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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报告标准对个人的影响

背景 

为了加大跨国反避税和反洗钱的力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

组织）于 2014 年 7 月发布了《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其

中，统一报告标准（CRS）要求签署国家（或地区）之间定期互相披露

对方国家（或地区）税收居民在本国的金融账户信息，以提升税收透明

度和打击跨境逃税和洗钱等违法行为。2014年9月，我国承诺实施CRS，

并将于 2018年 9 月首次对外交换信息。2017年 5月 9日，我国正式发

布《管理办法》，为 CRS 在我国实施提供法律依据和操作指引，并要求

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在中国境内设立的金融机构对在本机构开立的

个人和机构账户开展尽职调查。 

主要内容 

CRS参与国家（地区） 

目前已有 100 个国家（地区）承诺实施 CRS，涵盖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

包括百慕大、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中国香港、新加坡和瑞士等

“国际避税地”。其中，百慕大、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50个国

家（地区）将于 2017 年实现首次金融账户信息交换。中国、中国香港、

新加坡、瑞士等 50 个国家（地区）将在 2018 年开始交换金融账户信息。

虽然美国并非 CRS 参与国，但其于 2010 年颁布了《海外账户税收合规

法案》（FATCA），已采用双边信息交换机制，与其他国家（地区）根

据双边政府间协定开展信息交换。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2017 年 5 月 9日，国家

税务总局、财政部、中国

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签

发了《关于发布〈非居民

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

查管理办法〉的公告》

（以下称“《管理办

法》”），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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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影响的人群 

从 2017 年 7 月 1 日起，个人在中国金融机构开立新账户，包括在商业

银行开立存款账户、在保险公司购买商业保险，需按照金融机构要求在

开户申请书或额外的声明文件里声明其税收居民1身份。账户持有人为

中国税收居民个人的，金融机构不会收集和报送相关账户信息，也不会

交换给其他国家（地区）。由于在我国境内金融机构开立账户的个人绝

大部分为中国税收居民，填写声明文件时仅需勾选“中国税收居民”即

可。 

非居民个人开立金融账户时，需要详细填写账户持有人的税收居民身份

声明文件，包括姓名、现居地址、税收居民国（地区）、居民国（地区）

纳税人识别号、出生地、出生日期等信息，并应确保信息真实、准确。

这些账户信息报送到相关部门后，将由国家税务总局按照我国对外签订

的协议交换给账户持有人居民国税务主管当局。 

当账户持有人同时满足中国税收居民和其他国家（地区）税收居民条件

时，其中国境内的账户信息将会交换给相应税收居民国（地区）的税务

当局，其境外的账户信息也将被交换给国家税务总局。账户持有人在配

合金融机构确认其是否为非居民时，应咨询专业税务顾问来判定自己的

税收居民身份。 

《管理办法》影响的账户 

从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我国境内金融机构将对存款账户、托管账户、

投资机构的股权权益或债权权益以及具有现金价值的保险合同或年金合

同账户开展尽职调查。这些账户不论金额大小，都将通过尽职调查识别

账户持有人是否为非居民。 

《管理办法》对于个人账户尽职调查的时间要求如下： 

账户类别 描述 时间要求 

新开 2017.7.1 以后开立 2017.7.1 开始 

存量 

低净值 
截至 2017.6.30 账户加总余额

≤100 万美元 

2018.12.31 完

成 

高净值 
截至 2017.6.30 账户加总余额

＞100 万美元 

2017.12.31 完

成 

1根据我国税法，中国税收居民个人指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在中国境内有
住所是指因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在中国境内居住满一年是指在一个纳税年度中
（自1 月1日起至12 月31 日止）一次离境不超过30 日或者多次累计离境不超过90 日。在计算相应离境天数时均
不包括离境和入境的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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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人来说，新开账户尽职调查程序相对严格，需要开户人提供其税收

居民身份声明文件，以供金融机构进行合理性审核。存量账户一般无需

账户持有人提供额外材料，金融机构主要依据留存资料进行尽职调查。 

《管理办法》也参照了国际标准及实践经验，对一些就跨国逃避税风险

较低的金融账户，免予尽职调查。例如，符合条件的退休金账户、社会

保障类账户、定期人寿保险合同、休眠账户以及其他符合条件的账户等。 

纳税人识别号 

在已承诺实施CRS的国家（地区）设立的金融机构，都需要识别非居民

账户，并向所在地税务当局报送账户相关信息。我国税收居民个人在这

些国家（地区）开立金融账户时，需要提供税收居民身份信息，包括我

国纳税人识别号。根据相关规定，我国自然人纳税人识别号编码规则可

参考以下信息： 

纳税人证件类型 纳税人识别号规则 

中国居民身份证 “居民身份证号码” 

中国护照 
“C” + “4 位年份码” + “156” + “9 位

顺序号” + “1 位校验码” 

外国护照 

“W” + “4 位年份码” + “3 位国籍或地

区数字码” + “9 位顺序号” + “1 位校验

码” 

军官证、士兵证 “J” + “行政区划码” +“ 8 位顺序码”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

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

通行证 

“所在地区拉丁字母码首位字母（香港居民

“ H ”，澳门居民“ M ”，台湾居民

“T”）” + “4 位年份码（登记年份）” + 

“3位国籍或地区数字码” + “9位顺序号” 

+ “1 位校验码” 

如您对纳税人识别号的获取需要任何协助，亦可咨询毕马威。 

毕马威观察 

 随着 CRS 在全球执行范围和力度的不断加强，预计未来将有更多国

家（地区）承诺实施 CRS。长远来看，CRS 在全球范围内的实施是

大势所趋，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终将覆盖绝大部分国家（地

区）。在过去利用信息不透明性通过转移资产到海外的逃税行为，

将通过 CRS 的落地得到相应的抵制。 

 我国国家税务总局将于 2018 年 9 月与其他国家（地区）税务主管

当局第一次交换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届时我国税务机关将会从其他

国家（地区）税务机关处收集到大量交换信息，并将为分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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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据面临巨大挑战。税务机关可能会根据金融账户金额大小、

以及纳税人以往纳税情况，对这些数据进行高级筛选、排序和整理，

并进行风险评估。对评估列为高风险的纳税人，税务机关或将有针

对性地开展税务检查并采取相应后续管理措施。 

 中国居民个人，华侨华人在实施 CRS 的国家或地区开立账户时，应

配合当地金融机构确认其税收居民身份，及时提供相关的税收居民

身份信息。 

 随着我国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以及跨国企业国际交流的日益

频繁，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居民个人被派遣至海外，同时也有外籍人

员被派遣至中国参与商务交流或长期任职。如果在境外开立的相关

个人金融账户内所涉及的资产未能及时履行相关国家（地区）纳税

申报义务，将面临税务风险。纳税人需要对自身资产的涉税性质有

所了解，并对海外账户信息报回居民国（地区）后的税务影响进行

自我评估，或咨询毕马威进行相关税务评估，提前积极完善自身的

税务合规。 

 2016 年 11 月，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签署了《关于推进

信息共享实施联合监管合作备忘录》，共享税收征管和外汇监管相

关数据。由此共享机制，国家外汇管理局或将从国家税务总局处获

得个人境外金融账户相关信息。由于中国实行严格的外汇管控制度，

国家外汇管理局可能会对个人境外可疑资产来源提出调查，并要求

个人提供资产来源的合法证明并进行情况说明，无法提供资产来源

合法证明的个人或将受到查处。 

随着跨境涉税情报交换相关法规的完善，国际税收透明度将进一步提高，

隐匿境外收入资产、恶意偷逃漏税等行为，将受到严厉打击。个人应当

对其跨境金融账户的全球税务和外汇管理合规引起高度重视。如果您在

实际操作中有任何疑问，毕马威亦可提供相关的咨询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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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您的任何疑问，发送至我们的公共邮箱：taxenquiry@kpmg.com 或者直接联系中国各个办事处的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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