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衆所周知，為驗證跨國集團之各關係企業間貨物買賣與勞務提供交易符合常規交易原則，

越南的移轉訂價規定要求企業準備相應文件作為佐證。而在Covid-19疫情發生之前，稅

局部門已開始針對實質相較於形式、調整價格前後造成的差異、以及適足的佐證文件等

方面屢屢提出挑戰。

在第一期文章中，我們就疫情導致跨國企業之傳統產業鏈中斷問題，對建立新交易流程

以調整集團内交易安排的急迫性進行了探討。而在本期，德勤將基於我們就越南移轉訂

價發展歷程之觀察與經驗，提供更多相關議題之觀點。我們希望本資訊有助於越南本地

執行長或財務長與集團總部或/與區域間之交流。

第二期：重新審視關係企業交易

4. 移轉訂價專家角度下之業務重組

5. 低風險企業是否更能抵擋 Covid-19疫情

衝擊？

6. Covid-19疫情對預先訂價安排及/或其執

行層面之影響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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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受 Covid-19疫情影響導致年度成本虧損

或盈利浮動之應對計劃

移轉訂價文章系列

本系列之討論議題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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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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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Betsy Bohlen, Steve Carlotti, and Liz Mihas, McKinsey & Company, “How the recession has changed US customer behavior”，2009年12月1日，
摘自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consumer-packaged-goods/our-insights/how-the-recession-has-changed-us-consumer-behavior

德勤之觀察與建議

相關文件之保存

一般情況下，納稅人應至少備妥以下有關文件

以兹證明：

• 移轉之貨物為滿足本地買方所需；

• 關係企業提供勞務的必要性和所帶來的經濟

價值；以及

• 符合常規交易原則及集團内關係企業一致之

費用標準。

在完整的稅務稽查工作中，納稅人可能被要求

提供實質性證明，如證明供應商可提供該等勞

務之能力（如其業務功能、規模、資產等）。

除此以外，在疫情結束後的環境下，執行長和

財務長應從移轉訂價角度考慮哪些問題？

與往年相比，境内的勞務費，例如按關係

企業間協議向越南有限風險企業收取之商

標權利金，可能因效率下降而減少。根據

麥肯錫2009年出版的消費者研究報告，儘

管已度過2007-2008年的金融危機，全球經

濟處於復甦初期，但很大一部分消費者仍

轉向購買較低端品牌產品，而非原偏好之

高端產品1 。重點在於，在經歷經濟蕭條的

影響下，雖然品牌價值仍然存在，但其本

身為買方或分銷商帶來的收入挹注不如以

往。因此，短期内可考慮將品牌之權利金

比率降低。

任何情況下，我們建議本地執行長與財務

長積極與集團保持溝通，以掌握集團觀點

對本地業務之影響。

重新審視關係企業交易

大多數位於越南的外資企業為跨國集團之子公

司，且被劃分為有限風險企業。然而，本地企

業應留意，有限風險並非完全無風險，意即，

像是本次全球爆發的COVID-19疫情，企業之經

營結果可能會受到無可預測因素的影響。換言

之，本地有限風險企業和承擔企業風險的集團

總部所要分攤的本地及區域影響程度會是一個

關鍵問題。最有可能的情況是集團内所有的關

聯企業都要分擔不同程度的損失。據此，企業

應在集團整體層面考量有效的事前規劃並及早

調整集團内部交易安排。對於越南有限風險企

業，預估其今年的利潤水平將低於前一年度之

中位數，或甚至低於常規交易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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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往知來

多數納稅人將於2021年申報其2020處於COVID-19疫情之下的經

營結果，因此納稅人還有時間以與總部討論調整關係企業間交

易之可能性。可考慮因素之一是評估從過往危機所得到的經驗。

自1997年起，約每10年就會發生一次全球規模的重大經濟衰

退。雖然各行各業受到的影響不相同，但是透過分析在過去的

事件中發生的問題以及做出的回應，以在危機期間保持發展，

將是在此巨變的環境中制定新安排的有力基礎之一。

不可抗力條款之適用

獨立交易方之間商業合約通常包括不可抗力條款。建議納稅人應與法律顧問一起檢視與

勞務供應商的協議中有關此條款之規定。本地企業可考量針對Covid-19影響的部分適用

補償條款，例如外國供應商交付生產材料的時程延遲。此外，在法律和技術上，企業

亦需要考慮延遲付款的罰款。我們建議在本地企業的移轉訂價報告中，以量化數據明

確記錄此等情況。

預先安排以控管不確定因素

鑒於疫情後之營業環境難以預測，納稅人

可考慮對特定關聯交易或為營運財務結果

申請預先定價安排（APA）。技術層面上，

從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觀點及

國際操作實務，APA的目的為增加集團内

部訂價政策之透明性以及為企業和稅務機

關提供可信的計稅基礎。

自2013年越南政府頒佈第201/2013/TT-

BTC號文為APA文檔申請提供指引以來，

許多企業已向越南政府申請適用APA。預

估在未來頒佈新指引後，越南政府在APA

機制的應用上會有突破性進展，以確保企

業之稅負情況穩定。因此，建議本地執行

長與財務長提呈總部留意此議題，以作為

管理本地業務不確定性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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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上述内容為我們針對常見安排的觀察和建議。不同行業性質及影響程度將導

致不盡相同之交易安排。若您有任何疑問，請隨時與我們聯繫。我们期待與您合作，携

手度過難關，共同繁榮發展。

下期議題：

下期，我们將探討受 Covid-19疫情影響導致年度成本虧損或盈利浮動之應對計劃。

德勤如何協助

• 從越南在地角度進行關聯交易深度分析

• BEPS -關聯企業間之契約或協定檢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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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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