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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訂價文章系列

4. 受 COVID-19疫情影響導致虧損或盈利波動之

預先應對計劃。

5. 移轉訂價專家觀點下之業務重組。

6. 低風險企業是否更能抵擋COVID-19疫情衝擊？

7. COVID-19疫情對預先訂價安排及/或其執行層

面之影響。

8. 移轉訂價稽查趨勢：放寬對納稅人的查核抑

或更加激進的國家稅收預算？

1. COVID-19疫情導致之產業鏈中斷——集團

現有產業鏈模式轉型與潛在風險。

詳細内容請點擊鏈接。

2. COVID-19疫情導致集團内預計進行之訂價

政策安排失效及其重組需求。

詳細内容請點擊鏈接。

3. 可抵扣利息費用上限之修正——重要考量

和建議行動。詳細内容請點擊鏈接。

本系列將涵蓋以下關鍵議題：

2020年第二季已經結束，但專家預估目前仍未達到疫情的高峰點。我們可以觀察到大

部分的金融報告顯示，與疫情之前相比，企業利潤普遍呈現下滑趨勢。

受到疫情嚴重影響導致利潤率下降或甚至產生虧損的企業，稅務機關可能會在進行

2020財年稅務審查/稽查時對其發出挑戰，以判斷盈利下降之原因是否與納稅人透過不

當的移轉訂價行為匯出利潤有關。

因此，掌握並量化COVID-19對疫情期間經營結果的影響至關重要，企業將以其作為合

理調整訂價政策及其他戰略性決策之經濟、財務及商務考量基礎，同時表明企業獲利

率降低或虧損非肇因於不合理的移轉訂價政策。

背景信息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vn/Documents/tax/vn-tax-transfer-pricing-sharing-series-episode-1-may2020-trad-cn.pdf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vn/Documents/tax/vn-tax-transfer-pricing-sharing-series-epi-2-jun2020-trad-cn.pdf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vn/Documents/tax/vn-tax-alert-transfer-pricing-ep3-trad-c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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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http://tapchitaichinh.vn/su-kien-noi-bat/gdp-6-thang-dau-nam-2020-dat-muc-tang-truong-181-324929.html
2 https://www.gso.gov.vn/default.aspx?tabid=621&ItemID=19651

對於選擇繼續經營的跨國企業，應在經濟不景氣情況下進一步檢視移轉訂價政策

以應對疫情，如：

• 謹慎、一致、有序地追蹤費用成本以量化疫情的影響。

• 對2020財年的關係企業間交易進行適當的調整。

德勤之觀察

根據越南計劃與投資部發佈的經濟報告，

越南2020上半年GDP增長率破10年内來最

低記錄，僅1.81%。其中主要受到疫情重

創的產業為服務業及國際貿易業1。

• 2020第二季持續受到疫情影響，越南

政府為防疫目的實施社交距離措施，

導致第二季的GDP增長率與上年度同

期相比僅0.36%，同樣是10年來最低。

• 根據越南統計局表示，如美國、日本

及歐盟經濟體亦在面對因全球貿易衰

退及供應鏈斷鏈而導致的近十年來最

嚴重的經濟蕭條。

• 因外國投資減少，跨國企業開始著手

重組供應鏈以節約成本、優化營運、

縮減營運規模、甚至在衡量虧損經營

或停業之優劣分析後關閉部分廠房以

確保繼續經營能力。截止2020年6月份，

辦理停業的公司共29,200家，與2019

年同期相比暴增38.2%，其中主要是住

宿、餐飲及分銷產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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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之建議

一、善用避風港原則：

按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發佈

之指引，避風港原則的目的為了讓符合

標準之特定類型納稅人免除或減輕特定

義務，以降低納稅人負擔。疫情期間，

企業應持續瞭解並定期追蹤避風港原則

的變更。鑒於大環境的變化導致企業營

收、交易量和集團内部重組的因素，亦

可能導致適用的避風港原則有別於以前

年度。

二、移轉訂價目的之盈利波動分析：

微利或虧損可能源自許多因素，然而，

為證明獲利的波動是COVID-19疫情意外

爆發所致，而非刻意透過移轉訂價規避

的關鍵在於企業能否系統性地從商業及

財務角度分析疫情影響導致的利潤波動

或虧損。利潤波動原因可能包括市場需

求下降、收入萎縮、供應鏈中斷、產能

利用率不足、壞帳準備、員工資遣費、

閒滯機器設備維修成本或其他非正常成

本。企業應合理一致地記錄及量化前述

因素導致的損失以確保與其他類似產業

公司的可比較性。

三、基準分析之執行方法：

企業應考慮基準分析調整以選用功能、資產及風險與受測個體相近之可比較對象，

尤其是在仍受疫情影響的情況下。調整項目可能包括：

排除前期選用的可比較對象中，未受疫情衝擊或甚至因疫情而獲利

（一般企業少見此情況），或同期無類似情況可比較數據的公司；

新增或減少篩選指標以確保滿足可比較程度；

選用的可比較年度：納稅人應慎重選用可比較數據的年度。在進行

2020財年之稅務稽查時，可能尚無法取得2020財年同期的可比較對象

財務數據，但若採用2019的數據，由於經濟情況不同，可能無法適用。

採用損失分割模式：集團可考慮在評估當前經濟情況下的適用性後，

採用集團成員間損失分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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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如何協助

• 從越南在地角度進行關聯交易深度分析

• BEPS -檢視關聯企業間之合約或協議

• 移轉訂價同期報告檢視

• 移轉訂價健檢

• 預先訂價安排策略規劃、文件準備及申請過程協助

德勤之建議（續）

四、集團内服務之訂價政策協商或

規劃以分擔疫情影響：

企業應慎重決定關係企業間的訂價政策

以反映供應鏈各方應承擔之合理損失，

且應一致適用於集團内部。其中，由於

在此艱困期間對於内部資金調動及貸款

保證的需求激增，企業應特別留意財務

交易。

五、與權責機關之適當溝通：

若條件允許，企業應積極聯繫稅務機關，

尋求在疫情敏感階段之移轉訂價政策指

引，以及瞭解其對於適用方法接受程度

的意見，以確保決策的開展效益。同時，

與稅務機關保持溝通亦可有助於權責部

門瞭解企業的實際經營情況，進而發展

出更合適的政策。

下期預告：

在下一期中，我們將繼續探討移轉訂價專家觀點下之業務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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