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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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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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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riefs 精彩免費網路講座

【焦點國家:台灣】
Minimizing Taiwan income tax exposure on outbound service
fees
日期：2018 年 02 月 27 日
時間：2:00 – 3:00 PM HKT (GMT +8)
【點此報名】

【間接稅】
BEPS and indirect tax: Devil or angel in the details?
日期：2018 年 03 月 13 日
時間：2:00 – 3:00 PM HKT (GMT +8)
【點此報名】

【跨國人力調派】
Digital tax and employees: The future is now
日期：2018 年 03 月 15 日
時間：1:00 – 2:00 PM HKT (GMT +8)
【點此報名】

【移轉訂價】
Common pitfalls of transfer pricing for in-house tax teams
日期：2018 年 03 月 20 日
時間：2:00 – 3:00 PM HKT (GMT +8)
【點此報名】

【印度稅務】
New perspective to Permanent Establishment: Unsettling the
past
日期：2018 年 03 月 22 日
時間：2:00 – 3:00 PM H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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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1 月 3 日通過「產業創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收錄自 tax@hand

財政部發布解釋令說明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課徵所得
稅規定
收錄自 tax@hand

調漲基本工資及勞健保級距調整
收錄自 tax@hand

勞基法修正條文重點整理
收錄自 tax@hand

國際稅務資訊
盧森堡：公佈符合 BEPS 規定之新智慧財產稅務優惠草案
勤業眾信稅務部 / 陳光宇營運長、洪于婷副總經理

中國稅務評論&相關議題
中國大陸：稅務機關移轉定價查核新方法－金融資產使用案例解
析
勤業眾信稅務部 - 國際 / 中國稅務與商務諮詢 / 林淑怡會計師、闕月玲經理

中國大陸：外資企業在境內分配利潤暫緩徵稅新規及對台灣稅
負影響解析
勤業眾信稅務部 - 國際 / 中國稅務與商務諮詢 / 陳文孝執行副總經理、林佳苗
經理

BEPS 專區
行動計畫 13－馬來西亞國別報告準則修訂與納閩島國別報告指導
原則發布／愛爾蘭 2016 年度國別報告提交期限展延
勤業眾信稅務部 / 張宗銘會計師、周宗慶副總經理

律師看時事
籌資新選擇 - 群眾募資及創新平台相關法律議題
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 / 陳盈蓁資深律師

最新課程訊息
講座與企業內訓-網路報名
勤業眾信 107 年 3 月份專題講座

課程服務專線：(02)2545-9988 分機 3980 杜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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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oitte Global Tax Alerts and Newslett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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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