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资建筑工程和房地产开发企业
税务研讨会
把握政策前沿 洞悉实务策略

马来西亚中国服务组
时间和地点
日期: 星期三，2016年4月27日
时间: 早上9点 - 下午4点30分
地点: Meeting Room 3
Renaissance Johor Bahru Hotel
2 Jalan Permas 11
Bandar Baru Permas Jaya
81750 Masai Johor

机遇和挑战
马来西亚建筑工程行业及房地产的发展蒸蒸日上。本次活动是针对在马来西亚的中国建筑工程和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税收方面的重点和2015年4月1日出台的消费税话题做出讨论，以及针对中国员
工分配到马来西亚工作所常见的移民局和个人所得税事宜更深入探讨。 德勤借此研讨会将分享为
中企在这两个领域服务所累积的宝贵经验。 此外，德勤马来西亚特邀银行，对金融/银行方面做出
更详细的分析和展望。
同时该活动也为业内提供了宝贵的交流机会， 及时获知最新的市场信息，及了解我们有关的领先
理念，见解和经验。
借此机会，德勤马来西亚中国服务组诚邀阁下出席这次的税务研讨会。详情如下：
研讨会流程
时间

主题

9:00- 9:30

登记

9:30-11:00

专题演讲：中资企业入驻马来西亚的房产和建筑领域税务焦点及税务
稽查时事

11:00-11:15

茶歇

11:15-12:15

专题演讲：外籍人员缴纳个人所得税及移民局签证介绍

12:15-13:45

午餐

13:45-14:45

专题演讲：针对建筑工程及房地产企业面临的消费税详细讲解

14:45-15:00

茶歇

15:00-16:00

专题演讲：银行对贸易融资基本知识做出讲解

16:00-16:30

问答环节

16:30

研讨会结束

参会费用
每位参与者费用为马币 380 （包含 6% 的消费税）
请在 2016 年 4 月 20 日之前，填写附件注册表格申请报名。名额有限，预定从速。
如需了解更多详情，请联系李岸营: annanyli@deloitte.com 或 +603 7610 7843;
戴蔚: vdai@deloitte.com 或+6017 780 6915
谨此 敬邀
德勤马来西亚中国服务组

Deloitte（“德勤”）泛指德勤有限公司（一家根据英国法律组成的私人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称“德勤有限公司”） ，以及其一家或多
家成员所和它们的关联机构。德勤有限公司与每一个成员所均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实体。德勤有限公司（又称“德勤全球”）并
不向客户提供服务。请参阅 www.deloitte.com/my/about 中有关德勤有限公司及其成员所法律结构的详细描述。
关于德勤马来西亚
在马来西亚，我们通过Deloitte Tax Services Sdn Bhd及其附属公司提供服务。
© 2016 Deloitte Tax Services Sdn Bhd

Registration
注册表格
Participant 1

Participant’s company details 参与者公司细节

Name (Mr / Mrs / Ms) 名字 (先生/女士/小姐)

Company 公司名字

Designation 职位

Address 地址

Email 邮件

Tel 电话

Vegetarian 素食

 Yes/是

 No/否

Contact person 联系人

Participant 2
Name (Mr / Mrs / Ms) 名字 (先生/女士/小姐)

Designation 职位
Email 邮件
Vegetarian 素食

Fax 传真

Email邮件
Cheque / draft no.		

for RM

支票/汇票号码

马币

Name of approving person

 Yes/是

 No/否

Workshop fee 参会费用
RM380 for the participant per session inclusive of 6%
GST

每个参与者费用为马币380（包含6%的消费
税）
• No refund on cancellation(s). However substitute
participant is allowed at no extra cost.

如取消没有退款。但是允许转给其他参与
者，无需支付额外费用。

批准人姓名

Designation 职位
Signature

签字

Date 日期
Payment Method 支付方式
Company name: Deloitte Tax Services Sdn Bhd

• All payment are to be made by the registration closing
date as seats are limited on a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basis.

公司名字：

座位有限，先到先得，所有的付款需在注册
截止日期前付款。

Bank address:

1, Jalan SS21/58, Ground Floor,

银行地址：
		
Swift code:

Uptown 1, Damansara Uptown,
474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UOVBMYKL

Swift 代码：
Account:

202-301-9827

• Please photocopy registration form for 3rd and
subsequent participants.

对第三个或更多的参与者，请复印注册表格
填写。
• A valid tax invoice will be issued to the name of
participating entities.

税务发票将会以参与者公司名字出具。

Beneficiary:

United Overseas Bank (Malaysia) Berhad

收款人：

账号：
Crossed cheque and bank draft payable to: Deloitte Tax
Services Sdn Bhd

支票(划线)和银行汇票支付给： Deloitte Tax
Services Sdn Bhd

Deloitte Malaysia is a privacy conscious global organisation. We will treat the information we collect from you as a result of your registration
and participation for this event in accordance with our Privacy Policy, which is located at http://www.deloitte.com/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