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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riefs 精彩免費網路講座
中國稅務
China Spotlight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hina's enterprise income tax
laws and review of significant cases
日期：2017 年 7 月 27 號
時間：2:00 – 3:00 PM (GMT +8)
【點此報名】

間接稅
Indirect Tax
Australia's new B2C GST rules and New Zealand's
approach: Revolution or evolution coming to a country
near you?
日期：2017 年 8 月 3 號
時間：2:00 – 3:00 PM (GMT +8)
【點此報名】

印度稅務
India Spotlight
Hot issues in India: Secondary adjustments and interest
limitations
日期：2017 年 8 月 8 號
時間：2:00 – 3:00 PM (GMT +8)
【點此報名】

移轉訂價
Transfer Pricing
Country-by-Country (CbC) reporting and new transfer
pricing documentation requirements in Southeast Asia
日期：2017 年 8 月 15 號
時間：2:00 – 3:00 PM (GMT +8)
【點此報名】

印度反避稅
India Spotlight

General Anti-Avoidance Rule (GAAR): Applicability and
implications
日期：2017 年 8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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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遺產及贈與稅稅率調高
收錄自 tax@hand

實際管理處所適用辦法介紹
收錄自 tax@hand

財政部啟動股利所得稅制改革
收錄自 tax@hand

稅捐稽徵法增訂條文，可與他國簽訂租稅資訊交換協定
收錄自 tax@hand

數位經濟下跨境電商營運佈局需瞭解之「稅」事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林國琇副總經理、劉初塵經理

國際稅務資訊
新加坡 - 議定書修訂新加坡與印度租稅協定資本利得課稅方式
／瑞士 - 營業稅常設機構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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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川普稅改看跨國投資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郭雨萍會計師、李嘉雯協理

中國稅務評論&相關議題
中國大陸 CRS 正式定稿 接軌國際與打擊跨境逃避稅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林淑怡會計師、傅至真協理

大陸地區公益捐贈規定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徐曉婷會計師、林信佑經理

BEPS 專區
B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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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醫併購 法律議題不可忽視
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 / 陳盈蓁資深律師

跨國人力調派新知
韓國-外籍員工之單一稅率適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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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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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閱讀：
 勤業眾信通訊七月號
 勤業眾信 E 智網 GoChina 網站
 IFRS 專區
 Deloitte Global Tax Alerts and Newsle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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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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