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UTERS/ Nir Elias

ONESOURCE
适合于财税和贸易专业人士的可靠解决方案
如何实现财税
和贸易流程的
全面自动化？

为您实现财税及贸易流程的自动化

实现财税及贸易流程的全面自动化
无论您是在寻找最新信息还是强大的软件解决方案，汤森
路透都可以通过单一综合解决方案来满足您的需求——我
们为您提供一站式财税及贸易解决方案服务。汤森路透不
仅可以帮助您实现税务及会计流程的全面自动化，而且能
够实现低成本、快速部署以及与现有系统的顺利整合，并
提供持续的本地培训和支持。此外，我们还能帮助您管理
复杂的全球贸易流程，遵循海关制度和条例，并有助于确
保税务合规。
作为会计师事务所和企业的领先财税及贸易解决方案提供
商，我们将与您密切合作，以评估能够满足您业务需求的
软件。

ONESOURCE Corporate Tax 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管理
汤森路透 ONESOURCE Corporate Tax 可以帮助您在全球
瞬息万变的税务环境中准确无误地实时掌控税务合规和申
报需求。使用我们的软件，您的企业纳税申报准备和审核
工作将更加简单和高效。ONESOURCE Corporate Tax 的
特点包括：
•

财务原始数据的分类及自动导入

•

熟悉、简便的操作界面

•

内置税务计算公式的工作底稿

•

内置纳税申报表

•

数据的自动链接贯穿于工作底稿及申报表

•

最新的税务内容

•

数据的自动结转

•

多国语言支持

•

完整的审计追踪

•

公式固定及可视性

•

先进的审阅功能

•

企业版环境下的税项分析报告工具

ONESOURCE Corporate Tax 间接税管理
ONESOURCE Indirect Tax 是一款通过对现有手工流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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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从而帮助提高间接税合规水平的全球软件解决方
案。该解决方案让您能够通过减少间接税错误及任何相关
罚金和逾期付款的利息费用，改善现金流并维护声誉。
ONESOURCE Indirect Tax 包含处理计税和税务合规两个
独立模块，提供与业务系统和财务系统的集成，以满足国
内和全球间接税的管理要求，从而帮助您准确无误地处理
税额认定和计算以及纳税合规申报的管理流程。

Determination 间接税计税模块
ONESOURCE Indirect Tax 计税模块可以与用户的业务系
统及会计系统集成，从销售和采购订单上获取必要的数据
信息，从而帮助进行税务认定和税额计算，并将结果反馈
到会计系统中。
ONESOURCE Indirect Tax Determination 可以帮助您：
•

与您的业务系统及会计系统无缝集成，可满足实时的间接税计
税要求。

•

支持高达 200+ 税务管辖地国家的间接税数据信息，轻松应对
您全球业务的间接税处理要求。

•

消除大量在业务系统中因手工选择税务代码带来的风险。

•

不需要税务人员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税务法规、税率等信息进
行跟踪和研究。

•

不需要 IT 人员在 ERP 系统中因税务法规和税率的变更，而针
对税务代码或条件语句重新做大量的开发、测试和投产。

•

除了所提供的标准配置产品之外，还可针对个性化特殊税务要
求对税务处理进行配置（而非编程），实现完全控制，从而提
高准确性和合规性。

•

支持统一的间接税合规数据库，保证您高效进行纳税申报及满
足审计要求。

Compliance 增值税合规申报模块
ONESOURCE 增值税合规申报解决方案是一个完整的、端
到端的报税解决方案，能够帮助企业更高效、经济、准确
地完成增值税申报流程。

•

提供实时有效的税务计算逻辑，遵循税务法规更新，并自动生
成纳税申报表。

ONESOURCE Global Trade 全球贸易管理

•

内嵌财务与税务数据的勾稽关系，以保证纳税申报表信息的准
确和完整。

•

通过数据的自动化导入，确保原始数据的完整与精确，简化税
务专员的数据提取流程，亦无需大量 IT 人员进行数据整合。

•

包含了特殊情况报告，指明可能存在税务风险的交易，供税务
专业人员进一步判断。

ONESOURCE Global Trade 解决方案使您能以自动化方
式管理复杂的全球贸易流程，遵循全球主要国家的海关制
度和条例，并有助于确保税务合规。通过与 Oracle 和 SAP
等尖 端 ERP 的无缝整合，ONESOURCE Global Trade 可
助您进行全球贸易管理及合规操作。

•

出具了管理者报告，实现高层所需要的评估信息和预警机制。

•

创建了“问答式”的审核模式，集成了申报表的准备及复核流
程，提高了税务管理人员的复核效率。

•

支持双语内容（英语和本地语言）

ONESOURCE Transfer Pricing 转让定价管理
ONESOURCE Transfer Pricing 提供编制转让定价同期资料
的平台，并提供了包含可比数据的领先上市公司数据库及其
它一系列数据库，以完善强大的基准分析。
依靠超越简单电子表格和模板的端到端系统，ONESOURCE
Transfer Pricing 可以帮助您的公司分析有形、无形、服务等
业务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
通过 ONESOURCE Transfer Pricing，您可以：
•

进行经济分析，包括独立交易区间内的标准调整和构建。

•

符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地区和其它国家对转
让定价报告的要求。

•

通过 Operational Transfer Pricing 来实施转让定价政策、监控
财务表现及落实成本分摊计算等。

此外，根据 OECD 发布的《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
行 动 计 划 》 ， 我 们 提 供 ONESOURCE Documenter 和
BEPS Action Manager 来帮助您轻松应对 BEPS 行动计划
13（主文档、本地文档及国别报告）。通过 ONESOURCE
Documenter 和 BEPS Action Manager，您可以：

ONESOURCE Global Trade 解决方案以客户为本，提供
全局和个性化管理，以满足您全球贸易管理的需求。凭借
自动更新和实时反馈的监管政策调整信息，您可轻松获取
所需要的资料以进行决策。
ONESOURCE Global Trade 提供一整套运营和控制的管
理解决方案，包含多个功能模块，使您在全球贸易过程中
时刻与所有商业伙伴保持联系。
•

全球贸易信息模块(Global Trade Content) - 访问 210 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最新监管贸易数据，包括关税明细表，贸易
协议原产地规则，进出口控制（OGA / PGA）等。
黑名单筛选模块(DPS)- 透过与贵公司的 ERP 整合并连接
汤森路透的资料库进行自动筛选，确保您的声誉安全、商
业交易遵循。
全球商品归类信息模块(Global Classification) - 利用 AI 人
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来自动化商品分类。
自由贸易协定模块(FTA) - 协助您确定生产的商品是否享有
FTA 规定的优惠待遇和税率。

•

•
•

ONESOURCE Workflow Manager 税务业务流程
管理
通过与税务专业人士、管理人员乃至外包商的合作，
ONESOURCE Workflow Manager 提供基于网页的解决方
案，服务于核心业务，以确保工作流程达到最佳效率。通
过明确数据搜集、审核、法定报税提交、税务支付流程并
管理税务机关问询，该解决方案让您能够实现更强控制和
更高可见性。这些流程的状态可通过实时报告即时获取。

•

创建持久、连贯的数据收集流程

•

确保数据的全球一致性及透明度

•

记录并向税务机关报告数据结果

•

随时保持对最新法规的了解

•

•

税务日历

降低准备报告的工作负担

•

•

数据流管理

全球成员企业的财务指标分析

•

工作流管理

•

文件存储和管理

•

状态报告

ONESOURCE Tax Provision 税项拨备/全球税会差异
报告
ONESOURCE Tax Provision 提供云端税务会计和报告功
能，以实现税务流程的自动化和控制，从而更快更高效地
结案。
ONESOURCE Tax Provision 可以针对您的税务会计实现必
要信息的搜集和整合自动化，轻松应对多种会计准则。同时
提供多语言支持，让您能够协调好 IFRS 和本地 GAAP，并
按照 FIN48、FAS109、CICA3465、AASB12 或 ASC740
报告您的税务费用。
使用 ONESOURCE Tax Provision 可以实现：
•

通过提交审核和工作流控制来加强管理

•

对以下内容进行管理：
−

递延资产/负债

−

尚未结转扣除的亏损和未确认余额

−

资本折旧

−

有效税率

•

高效组税合并，减少对电子表格的依赖

•

追踪汇率和税率变更的影响

•

高效税率管理和调节

ONESOURCE Workflow Manager 融合了以下税务职能的
核心业务：

ONESOURCE Workflow Manager 为您提供应对当今全球
税务环境的控制权。

Checkpoint World 国际税务研究
Checkpoint World 是一款用于满足负责跨国业务的税务专
业人士研究需要的在线研究工具。
在可以纵观全球的情况下，何必每次都将自己局限于一个
国家/地区的税务信息呢？Checkpoint World 通过覆盖多个
国家/地区来实现真正的全球视角。您现在可以立即获取多
个国家/地区的税务和会计信息，轻松得到高效管理您跨国
业务所需的税务及会计相关的综合见解。
只需根据我们依不同主题对内容进行划分的菜单，即可轻
松找到答案。通过连接至 ONESOURCE 软件，您将能够
准 确无误地使用在 Checkpoint World 获取的见解，同时完
成在 ONESOURCE 中的工作流功能。

ONESOURCE 企业解决方案
工作流 - 软件 - 服务 - 咨询 - 数据管理 - 研究

全球解决方案

税务规划

税项拨备/全球税会差异报告

转让定价

工作流管理程序

今天，无论您在何处开展业务，全球视野对获得
成功都至关重要。这就是汤森路透专注于开发税
务及贸易解决方案的原因所在。这些软件及服务
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运作，并让客户始终准确无误
地遵守日益复杂的国际准则。

本地解决方案
汤森路透的 ONESOURCE 为您提供在全球多个
国家和地区管理税务和贸易所需要的本地化资源
及专业知识，而且我们还会继续扩大其范围。通
过在重要的语言、货币及监管差异之间建立连
接，我们的本地解决方案可帮助您在特定地点顺
利地依照当地要求和准则开展业务。

美洲地区

欧洲、中东及非洲地区

亚太地区

经营许可管理
所得税
间接税
财产税
税务信息报告
信托税
无人认领财产

法定报告生成
企业所得税
间接税
税务信息披露

法定报告生成
企业所得税
附加福利税
间接税
信托税
转让定价
国际税务研究
全球贸易管理

汤森路透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东一办公楼 20 层
电话：(010) 5669 2000
网址：www.thomsonreuters.cn/zh

扫描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
获得税务和贸易方面的最新资讯、洞察意见、市场活动以及解决方案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