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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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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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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稅務】
Principal Purposes Test (BEPS Action 6): Making
sense of the rule and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case
studies discussed in the deliverable (Part 1)
日期：2018 年 07 月 24 日
時間：2:00 – 3:00 PM HKT (GMT +8)
【點此報名】
India's GST update: When the rubber hits the road
日期：2018 年 07 月 26 日
時間：2:00 – 3:00 PM HKT (GMT +8)
【點此報名】
Increasing thrust on bilateral Advance Pricing
Agreements (APA): Relaxation in Article 9(2) norms
in India
日期：2018 年 08 月 2 日
時間：2:00 – 3:00 PM HKT (GMT +8)
【點此報名】

【移轉訂價】
Hong Kong's new transfer pricing regime: Adapting
to global standards
日期：2018 年 08 月 16 日
時間：2:00 – 3:00 PM HKT (GMT +8)
【點此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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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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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訊息通知
國內稅務
隔代教養的報稅規定放寬
收錄自 tax@hand

財政部發布「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課徵所得稅作業要
點」
收錄自 tax@hand

國際稅務
歐盟：歐盟法院針對移轉訂價調整計入完稅價格作出判決
稅務部 / 陳光宇會計師、洪于婷副總經理

中國稅務
從大陸查稅案例了解移轉訂價查核－價值鏈分析
稅務部－國際／中國稅務與商務諮詢／徐曉婷會計師、林世澤協理

中國大陸增值稅之稅率下調，企業應注意之重點與影響
稅務部－國際／中國稅務與商務諮詢／陳文孝執行副總經理、林志偉協理

移轉訂價
行動計畫 13－荷蘭發表新的移轉訂價準則／行動計畫 2－澳洲混
合錯配新立法明年正式實施
稅務部 ／ 張宗銘會計師、周宗慶副總經理

律師看時事
外國人聘僱及跨國併購勞工退休金制度之最新發展
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 / 陳月秀資深律師

最新課程訊息
講座與企業內訓-網路報名
勤業眾信 107 年 7-8 月份專題講座
日期

時間

7/26(四)

14:00-17:00

課程名稱及費用
HOT~面對新法變革企業因應之道--最新公司
法修正重點與實務探討
(費用 : 3,000 元)

講師
藍聰金

8/14(二)

13:30~16:30

HOT~面對新法變革企業因應之道--最新公司

藍聰金

法修正重點與實務探討
(費用 : 3,000 元)
8/14(二)

14:00-17:00

8/15(三)

13:30~16:30

商務契約陷阱規避與企業因應實務

陳月秀

(費用 : 3,000 元)
兩岸三地個人所得稅暨最新大陸

陳欣旋

CRS 法令介紹
(費用 : 3,000 元)
8/16(四)

13:30~16:30

8/21(二)

14:00~17:00

HOT~洗錢防制對於企業經營的影響

劉家全

(費用 : 3,000 元)
New~2018 新版公司治理藍圖及

陳月秀

法令遵循重點解析
(費用 : 3,000 元)
8/22(三)

13:30~16:30

8/23(四)

13:30~16:30

企業併購稅務議題探討

陳惠明

(費用 : 3,000 元)
~CRS 專題~

林淑怡

New~全球共同申報準則衝擊下之

陳建霖

台商稅務議題
(費用 :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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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5-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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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