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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SOURCE 移轉訂價
®

亞太地區

確保對法令的遵循
ONESOURCE 移轉訂價 (Transfer Pricing) 透過人性化的操作介面
配合領先業界的公開資訊及非公開資訊之財務資料庫，協助您
備妥移轉訂價利潤率指標分析及移轉訂價同期紀錄文據。
移轉訂價多年來都是跨國企業最重要稅務問
題之一。而稅務專家也比過去更希望能清楚
掌控關係企業間的交易情況。無論您是需要
管理公司的移轉訂價政策，抑或是需要建立
全新的同期文件記錄，ONESOURCE 移轉訂
價都能協助您輕易的完成相關作業。

綜合性資料庫系統

易於取得的可比較數據
關鍵資料一蹴可幾。ONESOURCE 移轉訂價
的資料來源包含來自湯森路透 (Thomson
Reuters，以下簡稱“本公司”) 的European
Comparables Database 和 Fundamentals
Database，能有效協助編製可比較對象資料
及執行經濟分析。

功能強大的軟體

即時的客戶支援

從今以後，就把移轉訂價稅務問題交給
ONESOURCE 移轉訂價，我們的資料庫功能
不僅提供試算表和範本，更能協助企業分析
有形資產交易、無形資產交易和服務交易的
常規交易區間，能有效協助您建立符合全
球 50 個稅務機關規定的同期記錄文件。

為能提供更佳的服務，一旦您需要協助，本
公司全球各地的移轉訂價專家隨時可以為您
服務。他們有與全世界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及
全球超過一千位客戶多年合作的豐富經驗。
我們的專家不僅是各自領域中的一時翹楚，
更了解您的需求，能竭力達成您的目標。

ONESOURCE 移轉訂價提供:
• 彈性的分析工具，使關係企業間的交
易能符合集團內部的移轉訂價政策。
• 易於操作的使用介面，讓您可在同一
平台上輕鬆完成年度移轉訂價同期文
件記錄，無須於不同的作業平台/系統
間切換。
• 在平台上完成經濟分析，其中包括計
算利潤率指標、營運資本調整，以及
最後完成常規交易區間。
• 編製出符合澳洲、紐西蘭、南韓、日
本、新加坡和其他數個國家移轉訂價
規定的同期文件，而這些國家的移轉
訂價規定都是參考 OECD 移轉訂價指
導原則所制定。
• 可快速的更新過去年度編製的利潤指標
分析，有效降低企業未來的遵循成本。

體驗 DOCUMENTER 的強大功能

可比較對象的搜尋步驟優化

ONESOURCE 移轉訂價資料庫內的 Documenter
系統提供具成本效益的解決方案，能為您節省時
間和人力。這套得獎的系統是使用網路介面，利
用簡易的操作流程，協助您執行有形資產、無形
資產及服務交易的常規交易區間分析。

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搜尋可比較對象

無論您正在擬定公司新的移轉訂價政策或編制全
新的同期資料文據，ONESOURCE移轉訂價所提
供的便捷作業平台已完整考量到使用者在準備過
程中可能面臨的各種需求。

ONESOURCE移轉訂價的利潤率指標分析工具是
以網路為介面來搜尋可比較對象資料，利用自
動化工具執行利潤指標分析，方便跨國企業使
用產業標準的資料內容來比較分析各種關係企
業間的交易。

條理分明的操作步驟
清晰有條理的操作介面，讓您的作業流程更順暢。

全球法規遵循

•

在單一視窗中可條列化顯示所有的搜尋條件

使用Documenter 所編製的資訊符合全球 50 個稅
務機關的法規規定，其中包括 IRS 移轉訂價法規
(第 482 節) 和 OECD移轉訂價指導原則。

•

在覆核階段即可預覽不同的常規交易區間其
利潤率指標計算結果

節省時間

•

可編制符合單一或多個稅務機關要求的移轉訂
價文件

該分析工具讓您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完成可比較對
象的搜尋。

•

匯出 Adobe PDF 或 Microsoft® Office Word 格
式的報告

•

按納稅年度編排可比較對象的搜尋結果，使
用者可每季更新資料，輕鬆取得新的常規交
易區間

•

使用 Thomson Reuters European Comparables
資料庫時，可以股權集中程度進行獨立性篩
選，有效減少後續覆核可比較對象的時間

•

可將資料快速且輕鬆的匯到 Word 和 Excel

廣泛的可匯出資訊
可將系統中資料匯出至 Microsoft Office Excel 和
Word 進行檢閱和分析。可比較對象明細資料匯出
功能 (Expanded Comparable Data Export) 和經濟
分析資料匯出功能
(Economic Analysis Data
Export)，讓您：
•

可按使用者的各種要求，在單一工作表中檢視
可比較對象的資料，輕鬆比較不同公司間的
資訊。

•

在搜尋可比較對象的過程中隨時查看公司的財
務資訊

•

資料匯出後的格式容易檢視和分析

•

了解所調整項目對可比較對象資料的影響

•

檢視每個可比較對象的調整後利潤率指標 /
比率之計算基礎

•

配合使用者的需求，建立所需的利潤率指標

規劃
Documenter 讓您以前所未有的經驗管理移轉訂價
文據：
• 當建立新年度移轉訂價文據時，資料庫可將過
去年度的所有相關資訊一併轉入新年度
•

僅需更新可比較對象搜尋過程即可完成新年度
的移轉訂價文據

•

按納稅年度編排您的資料，易於管理

直覺式的可比較對象搜尋工具
輕而易舉就能完成並確定可比較對象的常規交
易區間：
•

同步搜尋多個資料庫

•

將可比較對象的搜尋條件輸入資料庫中的
(可比較對象搜尋統計系統)，可再確認相關
資料結果是否一致，增加可信度。

•

以列表方示呈現主要公司資訊和財務資料，
易於閱讀

•

可將可比較對象資料匯出至 Excel

本公司的資料組

其他資料庫 Ŧ

依據您的需求量身訂做您所需的移轉訂價分析
資料。

ktMINE’s Royalty Rate Finder Database

OECD 提到由於取得可比較對象資料可能是一
項艱鉅的任務，故可考慮同時使用幾個不同的
資料庫來搜尋資料。因此，我們提供多個全球
性企業資訊的資料庫供移轉訂價專家使用。
我們資料庫內刊載的資訊包含所有規模企業的
實用資訊。資料來自本公司的Fundamentals
Database 和 European Comparables Database。

Fundamentals from Thomson Reuters
Fundamentals 資料庫收錄超過 110 個國家 7 萬家
以上的企業資料。資料庫內容包含直接從企業
公告申報資訊和其他公開領域取得的財務資
料。在這涵蓋廣泛的財務資料庫中，每家企業
有超過100筆的資訊，並可直接連結至原始資料
來源。此外，使用者可取得每天更新的資訊，
例如企業最新財務數據，以及詳細的業務活動
和部門別資料。

European Comparables* from
Thomson Reuters
European Comparables 資料庫收錄超過120萬家
歐洲非公開及公開發行公司的資訊。本公司與
全球最大資訊供應商合作，提供來自 2,500 個
不同來源的特選相關內容。
這套首屈一指的資料庫包含以下功能：
•

英語和非英文的業務說明

•

股權資訊：公司主要股東和少數股東的詳細
資料

•

高效篩選條件：可以股權集中程度作為定量
篩選條件，減少覆核的時間

*由非本集團企業 OneSource Information Services Inc.技術支援。

ktMINE 的Royalty Rate Finder資料庫提供權利金
比率、無形資產授權合約的完整內容以及詳盡
的合約摘要。內容包括全球近 13,000 份的無
形資產授權合約，以及超過50,000筆權利金比
率，是本公司全球資料庫系列中重要的產品。

Standard & Poor’s Compustat®
North America
Compustat North America 資料來自企業申報的
年報和季報，以及向 SEC、EDGAR 及其他新聞
發佈機構所遞交的文件等。我們收集的資料依
據 與 美 國 財 務 會 計 準 則 委 員 會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FASB)、SEC、美
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US 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US GAAP) 所制訂的規範
和準則密切相關。 Compustat North America 資
料庫收錄超過 1 萬家營運中和停止營運的美國
企業，以及超過 400 家加拿大企業和超過 450
家 在美國發行存託憑證的外國公司。

Standard & Poor’s Compustat®
Global Vantage
Compustat Global Vantage 資料庫提供超過
29,000 家中型和大型企業的財務資料，其中包
括超過 700 家加拿大企業。這個資料庫收錄超
過 80 個國家的公開上市企業，佔全球市場資本
總額90%以上。
Ŧ

ONESOURCE 移轉訂價支援 Worldscope 和 Disclosure SEC 資料庫。

基本資料 - 按地理區

提供最新的移轉訂價法規

涵蓋的國家和組織
來自 Thomson Reuters ONESOURCE 的Transfer Pricing Analyzer 讓從事移轉訂價議題的稅務專家能針對
各國的法規快速進行研究、比較，並作出初步結論，以協助跨國企業制訂足以影響企業集團運作的移
轉訂價文據。
Transfer Pricing Analyzer 的下列功能協助企業的稅務人員，簡化了在跨國租稅管理上所面臨的兩大主要
工作：
•

針對移轉訂價法規的改變於系統中即時更新

•

確保母公司已充分掌握集團各企業在全球各地的法令遵循責任，並要求集團各企業確實執行

Transfer Pricing Analyzer 針對全球主要租稅管轄區的移轉訂價規定，提供一套最新的管理工具。同時也
提供在上述租稅管轄區內營運的居民企業適用的法令規定。
Transfer Pricing Analyzer 提供以下四個主要功能：
1. 資訊分析 – 該程式主要提供詳盡的資訊分析工具，在簡潔彙總的動態表格中收錄 60 個國家超過 75
個以上的移轉訂價法規規定。這些資訊是由 1,000 個以上的租稅協定和 600 個主要資料來源精選彙
總而來。該資訊彙總表除了可比較多個租稅管轄區的規定，也可讓您快速自訂研究內容，依需求選
定所要檢視的項目或國家。
2. 新聞 – 便捷的聯合新聞網，連結數個不同來源的新聞報導並引用眾所孰知的移轉訂價名詞。因此，
Transfer Pricing Analyzer可以提供這些國家移轉訂價相關的新聞報導，也能搜尋其他預選的網站以取
得更多資訊。您亦可自訂搜尋功能，搜尋所有稅務新聞，或搜尋特定期間與移轉訂價議題相關的新
聞報導。
3. 表格 – 針對有正式移轉訂價法規遵循要求的國家，我們在Transfer Pricing Analyzer中提供彙總相關
法規資訊的表格。此外，我們也把這些彙總的表格資訊翻譯成英語，以便使用者進一步研究相關
法令遵循作業。
4. 法規 – 本程式的研究內容亦備妥參考法規及法源的譯本資料。

ONESOURCE 企業解決方案
工作流程 - 軟體 - 服務 - 諮詢 - 資料管理 - 研究

全球解決方案

稅務規劃

·

稅款準備

·

移轉訂價

·

工作流程管理

無論您今天的業務據點在哪裡，全球化的
觀點往往是致勝的關鍵要素之一。因此，
本公司專注開發放諸四海皆準的稅務軟體
和服務，協助客戶能精準遵循日益增加且
複雜的國際租稅和會計規定。

在地解決方案
本公司的 ONESOURCE 為您提供所需的在
地資源和專業知識，協助您管理全球不同
國家/地區的稅務問題。而且我們也精益求
精，不斷擴張服務區域。我們的在地解決
方案和軟體能協助消弭語言、貨幣和規範
的重大分岐，有助您順利遵循所在地區的
稅務規定和會計實務。

美洲

歐洲和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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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執照
所得稅
間接稅
財產稅
稅務資訊報告
信託稅

帳戶建立
企業稅
間接稅
稅務資訊報告

帳戶建立
企業稅
員工福利稅
間接稅
信託

聯絡資訊
電子郵件：onesource.asia@thomsonreuters.com
電話： 0800 500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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