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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FATCA 到 CAA: 情报交换、
信息报告强制披露新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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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国国会于 2010 年颁布的《外国账户税收遵从法案》已经于 2010 年 3 月 8 日生效。该法案开创

了纳税人国外涉税信息报告的先河，对世界各国和全球金融机构产生重大影响。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也于

2014 年 2 月 13 日，发布了创建全球金融账户信息自动交换的新准则: 主管当局协议( CAA 即: Competent Au-
thority Agreement) 和通用报告准则。同年经合组织发布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 13 号方案《转让定

价同期资料和分国别报告指南》明确了纳税人分国别报告义务。国际税收新报告模式的出现，对我国国际税

收报告义务的立法形成了重要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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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国会颁布《外国账户税收遵从法

案》( FATCA)

2010 年美国第 111 次国会颁布了《外国账户

税收遵从法案》(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并于 2010 年 3 月 8 日生效①。FATCA 是该

《外国账户税收遵从法案》的缩略词。《外国账户

税收遵从法案》是美国对付纳税人利用国外银行、
金融机构隐藏海外金融资产借以对税务部门隐瞒

信息、可能存在避税、偷逃税行为的国内立法。该

法案要求美国境内拥有 5 万美元以上海外金融资

产的公民个人和 25 万美元以上的机构组织，有向

美国税务部门申报海外金融资产的法定义务。为

提高纳税人的遵从程度，美国政府主要通过两种

不同的模式推进该法案落实。模式一是与外国政

府签订政府间外国账户纳税遵从协议②，凡在该国

设立的金融机构向该国政府提供本国美国账户信

息，由该签约国政府将信息转交给美国政府。模

式二是与境外金融机构、外国银行美国境内金融

机构签约，由这些金融机构直接向美国政府提供

美国账户。美国政府规定，其他国家如果不与美

国政府签署 FATCA 协议，美国将对这些国家的居

民在美国银行、金融机构账户持有者的美国投资

本金和收益征收 30%的预提税。
2014 年 12 月 12，美国与新加坡政府签订了

FATCA 协议，使得签约的国家达到 102 个。此

前，佛罗里达州及得克萨斯州银行公会对 FAT-
CA 提出诉讼，美国联邦法院对《外国账户税收遵

从法案》作出有利判决，进一步明确其在国内的

法律效力。FATCA 在全球形成巨大震慑，各国

政府为保护本国公民美国利益不受影响，纷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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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签订协议。使一项美国的国内立法变

成世界范围内有强大影响力的“准国际公约”。
该法案针对报告人履行报告义务的内容主

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要求外国金融机构与美国

国内收入局签署协议，披露美国公民和“绿卡”
持有人在外国金融机构拥有账户的持有人姓名、
个人账户名称、地址、账户余额、收入明细。提款

明细。如果外国金融机构不遵从该法案，对美国

支付人向该金融机构支付款项按总支付额 30%
扣缴预提税。上述违反美国金融法规的外国金

融机构受益人( 收款人) 取得的款项不得享受预

提税税收抵免、返还等。二是美国居民拥有外国

账户或特定金融资产的，要在 8938 号申报表中

报告其账户是否超过 50000 美金。若账户持有

人不报告其外国金融资产信息，则按不报告所得

的 40%处以罚金。若不报告金额大于所得额的

25%，则会适用为期 6 年的诉讼限制。同时要求

纳税人报告其非监管类账户的金融资产，如股

权、债券证书等。三是终结了外国投资者利用掉

期互换合约以取得( 相当于) 来自美国的股利避

税的漏洞。此项法律实施以来，已有 80 多人遭

到犯罪起诉，Ty 公司老板，Beanie Babies 制造商

Warner，被处以 5360 万美金罚款。还有一些人

因违反该法案而锒铛入狱。
二、OECD 发布主管当局协议( CAA) 和通

用报告准则( CＲS)

2014 年 2 月 13 日，应 G8 和 G20 国集团要

求，OECD 发布了创建全球金融账户信息自动交

换新 准 则: 主 管 当 局 协 议 ( CAA 即: Competent
Authority Agreement) 和通用报告准则 ( CＲS 即:

Common Ｒeporting Standard) ①。
OECD 发 布 的“主 管 当 局 协 议 ( CAA ) ”和

“通用报告准则( CＲS) ”是一个不具有法律效力

的范本，但 OECD 组织提倡成员国按照该范本的

要求缔结国家间的情报交换协议。
尽管 上 述 两 协 议、准 则 是 在 仿 制 美 国 的

FATCA 基础上创建的，但其报告的数据要求不

同，报告的信息量更大。
早些时候，已有超 40 位政治领导人接受并

签署了该准则，该准则有望在 2014 年在有关国

家间签署协议，并在 2015 年提出对纳税人报告

要求，纳税人具体报告在 2016 年实施。
OECD 秘书长 Angel Gurra 在说到该范本时

表达:“一个游戏规则的实质改变。金融体系全

球化使得各国居民海外经营、投资、持股更加便

利。新准则的自动情报交换，大大加强了国际税

收合作，使各国政府保持其诚信纳税税制体系和

打击偷逃税有了更可靠的基础。”
其实，CAA 和 CＲS 早在 2013 年 6 月 18 日

OECD 发布的“税收透明度的一步变化”( A Step
Change in Tax Transparency) 报告中已经提到: 在

定期批量移送纳税人的自动情报交换体系中，金

融机构将向合作方主管当局提供某些特定纳税

人的金融账户信息。信息交换涵盖各类投资所

得，包括利息、股息、及从某些保险合约中取得的

所得，以及其他类似的所得、余额及从金融资产

出售取得的款项。CAA 在获取客户的分类信息

的所有程序上与美国的 FATCA 完全一致，但其

分类实质与美国不同。该协议是基于纳税人的

税收居民身份，而不象美国的 FATCA 基于人的

公民和国籍身份。
CAA 和 CＲS 协议、准则中“主管当局协议”

( CAA) 发挥基础作用，其基本结构包括: 协议一

般用语的定义、国家在获取信息和信息交换中的

义务、遵从和执行该协议的合作程序。“通用报

告准 则”( CＲS ) 则 是 作 为“主 管 当 局 协 议”
( CAA) 的附件，用于描述确定和报告纳税人特定

类型账户的尽职调查要求，提供补充定义等。
FATCA 和 CAA、CＲS 的出现并不是两个孤

立的偶然事件，但其做法改变了传统情报交换的

做法，其实质已从传统的自动情报交换变为信息

强制披露。这是国际间信息获取、情报交换出现

的值得重点关注的重大转向。
FATCA 和 CAA、CＲS 地出现并不偶然。长期

以来，OECD 在税收透明度和信息交换上一直进行

长期不懈努力。OECD 长期致力于推进税收透明度

建设。OECD 组织在税收透明度和信息交换上的目

的主要是针对避税地开展的有害税收竞争展开的。
1998 年，经合组织在其发布的《有害税收竞争: 一个

正在出现的全球问题》的报告中( HAＲMFUL 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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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明确了避税的概念特征以及影响避税地认

定的因素①。2000 年，经合组织又在其《2000 年进

程报告: 确定和消除有害税收竞争的全球税务合

作》的报告中( 2000 Progress Ｒeport: Towards Global
Tax Co-operation: Progress in Identifying and Elimi-
nating Harmful Tax Practices) ②列出了 35 个避税

地国家和地区名单( 报告第 17 页) ，并从四个方

面概括了避税地认定的因素。
与此同时，经合组织在 2000 年早些时候创

设了《税收透明度和信息交换全球论坛》( Global
Forum on Transparency and Exchange of Informa-
tion for Tax Purposes) ，旨在阐释避税地带来的纳

税遵从风险，促进税收事项的信息交换。该组织

原创国和后期加入的成员国均承诺执行该论坛

的国际认同税收准则。
经合组织财政理事会在其论坛上列示了税

收不合作的避税地国家名单，即黑名单。在此影

响下，越来越多的避税地国家和地区向经合组织

承诺执行《税收透明度和信息交换全球论坛》认

同准则，从 2000 年到 2002 年 4 月，35 个避税地

国家和地区中已经有 31 个向经合组织承诺执行

《税收透明度和信息交换全球论坛》认同准则。
由于 7 个国家和地区不向经合组织承诺执行，被

经合组织财政理事会列入税收不合作的避税地

名单中，此后这 7 个国家迫于压力而作出承诺，

经合组织把他们从税收不合作的避税地名单中

除去。瑙鲁、瓦努阿图于 2003 年作出了承诺，利

比里亚和马绍尔群岛于 2007 年 作 出 承 诺，到

2009 年 5 月，最后三个国家也向经合组织作出

承诺并明确其执行时间表，至此，已经没有国家

和地区再列在经合组织财政理事会税收不合作

的避税地国家名单中③。

2006 年，经合组织出版了有关 82 个国家在

税收透明度和信息交换方面的立法和管理框架

的评论报告。此后每年都出版年度评估报告，到

2010 年已经出版了第五版，覆 盖 国 家 达 到 93
个④。正是由于经合组织在全球范围内不遗余

力地推动，促使避税地国家和非避税地国家从被

动消极到主动积极地加入税收信息交换的行列。
2013 年 4 月 9 日法国、德国、英国、西班牙和

意大利五国财政部长已联名致函欧盟委员会，要

求在欧盟范围内自动交换银行信息，以便于打击

跨境逃税漏税的行为，呼吁欧盟委员会效法美国

政府，出台一个在欧盟全境内实施的《外国账户

税收遵从法案》⑤OECD 2014 年 2 月 13 日在巴

黎总部发布的以《通用报告准则》( Common Ｒe-
porting Standard; CＲS) 为框架的国际税务情报自

动交换全球统一标准⑥就源于此背景。
此外，2014年9 月16 日，OECD 发布了第一批《税

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七个行动方案。其中第13 号行

动方案《转让定价同期资料和分国别报告指南》( Guid-
ance on Transfer Pricing Documentation and Country-by-
Country Ｒeporting) ⑦中推荐了分国信息披露表模

板。要求跨国企业每年提交报告，向其经营活动

所在地税务机关提供收入、税前利润、应交税金、
已缴税金等信息。分国信息披露表还要求跨国

企业提供在每个税收管辖区内的职工总数、资

本、留存收益和有形资产等信息。最后，报告还

需提供在每个税收管辖区内从事经营活动所有

实体的清单，以及每个实体主营业务的性质。
三、对该事件的关注点

FATCA 和 CAA、CＲS 的出现已经改变了这

个世界纳税人信息获取和交换的手段、方法、机

制。今天 OECD 的十五项 BEPS 行动计划已经

借助国际社会的力量在各国间进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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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参与世界经济活动的大国和主要

经济体，也在情报获取和自动情报交换方面走出

了实质性步伐。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网的信息，截

至 2014 年 1 月 27 日，我国已经同巴哈马、英属

维京群岛、马恩岛、根西、泽西、百慕大、阿根廷、
开曼、圣马力诺、列支敦士登等著名避税地国家

或地区签订了税收情报交换协定①。再加上我

国大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签订的避免双重征税

安排中本身就有情报交换条款，实际上与避税地

国家或地区情报交换的协定国或地区达到十一

个，大大拓展了税务部门在我国居民与避税地业

务往来或设立基地公司方面获取信息的渠道。
此前，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于 2013 年 8

月 27 日，代表中国政府在法国巴黎签署《多边税收

征管互助公约》，中国为该公约第 56 个签约方，多

边税收征管公约为全方位国际税收合作公约，自动

情报交换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公约涉及的税

种已远远跨越所得税、财产税而进入到各国适用的

主要税种范围。情报获取手段也从单一官方情报

交换向双方互派人员实施情报收集、调查等发展。
但是，信息获取的国际合作和情报交换机制

的建立，并不能解决纳税人跨境交易大批量涉税

信息获取。国际税务合作主要用于解决纳税人

反避税调查及重大个案的处理，不具有普遍意

义。至 2014 年末，我国直接对外投资加上第三

地融资再投资达到 1400 亿美元，已经超过利用

外资的规模，成为资本的净输出国。② 中国今后

还会加大对外投资的规模。随之带来的跨境税

源监控问题就会非常突出。目前纳税人国际税

收的综合报告义务局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联

企业业务往来报告表》中，但是不全面，有大量的

业务没有覆盖，信息披露不详细，增值使用价值

低。尽管 2014 年 6 月 30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

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居民企业报告境外投资和

所得信息有关问题的公告》，明确要求居民企业

报告境外投资和所得信息，填报《居民企业参股

外国企业信息报告表》、《受控外国企业信息报

告表》。但是比之于美国的《外国账户税收遵从

法案》和经合组织的通用报告标准，无论从报告

涉及纳税人范围、报告涉及应税的范围、信息获

取的有用性、和强制力度都逊色不少。作为回应

纳税人集团间大额劳务费支付、无形资产大额支

付，国家税务总局在此前已经进行了专项调查和

检查部署。由于该单项支付往来往往在事后的

《关联申报》或者签订劳务合同备案登记中涉

及，具体报告的信息质量要求不高，信息针对性

差，暴露出在该领域的立法和管理的失控。
目前跨境交易不仅表现为本国居民企业和

外国企业的商业交易，跨境重组业务大量发生，

本国居民在海外与外国企业组建离岸公司，以外

国企业名义，构建可变利益实体 ( VIE) ，对中国

境内企业实施控制，在海外得到大量利益而不报

告。因此，报告本国居民在海外拥有境外金融资

产和营业性资产变得越来越重要。出台中国版

的 FATCA，是不断拓展自己情报获取的方法和

手段的当务之急，也是填补中国与越来越多国家

签署外国账户纳税遵从法案的政府间协议的国

内法基础。政府间协议的具体落实离不开我国

外国账户纳税遵从的法律依据。
此外，由于目前关联申报是综合性的，在每年

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时进行，信息严重滞后，同时

具体业务信息不清晰。所以对各类业务在其发生

时进行分业务类别报告和分国别报告，是及时获取

涉税信息的重要依据。对于居民企业和个人发生

的与避税地业务往来、投资、公司组建等应单独制

定避税地报告义务，以区别于一般报告义务。针对

既有的纳税人集团间大额劳务费支付、无形资产大

额支付等立法上一般意义的规定，国家需要在这些

单项支付方面考虑引进单项报告义务，强制信息披

露制度。所以确立纳税人海外业务综合和单项、多
类、分国别报告义务，确立单项大额的非居民支付

报告义务，是我国积极参与 OECD 的十五项 BEPS
行动计划，逐步形成自己的中国版本的要求体现。

高度重视国际反避税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

的共识，借鉴美国、经合组织等世界主要经济体

的跨境报告义务，是我国国际税收需要加大研究

力度的重要课题。
( 责任编辑: 黄明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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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otation and Path of University T eachers' M orality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Normal

Wang KuiLi
( Student' Affairs Department，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 The ethics is the core of teachers' quality，as well as the basic requirement of all teachers． 18 for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ombine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and managing state affairs by ethics，for the struggle in
education front workers，is to get the teaching management，and closely unite ethics construction，closely combined with the
party's mass line education practice． In today's society advocating virtue，it has an irreplaceable role to ensure that the party's
enterprise vigorous development，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and promot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
tion．

Key words: the new normal; the teacher's ethics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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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Guideline for Compulsory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Exchange: from FATCT to CAA

Wang JianWei
(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 The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has been enacted by the 111th United States Congress and in effec-
tive in March 18，2010． The act created the first kind of tax information reporting by taxpayer in foreign countries，and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world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Meanwhile，OECD has released Standard for Automatic Ex-
change of Financial Account Information: Competent Authority Agreement ( CAA) and Common Ｒeporting Standard ( CＲS) in
February 13，2014，OECD delivered BEPS Action: Transfer Pricing Documentation and a Template for Country-by-Country Ｒe-
porting? ( Action 13 ) this year． Action 13 determined reporting obligations of Country-by-Country by taxpayer． With emer-
gence of new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tax reporting，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our country on reporting international tax obliga-
tions of the legislationis formed．

Key words: FATCA; CAA; BEPS; reporting obligation

—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