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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盡職審查：新個人帳戶  

 
 

 新帳戶是指在 2017 年 1 月 1 日或該日之後由申報財務機構開立和維

持的財務帳戶，而新個人帳戶是指申報對象是個人 (一名或以上 )的帳戶。  
 

2. 根據新個人帳戶的盡職審查程序，申報財務機構須向帳戶持有人取

得自我證明。  
 

3.  如該自我證明確立帳戶持有人為某申報稅務管轄區的稅務居民，該

申報財務機構須視該帳戶為須申報帳戶。  
 

4.  按照執行審查程序的普及方式，申報財務機構須識辨帳戶持有人屬

於哪個地區的稅務居民 (不論該地區是否屬申報稅務管轄區 )。這個方式適

用於新帳戶及先前帳戶。申報財務機構可就此目的而向開立帳戶者索取自

我證明和執行有關的程序。  
 

5.  下文說明如何從新個人帳戶中識辨須申報帳戶的程序。  
 

在開立帳户時取得的有效自我證明  
 

6.  在開立帳戶時，申報財務機構必須取得開立帳戶者的自我證明，以

供機構識辨開立帳戶者所屬的居留司法管轄區。申報財務機構應當推行所

須的程序，在帳戶開立時，不論帳戶是以「面對面」、網上或電話方式開

立，一律向帳戶持有人索取該等自我證明。申報財務機構亦須根據與帳户

開立時相關連的情況下索取的資料，包括按照打擊洗錢暨認識客户程序所

收集的文件，確定自我證明所申報的資料是否合理。如某申報財務機構沒

有在開立帳戶時索取自我證明，該申報財務機構不應完成該開立帳戶的程

序。如該申報財務機構在該情況下開立帳戶，即沒有遵行盡職審查的規定。

《税務條例》第 14 部會向未有索取自我證明的申報財務機構施加形罰。

儘管申報財務機如就開立帳戶時未有索取自我證明作出「合理辯解」，可

（修訂日期：2017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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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除相關形罰，但該「合理辯解」只局限於下文第 7 段所述的情況。  
 

7. 在某些有限的情況下，基於某行業的規範，財務機構不可能在開立

帳戶的「首日」取得開立帳戶者的自我證明，例如：某保險合約已由一名

人士轉讓予另一名人士，或者某投資者在第二市場購買某投資信託的股份，

而財務機構會在這些程序結束後，才會知悉其事。在上述情況下，當財務

機構知悉有新帳戶開立後，應盡量在任何情況下在 90 日內取得並驗證開

立帳户者的自我證明。鑑於獲得自我證明對有效地實行共同匯報標準起了

關鍵作用，申報財務機構必須訂立有力的措施，以確保在開立帳戶時取得

有效的自我證明。在所有情況下，申報財務機構必須訂立和實行所須程序，

確保申報財務機構在開立帳戶時，能及時取得並驗證開立帳户者的自我證

明，以就開立帳戶履行盡職審查及申報責任。  
 

自我證明的格式  
 

8.  自我證明並無訂明的格式，例如它可納入為開立帳戶文件的一部分。

無論格式如何，自我證明必須能讓申報財務機構確定帳戶持有人是哪一司

法管轄區的稅務居民，並能根據所取得與開立該帳戶有關的資料 (包括按照

打擊洗錢暨認識客户程序所收集的文件 )，確定自我證明所申報的資料是否

合理。  
 

9.  自我證明必須由帳戶持有人 (或獲帳戶持有人根據當地法律授權的人 )

簽署。如帳戶是以電話或網上方式開立，該自我證明必須獲正面確認，意

思是帳戶持有人必須確認所提供的資料屬實。自我證明的日期不能早於帳

戶持有人收到表格的日期。若自我證明沒有註明日期，財務機構可在收到

該證明時蓋上日期印章，而該日期會視作簽署日期。所有帳戶 (包括以未成

年人士名義持有的帳戶 )必須提供自我證明。  
 

10.  自我證明必須包括帳戶持有人的所有以下資料─  
 

(a)  姓名；  
 

(b)  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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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居留司法管轄區；  
 

(d)  在每個司法管轄區的稅務編號；以及  
 

(e)  出生日期。  
 

11.  本局鼓勵申報財務機構收集出生地點的資料。參照香港的締約伙伴

的經驗，為求讓稅務管理機構正確及清楚識辨相關納稅人，收集出生地點

的資料是必要而且恰當的。  
 

12.  申報財務機構可根據已有的紀錄，預先在自我證明上填寫帳戶持有

人的資料，但帳戶持有人所屬的居留司法管轄區 (即稅務居民身分 )除外。

已有的記錄包括該財務機構運作所在的多個司法管轄區所共用的中央客

戶資料系統所持有的記錄。  
 

13.  自我證明可藉任何方式及形式提供，例如紙張形式或電子方式。如

以電子方式提供，申報財務機構必須設立系統，以確保獲提供的資料是關

乎指明帳戶持有人的。申報財務機構亦必須能夠在本局要求下，提供所有

以電子方式提交的自我證明資料的硬複本。  
 

14.  如帳戶持有人提供紙張形式的自我證明，財務機構可保留該自我證

明的正本、經核證副本或影印本 (包括以縮微膠片、電子掃描及相類電子方

式儲存的複本 )。在本局要求下，財務機構須提供該等以電子方式儲存的文

件的硬複本。  
 

自我證明：示例  
 

15.  以下示例說明提供自我證明的方法：  
 

(a)  示例 1：某名稱為「A」的人士利用互聯網向名為 Bank-HK 的

銀行申請開立帳戶。A 在電子申請表格上填寫自我證明所需的

全部資料 (包括確認 A 所屬的居留司法管轄區的聲明 )。 A 在表

格上指定方格內加上剔號，確認所提供的資料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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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HK 的服務提供者按照打擊洗錢暨認識客户程序收集 A 的

資料，並根據該等資料確認 A 在電子自我證明上所提供的資料

是合理的。  
 

A 的自我證明是有效的。  
 

(b)  示例 2：某名稱為「 B」的人士親身前往 Bank-HK 申請開立帳戶。

B 向該銀行的職員出示駕駛執照作為識辨身分的證明，並提供

自我證明所需的全部資料。該職員把資料輸入銀行系統。  
 

B 其後在申請表上簽署。B 的自我證明是有效的。  
 

不正確或不可靠的自我證明  
 

16.  自我證明會一直維持有效，除非申報財務機構知悉或有理由知悉原

本的自我證明不正確或不可靠。這情況可能在現有客戶開立新帳戶時出現，

或在帳戶持有人申報情況有所轉變 (例如：地址更改 )時出現。  
 

17.  當申報財務機構不可倚賴原本的自我證明時，不論原因為何，申報

財務機構必須取得以下其中一類文件─  
 

(a)  確立帳户持有人的稅務居民身分的有效自我證明；或  
 

(b)  支 持 原 本 的 自 我 證 明 屬 有 效 的 合 理 解 釋 及 文 件 (視 乎 何 者 適

用 )(並保留該等解釋及文件的副本或記錄 )。  
 

18.  申報財務機構可能有理由知悉某自我證明或文件證據不可靠或不正

確。有關機構可能管有一些資料，顯示關乎某帳戶持有人的事實與該人的

自我證明所顯示的事實並不相符，而這些事實包括相關的客戶經理所知的

事實。但凡合理而審慎的人倘若站在申報財務機構的立場，都會對某些資

料感到懷疑，則表示財務機構有理由知悉有關資料不正確或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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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如某文件或某申報財務機構的帳戶檔案所包含的資料，與有關人士

就其身分所作的聲稱有所抵觸，則申報財務機構同樣有理由知悉，該人士

的自我證明或文件證據不可靠或不正確。  
 

判斷是否有理由知悉自我證明及文件證據不盡不實的準則  
 

20.  申報財務機構在下述情況下，有理由知悉某人所提供的自我證明不

可靠或不正確：  
 

(a)  該自我證明的每一項與該人所作的聲稱有關的資料，皆資料不

全；  
 

(b)  該自我證明包含與該人所作的聲稱並不相符的資料；或  
 

(c)  該申報財務機構所持有的其他帳戶的資料，與該人所作的聲稱

並不相符。  
 

21.  如申報財務機構倚賴服務提供者覆檢及備存自我證明的資料，該財

務機構即視為知悉或有理由知悉該服務提供者所知悉的事實。  
 

22.  如某文件證據不能合理確立出示該文件證據的人的身分，申報財務

機構不可倚賴該文件證據。  
 

23.  申報財務機構在下述情況下，不可倚賴所獲得的文件證據：該文件

證據包含的資料，與有關人士就其身分所作的聲稱並不相符；該申報財務

機構所持有的其他帳戶的資料，與有關人士的身分並不相符；該文件證據

欠缺確立有關人士的身分所需的資料。  
 

24.  某帳戶持有人的情況出現轉變後，申報財務機構可選擇視該人的身

分保持不變，直至以下時間為止 (以較早者為準 )：因情況改變而令該人的

自我證明失效的日期起計 90 日的時間完結；該自我證明獲確認為有效的

日期；或財務機構取得新的自我證明的日期。申報財務機構可持續倚賴某

自我證明而無須查究可影響該自我證明的有效性的情況有否發生變化，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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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該申報財務機構知悉或有理由知悉情況已經改變。  
 

25.  如申報財務機構未能在上述 90 日內取得表明原本的自我證明屬有效

的確認書或有效的自我證明，則必須視帳戶持有人為原本的自我證明所聲

稱的居留司法管轄區的居民，以及視該人為情況改變後他／她可能居留的

司法管轄區的居民。  
 

情況出現轉變  
 

26.  自我證明可因帳戶持有人的情況轉變而變成無效。申報財務機構須

訂立程序，確保任何構成情況轉變的改變，都能被識辨出來。  
 

27.  申報財務機構應向任何提供自我證明的人士說明，每當情況出現轉

變，該人有責任通知申報財務機構。  
 

28.  情況轉變可令自我證明上的某項資料變得不可靠，令致提供予申報

財務機構的自我證明失效。該等資料必須更新，才可令自我證明回復有

效。  
 

29.  申報財務機構一旦知悉或有理由知悉，影響着某自我證明的正確性

的情況已經改變，該自我證明隨即失效。然而，申報財務機構可視該帳戶

持有人的身分不變，直至以下時間為止 (以較早者為準 )─  
 

(a)  由於情況改變而令自我證明失效的日期起計 90 日的時間完

結；  
 

(b)  該自我證明獲確認為有效的日期 (如適用的話 )；或  
 

(c)  取得新的自我證明的日期。  
 

30.  申報財務機構可持續倚賴某自我證明而無須查究可影響該自我證明

的有效性的情況有否發生變化，除非該申報財務機構知悉或有理由知悉情

況已經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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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如申報財務機構未能在上述 90 日內取得表明原本的自我證明屬有效

的確認書或有效的自我證明，則必須繼續視該帳戶持有人為原本的自我證

明上所識辨的司法管轄區的居民，亦須視該人為情況改變以致其可能遷往

的司法管轄區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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