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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章  

盡職審查：特別盡職審查規則  

 

 

倚賴自我證明進行盡職審查  

 

 申報財務機構如發覺自身保存的資料 (包括客戶經理所知悉的客戶資

料 )與任何陳述或自我證明互相抵觸，或申報財務機構如有理由知悉，某自

我證明或其他文件證據的資料不正確，則不可倚賴該等證據或自我證明。 

 

2. 如果一般合理而審慎的人可以根據相關事實而知悉與某帳戶有關聯

的自我證明或文件不可靠或不正確，則設立該帳戶的申報財務機構會被視

為有理由知悉該自我證明或該等文件不可靠或不正確。  

 

倚賴經審計的財務報表進行盡職審查  

 

3.  申報財務機構可倚賴經審計的財務報表，證實某帳戶持有人已達到

指定入息或資產門檻；但若申報財務機構能夠以其保存的其他資料或文件

證實有關實體的身分，則沒有責任必須倚賴經審計的財務報表。  

 

4.  申報財務機構如倚 賴經審計的財務報 表以證實某帳戶持 有人的身  

分，則只有當帳戶持有人的財務報表或報表的附註或註腳與所提交的自我

證明互相抵觸時，申報財務機構才有理由知悉所聲稱的身分不可靠或不正

確。  

 

5.  申報財務機構如倚 賴經審計的財務報 表以證實某帳戶持 有人的身  

分，而具備該身分的帳戶持有人無須達到某個資產或入息門檻，則申報財

務機構只須覆核上述財務報表的附註或註腳，以斷定該財務報表能否證實

所聲稱的身分。如申報財務機構選擇倚賴其他文件以證實帳戶持有人的身

分，便無須覆核可能在辦理開立帳戶手續時已提交的任何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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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賴其他文件進行盡職審查  

 

6.  申報財務機構如倚賴機構文件以證實某帳戶持有人的特定身分，則

只須為證實該人符合適用於該特定身分的規定而覆核有關的機構文件。  

 

「有理由知悉」的界限  

 

先前實體帳戶  

 

7.  申報財務機構若須覆核其保存的資料，以斷定本身是否有理由知悉

其維持的先前實體帳戶的身分是不可信和不正確，則申報財務機構只須覆

核載於以下文件並可能與所聲稱的身分互相抵觸的資料：  

 

(a)  最新的自我證明及文件證據；  

 

(b)  現有客戶總檔案；  

 

(c)  最新的開立帳戶合約；以及  

 

(d)  為執行打擊洗錢暨認識客戶程序或為其他監管目的而取得的最

新文件。  

 

多重帳戶  

 

8.  申報財務機構若為單一帳戶持有人維持多重帳戶，可根據同一帳戶

持有人的另一個帳戶的資料而有理由知悉所聲稱的帳戶持有人身分並不

準確，但僅限於在以下範圍內如此判斷：有關的多重帳戶須按規定進行合

計；或該申報財務機構有其他「知悉的理由」，例如其客戶經理知悉有助

斷定帳戶持有人身分不正確的資料。  

 

地址更改後仍屬同一司法管轄區  

 

9.  更改後的地址如仍舊位於先前地址所屬的司法管轄區，則更改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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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構成知悉所提供的自我證明或文件證據不準確的理由。  

 

互相抵觸的身分標記  

 

10.  申報財務機構不可單憑發現某些身分標記，而該等身分標記與帳戶

持有人的自我證明或文件證據互相抵觸，便認為本身已知悉或有理由知悉

那些自我證明或文件證據並不可靠或不正確。該等身分標記包括：  

 

(a)  一個或以上在某申報稅務管轄區的電話號碼，但沒有在香港的

電話號碼；或  

 

(b)  常設指示  —  把資金轉帳至在某申報稅務管轄區內維持的帳戶

的常設指示 (與存款帳戶有關的常設指示除外 )；或  

 

(c)  帳戶持有人給予某人現時為有效的授權書或經簽署權限 (該人

擁有位於某申報稅務管轄區內的地址 )。  

 

11.  「有理由知悉」的判斷準則的應用示例：  

 

(a)  示例一：名為 Bank-HK 的申報財務機構為某個名為 A 的個人

帳戶持有人維持一個存款帳戶  

 

A 在 Bank-HK 持有一個先前存款帳戶。Bank-HK 倚賴其紀錄中

A 的地址，以及開立帳戶時向 A 收集的公用設施帳單和護照副

本為憑證，斷定 A 是司法管轄區 X 的稅務居民 (應用了住址驗證

方法 )。  

 

五年後，A 給予其姊妹 (居於司法管轄區 Y)授權書，由她管理 A

的帳戶。單憑給予授權書此事實，不能令 Bank-HK 有充分理由

知悉其賴以斷定 A 為司法管轄區 X 居民的文件證據不再可靠或

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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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示例二：「保險公司 I」屬申報財務機構，與名為 B 的個人帳戶

持有人簽訂了現金值保險合約  

 

該份合約屬新個人帳戶。保險公司 I (以下稱為 I) 已向 B 取得

自我證明，並基於按照打擊洗錢暨認識客戶程序向 B 收集的文

件，確認自我證明的資料合理。該自我證明證實 B 是司法管轄

區 X 的稅務居民。  

 

上述合約簽訂時間起計兩年後，B 向 I 提供一個在司法管轄區 Y

的電話號碼。雖然 I 以往的紀錄沒有 B 的電話號碼，但單憑得

知 B 在司法管轄區 Y 的電話號碼一事，不足以構成 I 知悉原本

的自我證明不再可靠或不正確的理由。  

 

現金值保險合約及年金合約的替代程序  

 

現金值保險合約或年金合約的個人受益人  

 

12.  除非申報財務機構知悉或有理由知悉，某份現金值保險合約或年金

合約的個人受益人其實是申報對象，否則申報財務機構可把根據現金值保

險合約或年金合約收取死亡撫恤金的個人受益人 (擁有人除外 )，視為非申

報對象。申報財務機構收集與該現金值保險合約或年金合約的受益人有關

聯的資料後，如發現資料包含本指南第 9 章「盡職審查：先前個人帳戶」

第 30 段所述的身分標記，即屬有理由知悉該受益人是申報對象。  

 

團體現金值保險合約或團體年金合約  

 

13.  如某帳戶屬團體現金值保險合約或團體年金合約，並符合下文第 15

段所述的條件，申報財務機構可視該帳戶為無須申報的帳戶，直至有款項

須支付予指定僱員／證書持有人或受益人的日期為止。  

 

14.  申報財務機構 無須 為斷定某帳戶持有 人的身分是否不可 靠或不正  

確，而覆核有關僱主收集的所有帳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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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上文第 13 段所述的條件如下：  

 

(a)  該份團體現金值保險合約或團體年金合約是向僱主發出的，並

且保障 25 名或多於 25 名的僱員／證書持有人；  

 

(b)  有關僱員／證書持有人有權收取任何合約價值，亦有權就一旦

僱員／證書持有人去世便須支付的撫恤金，提名受益人；以及  

 

(c)  須向任何僱員／證書持有人或受益人支付的總款額，不超過 780

萬元。  

 

合計及貨幣規則  

 

個人帳戶及實體帳戶合計  

 

16.  個人帳戶的合計規則與實體帳戶的合計規則相同。  

 

17.  由一名或多於一名個人以合夥中的合夥人身分持有的帳戶，會視為

實體帳戶，而非個人帳戶。  

 

18.  申報財務機構須把自身或有關連實體所維持的所有財務帳戶合計，

但這要求只適用於以下情況：該機構的電腦系統能夠參照數據資料的組成

元素 (例如客戶號碼或稅務編號 )，把相關的財務帳戶連結起來，並且容許

把各帳戶的結餘或價值合計。  

 

19.  為遵行合計規定，申報財務機構須把聯名持有的財務帳戶的全部結

餘或價值，計為屬於該帳戶的每名持有人所擁有。  

 

適用於客戶經理的特別合計規則  —  把所有帳戶合計  

 

20.  為斷定某人所持有的各個財務帳戶的總結餘或總價值，以判斷某財

務帳戶是否高值帳戶，申報財務機構須把客戶經理所知悉或有理由知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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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人所直接或間接擁有、控制或設立 (以受信人身分行事者除外 )的所有帳

戶，進行帳戶合計。  

 

21.  以下示例說明如何應用帳戶合計的規則：  

 

(a)  示例一 (申報財務機構無須把帳戶合計 )：某個名為 E 的實體在

名為 Bank-HK 的銀行持有兩個屬先前帳戶的存款帳戶，年終結

餘分別為 150 萬元及 100 萬元。該兩個屬於 E 的帳戶在 Bank-HK

的電腦資訊共用系統中並無關聯，因此 Bank-HK 無須把兩個帳

戶合計，以斷定它們是否達到低額門檻。由於兩個帳戶的結餘

皆不超過 195 萬元，因此符合豁免申報的資格。  

 

(b)  示例二 (申報財務機構須把帳戶合計 )：事實與示例一相同。不

同處是，藉參照 Bank-HK 的內部識辨編號進行搜尋，發現兩個

存款帳戶皆與 E 有關聯，而兩個帳戶之間亦互相關聯。資訊系

統能夠分別顯示兩個帳戶的結餘，雖然沒有把兩個帳戶的結餘

合計，但兩項結餘能夠以電子方式合計。為斷定兩個存款帳戶

是否達到低額門檻， Bank-HK 須按照帳戶合計規則，把帳戶的

結餘合計。根據上述規則， E 會被視為在 Bank-HK 持有多於一

個存款帳戶，而帳戶的合計結餘為 250 萬元。由於兩個帳戶的

結餘經合計後超過 195 萬元這個門檻，因此兩個帳戶皆不符合

豁免申報的資格。  

 

(c)  示例三 (由申報財務機構所維持的聯名帳戶的合計規則 )：名為 H

的某人在名為 Bank-HK1 的銀行持有一個屬先前帳戶的託管帳

戶，年終結餘為 500 萬元。H 亦與她的配偶 (名為 “W”)在另一名

為 Bank-HK2 的銀行聯名持有一個屬先前帳戶的託管帳戶，年

終結餘同為 500 萬元。Bank-HK1 和 Bank-HK2 屬有關連實體，

兩家銀行共用若干個電腦資訊管理系統。藉參照 Bank-HK1 的

內部識辨編號進行搜尋，發現 H 分別在 Bank-HK1 及 Bank-HK2

持有的兩個託管帳戶以及 W 在 Bank-HK2 持有的託管帳戶，皆

與 H 有關聯，兩個託管帳戶亦互相關聯，而且資訊管理系統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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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把兩個帳戶的結餘合計。Bank-HK1 在斷定該兩個帳戶是否符

合高值帳戶的定義時，須按照帳戶合計規則，把由同一帳戶持

有人全部或部分持有的帳戶的結餘合計。根據上述規則， H 會

被視為在 Bank-HK1 及 Bank-HK2 擁有財務帳戶，而每個帳戶的

合計結餘為 1000 萬元，因此 H 的兩個帳戶皆屬高值帳戶。 W

會被視為只在 Bank-HK2 擁有財務帳戶，而帳戶結餘為 500 萬

元，因此屬低值帳戶。  

 

22.  以下的補充示例說明如何應用適用於客戶經理的特別合計規則：  

 

(a)  示例一 (由一個被動非財務實體及該實體的一名控權人所持有

的帳戶 )：某個名為 PNFE-1 的被動非財務實體，在名為 Bank-HK

的銀行持有一個存款帳戶；而 PNFE-1 的其中一名控權人 (名為

C)，亦在 Bank-HK 持有一個存款帳戶。藉參照 Bank-HK 的內部

識辨編號進行搜尋，發現兩個帳戶皆與 C 有關聯，而兩個帳戶

亦互相關聯。此外， Bank-HK 已指派一名客戶經理為 C 提供服

務。由於兩個帳戶在 Bank-HK 的系統中互相關聯，而且因為客

戶經理的緣故而互相關聯，因此 Bank-HK 須把兩個帳戶合計，

以斷定 C 所持有的帳戶是否高值帳戶。  

 

(b)  示例二 (不同的被動非財務實體持有若干個帳戶，但各個帳戶的

控權人由同一人擔任 )：  事實與示例一相同。此外，另一個名

為 PNFE-2 的被動非財務實體亦在 Bank-HK 持有一個存款帳戶，

而 C 亦是 PNFE-2 的其中一名控權人。藉參照 Bank-HK 的內部

識辨編號進行搜尋，發現 PNFE-2 的帳戶不但與 C 沒有關聯，

亦與 PNFE-1 的帳戶和 C 的帳戶沒有關聯。不過，由於上述帳

戶因客戶經理而互有關聯， Bank-HK 須把 PNFE-1、 PNFE-2 及

C 所持有的帳戶合計，以斷定 C 所持有的帳戶是否高值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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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額須解釋為包括以其他貨幣折算的等值款額  

 

23.  如某帳戶是以港元以外的貨幣計值，在斷定帳戶結餘是否達到高額

或低額門檻前，門檻限制的款額必須折算為該帳戶用以計值的貨幣；或在

應用上述門檻限制前，該帳戶所顯示的結餘必須折算為港元。  

 

24.  應以有關申報年的 12 月 31 日公布的即期匯率進行折算；如帳戶屬

保險合約或年金合約，則應以最近一次進行合約估值當日公布的即期匯率

進行折算。  

 

25.  如帳戶已結束，須以帳戶結束當日的即期匯率進行折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