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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視野 創新稅務服務

本期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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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briefs 精彩免費網路講座
國際租稅
International Tax
International tax: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top tax cases
of 2016?
日期：2017 年 2 月 28 號
時間：2:00 – 3:00 PM (GMT +8)
【點此報名】

印度商品及服務稅
India Spotlight
Indian GST: Can technology unlock the secret to
compliance?
日期：2017 年 3 月 7 號
時間：2:00 – 3:00 PM (GMT +8)
【點此報名】

共同申報準則
Industries – Financial Services
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CRS) in Asia Pacific:
Moving forward in 2017
日期：2017 年 3 月 9 號
時間：12:00 – 1:00 PM (GMT +8)
【點此報名】

跨國人力調派
Global Mobility, Talent & Rewards
Share plan in a box: Exploring the latest in share plans
and share plan design
日期：2017 年 3 月 16 號
時間：1:00 – 2:00 PM (GMT +8)
【點此報名】

租稅優惠

Tax Incentives
Tax incentives for regional and global businesses and
operations in Malaysia
日期：2017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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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加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議
收錄自 tax@hand

稽徵法修正 海外追稅添利器
收錄自 tax@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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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普時代下美國稅改趨勢(文章)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張豐淦會計師、江育維協理、王郁雅研究員

川普時代下美國稅改趨勢(影片)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張豐淦會計師

荷蘭/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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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稅法新時代(上) ─ 川普稅務改革方向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廖哲莉會計師、洪筱瑩經理

中國稅務評論&相關議題
如何因應中國大陸海關管理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徐曉婷會計師、王集忍協理

汶萊不再提供 IBC 公司 台商該如何因應?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林淑怡會計師、李靜秀協理

BEPS 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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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師看時事
數位新經濟下的法律議題(文章)
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林瑞彬主持律師、劉家全律師

數位新經濟下的法律議題(影片)
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林瑞彬主持律師

跨國人力調派新知
美國延長申報海外帳戶之截止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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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業眾信通訊二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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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