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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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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選財會資訊



活動焦點情報

 移轉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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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轉訂價】
Transfer pricing and permanent establishment:
Insights on new guidance
日期：2018 年 08 月 28 日
時間：2:00 – 3:00 PM HKT (GMT +8)
【點此報名】
Global Mobility, Talent & Rewards
Post tax season update in Asia Pacific: Evolving trends
in tax collection by tax offices and audit focus areas
日期：2018 年 08 月 30 日
時間：2:00 – 3:00 PM HKT (GMT +8)
【點此報名】

【中國稅】
China Spotlight
China tax update: Upcoming insight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日期：2018 年 09 月 04 日
時間：2:00 – 3:00 PM HKT (GMT +8)
【點此報名】

【國際租稅】
International Tax
Principal Purposes Test (BEPS Action 6): Making sense
of the rule and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case studies
discussed in the deliverable (Part 2)
日期：2018 年 09 月 06 日
時間：2:00 – 3:00 PM HKT (GMT +8)
【點此報名】
M&A Tax
Common tax due diligence, structuring, and post deal
tax compliance challenges on acquisitions of B2C
businesses
日期：2018 年 09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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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公司法修法變革之影響與因應

稅務部 / 莊瑜敏會計師、藍聰金副總經理

 財政部核釋個人或營利事業得全額列報對行政法人之捐贈
收錄自 tax@hand

 財政部發布新聞稿，營利事業對關係企業延期收款天數不合營業
常規部分，屬資金之使用，應調整增加利息收入
收錄自 tax@hand

 夫或妻一方行使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准予申請不課徵土地
增值稅
收錄自 tax@hand

國際稅務
 歐盟－進口瑕疵品之關稅退稅機會／印度－釐清實際管理處所之
規定
稅務部 / 陳光宇會計師、洪于婷副總經理

中國稅務
 中國個人所得稅新改革 - 綜合所得稅制來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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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S 稅務專題 - 海外台商既有實體金融帳戶稅務風險
稅務部－國際／中國稅務與商務諮詢／林淑怡會計師、陳建霖經理

移轉訂價
 行動計畫 13：開曼群島發布國別報告指導原則／行動計畫 810：針對金融交易提出之討論稿
稅務部 ／ 張宗銘會計師、周宗慶副總經理

律師看時事
 大法庭制 將統一見解
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 / 林瑞彬主持律師

 GDPR 對個資國際傳輸限制與因應之道

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 / 張憲瑋資深律師

最新課程訊息
講座與企業內訓-網路報名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及費用

8/22(三) 13:30~16:30

企業併購稅務議題探討
(費用 : 3,000 元)

講師
陳惠明

~CRS 專題~
8/23(四) 13:30~16:30

New~全球共同申報準則衝擊下之

林淑怡

台商稅務議題

陳建霖

(費用 : 3,000 元)
9/14(五)

13:30-16:30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重點解析

官振進

(費用 : 3,000 元)
9/18(二) 13:30~16:30

9/18(二) 13:30~16:30

移轉訂價查核及未來趨勢

張宗銘

(費用 : 3,000 元)

周宗慶

最新跨境交易議題解析

許嘉銘

(費用 : 3,000 元)
9/19(三) 13:30~16:30

2018 年不可不知的稅務新法規

徐瑩瑩

(費用 : 3,000 元)
HOT~面對新法變革企業因應之道-9/19(三) 13:30~16:30

最新公司法修正重點與實務探討

藍聰金

(費用 : 3,000 元)
9/21(五) 13:30~16:30

營業稅申報暨統一發票開立實務及常見錯誤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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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嘉珮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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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更多稅務/法律議題

胡雅如

推薦閱讀：


勤業眾信通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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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