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表格 1099-K 的常见问题 
 
FS-2022-41，2022 年 12 月 
 
这份情况说明书阐述了关于表格 1099-K 的常见问题。 
 
发布该等常见问题，旨在尽快向纳税人和税务专业人士提供一般信息。因此，该等常见问题可能不涉及任何特定

纳税人的具体事实和情况，而且在进一步审查后，可能会对该等常见问题做出更新或修改。因为该等常见问题没

有在《国内税收公报》中公布，所以国税局不会依赖该等常见问题或将其用于解决具体个案。同样地，“常见问

题”所述的法律声明如被证明无法准确地适用于某一特定纳税人的案件，则应依法对该纳税人的税务责任进行处

理。尽管如此，如果纳税人因合理和善意地依赖该等常见问题而导致少缴税款，则不会受到任何处罚，包括过失

处罚或其他与准确性有关的处罚。对该等常见问题所做的后续更新或修改都会标明日期，以使纳税人能够确认该

等常见问题发生修改的日期。此外，该等常见问题的先前版本将保留在 IRS.gov 上，以确保纳税人在依赖先前版

本的情况下仍可在后续有需要时找到该版本。 
 
关于可以信任 的更多信息。这些常见问题已在 IR-2022-230中予以公布。 
 
表格 1099-K 的常见问题 
 
背景 
表格 1099-K《付款卡与第三方网络交易》属于国税局信息申报表，可用于申报某些支付交易，进而提高自愿纳税

的合规性。 

国税局于 2022 年 12 月 23 日宣布，2022 日历年将被视作申报门槛降低至超过 600 美元的过渡年。2022 日历年期

间，只有在付款总额超过 20,000 美元且超过 200 笔交易的情况下，分发 1099-K 表格的第三方结算机构才需要进

行申报。 

• 基本信息  

• 定义  

• 个人  

• 报告  

• 申报 1099-K 表格  

 
基本信息 
 
我为何会收到来自支付卡或第三方结算机构的表格 1099-K？（2022 年 12 月 28 日更新） 
A. 法律规定对某些收入进行第三方信息申报。事实证明，第三方信息申报可提高自愿纳税的合规性，改善国税局

内部的税款催收和评估，进而缩小税收差距。 
 

https://www.irs.gov/zh-hans/newsroom/general-overview-of-taxpayer-reliance-on-guidance-published-in-the-internal-revenue-bulletin-and-faqs
https://www.irs.gov/zh-hans/newsroom/irs-updates-frequently-asked-questions-about-form-1099-k


 
国税局计划如何应对表格 1099-K 申报要求的变化? （2022 年 12 月 28 日更新） 
A. 如 通知 2023-10（英文）所述，国税局将推迟实施有关第三方结算机构 2022 日历年期间凡超过 600 美元门槛

应予以申报的要求 
 
更具体地说，国税局正在推迟实施《2021 年美国救援计划法案》之条款，即： 
 

• 将第三方网络交易的申报门槛从该日历年内超过 20,000 美元的付款总额降至超过 600 美元的付款总额。 

• 完全取消了第三方网络交易 200 笔交易数的申报门槛。 

 
出售个人物品的收益或亏损是否用于计算我的应税收入？在表格 1099-K 上申报吗？（2022 年 12 月 28 日更新） 
A. 出售个人物品的损益通常是您为该物品支付的金额（买价）和出售该物品时收到的金额（售价）之间的差额。 
 
例如，倘若您按 1000 美元（买价）购买了一台冰箱，按 600 美元（售价）出售，就有 400 美元的亏损。 600 美
元售价 - 1000 美元买价 =（400 美元）亏损金额。 
 
另一方面，倘若您按 500 美元（买价）购买了音乐会门票，再按 900 美元（售价）售出，就有 400 美元的收益。

900 美元售价 - 500 美元买价 = 400 美元收益金额。 
 
出售个人物品的收益要纳税。 您必须在表格 8949《固定资产的销售和其他处置》（英文）和表格 1040《美国个

人所得税申报表》附表 D《资本收损益》（英文）中申报交易（销售收益）。 请参阅 第 551 号刊物《资产依

据》（英文），了解确定有关资产依据的指导。 
 
个人物品的销售收益可能在表格 1099-K 上申报。倘若您收到一份表格 1099-K，申报您出售只花了 500 美元购买

的音乐会门票而收到的 900 美元，您必须在表格 8949 和附表 D 上申报收益。 
 
出售个人物品的亏损不可扣除。关于 2022 日历年的纳税申报表，您若收到 表格 1099-K （英文），销售个人物品

时有亏损，您应在表格 1040 《美国个人所得税申报表》附表一《额外收入和收入调整》中进行抵销分录，如下

所示： 
 
在第一部分第 8z 行其他收入中申报收益(表格 1099-K 金额)，请使用"表格 1099-K 亏损出售的个人物品"描述。 
 
在第二部分第 24z 行"其他调整"中申报成本最多不超过收益金额（表格 1099-K 金额），请使用"表格 1099-K 亏损

出售的个人物品"描述。 
 
上述冰箱销售实例中，倘若您出售最初花 1,000 美元购买的冰箱而获益 600 美元，因而收到的 表格 1099-K （英

文），，应当按如下方式申报亏损交易： 
 
表格 1040 附表一第一部分第 8z 行其他收入。 请列明类型和金额："表格 1099-K 亏损出售的个人物品……600 美
元"显示表格 1099-K 中申报的销售收益 
 
而且， 
 
表格 1040 附表一第二部分第 24z 行其他调整。请列明类型和金额："表格 1099-K 亏损出售的个人物品……600 美
元"显示抵销申报收益的买价金额。请勿申报您为冰箱支付的 1000 美元，因为出售个人物品的亏损不可扣除。 

https://www.irs.gov/pub/irs-drop/n-2023-10.pdf
https://www.irs.gov/pub/irs-pdf/f8949.pdf
https://www.irs.gov/pub/irs-pdf/f1040sd.pdf
https://www.irs.gov/pub/irs-pdf/p551.pdf
https://www.irs.gov/pub/irs-pdf/p551.pdf
https://www.irs.gov/forms-pubs/about-form-1099-k
https://www.irs.gov/forms-pubs/about-form-1099-k
https://www.irs.gov/forms-pubs/about-form-1099-k


 
 
 
我如何说明就出售个人物品而向在线市场支付的费用？（2022 年 12 月 28 日更新） 
A. 计算销售损益时，您应当将与销售个人物品相关的所有费用支出（例如，销售支出、付款手续费等）记入税

基。更多信息，详见第 551 号刊物（英文）。 通常情况下，您在调整出售财产的收益或亏损时应当记入进行销

售时产生的支出和手续费。倘若您在出售财产上有收益，请申报销售支出，用于对表格 8949 或附表 D 中申报的

收益进行下调。 
 
表格 1099-K （英文）的方框 1a 申报了支付卡/第三方网络交易的总金额。 该金额并未就手续费、退款、退单或

包含在支付交易未调整美元金额中的其他成本作出调整。倘若表格 1099-K 申报了付款交易的未调整美元总额，

并且您单独承担了销售支出，您可能需要对由此产生的收益或亏损进行单独调整。您应当保留并查阅自己的记录

来确定这些金额。 
 
为了确保我在表格 8949 上正确申报，我如何确定出售自己个人物品的资本收益是短期收益还是长期收益？

（2022 年 12 月 28 日添加） 
通常情况下，倘若您持有一件个人物品超过一年才出售，资本收益为长期收益。倘若您在出售物品前持有的时间

不超过一年，则资本收益为短期收益。有关更多指导，请参阅第 544 号刊物《资产销售和其他处置》（英文）。 
 
本年度，我在一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市场上按 800 美元的价格出售了我个人的吉他，因而收到了表格 1099-K。几

年前我按 3000 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这把吉他。如果国税局有要求，我如何证明我当时花了多少钱？（2022 年 12 
月 28 日更新） 
A. 通常情况下，您应当为可能出售的个人物品保留准确的记录凭证。倘若您的记录凭证遗失、销毁或由于超出您

控制的情况而无法使用，而国税局在审核您的纳税申报表，审核人员可能允许您提交重新生成的记录凭证。此

外，不存在记录凭证时，审核人员可能会接受口头证词。 
 
在该实例中，您的个人亏损不可扣除。800 美元售价 - 3000 美元买价 = （2200 美元）亏损金额。您可使用部分买

价抵销表格 1099-K 上申报的收益，如下所示： 
 
表格 1040 附表第一部分第 8z 行 其他收入。 请列明类型和金额："表格 1099-K 亏损出售的个人物品……800 美元

"显示表格 1099-K 中申报的销售收益 
 
而且 
 
表格 1040 附表一第二部分第 24z 行 其他调整。 请列明类型和金额："表格 1099-K 亏损出售的个人物品……800 
美元"显示抵销申报收益的买价金额。请勿申报您为购物而支付的 3000 美元，因为个人亏损不可扣除。 
 
在一个在线市场上的单次在线交易中，我按 1,000 美元的价格（一套 800 美元，另一套 200 美元）出售了两套各

四张的体育赛事门票（我购买供个人使用），并已收到表格 1099-K。在出售前两个月，我按 250 美元（合计 500
美元）的价格购买了每套门票。我如何在纳税申报表上申报销售额？（2022 年 12 月 28 日添加） 
A. 您必须分别申报收益和亏损，因为第二套门票的亏损不能抵销第一套门票的收益。 
 
销售一套门票获得的 550 美元收益（800 美元售价 - 250 美元买价 = 550 美元收益）必须在表格 8949（英文） 和 
附表 D （英文）上作为短期收益予以申报。 
 
另一套门票亏损 50 美元的交易（200 美元售价 - 250 美元买价 = （50 美元亏损）应申报如下： 

https://www.irs.gov/forms-pubs/about-publication-551
https://www.irs.gov/pub/irs-pdf/f1099k.pdf
https://www.irs.gov/pub/irs-pdf/p544.pdf
https://www.irs.gov/pub/irs-pdf/f8949.pdf
https://www.irs.gov/pub/irs-pdf/f1040sd.pdf
https://www.irs.gov/pub/irs-pdf/f1040sd.pdf


 
 
表格 1040 附表一： 
 
第一部分第 8z 行 其他收入。请列明类型和金额："表格 1099-K 亏损出售的个人物品……200 美元"显示表格 1099-
K 中申报的销售收益 
 
而且 
 
第二部分第 24z 行，其他调整。请列明类型和金额："表格 1099-K 亏损出售的个人物品……200 美元"显示抵销申

报收益的买价金额。 
 
我和朋友去听演唱会，朋友通过在线申请向我报销演唱会门票费。如果我由于报销而收到表格 1099-K，需要为

此纳税吗？（2022 年 12 月 28 日更新） 
A. 因为该资金并非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的报酬，通常情况下，无需为报销纳税。 
 
倘若您认为表格 1099-K （英文）上的信息有误、表格发送有误、或您对表格有任何疑问，请联系申报人，其姓

名和联系信息显示在表格正面的左上角。 您亦可联系支付结算实体，其名称和电话号码显示在表格的左下方。 
 
倘若您无法更正表格中的错误信息，则应在表格 1040 附表一第一部分额外收入，第 8z 行其他收入中申报相关错

误，并在第二部分收入调整，第 24z 行其他调整中填写抵销条目。 
 
例如，倘若您收到一位朋友的 800 美元，向您报销音乐会门票费，而您在收到的表格 1099-K 中这 800 美元作为

总收益进行申报，您的附表一应反映下列内容： 
 
表 1040 附表一 
 
第一部分第 8z 行 其他收入。请列明类型和金额："表格 1099-K 接收有误……800 美元"显示表格 1099-K 中申报的

收益。 
 
第二部分第 24z 行 其他调整。请列明类型和金额："表格 1099-K 接收有误……800 美元"抵销向您误报的收益。若

不申报该调整，可能会造成不当申报报销收益。 
 
通知 2023-10 中的推迟申报要求是否表示我不必申报表格 1099-K 中向我申报的收入？（2022 年 12 月 28 日更

新） 
A. 国税局推迟实施有关第三方结算机构 2022 日历年（2023 年报税季）期间凡超过 600 美元门槛应予以申报的要

求。但是，无论提供表格 1099-K 的申报门槛是多少，申报收入的法律规定并无变化。 
 
无论纳税人是否收到表格 1099-K 或其他信息申报表（例如，表格 1099-MISC《杂项信息》；表格 1099-NEC《非

雇员报酬》等等)，申报不影响纳税人准确申报全部收入的责任。 
 
除《非国内税收法典》另有规定，否则总收入包括任何来源的收入。纳税人可按资金、财产或服务形式获取收

入。第 525 号刊物《应税收入与非应税收入》（英文）探讨了多种收入，并解释了其属于应税收入还是非应税收

入。 
 
如果纳税人对其表格 1099-K 有疑问，可致电谁？（2022 年 12 月 28 日更新） 

https://www.irs.gov/forms-pubs/about-form-1099-k
https://www.irs.gov/pub/irs-pdf/p525.pdf


 
 
A. 倘若纳税人倘若对收到的 表格 1099-K （英文）上的信息有疑问，应联系申报人。联系方式在表格的左上角。

倘若纳税人不认识表格左上角显示的申报人，应联系支付结算实体，该实体的名称和电话号码显示在表格左下角

其账号上方。 
 
倘若您对表格 1099-K 有一般疑问，请查阅表格 1099-K 说明。倘若您对信息申报表有一般疑问，请查阅有关某些

信息申报表的一般说明（英文）。 
 
如果支付结算实体或电子支付服务商/其他第三方对表格 1099-K 有疑问，可以联系谁？（2022 年 11 月 21 日更

新） 
A. 有关表格 1099-K《支付卡与第三方网络交易》的问题（英文），请参阅 有关信息申报表的一般说明（英文）

。 
 
定义 
 
表格 1099-K 是什么？（2022 年 10 月 21 日添加） 
解答： 表格 1099-K 《支付卡和第三方网络交易》（英文）是一份信息申报表，用于向国税局报告该日历年的应

报告交易总额。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了解您的表格 1099-K 。 
 
符合什么条件才算是支付卡？（2022 年 12 月 28 日更新） 
解答： 支付卡一词包括信用卡、借记卡和储值卡（包括礼品卡），以及通过支付卡的任何独特标记（如信用卡

号）进行付款。 
 
发行支付卡须根据协议规定的以下所有事项：支付卡的一个或多个发行人；彼此之间且与发行人不相关的人员网

络，该等人员同意接受支付卡作为付款方式；以及用于结算商户收单实体和接受支付卡付款的人员之间的交易所

适用的标准和机制。 
 
何为商户类别代码（MCC）？（2022 年 10 月 21 日添加） 
解答： 商户类别代码（MCC）是支付卡行业使用的一个四位数，用于根据商户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对商户进行分

类。大约有 600 个商户类别代码（MCC）代表不同类型的企业。若干实例如下：4411——邮轮公司；5462——面

包店；和 5532——汽车轮胎店 
 
何为第三方结算机构？（2022 年 12 月 28 日添加） 
解答： 国内税收法典使用术语“第三方结算机构”。第三方结算机构是有合同义务向第三方网络交易的参与收

款人（通常是商家或企业）付款的中央机构。一个实例可以包括用于处理买卖双方之间资金转移的应用程序。 
 
第三方支付网络有何特征？（2022 年 12 月 28 日更新） 
解答： 第三方支付网络的特征包括： 
 

• 存在一个中央机构，大量货物和服务的提供方（与该中央机构无关）已在该中央机构开立了账户， 

• 中央机构与提供方之间达成的协议，以结算提供方与购买方之间的交易， 

• 制定结算此类交易的标准与机制，以及 

• 此类交易结算中的付款保证。    

https://www.irs.gov/forms-pubs/about-form-1099-k
https://www.irs.gov/forms-pubs/about-form-1099-k
https://www.irs.gov/forms-pubs/about-form-1099-k
https://www.irs.gov/forms-pubs/about-form-1099-k
https://www.irs.gov/instructions/i1099k
https://www.irs.gov/instructions/i1099k
https://www.irs.gov/forms-pubs/about-form-1099-k
https://www.irs.gov/zh-hans/businesses/understanding-your-form-1099-k


 
 
一个有关第三方结算机构的实例是在线拍卖支付服务商（如网上商城），其通过将资金从买方转移到卖方以提供

商品或服务来充当买卖双方之间的中介，并且满足上述要点中描述的特征。 
 
根据报告要求，这些第三方结算机构必须报告作为其付款对象的参与收款人的应报告交易总额，前提是收款人的

应报告交易总额超过 600 美元，无论交易次数。 
 
何为付款结算实体？（2022 年 12 月 28 日更新） 
解答： 付款结算实体是在支付卡交易或第三方网络交易的结算中付款的实体。付款结算实体可以是国内或国外

实体，可以采取任何一种形式： 
 

• 商户收单实体： 在支付卡交易结算中有合同义务向参与的收款人付款的银行或其他组织。 

• 第三方结算机构： 有合同义务对第三方网络交易的参与收款人付款的中央机构。 

 
自动清算中心有资格成为第三方结算机构吗？（2022 年 12 月 28 日更新） 
解答： 不，自动清算中心通过电汇、电子支票和直接存款处理买卖双方之间的电子支付。此外，自动清算中心

和收款人之间没有合同关系。因此，根据 IRC 6050W，自动清算中心不具备第三方结算机构的资格，并且通过其

网络进行的付款不需要报告。 
 
何为商户收单实体？（2022 年 10 月 21 日添加） 
解答： 商户收单实体通常被称为收单银行或商户银行，是在支付卡交易结算中有合同义务向参与收款人付款的

银行或其他机构。商户收单实体负责报告应报告的支付卡交易。 
 
何为参与收款人？（2022 年 10 月 21 日添加） 
解答： 参与收款人是： 
 

• 任何接受支付卡付款的人，或 

• 在第三方网络交易结算中，接受第三方结算机构付款的任何人。 

 
什么构成了应报告交易的总额？（2022 年 10 月 21 日添加） 
解答：“总金额”是指每个参与收款人的应报告付款交易总金额，但不考虑对优惠、现金等价物、折扣金额、费

用、退款金额或其他任何金额的任何调整。每笔交易的美元金额在交易日期确定。 
 
医疗保健网络符合第三方结算机构的定义吗？（2022 年 12 月 28 日添加）医疗保健网络符合第三方结算机构的

定义吗？（2022 年 12 月 28 日添加） 
解答：运营医疗保健网络的医疗保险公司不符合第三方结算机构的定义，因为其并不运营使买方能够向商品和服

务提供商转移资金的第三方支付网络。相反，医疗保险公司以保险费的形式接受买方（雇主或个人在保险公司的

承保范围内）的付款，使这些买方能够进入医疗保健提供方的网络；另外，医疗保险公司根据预先确定的费率向

其网络内的医疗专业人员支付报酬。因此，医疗保健网络不属于第三方结算机构。 
应付账款部门符合第三方结算机构的定义吗？（2022 年 12 月 28 日添加）应付账款部门符合第三方结算机构的

定义吗？（2022 年 12 月 28 日添加） 
解答：不符合。内部应付账款部门不符合第三方结算机构的定义，因为其属于内部支付处理方，并非第三方。 
 



 
 
个人 
 
我该如何处理表格 1099-K 上的信息?（2022 年 10 月 21 日添加） 
解答： 表格 1099-K 《支付卡和第三方网络交易》（英文）是一份信息申报表。将此信息申报表与其他税务记录

结合使用，以确定您应缴纳的正确税款金额。要获得关于保存记录的更多信息，请查阅 第 583 号刊物《创业和

保存记录》（英文）。 
 
如果我认为自己的表格 1099-K 有误，该怎么办?（2022 年 12 月 28 日更新） 
解答： 如果您认为表格 1099-K 《支付卡和第三方网络交易》（英文）中的信息有误，该表格发布有误，或对该

表格有任何疑问，请联系申报人，其姓名和联系方式显示在表格正面的左上角。 
 
您也可以联系支付结算实体（PSE），其名称和电话号码显示在表格的左下方。 
 
如果您无法更正表格，则应当在 表格 1040 附表 1《额外收入与收入调整》（英文）第一部分“额外收入”的第 
8z 行“其他收入”中申报错误，并在第二部分“收入调整”的第 24z 行“其他调整”中填写抵销条目。 
 
例如，你本人与朋友外出旅行，您付了机票款。如果您的朋友为您报销了 2500 美元的机票费用，并且您收到了

一份表格 1099-K，将 2500 美元作为总收入予以申报，您的附表 1 应体现以下内容： 
 
表格 1040 附表 1《额外收入和收入调整》 
 
第一部分 - 第 8z 行 Other income (其他收入)。列明类型和金额:“收到的表格 1099-K 有误……2500 美元”以显示

表格 1099-K 中申报的收益。 
而且 
 
第二部分 – 第 24z 行  Other Adjustments (其他调整)。列明类型和金额:“收到的表格 1099-K 有误……2500 美
元”抵销向您误报的收益。 
 
如果我使用支付卡或通过第三方结算机构付款购物，我会收到表格 1099-K 吗?（2022 年 12 月 28 日更新） 
解答： 不会，个人和企业不会因购物而收到 表格 1099-K 《支付卡和第三方网络交易》（英文）。 
 
如果我有一家假期工艺品企业，我会收到表格 1099-K 《支付卡和第三方网络交易》吗?（2022 年 12 月 28 日更

新） 
解答：您可能会根据交易类型收到表格 1099-K。如果您接受支付卡（例如，信用卡或借记卡）作为销售商品或提

供服务的付款方式，将收到一份表格 1099-K （英文），其中记录了该日历年内使用支付卡向您付款的总金额。

这一申报要求并未改变，并且这些付款并未触发报告要求的最低申报要求。 
 
此外，对于 2021 年之后的日历年，如果您接受第三方结算机构的付款，您可能会收到该机构 的表格 1099-K （英

文）。第三方结算机构将各方联系在一起（例如，互联网销售网站）。 
 
在下列情况下，如果您接受来自第三方结算机构的付款，您将收到一份表格 1099-K， 
 

• 您的交易总数超过 200 笔，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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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该日历年当年，收到的任何参与收款人的付款总额超过 20,000 美元。 

 
注意：《美国救援计划法案》将导致在表格 1099-K 上的最低申报要求从超过 20,000 美元降至超过 600 美元（无

论交易数）。国税局发布了第 2023-10 号通知，暂时推迟了降低最低申报要求的执行。然而，尽管有第 2023-10 
号通知，您收到的表格 1099-K 申报最低申报要求还可能有误。 
 
我拥有一家小企业，有一个非盈利性的爱好。我不接受任何支付卡，但我确实使用信用卡和第三方结算机构为

两者购物。我会收到表格 1099-K 吗?（2022 年 12 月 28 日更新） 
解答： 不会，个人和企业不会因购物而收到 表格 1099-K 《支付卡和第三方网络交易》（英文）。 
 
报告 
 
什么需要支付卡和第三方网络申报?（2022 年 10 月 21 日添加） 
解答： 《国税法规》6050W 《与支付卡和第三方网络交易结算中的付款相关的申报表》（英文），要求支付结

算实体（商户收单实体和第三方结算机构）报告支付卡和第三方网络交易。 
 
我如何在自己的纳税申报表上报告表 1099-K?（2022 年 10 月 21 日添加） 
解答： 您的表格 1099-K 上的信息可能用于计算收入或销售总额。您应该按照正在填写的表格上的申报表说明来

报告收入或销售总额。 
 
如何向 IRS 报告应报告交易?（2022 年 10 月 21 日添加） 
解答： 支付卡和第三方网络交易总额在 表格 1099-K （英文）《支付卡和第三方网络交易》中向 IRS 报告。 
 
表格 1099-K 的申报截止日期在哪一天?（2022 年 10 月 21 日添加） 
解答： 表格 1099-K （英文）信息若采用纸质形式申报，则需要在交易次年 2 月 28 日之前向 IRS 申报。如果以电

子方式申报，则要求在交易次年 3 月最后一天前予以申报。 
 
收款人对账单是什么，申报截止日期在哪一天?（2022 年 10 月 21 日添加） 
解答： 需要提交表格 1099-K 《支付卡和第三方网络交易》（英文）的实体还必须向收款人提供一份对账单，其

中包含向 IRS 报告的相同信息。根据 Treas. Reg. 1.6050W-2.，经收款人同意，可以纸质形式（即表格 1099-K 的副

本 B、支付卡和第三方网络交易）或电子形式。提供对账单。必须在交易次年的 1 月 31 日前向收款人提供对账

单。 
 
支付结算实体必须在表格 1099-K 上报告哪些信息?（2022 年 10 月 21 日添加） 
解答： 需要按月和按历年为每个参与收款人报告应报告的付款交易总额。也必须在表格中报告每个参与收款人

的姓名、地址和纳税人识别号。 
 
支付结算实体是否会调整总金额以计入费用、退款、退单或其他成本以及退款金额?（2022 年 10 月 21 日添加） 
解答： 不会，总金额是参与收款人支付交易的未调整美元总额。不考虑任何费用、退款或其他任何金额。 
 
为什么商户收单实体报告交易总额，而非不含费用、退单等的净额?（2022 年 10 月 21 日添加） 
解答： 《国税法规》6050W(a)(2) 要求有关实体报告应报告的付款交易总额。 
 
申报 1099-K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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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099-K 可以电子方式提交吗?（2022 年 10 月 21 日添加） 
解答： 可以。表格 1099-K 可以通过 FIRE（以电子方式申报税务资料申报表）（英文）系统以电子方式提交。任

何人在任何日历年提交 250 份或更多表格 1099-K 的，必须以电子方式提交。国税局鼓励提交税务资料申报表少

于 250 份的报税人也以电子方式提交。 
 
有关更多信息，请查阅第 1220 号刊物《表 1097、表 1098、表 1099、表 3921、表 3922、表 5498、表 8935 和表 
W-2G 电子提交规范》（英文）。如果您正在考虑纸质提交，请查看 特定税务资料申报表的一般说明（英文）。 
 
可以电子方式向参与的收款人提供收款人对账单吗?（2022 年 10 月 21 日添加） 
解答： 可以。经参与的收款人事先同意，收款人对账单可以电子方式提供。必须以电子方式表示同意，以显示

收件人可以访问以电子方式提供的对账单（请参阅 财政部规例 1.6050W-2《以电子方式提供支付卡和第三方网络

交易结算中付款的信息对账单》（英文），提供有关接收参与收款人同意的说明）。如果收款人对账单以电子方

式提供，则可以提供支付结算实体的电子邮件地址来代替电话号码。 
 
谁负责报告支付卡交易?（2022 年 10 月 21 日添加） 
解答： 向参与收款人转送资金的商户收单实体负责报告应报告交易的总金额。 
 
商户收单实体可以将交易的处理事宜外包给经办人，而经办人可以分担向商户付款的合同义务。当商户收单实体

和经办人都有向商户付款的合同义务时，提交指令将资金转送到商户账户的实体负责向参与收款人准备和提供收

款人对账单，并向国税局提交 表格 1099-K 《支付卡和第三方网络交易》（英文）。 
 
谁负责报告第三方网络交易?（2022 年 10 月 21 日添加） 
解答： 第三方结算机构或其电子支付服务商负责报告向其网络中参与收款人支付的应报告交易总额。 
 
对于在第三方结算机构的表格 1099-K 上向第三方网络交易的参与收款人报告付款，是否存在小额例外?（2022 
年 10 月 21 日添加） 
解答： 是。对于第三方网络交易，第三方结算机构的报告存在极小例外。对于 2021 年之后开始的日历年的申报

表，如果在该日历年期间向参与收款人支付的商品和服务款项不超过 600 美元，则没有关于该参与收款人的申报

要求。 
 
备注： 对于 2022 年之前开始的日历年，如果在该日历年期间向参与收款人支付的款项超过 20,000 美元，并且交

易次数合计超过 200 笔，则该参与收款人有申报要求。如果不满足任一（或两个）限制，则没有关于该参与收款

人的报告要求。 
 
对于支付卡交易，在表格 1099-K 上报告是否有小额例外?（2022 年 10 月 21 日添加） 
解答： 没有，报告支付卡交易没有例外情况。所有支付卡交易必须在表格 1099-K 上予以报告。 
 
通过储值卡或礼品卡支付的销售额是否属于应报告的支付卡交易?（2022 年 10 月 21 日添加） 
解答： 视情况而定。通过储值卡或礼品卡支付的销售额是： 
 

• 如果与发行人且彼此之间不相关之人的网络接受该卡，则可予以报告。 

• 当发卡人或与发卡方相关之人（如子公司或公司本身）只接受该卡付款时，则无需报告。在这些情况

下，储值卡不符合支付卡的定义，因此使用此类卡进行的销售无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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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不相关之人的定义，请参阅《国税法规》267(b)——关系（英文），以及 《国税法规》267(e)(3)——合伙企

业的推定所有权（英文），或《国税法规》707(b)(1)——关于受控合伙企业的特定财产销售或交换（不允许损

失）（英文）。 
 
当多个收款人从支付结算实体的付款对象处收到可分配收益时，如何进行报告?（2022 年 10 月 21 日添加） 
解答： 这种情况最常见的实例是特许专营商处理多个加盟商的所有商户卡交易，并相应地分配付款。例如，当

一家公司代表多个收款人从银行接收付款时，该公司被视为与银行有关的参与收款人和有该公司付款分配对象的

收款人相关的支付结算实体。银行必须报告通过该公司结算的应报告交易总额。相反，该公司需要报告其分配付

款的收款人的可分配交易。根据有关法令和规定，该公司属于"汇总收款人"。 
 
负责提交 1099-K 表格的实体是否可以与第三方签订合同来准备和提交这些申报表？（2022 年 10 月 21 日添加）  
解答： 可以。但是，如果未满足申报要求，负责申报的实体（即提交资金转账指令的实体）应承担 《国税法

规》6721（英文）——未能提交正确的报税税务资料申报表和《国税法规》6722——未能提供正确的收款人对

账单（英文）项下的任何相关处罚。此外，负责申报的实体的名称、地址和纳税人识别号必须在 表格 1099-K 
《支付卡和第三方网络交易》（英文）的申报人信息栏中予以报告。 
 
如何验证收款人的纳税人识别号（TIN）?（2022 年 10 月 21 日添加） 
解答：收款人 TIN 的验证是通过纳税人识别号（TIN）匹配程序完成的。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特定税务资料

申报表的一般说明——介绍性材料（英文）或致电 866-255-0654。 
 
谁的商务卡付款必须报告?（2022 年 10 月 21 日添加） 
解答： 商户收单实体必须报告其结算支付卡交易的任何参与收款人的应报告付款交易总额。支付卡交易指支付

卡或其任何标记（例如信用卡号）被视作付款的任何交易。 
 
解答：商户收单实体必须申报他们为任何参与收款人结算支付卡交易的应申报支付交易总额。支付卡交易是接受

支付卡或其任何标记（例如信用卡号）作为支付方式的任何交易。 
 
谁的第三方网络交易必须报告?（2022 年 10 月 21 日添加） 
解答： 对于 2021 年后开始的日历年，第三方结算机构必须报告使用第三方付款网络结算付款的任何参与收款人

的应报告付款交易总额，只要收款人在该日历年期间的第三方网络交易总额超过 600 美元，且无论交易次数。 
 
备注： 对于 2022 年之前的日历年，第三方结算机构则报告使用第三方付款网络结算付款的任何参与收款人的应

报告付款交易总额，前提是收款人在该日历年期间的第三方网络交易超过 20,000 美元，且交易次数合计超过 200 
笔。 
 
当支付结算实体与第三方（如电子支付服务商）签订合同以结算应报告的交易时，谁报告支付卡交易?（2022 年 
10 月 21 日添加） 
解答： 提交指令将资金转送到参与收款人账户的实体负责报告支付卡交易。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方实体负责报

告，因为它是提交在交易结算中转送资金的指令的实体。 
 
如果交易已根据《国税法规》6041 或《国税法规》6041A 报告，则支付结算实体（PSE）是否必须再次报告?
（2022 年 10 月 21 日添加） 
解答： 不需要，这些交易不会报告两次。如果 PSE 根据《国税法规》6041——信息来源（英文），或《国税法

规》6041A(a)——有关服务和直接销售报酬付款的申报（英文），以及根据 《国税法规》6050W ——有关支付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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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三方网络交易结算中付款的申报（英文），交易必须在表格 1099-K 《支付卡和第三方网络交易中申报》

（英文）。这些交易不在表 1099——MISC 杂项收入（英文）中报告。 
 
必须依照第 6050W 条进行信息申报并确保提供申报所需 TIN 之人能否将经济负担转移给参与的收款人?（2022 
年 10 月 21 日添加） 
解答： 不能。《国税法规》（IRC）要求支付结算实体或特定情况下的电子支付服务商提交税务资料申报表，并

提供在结算应报告付款交易时作为付款对象的每个参与收款人相关的收款人对账单。无论参与的收款人是否支付

费用，这些法定义务均适用。此外，如果支付结算实体或电子支付服务商未能遵守这些法定义务，将受到《国

税法规》6721——未能提交正确的税务资料申报表（英文）和《国税法规》6722——未能提供正确的收款人对

账单》（英文）的处罚。因为联邦法律要求支付结算实体或电子支付服务商提交税务资料申报表并提供收款人对

账单，所以此类实体不得收取满足这些要求所产生的费用。 
 
如果收款人的收款所属的商户类别代码（MCC）不止一个，则商户收单实体应如何报告交易?（2022 年 10 月 21 
日添加） 
解答： 如果收款人的收款所属的商户类别代码（MCC）不止一个，则商户收单实体可以： 
 

• 提交单独的表格 1099-K 《支付卡和第三方网络交易》（英文），报告每个 MCC 的应报告交易总额，或 

• 提交一份已签署的表格 1099-K，报告应报告的交易总额和与总收入中最大部分相对应的 MCC。  

 
此外，如果商户收单实体（或其经办者）采用不同于 MCC 的行业分类系统或除 MCC 之外的行业分类系统，则商

户收单实体应为每个收款人分配一个最符合其业务描述的 MCC。 
 
第三方结算机构必须报告商户类别代码（MCC）吗?（2022 年 10 月 21 日添加） 
解答： 不需要，第三方结算机构不使用商户类别代码（MCC）对收款人进行分类。因此，其不必填写 表格 1099-
K 《支付卡和第三方网络交易》（英文）的第 2 栏。 
 
如果另一项法案规定已经要求对应报告的交易进行备用预扣税款，《国税法规》6050W 项下的备用预扣税规定

是否仍然适用?（2022 年 10 月 21 日添加） 
解答： 据有关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即使存在重复预扣的可能，也不取消依照《国税法规》6050W ——与支付

卡和第三方网络交易结算中的付款相关的申报表（英文）项下的备用预扣税要求。 
 
支付结算实体是否需要报告政府部门（无论是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的交易?（2022 年 10 月 21 日添加） 
解答： 是。参与收款人这一术语包括任何政府部门。 
 
国外支付结算实体是否需要遵守报告要求?（2022 年 10 月 21 日添加） 
解答： 是。支付结算实体可以是国内或国外的实体。 
 
IRS-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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