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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要
亞洲
越南：2020年10月將全面廢止紙本發票
越南政府發布第119/2018/ND-CP號公告，宣布未來企
業、經濟組織、其他組織、個體戶、個人經營應於2020
年11月1日前完成開立電子發票及相關軟硬體建置事宜。

價值鏈管理
日本：日本與歐盟之經濟夥伴關係協議
歐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將於2019年2月1日起生效，目前
該協定已經獲得歐盟議會和日本國會的批准，此協定將
減少或消除對大多數商品的關稅，提高市場流通率並降
低進出口之時間及成本。
澳洲：新版簡易移轉訂價保存方式規範
澳洲稅局更新簡易移轉訂價保存方式的實際遵循規範，
變更部分門檻；例如小型納稅人、特定國家除外條款及
持續損失標準。另外鑑於本次修法預計會造成廣泛影
響，澳洲稅局為使新舊制轉換順暢，亦許可企業於2018
年7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第一個會計年度仍可適用舊版簡
易移轉訂價保存方式規範。
波蘭：移轉訂價法規修訂
波蘭財政部長於2018年12月底發布移轉訂價新法，新法
將適用於所有2019年1月1日後發生的交易。近期之內亦
將公布提供有害租稅競爭的租稅天堂國家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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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2020年10月將全面廢止
紙本發票

納稅人仍然可以在2018年11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期

KPMG觀察

間發行及使用紙本式發票
在越南之臺商應注意使用電子發票之相關時程，於2020
2018年9月12日，越南政府頒布了119/2018 / ND-CP公

年11月1日前完成相關電子發票系統建置作業，並依法開

告（第119號公告），並自2018年11月1日生效。

立規定之電子發票；無稅務局編碼之電子發票與未具備

根據第119號公告第36條的過渡條款，如果企業、組織、
經營商和個人已經在2018年11月1日之前已向稅務機關

科技通訊基礎設施等問題，於過渡期仍可使用以紙本發
票，但須注意過渡期僅到2020年10月31日為止。

通知 (notified) 使用紙本式加值稅發票，則允許他們在
2020年10月31日前使用紙本式發票。
若企業、組織、經營商及個人已在2018年11月1日之前

資 料 來 源 : Vietnam: Paper invoices (VAT) allowed through

用完了紙本式發票，然沒有向稅務機關通知紙本式增值

October 2020 (January 4, 2019)

稅發票，亦沒有滿足科技通訊基礎設施的要求 ，可在
2018年11月1日之後繼續發行並使用紙本式發票嗎？
因此，越南稅務總局在2018年11月5日發布第119號公告
的指南，第4311 / TCT-CS號正式信函：
－ 在2018年11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的過渡期內，
依據第119號公告第35條，51/2010 / ND-CP公告和
04/2014 / ND-CP公告有關銷售貨物和提供服務的發
票仍然有效;
－ 隨後，如果企業、組織和經營商及個人紙本式發票使
用完畢並有使用紙本式發票的需求，這些納稅人仍然
可 以 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 至2020 年 10 月 31 日， 根 據
51/2010 / ND-CP公告的規定，向稅務機關通知紙本
式之加值稅發票，並在此期間使用紙本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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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日本與歐盟之經濟夥伴
關係協議

歐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將於2019年2月1日起生效，目前
該協定已經獲得歐盟議會和日本國會的批准。

KPMG觀察
全球反避稅的風氣盛行下，各國透過有全球版肥咖條款

歐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之利益
歐盟和日本合計佔全球GDP的30％以及全球貿易的26
％，歐盟和日本之間的協定將減少或消除對大多數商品
的關稅，並增加市場通路，並透過減少非關稅措施
（如：監管環境、技術法規、合格標準等）以降低進出
口之時間及成本。

之稱的「共同申報準則」及國別報告進行資訊交換，以
杜絕跨國企業藉由租稅規劃逃漏稅，臺灣亦積極參與行
動。對於日商在臺的大型跨國企業及我國跨國企業在日
本於106年度及之後年度之國別報告因兩國可以進行資訊
交換，而不必進行申報，至於我國及其他國家之跨國企
業除前述兩國外，仍應按我國及其他國家規定申報。

－ 對日本出口商而言，以逐漸減少或完全排除工業產品
部門關稅的方式表現（如：汽車及零件、機械、化學
產品及電子產品）。

資 料 來 源 ： Japan: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with EU
(January 7, 2019)

－ 對歐盟出口商而言，主要在農業、飲品、紡織、服裝
及皮革製品等行業。
相似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 （CPTPP），已於
2019年1月生效。歐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在英國脫歐和美
國優先政策兩者夾擊下，終於完成歐盟有史以來最大規
模的貿易協定，此協定將允許出口商、進口商或製造商
進行自我認證，降低時間 、成本、行政負擔和機會損
失，使雙邊貿易更加順暢。但是，與大多數經濟合作協
議和自由貿易協定的情況一樣 ，原產地規則可能很複
雜，細則需要進行更進一步的規劃和準備，以滿足協議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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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新版簡易移轉訂價保存
方式規範

澳洲稅局（The Australian Taxation Office, ATO）最

6. 降低「持續損失」適用標準－原先規範下「持續損

近更新了2017年2月簡易移轉訂價保存方式的實際遵循規

失」僅適用於納稅義務人在最近三個會計年度中其中

範（Practical Compliance Guideline, PCG）。

一年中獲利。

總體來說，新版簡易移轉訂價保存方式將降低移轉定價

澳洲稅局表示，鑒於本次修法可能導致目前正適用簡易

文件保存要求，並提高稅法明確性，納稅人將因此受

移轉訂價保存方式的納稅義務人需重新考量其稅務規

益。但企業需要滿足一定條件方能適用此簡易移轉訂價

劃，本次修法將經過一段過渡期後方適用；亦即納稅人

保存方式。

於2018年7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第一個會計年度仍可適用
舊版簡易移轉訂價保存方式規範。

新版簡易移轉訂價保存方式的實際遵循規範主要變化包
括：

KPMG觀察

1. 提高小型納稅人門檻－原本規範年收入澳幣（以下
同）2,500萬以下即為小型納稅人，修法後改為5,000
萬以下為小型納稅人，1億以上為大型納稅義務人
（舊版並未有大型納稅義務人門檻）。
2.

取消「特定國家」除外條款－舊版時與某些特定國

本次澳洲移轉訂價修法影響廣泛，雖澳洲稅局提供了新
法過渡期，但我們仍建議納稅義務人針對本次新版簡易
移轉訂價保存方式的條文仔細審查，檢視自身移轉訂價
規劃是否仍符合新版規範，或是否能適用新版規範而降
低移轉訂價依規成本。

家有交易之企業不得適用簡易移轉訂價保存方式。新
版將此除外條款刪除。
3. 調整「境內低利率借款」利率－原規定澳洲境內低利

資料來源：ATO updates STPRK guidelines (18 January, 2019)

率借款（Low Level Inbound Loans）是指利率低
於6.45%之關係人借款，本次修法配合澳洲銀行利率
調整降為3.76%，也和境外低利率借款（Low Level
Outbound Loans）一致。
4. 權利金、牌照費或其他R&D收入－原規定下，企業
若有任何權利金、牌照費或其他R&D收入等即不得
適用簡易移轉訂價保存方式，本次修法將標準調整為
50萬。
5. 合併「內部活動」及「管理活動」 －將原本「內部
活動」及「管理活動」合併為「低附加價值內部活
動」。並且對所有成本加價5%之活動均適用，惟適
用低附加價值內部活動費用不得超過該納稅人低附加
價值內部活動前利潤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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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移轉訂價法規修訂

於2018年12月底，波蘭財政部頒布法令，補充修訂企業

資金借貸受控交易（借方的最高利率和貸方的最低利

所得稅中之移轉訂價規定，以及個人所得稅。新法令將

率）之避風港條件。若基準利率小於零時，則可接受之

完全適用於2019年度起之交易，而納稅人自2017年12月

資金借貸利率等於基準利率的絕對值加碼2%。

31日後進行之受控交易，則可在有限的範圍內適用。
移轉訂價法令實施：
－ 財政部於2018年12月21日頒布法令，說明國別報告、
集團主檔報告及移轉訂價報告需具備之詳細內容；
－ 說明移轉訂價報告中應提供之數據及內容範圍（TP -

即將公佈避稅天堂名單
關於移轉訂價新規定，波蘭財政部亦將頒布另一項法
令，提示有害租稅競爭的國家地區名單。

KPMG觀察

R），以及應如何準備該等內容；
－ 移轉訂價報告中應提供之數據及內容包含：
1. 評估關係企業間之受控交易是否符合常規，包括評
估關係企業間之受控交易與非關係人間之交易是否

波蘭做為歐盟成員國，為許多高科技產業臺商布局歐盟
之重要據點，建議臺商應注意本次移轉訂價法令更新，
以準備來年所需之文據及評估是否對企業組織有可能的
影響。

符合可比較性的標準；
2. 若關係企業間發生重要功能、資產或風險之移轉
(業務重組)，則需依據法條允許之分析方式檢視該

資料來源: Publication of decrees to the amended transfer pricing
regulations (January 9, 2019)

等交易是否符合常規。若不合常規，則計算符合常
規之重組費用。
2019年度針對資金借貸類型受控交易之避風港
於2018年12月21日，波蘭財政部公布資金類型受控交易
之基準利率及加碼利率。
該公告係針對關係企業間所從事之資金借貸交易（以及
信貸或債券）的避風港條件。若納稅人符合特定的交易
條件，包括於合約起始當日設定資金借貸利率，該利率
係依據合約簽訂日的有效公告基準利率及加碼利率，則
落入避風港，不須進行額外分析。值得注意的是 ，於
2019年1月1日後之交易方可適用上述避風港機制。
波蘭財政部公布五種不同貨幣（波蘭幣、美元、歐元、
瑞郎、英鎊）的基準利率，並以2%為加碼利率，設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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