美國人、外國金融機構、非金融外國法人及預扣稅的定義，請參閱詞彙表）

我是否會受到影響？
7. FATCA 是否適用於個人或商業客戶？
FATCA 法例將影響持有滙豐賬戶、保單或協議的個人及商業客戶。



如果您是個人客戶，請參閱問題 8
如果您是商業客戶，請參閲問題 15

個人客戶
8. 是否僅當我為美國公民時，我才會受到影響？
並非如此。如果個人賬戶持有人滿足以下七個條件中的任何一個，滙豐都可能要求您提供更詳盡的資料／
文件，以便確定您是否 FATCA 所指的美國人。
• 為美國公民或美國居民
• 出生地為美國
• 擁有美國地址，包括美國郵政信箱
• 擁有美國電話號碼
• 重複設立將款項支付至美國地址或美國賬戶的付款指示
• 將有效授權書或代簽權授予擁有美國地址的人士
• 唯一地址是代收或代存郵件地址
9. 如果我是美國人，FATCA 對我有何意義？
如果您被視為美國人（請參閲詞彙表），滙豐可能要求您提供額外的資料／文件。建議您瀏覽國稅局網站，
確定您是否需要填寫及提交任何額外的國稅局表格。
如果您是指定美國人（請參閱詞彙表），滙豐必須每年向當地稅務機關或國稅局申報您及您所持賬戶的資
料。
我們會適時與受影響的客戶溝通，但由於滙豐無法就 FATCA 提供任何建議，我們建議您聯絡專業稅務顧問，
討論您個人的稅務狀況。
10. 如果我不是美國人，FATCA 對我有何意義？
對於大部分客戶而言，FATCA 的影響極小，並不需要採取任何行動。然而，如果滙豐認為您可能是
FATCA 所指的美國人，我們可能仍會聯絡您，以確認您為非美國人。
11. FATCA 是否會取代我所遵循的現行美國稅務規則？
FATCA 不會取代現行的美國稅制，但會在您所遵循的現行稅務規則上增加額外的規定，使其更為複雜。我
們建議您聯絡專業稅務顧問，討論您個人的稅務狀況。
12. 如果美國人及非美國人共同持有聯名戶口，將會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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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位持有人為美國人的聯名戶口將被視為美國賬戶，因此整個賬戶均受 FATCA 法例規限。

13. 為符合 FATCA 規定，我需要多久提供一次資料？
遵守 FATCA 是一個持續不斷的流程。如果您的賬戶資料有所變更，我們可能需要聯絡您收集額外的資料，
以便根據 FATCA 更新您的賬戶類別。

14. 滙豐將向我當地的稅務機關或國稅局申報哪些資料？
我們將根據客戶在 FATCA 中的類別，向國稅局及客戶當地的稅務機關申報客戶的資料。這些資料通常為個
人資料（如姓名、地址和美國納稅人識別號碼）及財務資料（如賬戶號碼、賬戶結餘／價值）。我們將會
就這些規定與受影響的客戶進行詳細溝通。

商業客戶
15. 是否僅當我是一家美國公司時，我才會受到影響？
並非如此。FATCA 影響的範圍遠不止美國公司。滙豐將會在全球聯絡許多商業客戶，根據 FATCA 確
定其身分。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識別 FATCA 要求申報的客戶。我們將與需要採取進一步行動的客戶溝
通。
16. 作為商業客戶，我需要做些甚麼？
我們可能需要您提供額外的資料／文件，以確定您在FATCA下的稅務身分。這份文件可能是滙豐聲明
書或國稅局的美國稅表。我們將與需要填寫表格的受影響客戶進行溝通，詳細説明填表時限。
17. FATCA 是否會取代我所遵循的現行美國稅務規則？
FATCA 不會取代現行的美國稅制，但會在您所遵循的現行稅務規則上增加額外的規定，使其更為複雜。
有關您的稅務身分或 FATCA 類別的疑問，請聯絡專業稅務顧問尋求進一步意見。
18. 為甚麼其他銀行向我收集的文件與滙豐的不同？
銀行及金融機構為確認客戶在 FATCA 下的稅務身分，會向其客戶收集資料，但收集的方式可能各有不
同。這意味著，在某些情況下，滙豐向您收集的文件可能與其他銀行的不同。
滙豐無法就您在 FATCA 下的稅務身分或類別提供意見。如需進一步協助，請瀏覽美國國稅局網站或聯
絡專業稅務顧問。

19. 為符合 FATCA 規定，我需要多久提供一次資料？
遵守 FATCA 是一個持續不斷的流程。如果您的賬戶資料有所變更，我們可能需要聯絡您收集額外的資
料，以便根據 FATCA 更新您的賬戶類別。

20. 在甚麼情況下，滙豐需要向我當地的稅務機關或國稅局申報我的賬戶資料？
FATCA 旨在防止美國人（請參閱詞彙表）利用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規避其全球收入及資產應繳的美國
稅款。因此，滙豐將向國稅局或當地稅務機關申報由美國人直接或間接持有的所有賬戶的資料。此外，
滙豐可能需要申報拒絕向我們提供所需文件的客戶資料。
21. 滙豐將向當地稅務機關或美國國稅局申報哪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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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根據客戶在 FATCA 中的類別，向美國國稅局及客戶當地的稅務機關申報客戶的資料。這些資料
通常是該公司實質的美國擁有人的個人資料（如姓名、地址和美國納稅人識別號碼）及財務資料（如賬
戶號碼、賬戶結餘／價值）。我們將會就這些規定與受影響的客戶進行詳細溝通。
我需要做些甚麼？
22. 我可能需要向滙豐提供何種類型的資料和／或文件？
滙豐將會聯絡受影響的客戶，詳細説明滙豐遵循 FATCA 所需的資料／文件，其中可能包括美國稅表（又稱
預扣憑證或 W 表）或者 FATCA 身份自我聲明。

23. 滙豐是否會提供所有要求填寫的表格？
如果滙豐需要您提供更多的資料，將會向您郵寄有關表格或提供下載表格的網頁。

24. 我必須在何時提供 FATCA 所需的資料和／或文件？
一般情況下，客戶應在溝通訊息中指明的日期前提交相關文件及資料。

25. 如果我不提供 FATCA 所要求的資料，滙豐會採取甚麼行動？
滙豐承諾全面遵守 FATCA。
如客戶拒絕遵從滙豐為確定客戶 FATCA 身分而索取文件的要求，滙豐集團將不能為其開立新賬戶或提供其
他產品與服務。
如客戶不在規定時間內提供必要資料及文件，根據 FATCA 規定，滙豐可能會結束與客戶的業務關係。
滙豐亦可能需要申報拒絕向我們提供所需文件的客戶資料。另外，滙豐或須對匯入客戶賬戶的某些美國來
源收取預扣稅款。（關於預扣稅的詳情請參閱詞彙表）
26. 如果我受到 FATCA 影響，需要採取哪些行動？
在未來幾個月，我們將繼續檢討該項法例對客戶的影響，並會適時與受影響的客戶溝通。如要了解更多有
關 FATCA 的資料，請瀏覽國稅局網站（請參閱實用連結），或聯絡專業稅務顧問徵求意見。
請注意，如果您與滙豐集團旗下多家成員公司擁有業務關係，將可能收到多次索取文件的要求。請務必答
覆所有要求，即使自認為自己已提交所需資料。
另外，滙豐無法提供稅務建議。如有稅務方面的疑問，請聯絡專業稅務顧問或參閲國稅局網站。

詞彙表
專業術語概覽：
-

外國金融機構 (FFI)
美國國稅局表格
政府間協議 (I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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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稅局 (IRS)
非金融外國法人 (NFFE)
指定美國人
納稅人識別號碼 (TIN)
美國人 (USP)
美國公民
預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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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金融機構 (FFI)
外國金融機構是指非美國金融機構。FATCA 法例中載有外國金融機構的詳細定義，包括銀行、保管機構、
投資基金及特定類型的保險公司。

美國國稅局表格
預扣憑證，又稱 W 表格，是指美國國稅局稅表。
W-9 表格要求填寫納稅人識別號碼和證明。此美國稅表由賬戶持有人提交，用以確認及證明其美國身分。
W-8 系列表格目前供外國人（包括公司）用以證明其非美國身分。此表格證實填表人為非美國居民外籍人
士或外國公司，藉此免除或減少其美國來源收入的預扣稅。此類表格使非美國客戶可以根據 FATCA 規定自
我證明身分。

政府間協議 (IGA)
政府間協議是由美國與特定國家政府簽訂的協議，目的是將遵守 FATCA 納入該國家的法律框架以便實施該
法案。政府間協議要求金融機構按以下方式提供其所持美國賬戶的資料：
•
•

直接提供予美國美國國稅局，或
提供予所在國家的當地稅務機關

美國國稅局 (IRS)
美國美國國稅局是美國政府負責徵稅與實施稅法的部門。

非金融外國法人(NFFE)
NFFE（非金融外國法人）是指不符合外國金融機構定義的在美國境外註冊／成立的法人，包括：
•
•
•
•

上市或私人持有的營運或營業公司
專業服務公司
某些非經營性實體（即非營運／營業公司）
慈善機構

納稅人識別號碼 (TIN)
納稅人識別號碼是美國美國國稅局的專門用語。
對於個人而言，這個號碼就是其美國社會安全號碼，而對於法人而言，則是其僱主身分識別號碼。
指定美國人
指定美國人是指除下列各方以外的任何美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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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股票在一個曆年內經常在一個或多個既定證券市場交易的公司；
屬於相同的擴大聯屬集團之成員公司，而其股票在一個曆年內經常在一個或多個既定證券市場交易；
根據美國聯邦稅法規定豁免徵稅的任何機構或個人退休計劃；
美國本身，或其任何全資機構或機關；
任何州、哥倫比亞特區、美國領土，或前述任何一方的任何政治分區，或前述任何一方或多方的全
資機構或機關；
根據美國或任何州法律（包括有關哥倫比亞特區的法律）註冊成立及經營業務的任何銀行；
任何房地產投資信託；
任何受 1940 年《投資公司法》規管的投資公司，或依其規定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註冊的實體；
任何共同信託基金；
任何豁免徵稅或被視為慈善信託的信託；
根據美國或任何州的法律註冊的證券、商品或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商；
經紀商，以及
在免稅或公立學校年金計劃或政府計劃下的任何免稅信託。

美國人 (USP)
「美國人」是指：
 美國公民或居民，
 在美國境內或根據美國、任何州或哥倫比亞特區的法律設立或組建的合夥，
 在美國境內或根據美國、任何州或哥倫比亞特區的法律設立或組建的公司，
 並非外國產業或外國信託（有關外國資產與外國信託的定義請參閲美國《國內稅收法》第 7701(a)(31)
條）的任何產業或信託，
 通過實質居住測試的人士，或者
 任何其他並非外國人的人士。
美國公民
「美國公民」是指：
 在美國出生的個人，
 父母一方為美國公民的個人，
 已歸化為美國公民的原外籍人士，
 在波多黎各出生的個人，
 在關島出生的個人，或者
 在美屬維爾京群島出生的個人。
預扣稅
FATCA規定，對於不遵守FATCA規定的金融機構和／或不提供FATCA所需文件的客户，須對其「可預扣
付款」徵收30%的預扣稅。

可預扣付款是指：
•

來源於美國境內的固定或可確定的年度或定期(FDAP)收入，包括利息與股息的付款。此規定將自
2014年7月1日起生效。

•

出售或處置任何財產（可產生來源於美國境內的利息或股息）所得的總收益。此規定將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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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有多種例外情況，包括與美國業務相關聯的收入。
中文譯本僅供參考，文義如與英文有歧義，概以英文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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