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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riefs 精彩免費網路講座

【BEPS】專區

￭

重要訊息通知

即刻前往了解!

 國內稅務資訊
 國際稅務資訊
 中國稅務評論 & 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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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PS 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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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B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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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財政預算
India Spotlight
India Budget 2017: Will it be a "blockbuster"?
日期：2017 年 2 月 2 號
時間：2:00 – 3:00 PM (GMT +8)
【點此報名】

印度預先訂價協議
India Spotlight
India Advance Pricing Agreements (APAs): Latest
developments in manufacturing sector
日期：2017 年 2 月 9 號
時間：2:00 – 3:00 PM (GMT +8)
【點此報名】

併購稅務
M&A Tax
Tax considerations and tax-free post-acquisition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A focus o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日期：2017 年 2 月 14 號
時間：2:00 – 3:00 PM (GMT +8)
【點此報名】

移轉訂價
Transfer Pricing
Marketing, sales, and distribution companies in Asia
Pacific: Transfer pricing challenges and lessons
learned
日期：2017 年 2 月 21 號
時間：2:00 – 3:00 PM (GMT +8)
【點此報名】

稅務管理

Tax Management
Tax data analytics: Trends in 2017
日期：2017 年 2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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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部宣布將於 2017 年調漲綜合所得稅免稅額與調整課
稅級距
收錄自 tax@hand

營業人收受政府研發補助款需開立發票
收錄自 tax@hand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三讀通過
收錄自 tax@hand

2017 年不可不知的新法規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林宜信會計師、胡雅晴協理

淺論最新公司法全盤修正重要議題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莊瑜敏會計師、藍聰金副總經理

企業導入電子發票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莊瑜敏會計師、李寶鳳協理

民眾不可不知之權益 - 談納稅者權益保護法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賴永發會計師、林志聰協理

國際稅務資訊

迎接充滿不確定因素的 2017-國際重大改變對我國企業的
稅務影響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張豐淦會計師、黃國瑞經理

印度-議定書修訂印度與模里西斯租稅協定中之資本利得
免稅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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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稅務評論&相關議題
從個人到企業，中國接軌國際的查核趨勢!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徐曉婷會計師、陳欣旋協理

中國大陸預約定價安排新規定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林淑怡會計師、趙慶章協理

BEPS 專區
移轉訂價之未來趨勢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張宗銘會計師、陳怡伶經理

BEPS 深入解析-國際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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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PS 行動計畫最後一塊拼圖 - OECD 公佈多邊公約 我國
企業豈可置身事外？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陳宥嘉副總經理、黃國瑞經理

律師看時事
綠能科技產業自由化與電業法修正
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林瑞彬主持律師、陳月秀資深律師

迎接工業 4.0 完善法遵對策
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林瑞彬主持律師、劉家全律師

跨國人力調派新知
香港-金融帳戶資訊自動交換與稅務居民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廖哲莉會計師、楊俐珊協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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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業眾信通訊一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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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