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oitte Taiwan | Tax | August 2016 No.68

Deloitte Taiwan Tax News
全球化視野 創新稅務服務

本期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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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riefs 精彩免費網路講座

￭

重要訊息通知
 國內稅務資訊
 國際稅務資訊
 中國稅務評論 & 相關議題
 BEPS 專區

【BEPS】專區
即刻前往了解!
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
(BEPS)行動計畫持續生
效。BEPS 專區將協助企
業了解與應考量之關鍵議
題與時程。

 律師看時事
 跨國人力調派新知
￭

稅務法令更新

Deloitte
tax@hand
app
全球脈動 在地觀點
提供您全球稅務新聞及資
訊，適用於所有
Android/iOS/BlackBer
ry 移動裝置，並於網頁
版同步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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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riefs 精彩免費網路講座
跨國人力調派
Global Mobility, Talent & Rewards
North Asia spotligh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outbound mobility for companies in the region
日期：2016 年 8 月 30 號
時間：2:00 – 3:00 PM (GMT +8)
【點此報名】

印度會計準則
India Spotlight
Tax impact of Indian Accounting Standards (IndAS)
日期：2016 年 9 月 1 號
時間：2:00 – 3:00 PM (GMT +8)
【點此報名】

移轉訂價
Transfer Pricing
Australia's new diverted profits tax: Are you prepared?
日期：2016 年 9 月 6 號
時間：2:00 – 3:00 PM (GMT +8)
【點此報名】

中國稅務
China Spotlight
China tax update: Issue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日期：2016 年 9 月 8 號
時間：2:00 – 3:00 PM (GMT +8)
【點此報名】

增值稅
Industries – Financial Services
Developments in VAT financial services rules:
Everything is changing
日期：2016 年 9 月 22 號
時間：2:00 – 3:00 PM (GMT +8)
【點此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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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Dbriefs Asia Pacific」



更多網路講座訊息請連結至 Dbriefs Webcasts 查詢



歷史講座請至 Dbriefs Library 查詢



關於亞太稅務動向請至 Dbriefs Bytes (英文講座，每週五播出)



Dbriefs 微播 (中文講座，每週二播出，與上週五英文講座內容相同)



每月邀請專家解讀亞太稅務熱門議題請至 Dbriefs Conversations

重要訊息通知
國內稅務資訊
國內營利事業如有短期票券或債券利息所得，無論金額大
小，均應辦理扣繳
收錄自 tax@hand

行政院通過所得基本稅額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收錄自 tax@hand

反避稅法案再啟 企業勿恃其不來
收錄自 tax@hand

國際稅務資訊
「重要的東西，眼睛是看不見的」- 聚焦無形資產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張宗銘會計師、周宗慶協理

泰國/比利時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陳光宇營運長、洪于婷副總經理 節譯

中國稅務評論&相關議題
中國大陸最新一波營改增對企業的影響(影片)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陳文孝執行副總經理

中國大陸最新一波營改增對企業的影響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陳文孝執行副總經理、王集忍協理

中國大陸關聯申報及同期資料新制對台企業之衝擊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林淑怡會計師、闕月玲經理

BEPS 專區
BEPS 國際動態-香港&美國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張宗銘會計師、周宗慶協理

律師看時事
跨國企業重組面臨之員工移轉安排
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 / 陳盈蓁資深律師

跨國人力調派新知
香港-非居民在港工作須應注意入境法令之規定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廖哲莉會計師、呂逸雯經理

￭

稅務法令更新
法規輯要
投資管理法規

欲瞭解更多稅務/法律議題？
￭

推薦閱讀：
 勤業眾信通訊八月號
 勤業眾信 E 智網 GoChina 網站
 IFRS 專區

￭

與我們聯繫：
 新增訂閱/取消稅務電子報
 Tax CIM 意見聯絡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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