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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講座

“新環境下稅務風險和稅務稽查的應對”
主講人 :
鍾國華先生, 合伙人
黃智威先生, 中國稅務高級經理
畢馬威中國

(課程編號 : 132019)

講座簡介:
近年來，稅收環境正在發生重大的變化：國地稅合併、金稅三期稅務風險管理系統的全面運用、稅務風險
防禦系統 (TRD) 的推行、中國的稅基侵蝕及利潤轉移 (BEPS) 行動的落實，以及稅務法律法規的持續變
革等。另外，在國家推出各項減稅措施的同時，政府的財政收入壓力也日益增大。因此，稅務機關有加強
稅務合規性的管理和提高稅務稽查的技術和效率的需要，而隨著新經濟模式的出現，稅務稽查方向及重點
亦有所變化，納稅人需要及時跟進有關的變化，提高風險管控的能力，並且掌握應對各種稅收爭議的方法。
畢馬威中國稅務爭議團隊結合對稅務法律法規的深刻解讀以及豐富的實踐經驗，準備了本次研討會，分享
中國內地的稅務稽查趨勢與變化，以及分析典型稅務爭議案例。
我們將於研討會上討論以下議題：
1.
2.
3.
4.
5.

最新稅收環境及常見稅務爭議事項
TRD 及廣東省稽查方向重點
中國的 BEPS 行動
稽查程序及應對策略
典型稽查案例分析

日期:
時間:
地點:
主席:
語言:
CPD Hours:
報名費:
網上報名:

2019 年 7 月 4 日 (星期四)
晚上 7：00 – 晚上 9：00 (登記時間 晚上 6：45)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
香港中環遮打道 10 號太子大廈 8 樓
王尹巧儀女士
中文
2 小時
HK$130
會員, 香港會計師專業協會
HK$220
非會員
請按此

關於主講人:鍾國華先生
合伙人
畢馬威中國

鍾國華擁有超過 20 年的稅務工作相關經驗，包括 11 年在中國稅務局的工作經
驗。作為前稅務官員，鍾國華曾負責企業稅務稽查工作及轉讓定價反避稅工
作，包括稅務稽查案件的選案和處理，制定反避稅工作制度，主導轉讓定價案
件的調查，預約定價的談簽等。
於 2008 年加入香港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後，鍾國華負責中國稅務的籌劃和爭
議解決服務。鍾國華已完成多例企業跨國業務的稅務籌劃、轉讓定價的咨詢及
合規服務，並成功協助不同的企業應對與中國稅務局的稅務爭議的解決，及預
約定價談簽工作。
鍾國華經常在各種中國稅務研討會和培訓講座中擔任講師，其中包括在中港台
由政府機關和商業組織舉辦的各類研討會。

黃智威先生
中國稅務高級經理
畢馬威中國

黃智威先生是畢馬威中國（香港）的一名高級稅務經理，擁有約十年專業服務
經驗。
黃先生擁有豐富的稅務及轉讓定價專業服務經驗。在加入畢馬威之前，黃先生
曾於一家會計師事務所擔任稅務總監，並在一家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任職國際稅
收服務經理，主要從事中國稅務及國際稅務咨詢工作。
黃先生曾參與不同類型的跨境稅務咨詢項目，包括集團重組服務、上市稅務咨
詢服務、供應鏈稅務籌劃服務及轉讓定價籌劃專案，亦曾協助全球最大之一的
保險公司處理其亞太地區包括轉讓定價方面的稅務事宜。
現時，黃先生擔任香港稅務學會理事，並在其中國稅務委員會及其他委員會中
擔任委員。

Enrolment Form
To

:

The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Accountants

Email :

ahka_enrolment@ahka.hk

Fax :

3547 8088

Enquiries : 3520 2546 / 2127 4249

Seminar on
“新環境下稅務風險和稅務稽查的應對”
Course Code: 132019
4 July 2019 (Thursday)

Full Name

:

Firm’s Name

:

c

Member or Associate of AHKA (No.:

c

Non-Member

Mobile Phone No. :

Enrolment Fee:

Cheque No.

Email:

Member or Associate of AHKA

HK$130

Non-Member

HK$220

:

Signature :

)

Bank:

Amount HK$
Date:

Please complete the enrolment form together with your cheque for the full amount made payable to “The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Accountants” and send to Flat F, 11/F., Lucky Plaza, 315-321 Lockhart
Road, Wanchai, Hong Kong

Notes:
1. Enrolments for the seminar are accepted on the first-come-first-served basis. Priority will be given to AHKA’s members or associates and
the members of supporting organizations.
2. Confirmation will be sent by email before the date of the seminar. Once the application is confirmed, neither enrolment fee is
refundable nor seat is transferable/cancellable.
3. If Typhoon Signal No. 8 or higher / Black Rainstorm warning is hoisted, the seminar will be postponed and new arrangement will be
announced.
4. Personal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enrollee may be used by the Association to inform you of this seminar, and any other training activities,
the benefits, goods, services, facilities and events to be organized or provided by the Association. An enrollee may opt out from
receiving such materials at any time by sending a letter to the Association’s privacy offic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