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财政部近期更新海外账户纳税法案网站，发布中美就模式 1 的政府间

协议中的实质性内容达成一致，并从 2014 年 6 月 26 日起生效。 

2014 年 4 月，美国财政部与美国国税局公布：海外金融机构所在的国家或

地区与美国已就《海外账户纳税法案》体制下的政府间协议的实质性内容

达成一致的，在 2014 年年底前视同政府间协议有效。 

上述处理适用于以下地区： 

 2014 年 7 月 1 日前就实质性内容达成一致的国家或地区 

 同意披露其协议状态的国家或地区 

该“有效”状态适用于与美国达成政府间协议的国家或地区的海外金

融机构以及其在该国家或地区内的分支机构，而位于该国家或地区以

外的分支机构则不适用。如果该国家或地区未在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

与美国正式签署政府间协议，则该国家或地区将从“有效”清单中删

除。 

香港特别行政区早在 2014 年 3 月就与美国达成税务信息交换协议，并

在 2014 年 5 月与美国就模式 2 的政府间协议中的实质性内容达成一致。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此次政府间协议实质性内容达成一

致，对通过信息交换而达成整体税务合规性来说是重大的发展。在过

去，中国官员曾对实施《海外账户纳税法案》带来潜在的税务负担表

示担忧，就此美国政府利用政府间协议来简化该法案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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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将被视为《海外账户纳税法案》体制下属于“有效”政府间

协议的国家，这意味着中国的金融机构可免于承担《海外账户纳税法

案》规定的 30%的预提所得税。此外，该协议也有助于中国政府获取

中国纳税人在美国的信息，这对反避税调查无疑是有利的。 

中国将必须于今年年底前与美国正式签署政府间协议来保持模式 1 的

政府间协议状态。 

中国金融机构现可以在《海外账户纳税法案》登记网站中登记成为“已

登记视同合规的海外金融机构”。金融机构需在 2015 年 1 月 1 日前向美

国国税局登记并获得全球中介机构识别编号。 

为确保确定性和合规性，预计中国政府将在短期内就金融机构如何充

分实施《海外账户纳税法案》以及豁免细节出台相应指引。 

拥有视同“有效”的政府间协议的国家或地区的清单以及已正式签署

政府间协议的国家或地区的清单可在美国财政部官网中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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