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让定价
对业务管理和税收义务履行的影响
对职能，资产和风险的准确分配和评估，应该建立在已经对基本
层面进行了业务管理转型的相关方影响之上；同时应该以新项目
的准确定价和纳税义务的履行为标准。
为实现上述过程，公司应该确保对存在与各相关方之间的资源进
行合理的分配和管理；履行现有文件中提到的相关义务；以及在

设计方案的工具：
•
•
•

•

由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墨西哥威权机关认可的方法。
与各国税务机关谈判的广泛专业经验。
我们通过使用由我们的专家开发的专业 TP Search
Smart 软件（为我们独立拥有），为客户供更优质
转让定价分析结果。
数据库和其他数以万计的技术资源库。

•

覆盖超过 160 多个国家的德勤国际网络。

税务当局进行税务审计活动之前，遵循其启示录。
组织需要实施相关活动来避免由于各相关方影响和财政调整风险
带来的不完全或不适当的评估。类似活动如下：
•
•
•

确认在关联方运营中的机和风险。
保证相关文件的实体化。
设立公司的内部运营政策。

与我们合作的效益
通过对职能，资产和风险的合理分配以及对相关方面影
响的正确评估，在确保公司履行纳税义务的前提下，可
以使其税收支付最优化。

我们提供的服务
合作效益为：
我们集合了一个专业的并富有经验的多元化专家团队，与客户保
持沟通，帮助机构为相关公司内部运营的职能，资产和风险的准

•

获得对关于业务管理的对相关方面的正确评估的信
息。

•

获得如何履行税收义务的重要文件。

确分配设立和建档。我们的服务主要是：
•
•
•
•
•
•
•
•

协助定义，评估和分类建档相关方的职能，资产和风险。
优化分析风险结构和供应链运营。
协助与财政机关协商和解决纠纷。
单方和多方转让定价的特别决议 (预约定价协议)。
无形资产的定价。
机械，设备，固定资产的定价。
金融资产的定价。
转让定价的咨询。

•

行业最优化方案的研究。

由于拥有专业的经验以及对各行各业的当地企业的广泛适用性等
特点，我们的方案被世界所认知。我们使用适用于国内和国际的
方法设计我们的方案。

金融咨询服务
通过一个具有极高专业素养的经济学家团队，德勤为其
客户提供全面的财经建议。其中包括下列项目：
•
•
•
•
•

覆盖共各个方面业务管理的重要基准指标。
适用于于公司决策的经济分析。
墨西哥及拉美地区的市场和行业分析。
针对经济竞争和国际贸易方案(“倾销”和“补助
金”)的财务咨询服务。
与特别诉讼案相关的经济分析。

•

与公共项目相关的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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