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因應行動計畫13之移轉訂價報告立法動態
更新日期：2017年08月

國家

行動細項

預計實施日期

1)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超過人民幣55億元之跨國集團最終控股企業
2) 該企業的最終控股企業不在境內，但該企業被跨國集團指定為報送成員實體需
提交
3) 中國大陸之國別報告法規另對於提交國別報告有相關罰則之規定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與所得稅申報截止日期一致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企業應備妥集團主體報告：
1) 年度發生跨境受控交易，且合併企業財務報表的最終控股企業已備妥
2) 年度受控交易超過人民幣10億元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會計年度終了12個月後

當地報告

受控交易金額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企業應備妥當地報告：
1) 有形資產所有權轉讓金額超過人民幣2億元
2) 金融資產轉讓金額超過人民幣1億元
3) 無形資產所有權轉讓金額超過人民幣1億元
4) 其他受控交易金額超過人民幣4仟萬元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受控交易發生之次年6月30日前，
並於中國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於30天內提交。

國別報告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1仟億日元者

集團主體報告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1仟億日元者

國別報告

中國大陸

亞太區

集團主檔報告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4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於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後申報

日本
當地報告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日本企業針對當年度發生跨國受控交易金額達以下門檻則須備妥當地報告：
1) 該年度有形資產移轉/服務提供或其他交易：日幣50億元
2) 該年度無形資產交易：日幣3億元
無達以上門檻之納稅人仍可於進行租稅查核時被要求備妥文據。

 實施會計年度：2017年4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 :於日本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於
45或60日內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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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報告

新加坡

集團主體報告

當地報告

無此規定

無此規定

若達以下門檻則須備妥當地報告：
1) 進銷/資金貸予交易：新加坡幣1仟5百萬元
2) 其他類型交易(如權利金、服務提供、租金)：新加坡幣1百萬元

 實施會計年度：現行已依法要求備妥
 提交報告期限：於所得稅申報期限時備妥，並於
新加坡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起30日內提交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於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後申報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超過澳幣10億元
當地報告

印度

集團主體報告
當地報告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預計實施日期
 實施會計年度：2017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於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後申報

集團主體報告

國別報告

亞太區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超過新加坡幣11億2仟5百萬元之最終母公司位於新加坡的跨國
集團需提交國別報告

國別報告

澳洲

更新日期：2017年08月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需於所得稅申報時備妥(7月15
日)，並於澳洲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於28天內
提交。

1)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歐元7億5仟萬元之印度跨國集團總部須提交國別報告
2) 印度之國別報告法規另對於提交國別報告有相關罰則之規定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4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需於所得稅申報時備妥

尚無其他新增規定

尚無其他新增規定

所有交易皆需被申報

 實施會計年度：現行已依法要求備妥
 提交報告期限：需於所得稅申報時備妥(11月30
日)，並於印度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於30日內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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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報告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1兆韓圜之最終母公司位於南韓的跨國集團需提交國別報告

南韓

該年度公司間交易金額達韓幣500億元，且當年度營業收入達韓幣1,000億元
當地報告

印尼

集團主體報告
當地報告

國別報告

馬來西亞

集團主體報告

當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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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區

預計實施日期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後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 : 於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後提交

集團主體報告

國別報告

更新日期：2017年08月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需於公司所得稅申報期限備妥(會
計年度終了3個月內)，於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
後提交，並於南韓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於30天內
提交。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超過印尼盾11兆元需提交國別報告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於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內備妥，
並與下一年度所得稅申報時提交

1)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超過印尼盾500億元之企業
2) 有形資產所有權轉讓金額超過印尼盾200億元或其他受控交易類型金額超過印
尼盾50億元
3) 與低稅率稅收管轄區之關係企業進行關聯交易
4) 持納稅義務之集團母公司年度合併收入達印尼盾11兆元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與公司所得稅申報期限備妥(於會
計年度終了4個月內備妥)，並在印尼稅局進行租稅
查核時，於14-30天內提交。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馬幣30億元的跨國集團需提交國別報告

 實施會計年度：2017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後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馬幣30億元的跨國集團需提交集團主體報告

 實施會計年度：2017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於馬來西亞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
於30天內提交。

需依法令備妥，符合以下任一條件可提交簡式當地報告：
1) 公司總收入低於2500萬馬幣，年度受控交易額低於1500萬馬幣
2) 財務協助不超過5000萬馬幣

 提交報告期限：需於所得稅申報時備妥，且於馬來
西亞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於30天內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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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普勒斯
共和國

預計實施日期
 法令生效日期：2017年5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需於所得稅申報時備妥
(於會計年度終了90日內提交)

當地報告

符合下列條件者，不需提交該文據:
1.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低於越南盾500億元，且年度受控交易低於越南盾300億
元
2. 有預先定價協議
3.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低於越南盾2,000億，且收益比重為經銷業5%、製造業
10%、加工業15%

國別報告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超過港幣68億元之跨國集團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2017年1月1日為第二次申報
 提交報告期限：於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後申報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超過歐元7億5仟萬元之跨國集團

 實施會計年度 : 2018年1月1日
(主動申報可於2018年前開始)
 提交報告期限：於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後申報

國別報告
越南

亞太區

集團主體報告

國別報告
集團主體報告
香港
當地報告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不需提交該文據:
 個體居住公司符合下列三項條件中兩項者:
1. 年度合併收入低於港幣1億元
2. 總資產低於港幣1億元
3. 員工人數低於100位
 個體居住公司受控交易符合下列條件者:
1. 資產交易(金融資產除外)低於港幣2.2億元
2. 金融資產交易低於港幣1.1億元
3. 無形資產交易低於港幣1.1億元
4. 其他交易(如服務或權利金)低於港幣4仟4佰萬元

查稅前諮詢期間，需於稅務機關要求日起30日內提交。
查稅過程中，需於稅務機關要求日起15日內提交。

 實施會計年度 : 尚無其他新增規定
 提交報告期限 : 此文據需保留至少7年

 實施會計年度 : 尚無其他新增規定
 提交報告期限 : 於香港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於30
天內提交。

4

各國因應行動計畫13之移轉訂價報告立法動態
國家

行動細項

紐西蘭

無此規定

無此規定

當地報告

所有交易皆需被申報

 實施會計年度 : 需依法令備妥
 提交報告期限 : 於以色列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於
60天內提交。

國別報告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超過紐幣12億元之跨國集團

 實施會計年度 : 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於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內申報

尚無其他新增規定

 實施會計年度 : 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 : 於紐西蘭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於
30天內提交。

集團主體報告

集團主體報告

國別報告
集團主體報告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俄羅斯盧布500億元之跨國集團

當地報告
國別報告

台灣

預計實施日期
 實施會計年度 : 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於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內申報

當地報告

俄羅斯

亞太區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以色列謝克爾34億(約歐元7.5億元)

國別報告
以色列

更新日期：2017年08月

集團主體報告

當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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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會計年度 : 2017年1月1日
(主動申報可於2017年之前開始)
 提交報告期限：於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後申報
 實施會計年度 : 2017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 :於俄羅斯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於
3個月內提交。

尚無其他新增規定

 實施會計年度：2017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2018年12月31日

尚無其他新增規定

 實施會計年度：2017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於所得稅申報期限時備妥，並於
會計年度終了後1年後申報

年度收入達新台幣3億元或年度受控交易金額達新台幣2億元者

 實施會計年度 : 需依法令備妥
 提交報告期限 : 於所得稅申報期限時備妥，並於台
灣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於1個月至60天內提交。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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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報告

土耳其

集團主體報告

當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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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區

預計實施日期

於2016年會計年度時，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土耳其里拉20.37億元，之後會計年
度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相當於歐元7億5仟萬元之土耳其里拉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後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及資產達土耳其里拉2.5億元之當地企業個體

 實施會計年度：尚無其他新增規定
 提交報告期限：於公司所得稅申報期限後第2個月
備妥，並於土耳其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於15天內
提交。

需依法令備妥

 實施會計年度 :現行已依法要求備妥
 提交報告期限 : 於所得稅申報期限時備妥，並於土
耳其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於15天內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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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報告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超過歐元5仟萬元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需於所得稅申報時備妥，並於荷蘭
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即時提交。

1)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超過7億5千萬歐元
2) 使用OECD Template
3) 針對集團最終控股企業在國外之英國企業，若英國無法透過資訊交換協議取得
國別報告，需由該英國企業申報由以該英國企業合併主體下之子集團的國別報
告。
4) 若最終母公司所在國未要求準備國別報告或無法透過資訊交換提供英國政府資
料，則位於英國之企業或常設機構可自願向英國政府申報國別報告，而英國政
府會依此執行與他國之資訊交換。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於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後申報

無此規定

無此規定

需依法令備妥

 提交報告期限：需於所得稅申報時備妥，且於英
國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於30天內提交。

當地報告

集團主體報告
當地報告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預計實施日期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於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後申報。
倘最終母公司非為位於荷蘭之當地企業，荷蘭子公
司可能仍須提供國別報告予荷蘭政府(縱使最終母
公司所在國要求備妥期限係晚於2016年)

集團主體報告

英國

歐洲區

1)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超過歐元7億5千萬元
2) 使用OECD Template
3) 針對集團最終控股企業在非荷蘭之企業，若荷蘭稅局無法透過資訊交換協議取
得國別報告，適用次級申報機制。

荷蘭

國別報告

更新日期：2017年08月
更新日期：2017年0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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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實施日期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2017年1月1日為第二次申報
 提交報告期限：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後

個體居住公司年度合併收入達歐元1億元之跨國集團總部需提交

 實施會計年度：2017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經常性交易為60日、特定非經常性商業
交易為30日

當地報告

1) 公司間貨物交易達500萬歐元以上
2) 公司間服務交易達50萬歐元以上
2017年2月通過之移轉訂價文據法令草案提議將門檻提升為: 公司間貨物交易
達600萬歐元以上、公司間服務交易達60萬歐元以上。

 實施會計年度：現行已依法要求備妥，修改法案於
2017年1月1日生效。
 提交報告期限: 若特定非經常性商業交易存在時，需於
會計年度終了6個月內備妥，並於德國稅局進行租稅查
核時，經常性交易於60日內提交、特定非經常性商業交
易於30日內提交

國別報告

1)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歐元7億5仟萬元之跨國集團總部需提交
2) 法國之國別報告法規另對於提交國別報告有相關罰則之規定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後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或資產達歐元4億元之跨國集團總部需提交

 實施會計年度 : 現行已依法要求備妥
 提交報告期限：於所得稅申報期限備妥，並於法國稅局
進行租稅查核時，於30天內提交。

1)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歐元7億5仟萬元之跨國集團總部需提交
2) 奧地利之國別報告法規另對於提交國別報告有相關罰則之規定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2017年1月1日為第二次申報
 提交報告期限：2017年12月31日

連續2個會計年度其年度合併收入達歐元5仟萬元之跨國集團總部，或國外總部
已備妥集團主體報告者，則需提交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於奧地利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於30天
內提交

集團主體報告
德國

集團主體報告
當地報告
國別報告

奧地利

歐洲區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歐元7億5仟萬元之跨國集團總部需提交

國別報告

法國

更新日期：2017年08月

集團主體報告
當地報告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8

各國因應行動計畫13之移轉訂價報告立法動態
國家

行動細項

丹麥

歐洲區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後

無此規定

無此規定

當地報告

需依法令備妥

 實施會計年度 : 需依法令備妥
 提交報告期限：於捷克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於14
天內提交(可能延長至28天)

國別報告

1)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丹麥克郎56億元(約7億5千萬歐元)之跨國集團總部需提
交
2) 丹麥之國別報告法規另對於提交國別報告有相關罰則之規定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2017年1月1日為第二次申報
 提交報告期限：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

符合下列條件之當地企業
1) 年度收入超過丹麥克郎2億5仟萬或總資產超過丹麥克郎1億2仟5佰萬元
2) 年度平均有250位全職員工數

 實施會計年度：2017年1月1日(納稅人可選擇會計
年度2016年是否要遵循修訂之移轉訂價文據要求；
會計年度2017年開始後，須遵循修訂之要求。)
 提交報告期限:於所得稅申報時備妥，並於60天內
提交

1)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超過歐元7億5仟萬之跨國集團需提交
2) 比利時之國別報告法規另對於提交國別報告有相關罰則之規定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內申報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當地企業
1) 年度收入超過歐元5仟萬元
2) 年度總資產超過歐元10億元
3) 年度平均有100位全職員工數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後申報

集團主體報告

集團主體報告
當地報告
國別報告

集團主體報告
比利時

當地報告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預計實施日期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歐元7億5仟萬元之跨國集團總部需提交

國別報告

捷克

更新日期：2017年08月

該文據之組成有三項: A. 企業基本資料 B. 每一業務單位之資訊 C. 其他文件
上述A與C需由達到下列其中一門檻之主體提交:
1) 年度合併收入超過歐元5仟萬元
2) 總資產超過歐元10億元
3) 年度平均有100位全職員工數
針對B項，納稅人可選擇只申報超過歐元2.5萬元之交易。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於比利時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於
30天內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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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因應行動計畫13之移轉訂價報告立法動態
國家

行動細項

西班牙

預計實施日期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後

無此規定

無此規定

當地報告

年度收入達歐元3佰萬元

 提交報告期限：會計年度終了7個月後之第15天，
並於葡萄牙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於10-15天內
提交。

國別報告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歐元7億5仟萬元之跨國集團總部需提交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後

集團主體報告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歐元4仟5佰萬元之跨國集團總部需提交

集團主體報告

當地報告

國別報告

波蘭

歐洲區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歐元7億5仟萬元之跨國集團總部需提交

國別報告
葡萄牙

更新日期：2017年08月

集團主體報告

當地報告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所有公司間交易金額達25萬歐元之納稅人皆須備妥此報告，但符合「企業所得稅
法」第101條規定之中小企業減免稅資格之實體可遵循特定文據要求。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與公司所得稅申報期限相同，於
西班牙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於10天內提交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歐元7億5仟萬元之跨國集團總部需提交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2017年1月1日為第二次申報
 提交報告期限：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後(第一個
報期間可於18個月後提交)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或成本超過歐元2仟萬元

 實施會計年度：2017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於所得稅申報期限備妥，並於波
蘭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於7天內提交。

年度收入或成本超過歐元2佰萬元

 實施會計年度：2017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公司所得稅申報期限備妥，並於
波蘭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於7天內提交。(若該
交易不需被申報，但稅局依然要求提交文據，納
稅人則有30天準備該文據。)
10

各國因應行動計畫13之移轉訂價報告立法動態
國家

行動細項
國別報告

保加利亞

集團主體報告
當地報告

預計實施日期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2017年1月1日為次級申報
 提交報告期限：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後

尚無其他新增規定
於特定情況下，微型企業不需準備此文據。
超過下列三項條件中兩項則不列入微型企業之規範:
1.淨資產的賬面價值為保加利亞列弗70萬元 2.淨銷售收入為保加利亞列弗140萬
元3.員工人數不達10位

 實施會計年度：尚無其他新增規定
 提交報告期限 : 於保加利亞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
於14天內提交 (可向稅局申請延長至3個月後提交)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歐元7.5億元之跨國集團
無此規定

無此規定

當地報告

需依法令備妥

 實施會計年度：現行已依法要求備妥
 提交報告期限：於所得稅申報期限提交，並於克羅
地亞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於8-30天內提交。

國別報告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歐元7.5億元之跨國集團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後

符合下列標準之主體需提供該文據:
1. 當地居民信用機構、保險業務、已於證券市場註冊之商業協會
2. 如一交易方係位於低稅率地區
3. 年度合併收入達歐元5仟萬元、固定員工人數達250位、或合併資產負債達歐元
4仟3百萬元之當地企業
4. 於愛沙尼亞擁有250名員工、年度合併收入達歐元5仟萬元、或合併資產負債達
歐元4仟3百萬元之非當地企業

 實施會計年度：現行已依法要求備妥
 提交報告期限：於愛沙尼亞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
於60天內提交

集團主體報告

集團主體報告
愛沙尼亞

當地報告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歐洲區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2017年1月1日為次級申報
 提交報告期限：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後
(2016年會計年度之期限為18個月)

國別報告
克羅地亞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保加利亞列弗1億元(如最終母公司為保加利亞納稅人)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保加利亞列弗14.6億元(如最終母公司並非保加利亞納稅人)

更新日期：2017年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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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行動細項

符合下列任一條件之主體需提交該文據:
1. 員工人數達250位
2. 淨銷售額達歐元5仟萬元且資產負債總額達歐元4仟3百萬元
3. 根據歐盟定義，不能被視為中小企業之集團

 實施會計年度：2017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於所得稅申報期限備妥，並於芬
蘭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於60天內提交。不可早
於會計期間6個月前提交。任何針對文據之解釋需
於90天內提交。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歐元7.5億元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後

當地報告

針對小企業，年度受控交易金額達歐元10萬元
針對大企業，年度受控交易金額達歐元20萬元

 實施會計年度：現行已依法要求備妥
 提交報告期限：於所得稅申報期限備妥，並於希
臘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於30天內提交。

國別報告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歐元7.5億元之跨國集團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後

集團主體報告

國別報告
集團主體報告

根西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預計實施日期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後

當地報告

希臘

歐洲區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歐元7.5億元之跨國集團

國別報告

芬蘭

更新日期：2017年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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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行動細項

冰島

義大利

歐洲區

預計實施日期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歐元7.5億元之跨國集團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後

無此規定

無此規定

當地報告

交易金額低於匈牙利福林5仟萬元者不需提交該文據。

 實施會計年度 : 現行已依法要求備妥
 提交報告期限：於所得稅申報期限備妥，並於匈牙利
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於3天內提交。

國別報告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冰島克朗1000億元之跨國集團

 實施會計年度：2017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後

無此規定

無此規定

當地報告

前年年度合併收入或資產達冰島克朗10億元之跨國集團

 實施會計年度 : 現行已依法要求備妥
 提交報告期限：於所得稅申報期限備妥，並於冰島稅
局進行租稅查核時，於45天內提交。

國別報告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歐元7.5億元之跨國集團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後

現行已依法要求備妥: 已包括關於主動提交移轉定價文據之規定，以便進行懲
罰保護。

 實施會計年度：現行已依法要求備妥
 提交報告期限：於所得稅申報期限備妥，並於義大利
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於10天內提交。

國別報告
匈牙利

更新日期：2017年08月

集團主體報告

集團主體報告

集團主體報告

當地報告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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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西

盧森堡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後

國別報告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歐元7.5億元之跨國集團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後

無此規定

無此規定

需依法令備妥

 實施會計年度：現行已依法要求備妥

國別報告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歐元7.5億元之跨國集團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最終母公司會計年度終了後9個月
後

國別報告

針對當地跨國集團若其集團年度合併收入超過7億5仟萬歐元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2017年12月31日(需於會計年度
截止日後12個月後提交)

尚無新增其他規定

尚無新增其他規定

需依法令備妥

 提交報告期限：需於所得稅申報時備妥，並於愛爾
蘭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於21天內提交。

集團主體報告

當地報告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預計實施日期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歐元7.5億元之跨國集團

當地報告

愛爾蘭

歐洲區

國別報告

集團主體報告

馬爾他

更新日期：2017年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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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報告

挪威

集團主體報告
當地報告

國別報告

斯洛伐克

斯洛維尼
亞

集團主體報告

歐洲區

預計實施日期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挪威克朗65億元之跨國集團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2017年1月1日為第二次申報
 提交報告期限：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後

無此規定

無此規定

如該企業之員工人數達250位，並且收入達挪威克朗4億元或結餘達挪威克朗3.5
億者需提交此文據。內部交易低於挪威克朗1仟萬元且未償還金額低於2仟5百萬
元者將可豁免於此規定。

 實施會計年度：現行已依法要求備妥
 提交報告期限：於挪威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於
45天內提交。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歐元7.5億元之跨國集團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2017年1月1日為第二次申報
 提交報告期限：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後

通常小企業或只有國內關聯交易之主體不需提供此文據，但此規定有需多例外存
在。

 實施會計年度：現行已依法要求備妥
 提交報告期限：於斯洛伐克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
於15天內提交。

當地報告

需依法令備妥

國別報告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歐元7.5億元之跨國集團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最終母公司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
月後

需依法令備妥

 實施會計年度：現行已依法要求備妥
 提交報告期限：於所得稅申報時備妥，並於斯洛維
尼亞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於30-90天內提交。

無最低門檻

 實施會計年度：現行已依法要求備妥
 提交報告期限：會計年度結束3個月後，並於斯洛
維尼亞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於30-90天內提交

集團主體報告

當地報告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更新日期：2017年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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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下列條件者，不需提交此文據:
1. 員工人數少於250名
2. 資產負債總額低於瑞典克朗4億元
3. 年度總收入低於4.5億元

 實施會計年度：2017年4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於所得稅申報期限提交，並於瑞典
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於30天後提交。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瑞士法郎9億元之跨國集團

 實施會計年度：2018年1月1日
(主動申報可於2018年之前開始)
 提交報告期限：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後

無此規定

無此規定

當地報告

需依法令備妥

 實施會計年度：現行已依法要求備妥
 提交報告期限 : 可商議確切時間

國別報告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歐元7億5仟萬元之跨國集團
烏克蘭集團之門檻為歐元5仟萬元(跨國集團所有人為烏克蘭人或與烏克蘭有密切
關係)

 實施會計年度：尚無其他新增規定
 提交報告期限：最終母公司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
月後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歐元5仟萬元之跨國集團

 實施會計年度：尚無其他新增規定
 提交報告期限：於烏克蘭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於
60天內提交。

如與一交易方之交易量達烏克蘭赫夫納1仟萬元，此交易則被視為受控。同時，並
無需繳交當地報告之門檻。

 實施會計年度：現行已依法要求備妥
 提交報告期限：於烏克蘭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於
30天內提交。

集團主體報告

國別報告

烏克蘭

集團主體報告

集團主體報告

當地報告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預計實施日期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後

當地報告

瑞士

歐洲區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瑞典克朗70億之跨國集團
(如該集團為外國集團，門檻為7億5仟萬歐元)

國別報告
瑞典

更新日期：2017年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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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17年08月

國家

行動細項

加拿大

最終母公司位於美國之企業，集團年度合併收入超過美金8億5仟萬元(約7億5仟
萬歐元)之跨國集團

無此規定

無此規定

當地報告

需依法令備妥

 實施會計年度：現行已依法要求備妥
 提交報告期限：須於所得稅申報時備妥，並於美國
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於30日內提交。

國別報告

針對當地跨國集團若其集團年度合併收入超過7億5仟萬歐元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於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內申報

無此規定

無此規定

需依法令備妥

 實施會計年度：現行已依法要求備妥
 提交報告期限：公司所得稅申報期限備妥，並於加
拿大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於3個月內提交。

集團主體報告

集團主體報告
當地報告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預計實施日期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7月1日
(主動申報可於此日期之前開始)
 提交報告期限：與美國最終母公司所得稅申報截止
日期一致

國別報告

美國

美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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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17年08月

國家

行動細項
國別報告

阿根廷

巴西

智利

美洲區

預計實施日期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歐元7億5仟萬元之跨國集團

尚無其他新增規定

無此規定

無此規定

當地報告

如當地主體與外國關聯方進行交易，則需提交移轉訂價文據。

 實施會計年度 : 現行已依法要求備妥
 提交報告期限 : 會計年度終了後8個月後

國別報告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巴西雷亞爾23億元之跨國集團或歐元7億5仟萬元(如該主體
並非巴西納稅人)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需於所得稅申報時備妥

無此規定

無此規定

當地報告

需依法令備妥

 實施會計年度 : 現行已依法要求備妥
 提交報告期限 : 尚無其他新增規定

國別報告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歐元7億5仟萬元之跨國集團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會計年度終了後6個月後

無此規定

無此規定

無設立最低門檻

 實施會計年度 : 現行已依法要求備妥
 提交報告期限：於智利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於
30天內提交。

集團主體報告

集團主體報告

集團主體報告
當地報告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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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17年08月

國家

行動細項
國別報告

哥倫比亞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8仟1百萬單位稅值(約哥倫比亞披索2.4兆元)

集團主體報告
年度總資產達10萬支流單位值(約哥倫比亞披索29.75億)或集團年度合併收入
達6.1萬支流單位值(約哥倫比亞披索18.15億)
當地報告

國別報告

墨西哥

集團主體報告

當地報告

國別報告
集團主體報告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預計實施日期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預計將於2018年要求FY2016國別
報告(尚未確認)
 實施會計年度：尚無其他新增規定
 提交報告期限：次年7月 (與移轉訂價資訊申報日相
同) 確切日期取決於主體稅籍編號之最後一碼。
 實施會計年度：現行已依法要求備妥
 提交報告期限：於次年7月提交月 (與移轉訂價資訊
申報日相同) 確切日期取決於主體稅籍編號之最後一
碼。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墨西哥比索120億之跨國集團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申報期間終了後12個月後

個體居住公司年度合併收入達墨西哥比索6.8625258億(且有跨境交易)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會計年度終了12個月後

1. 年度合併收入未達墨西哥比索1仟3百萬元(65萬美元)之應納稅企業或提供服
務之收入未達墨西哥比索3百萬元(15萬美元)之應納稅企業不需提交此文據
2. 年度合併收入達墨西哥比索6.8625258億，必須提交此文據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於所得稅申報期限時備妥，於會計
年度結束12個月後提交，並於墨西哥稅局進行租稅
查核時，於30天內提交。

無此規定

無此規定

需依法令備妥

 實施會計年度 : 現行已依法要求備妥
 提交報告期限：於巴拿馬稅局進行租稅查核時，於
45天內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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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馬
當地報告

美洲區

各國因應行動計畫13之移轉訂價報告立法動態
更新日期：2017年08月

國家

行動細項
國別報告

秘魯

集團主體報告

當地報告

國別報告
烏拉圭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預計實施日期

立法目前只聲明跨國集團成員須提交此報告

 實施會計年度：2017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尚無其他新增規定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秘魯新索爾8仟1百萬元之跨國集團

 實施會計年度：2017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尚無其他新增規定

年度合併收入達秘魯新索爾931.5萬元

 實施會計年度 : 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於所得稅申報期限時備妥(會計年度
結束3個月後)，並於會計年度終了後6個月後提交

尚無其他新增規定

集團主體報告
當地報告

美洲區

 實施會計年度：2017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尚無其他新增規定
尚無其他新增規定

需依法令備妥

 實施會計年度 : 現行已依法要求備妥
 提交報告期限 : 於所得稅申報期限時備妥，並於會計
年度終了後9個月後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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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17年08月

國家

行動細項
國別報告

南非共和
國

集團主體報告

當地報告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非洲區

預計實施日期

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南非蘭特100億元之跨國集團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後

集團年度跨境受控交易達南非蘭特達1億元之應納稅企業

 實施會計年度：2016年1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 :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後，與所得
稅結算申報書一同繳交

交易金額達南非蘭特達1億元之應納稅企業

 實施會計年度 : 2016年10月1日
 提交報告期限：會計年度終了後12個月後，與所
得稅結算申報書一同繳交，並於南非稅局進行租稅
查核時，於14-30天內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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