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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發展階段和KPMG
提供的相對應服務

審計及確信

管理諮詢

轉讓定價

財務報表審計

轉讓定價風險評估服務及轉讓定價籌劃服務

資本市場服務

轉讓定價資料準備

會計諮詢服務

鑑識會計

申請預先定價安排

其他確信及簽證服務

轉讓定價調查應對服務

解決雙重徵稅磋商

企業稅務諮詢服務

企業稅務諮詢服務

全球間接稅及貿易與關稅

投資架構利益最佳化檢視併購合宜投資架構設計 投資架構重組

財顧諮詢

評估與建模服務

併購整合服務

人力資源和變革管理服務

風險管理，內部稽核與遵循服務

資訊風險管理

出售與重組服務

財務和商業盡職調查

法律服務

 形成階段 發展階段 安定階段 重組階段

公司設立

公司秘書 商務合約 勞動關係

合併與收購協助

重整與清算

我們的服務：
––協助外國企業進入越南市場–-–與全球
會員所充分合作，提供外國企業包括：
公司設立登記、合資、併購、產業策
略、稅務諮詢規畫、及瞭解投資法規和
勞資環安等多元資訊。–
––提供企業成長所需之完整企業顧問及
租稅評估諮詢服務–-–企業投資評估規

畫、稅務諮詢、審計及相關法規遵循等
服務與專業見解，使企業在越南發展
時能將風險最小化、負擔合理化，並創
造最大利益。
––協助企業轉型所需資源及能力–-–輔導
組織變化、業務規劃、稅務和人力資源
整合，以及企業文化維繫及勞工議題，
以獲取最大效益。



我們的目標是協助企業因應會計準則變更、迎接業務變化帶來的會計挑戰、改善企業績效並提升企業價值。

審計及確信
財務報表審計
憑藉著專業的數據分析技術，KPMG
審計與確信服務整合了豐富的產業
經驗、全球一致的審計方法以及專業
的分析能力，提供客戶優質的服務。
自動化審計可以有效分析數據並檢
查異常情況，我們的審計程序不僅審
查財務資訊，也評估與業務相關的其
他因素，例：企業文化、產業特色、競
爭者壓力及既有風險等。–KPMG所提
出的審計建議是以越南會計準則、及
亞太與世界資本市場公認的國際會
計準則為依準。

資本市場服務
我們提供企業全面性的的專業協助
和輔導，我們的專業審計團隊在各
國證券交易所與公開發行及上市櫃
（IPO）服務上均擁有非常豐富的
經驗。
會計諮詢服務
為了協助企業因應會計準則和法規
的快速變更，面對因業務變化帶來
的挑戰，越南會計準則及國際會計
準則等方面為企業提供諮詢與培訓
服務。

其他審計確信服務
我們還能根據各産業特殊的法規
限制與監理要求，提供各種形式的
確信服務。許多企業對外揭露作
為決策依據的非財務指標，包括監
管法遵依循、內稽內控機制建立
等，KPMG能夠就這些資訊提供確
信建議，進而協助客戶增強這些揭
露資訊的可靠度及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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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越南法律部門由逾50位具有越南、美國、加拿大、澳洲、馬來西亞以及台灣律師資格的法律專才組成。

我們的專業人員遍佈在三大主要商業城市，確保及時有效為客戶提供服務。並與KPMG堅強且素著聲譽之稅
務、財務、審計、諮詢、風險管理等團隊密切合作，全方位滿足客戶的法律服務需求。

針對您的業務經營出謀獻策
KPMG我們的律師團隊，包括越南
和外國合格的律師，透過與內部策
略聯盟的合作，汲取不同行業的知
識與經驗，培養全方位視野，使我
們能夠提供鞭辟入裡的分析建議，
進而協助客戶排憂解難、推動業務
發展。
不論您需要市場進入策略、企業重
組、撰擬合同、處理勞動議題、解
決商業爭端、企業併購(交易架構規
劃、盡職調查、草擬交易文件及協商
談判、交割履行、併購後續整合)、法
令遵循抑或實行整治方法，我們的
人員將以優質專業全力協助，提供
及時有效的法律服務。–

我們的360°洞察觀點有助於增強您
的業務發展
當您的事業顧問同時也是您的律師，
您可以期待藉此獲得簡潔便利的服
務，進而迅速執行您的業務規劃。
加快業務推進與執行
提供明確可行的建議並幫助您擘劃
安排只是我們的基本服務。–我們也
可以根據您的需求，協助解決方案
之推動執行。
精簡集中的流線式體驗
我們為客戶提供企業經營的各項需
求，從討論到執行階段順暢推進，緩
解了事件的時間壓力或主管機關的
過度關注，您可以藉此享受無縫接
軌的諮詢體驗及所生效益，亦消除

了單一項目服務可能造成的效率不
彰，減少您的成本耗費。領域包括：
–– 企業架構
–– 勞資關係
–– 訴訟外紛爭解決
–– 商務合約
–– 法規諮詢

法律服務

愈趨複雜及多元的商業環境與交易模式，已使得稅務相關法規的變動也隨之愈發快速及繁複。惟有充份瞭解
本國租稅法令及善用法令允許之各項節稅及獎勵措施，才能在稅務風險有效管理以符合稅法規定的前提下，達
到整體稅賦負擔合理化及高效化之目標。KPMG深入瞭解客戶的營運狀況及需求，並配合對租稅法令脈動的掌
握，為企業提供符合其需求的稅務管理及顧問諮詢服務。

企業所得稅法規遵循與稅務爭議解
決服務
全球稅務機關目前都承受著提高財
政收入的壓力，造成在各稅務轄區
的查稅行動和各種稅目的增加。跨
國企業在投資新興市場時，常因不
熟悉當地和難以預料的稅務環境，
產生不確定之稅務風險。我們提供
的企業所得稅遵循服務包括：
–– 準備及覆核企業所得稅申報
–– 企業所得稅健康檢查
–– 企業所得稅稅務規畫及培訓
稅務機關在增加稅收的壓力下，導

致了更多的查稅調整，並增加了課
徵罰鍰和加計利息的可能性。無論
在何處從事商業交易，企業必須主
動面對稅務議題，且在稅務機構展
開調查時，可以適時的回應KPMG稅
務爭議預防與解決服務小組可協助
企業準備任何可能面臨稅務機關的
挑戰。
間接稅與關稅服務
間接稅如增值稅、轉讓稅、關稅不但
複雜且成本高昂。– KPMG的全球間
接稅服務參考國際成功案例，為企
業制定稅務處理方案，幫助客戶有
效地管理間接稅相關事宜。

企業稅務諮詢服務
我們的企業併購稅務服務團隊在全
球及在地的稅務法規知識上皆有豐
富的實務經驗，故此，從制定業務結
構到稅務實地查核，包括稅收優化
的退出策略和併購後整合的諮詢，
我們皆能提供多樣化的專業服務。

企業稅務

   於1994年開始在越南設點適逢
越南重新開放外資投資時期
KPMG為越南最大的專業服務公，在河內、胡
志明市及峴港，與柬埔寨的金邊皆設有服務據
點。KPMG在越南擁有超過1,200名專業人士，
提供國際水平之專業服務，服務包括：
–法律
–審計及確信
–企業稅務
–全球移轉訂價
–管理諮詢
–財顧諮詢

KPMG為越南最大的審計與顧問公司，其規模
經越南財政部與越南註冊會計師協會認可，不
論是營收、合夥人或整體人力資源均處於領先
地位。KPMG亦因其對越南的審計、稅務、法律
與顧問專業貢獻，而獲越南政府頒發諸多獎項
與榮譽。
KPMG身為專業服務產業的領導品牌，更定期
為越南政府與國際組織提供諮詢服務，以支持
越南的改革與整合計劃。

KP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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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移轉訂價
準備移轉訂價文據已成為全球各國
立法之趨勢，因此企業全面檢視並
改善集團之全球稅務管理策略，將
新的移轉訂價文據落實於平時管理
集團移轉訂價或營運政策中，將促
使企業於全球佈局下，有效管理稅
務成本。
KPMG全球移轉訂價服務團隊由逾
1500位來自不同地區、不同專業領
域的專業人員組成。– 提供下列領域
的諮詢。

–– 轉讓定價風險評估服務轉讓定價
籌畫服務及資料準備
–– 申請預先定價安排（Advanced–
Pricing–Agreement）
–– 協助企業磋商，以解決雙重徵稅
的問題
價值鏈稅負優化管理（VCM）諮詢
國際租稅發展及各國稅捐機關
之查核趨勢皆已日漸著重經濟實
質。KPMG全球稅務服務及產業經
驗豐富之VCM團隊，整合租稅規劃

與價值鏈管理，為跨國企業量身訂
作適合的解決方案，以提高經營效
率、降低整體稅負，並及時提供企業
前瞻性觀點。

KPMG的併購交易服務提供企業自併購交易簽署前至交易完成，整合或分割等完整服務。核心業務包括高品質
的財務盡職調查（買方或賣方）。企業重組服務團隊提供建議予面臨企業危機之公司，包含他們的銀行、投資
者以及股東，並協助客戶實現重組概念。

併購交易服務（Transaction
Services）
併購交易服務團隊提供買方和賣方
併購交易協助，包含自交易前評估
至交易完成及交易後整合或分割等
相關服務。我們協助客戶辨認在收
購、出售及合資企業中的機會和風
險，並協助進行買斷交易及公開發
行。
併購後整合服務（PMI）
在收購或分割的交易週期中，併購

後整合服務團隊協助客戶將其整合
或分割目標轉化為具體計畫後並予
以實際執行計畫。
企業重組（Restructuring）
我們的專業團隊提供專業的規劃及
執行重組行動以改善公司之現金流
量、損益及資產負債狀況。服務範
圍包括：營運重組、策略性資金取
得/危機現金管理、週轉計畫與實
施、公司財務重組、債權人諮詢、退
場計劃與執行及破產諮詢與執行。

人力資源及變革管理服務
人力資源與變革管理服務團隊旨在
協助企業透過前瞻方式擁抱變革及
提升績效，以促進組織與人員的改
善。我們協助客戶跨越策略人力發
展的界限，持續推動人力資本管理，
包括變革管理、人力資源功能優化、
組織設計及發展、及人才發展與管
理等。

財務諮詢

風險管理，內部稽核與遵循服務
我們透過聚焦不同功能與不同營運
單位的策略與營運風險議題，協助
客戶改善他們的公司治理，風險管理
及內部控制系統。我們提供治理、風
險及合規服務以協助公司符合公開
發行所要求的法規及其他法令要求
的遵循，並藉以發展成一個整合的
框架可以綜合治理、風險、法遵及確
信等功能。
資訊科技風險管理
目前大部分組織的活動已高度仰賴
資訊技術，但現行的資訊系統卻高
度暴露在各類資訊科技風險的威脅
下。報章媒體所經常報導的網路攻
擊、系統失效、違反法令與舜弊案

件，在在顯示資訊系統一旦發生問題
時，將造成的重大財務與聲譽影響。
我們的服務能夠協助客戶辨認、防
範及補救相關資訊科技風險之情事
來增進組織業務之成效。
鑑識會計服務
KPMG鑑識會計服務團隊由KPMG會
員所超過2,500位不同領域的專家所
組成，這些專家構成一個全球性的
網絡，藉由舞弊與不當行為的預防、
偵測與調查，以及避免與解決爭議，
協助客戶達成企業最高標準的正直
誠信。
我們的專家不僅協助我們的客戶發
現他們所關注的與舞弊及不當行為
相關的事實，還協助他們評估及修

正相關的弱點。我們還提供全面性
的服務協助預防及解決商業爭議，
包含損失評估、解決會計、審計及財
務相關議題、及專家證人服務。–
KPMG鑑識會計服務團隊利用多樣
化的高科技工具，協助公司應對及管
理與證據及資料的取得，管理與分
析相關的風險與成本。我們的專業
團隊提供專業的規劃及，在資訊的
建立保存、收集、分析至呈現這一過
程中協助客戶處理資訊，我們也應用
資料分析技術協助偵測舞弊與不當
行為。

KPMG的風險管理諮詢服務團隊根據目前的經營環境，致力為客戶解決最迫切的策略和營運問題。這些服務針
對會計與報告、財務與資金、監管合規及監控等主要领域。

管理諮詢
移轉訂價是企業進行全球化佈局所應注意的最重要租稅課題之一，由於越南與各國移轉訂價之租稅法令及稅
務機關的要求各有不同，KPMG提供企業洞悉全球移轉訂價的政策及動向，協助企業進行適當的規劃及做好
充分的準備，以使移轉訂價之租稅風險及負擔最小化。

全球移轉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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