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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申报准则》（ 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CRS”）概述

• 共同申报准则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制定用于金融账户信息互换（AEOI）的标准，
有时也被称为“全球化的FATCA”。CRS与
FATCA的对比请见第2页。

• 每一个参与的税务管辖区预计会就CRS或AEOI
在当地立法，为金融账户信息互换提供所需的法
律基础。

• 截至目前，全球已有100多个税务管辖区参与
CRS，其中包括中国大陆、香港以及澳门等“非
先行”实施税务管辖区（2018年实施信息交
换）。“先行”实施的税务管辖区包括了开曼群
岛、英属维京群岛等（2017年实施信息交换）。

• 中国大陆已于2015年12月签署《金融账户涉税
信息互换多边主管当局间协议》，为在2018年9
月前实施CRS奠定了法律基础。现阶段本地实施
要求已在征求意见过程中，预计于2017年1月1
日起生效，以满足CRS合规要求。

什么是共同申报准则（CRS）？

• 金融机构（FI）基本上包括以下几大类：
存款机构
托管机构
投资实体
特定保险公司

• CRS参与税务管辖区的金融机构需要满
足CRS下的尽职调查要求，涵盖新客户
合规以及存量账户矫正尽职调查，并且需
要向当地税务机关申报相关的金融账户信
息，以实现金融账户信息互换。

• 新客户合规、存量账户矫正尽职调查以及
金融账户信息申报的合规时间表请见第3
页，包括了“先行”实施税务管辖区以及
“非先行”实施税务管辖区（如中国大陆、
香港和澳门）。

哪些机构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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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外账户纳税法案（“FATCA”）与CRS的对比

FATCA vs. CRS

FATCA CRS CRS要点

主管当局 • 美国 • 101个单独的税收管辖地 • 需要密切关注本地合规要求。

• 由已签署协议的税务管辖区的税务机关执行
- 同时，各税务管辖区也会受到全球论坛
(Global Forum)的审阅。

• 对于申报金融机构而言，CRS下的需申报账
户数量看起来超过FATCA。

• 对于不适用门槛的金融机构，潜在影响较小。

• 必须获取CRS要求的特定数据，例如税收居
民地，CRS下的法人实体类别等。

• 实际控制人需要提供自身的自我声明。

• 所有消极非金融机构最终需要识别它们的个
人实际控制人。

扣缴惩罚
• 对于不合规者扣缴

30% 预提税
• 无扣缴

适用账户

• 美国个人的账户，美
国企业的账户，美国
人为实际控制人的消
极非金融机构账户

• 由参与CRS税务管辖区的
税收居民持有的个人或企
业账户，或由实际控制人
为参与CRS税务管辖区的
税收居民的消极非金融机
构持有的账户。

尽职调查门槛
• $ 50,000 个人账户
• $250,000 企业账
户

• 门槛仅针对存量企业账户

文档要求
• 可用W-8/W-9表格
来获取相关税务数据

• 必须使用自我声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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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S合规时间表

• “先行”实施的税务管辖区

• “非先行”实施的税务管辖区

2016年1月1日，

新账户开立程序（个
人及企业账户）

2016年12月
31日，

高价值个人账户
的矫正尽职调查

2017年3
月31日，
首次向监管
机构申报

2017年12月
31日，完成所有
个人及企业账户
的矫正尽职调查

2017年1月1日，

新账户开立程序
（个人及企业账户）

2017年12月
31日，高价值
个人账户的矫
正尽职调查

2018年3月
31日，首次
向监管机构申
报

2018年12月31日，
完成所有个人及
企业账户的矫正
尽职调查

申报新账户合规 矫正尽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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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

培训服务

 为金融机构的不同部门提供相应的

培训（如客户经理团队、合规及法

务部门、内部审计部门等）

咨询服务

 借助德勤全球团队资源，针对CRS现

有国际规定及贵公司架构内各相关

参与税务管辖区的本地实施提供专

业指导意见；

 基于中国大陆未来发布的本地法规，

提供专业指导意见；

 根据CRS或FATCA要求，对贵公司

的实体分类以及产品分析提供专业

咨询意见（包括统一CRS及FATCA

合规路径）；

 针对CRS具体要求，协助贵公司结合

商业实际情形进行解读；

 持续关注相关法规及政策，协助提

供更新指导或培训；

 基于贵公司实际需求的其他咨询意

见。

协助实施

 成立项目管理办公室

 针对初始数据进行初步评估

 结合金融机构的客户结构、本地CRS

合规要求以及金融机构自身资源，协

助制订尽职调查计划。

 协助制订具体的新账户开立程序、自

我声明要求（包括其指引）以及客户

沟通指引

 从信息申报角度给予协助，如申报流

程的审阅及实施，分享最佳实践与技

术方案

 在具体实施时综合考虑US FATCA与

CRS的合规要求

 根据最佳实践与技术方案，协助建立

并执行高效并且有效的流程，如存量

账户的识别以及信息记录。

审阅及合规

 协助设计或审阅CRS合规程序

 针对实施后的项目情况进行跟踪审

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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