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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訊息通知
 國內稅務資訊

【勤業眾信 Line@】
提供即時財會新訊、精準
的市場趨勢以及多元深入
的產業觀點


會計師/律師看時事

 國際稅務資訊



精選財會資訊

 中國稅務評論 & 相關議題



活動焦點情報

 移轉訂價資訊
 律師看時事
 最新課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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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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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併購稅務】
Tax efficient funding arrangements for M&A transactions in
Australia, China, and India
日期：2018 年 06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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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訊息通知
國內稅務資訊
基本生活所需費用計算規定
收錄自 tax@hand

營業人於保稅貨物存倉期間銷售與國外客戶適用零稅率規定
收錄自 tax@hand

財政部核釋宗教財團法人辦理不動產捐贈移轉與經衛生福利部許
可新設之醫療財團法人不課徵土地增值稅及無須課徵印花稅
收錄自 tax@hand

國際稅務資訊
俄羅斯：外國電子服務供應商提供服務予法人將須繳納營業稅
泰國：移轉訂價法規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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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外匯案例中了解大陸台商的經營風險
勤業眾信稅務部－國際／中國稅務與商務諮詢／徐曉婷會計師、傅至真協理

新一輪的深化增值稅改革－調降增值稅率與統一小規模納稅人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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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集忍
協理

中國頒布稅收協定受益所有人認定新規(下) - 安全港規定及受益所
有人要求
勤業眾信稅務部－國際／中國稅務與商務諮詢／林淑怡會計師、游浚瑋經理

移轉訂價資訊
行動計畫 1－瑞士發表數位經濟課稅之立場／行動計畫 13－印度
延長國外跨國企業印度成員實體國別報告繳納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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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國併購面面觀－交易架構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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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份專題講座
日 期

時 間

7/12(四)

13:30-16:30

課程名稱及費用
IFRS 9 未上市櫃公司股權評價

講 師
李紹平

(費用 : 3,000 元)
7/13(五)

13:30-16:30

國際與兩岸反避稅新制剖析暨企業因應策略

闕月玲

(費用 : 簽證客戶 2,000 元非簽證客戶 2,500 元)

7/13(五)

13:30-16:30

HOT~資訊安全治理的趨勢與挑戰

陳鴻棋

(費用 : 簽證客戶 2,000 元非簽證客戶 2,500 元)

7/17(二)

13:30-17:30

IFRS15 客戶合約之收入

黃逸定

(費用 : 3,500 元)
7/18(三)

13:30-16:30

NEW~中國海關稽查實務暨環保稅新制說明

陳文孝

(費用 : 簽證客戶 2,000 元非簽證客戶 2,500 元)

7/19(四)

13:30-16:30

NEW~企業如何因應歐盟新資保法

林彥良

(費用 : 3,000 元)
7/19(四)

13:30-16:30

如何節省支付國外費用之扣繳稅款
(費用 : 3,000 元)

陳宥嘉

7/20(五)

7/20(五)

13:30-16:30

13:30-16:30

企業績效管理暨獎酬機制運作實務分享

彭德全

(費用 : 3,000 元)

卓筱琳

企業申請租稅優惠及政府補助實務介紹

朱光輝

(費用 : 3,000 元)
7/20(五)

13:30-16:30

營所稅查準重點實務解析

戴群倫

(費用 : 3,000 元)
7/24(二)

14:00-17:00

審計委員會運作實務

陳月秀

(費用 : 3,000 元)
7/24(二)

7/25(三)

13:30-16:30

13:30-17:30

HOT~移轉訂價查核及未來趨勢

張宗銘

(費用 : 3,000 元)

周宗慶

各類稅務調節表重點實務解析
(費用 : 3,500 元)

*年度 VIP 特惠專案 申請表
*HOT~董監事進修服務、企業人才培訓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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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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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閱讀：
 勤業眾信通訊六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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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瑞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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