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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设想人力资
源管理:当今企
业所面临的挑战
现今全球各地企业的管理逐渐集中转向数字化，

企业治理与风险。对于组织而言，重新规划人

才策略的必要性从未至关重要。

随着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的出现，企业

在建立与管理全球人力资源的同时，也会

重视考虑新的管理优先事项与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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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税务与全球人力资
源服务(PTGMS)
随着企业的转变，在关键市场设立办事处不但能够在国

内提供必要的存在感，也能拉近企业与客户之间的距离。

对于将把新加坡当作迈向区域或全球通道的公司来说，

无论员工身处世界何处，我们汇集了一个多元化的团队

和一套完整的税务咨询、合规和流动解决方案，以便协

助您建立和管理您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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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GMS 
服务内容概况

就业税

由于全球税务机关利用技术来识别合规差距， 因

此就业税是雇主优先考虑的问题。除了协助新加坡

和美国税务申报以外，我们的专业人员还可以帮助

识别和解决就业税上的问题，以避免税务风险。我

们的服务包括：

• 新加坡和美国个人所得税税务合规

• 税务尽职调查——就业税务风险评估，以支持

企业并购和重组交易。

• 协助进行税务和公积金合规性薪酬调查，识别

税务合规以及提供修复咨询

• 对跨境就业结构和安排提供节税咨询

• 使用单一平台提供技术辅助型的税务服务

• 针对企业所产生的各类就业税问题提供咨询

全球出入境服务

我们的专家在100个国家能够为您提供签证、工作

居留许可证以及出入境等服务。

薪资框架

我们协助企业制定适当税收效益的薪资计划，以便

符合企业人才战略的需求。这包括可行性研究、审

查薪酬和奖励组合、规划方案的特点、基准测试、

咨询税务上的影响、法规要求以及必要的税务申报

和公开权益规定。

我们的专业人员在运用毕马威的最佳实践时，不仅

了解程序，也能够在计划奖金的过程中与众多企业

利益相关者有效协调。

人才全球流动顾问

带有一系列广泛的战略和运营方案，有助于提高全

球流动流程的效率、企业治理与风险、合并或收购

后的政策协调、改善员工体验和应用最新法制。它

们包括：

• 审查政策、方案规划和发展

• 改善海外工作的流程

• 制定过程手册和指南

• 国际派遣人员的评估和遣返规划

• 人员协调

• 定制基准调查

• 员工调查

商务旅客

大多数公司的人力资源专家都会积极地关注员工跨

境工作所涉及的风险。 我们可提供的服务包括：

• 政策规划

• 基准管理

• 个人所得税的风险评估框架、入境、社会保障、

企业税（常设机构）。

就业税的全球协调

为企业协调员工就业税和税务咨询：

• 毕马威全球150多个国家具有单点联系和管理

• 实行中央集权的流程

• 无论派遣到哪个目的地，一致实施统一税收政

策

人力资源是任何企业最宝贵的资产。我们从税务到流动咨询带

有广泛的解决方案，以便您在人才的转型过程中，全面地考虑

组织的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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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国际流动人员

跨国界的业务连续性

任何组织运营的关键在于管理移动人员的能力。对

于商务旅行者来说，制定政策、业务管理、追踪调

查、业务持续管理都必须到位，以确保业务活动不

受干扰。

移民和边境管制

企业在管理全球劳动人力的同时，也必须关注到世

界各地不同、复杂的和快速变化的移民政策。因此，

随着移民法的日益严格执行以及对违规行为的严厉

惩罚，企业必须更加勤奋地管理好自己的全球的人

力资源。

人员流动性的解决方案

能在对的时间被分配到对的地点才能称为最佳人选。

要筛选适合的员工是需要内部和外包之前的协调。

没有全球团队的组织就不得不依赖其他选择，比如

聘请主题专家来定制解决方案，并为他们管理全面

的解决方案。

业绩和激励

虚拟性能讨论成为现今社会行为的的规范。如何经

营业绩、有关激励措施以及了解不同辖区的合规要

求，是企业该掌握的技能。

随处办公

即使在疫情之前，企业的人力资源也比以往更有流

动性和虚拟性。远程工作也成为了新的规范。虽然

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各国政府将

会加强控制边界的开发工作。旅行者在没有获取所

必要的许可证的情况下，将会面临更严厉的处罚，

同时也需要承担更大的税收责任。企业需要拥有正

规的信息、政策制定和流程来符合更严紧的随机办

公模式。毕马威的就业税和移民专业团队可以帮助

企业在新就业企划与应对新规范的不同合规方面，

识别税务和移民相关的问题。我们也与本公司的企

业税务部门紧密合作，使组织达到更有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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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疫情的爆发不仅导致边境控制的加强，也影响了许

多国家双边行程的安排。企业在安排员工跨国运营工作的同时，

不只对自己的国际人力资源团队带来更多的需求，也提高了企

业合规风险的管理体系。管理薪酬、税务合规和全球流动能力

因此变得更加昂贵、复杂和耗时。这也对于组织来说，招募员

工之前有所了解各种选项是极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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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与新加坡毕马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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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提供全面与完整的服务，新加坡毕马威PTGMS团队能通

过全球化的思维方式与经验，为您达到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实现全球服务
我们的国际团队与世界各地各种性

质和规模的组织，具有丰富的合作

经验。我们提供的解决方案能确保

您的组织获得最好的一流服务。

业务的定制调整
我们不相信“一刀切”的通用解决方

案能够符合每位顾客的需求， 而是

利用不同运营模式、类型和规模等

经验，来为您的组织提供最佳建议。

一站式服务
我们的总部与其他服务部门有紧密

的合作，提供最完整的系统解决方

案。如有需求，我们的国际团队与

您合作，为您提供最佳服务。这是

我们全球一致的过程和方法。

无缝集成
我们与类似运营方式的客户合作，

也意味着客户对我们服务的认可。

客户非常重视我们多元化的服务运

作模式、实用的支援、平易近人的

团队和标准化的全球咨询服务。无

缝延伸地成为您团队的一名助手，

为组织提供更多见解、实践知识和

专业知识。

极佳经验
毕马威曾协助企业处理员工工资，

流动性和税务合规的要求。我们深

入了解自身行业与不同地域的需求，

使我们经验丰富的团队能够应变与

满足组织需求的多样化。

技术的驱动
我们为了在税务合规和流动管理技

术方面提供主导市场的服务，而在

全球进行大量的投资。这些技术不

仅提高效率，也能让企业完整的掌

控员工群和合规义务。

重视经验
我们提供的方案出自于市场顶尖技

术和对于税务与专业知识的深度了

解。这能确保您所得到的服务是最

先进的，也意味着企业能把重心投

入在管理战略与成本效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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