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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全方位、一站式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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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人数

营收

办事处

国家

72.6亿美金
RSM是世界领先的审计、税务及咨询网络之一。我们基于对客户的深刻理解
来建立良好关系。而我们始终不渝的与客户协作优势使我们与众不同。我们一

直努力于了解客户、客户的战略及客户的抱负，以便针对客户的需求提供量身定

制的解决方案。

通过分享在世界各地资深的专业人士的想法，让客户自信地做出关键决策，助客

户挥洒自如，成就卓越。

这就是 “理解才有力量”。

这就是 R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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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M 越南

个办事处 家客户 位专业人员

目前，RSM越南现为越南前十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在胡志明市、河内和岘港设有办事处，并拥有 

400多名专业人员。

RSM 越南成立于 2001 年 7 ，现为越南领先的中级

会计和咨询公司之一。RSM越南自 2012年起成为

RSM网络的成员所。RSM越南的核心理念是成为寻

求高质量及量身打造服务的持续成长型企业的首选

顾问，通过审计、税务、咨询及外包服务帮助客户

实现其目标。RSM 南在越南拥有400 多名专业

人员，为各行各业的大中型上市公司、跨国公司

及私营公司提供服务。

RSM 是全球第六大审计、税务及咨询服务事务所

（根据 2022年 3 月的国际会计公报报导），

并为美国第五大会计师事务所。RSM在123个国家

设有 860 个办事处，在世界各地拥有超过 51,000 

名专业人员。截至2021 年，其年度总收入达 

72.6亿美元。

RSM 越南由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和专业顾问成立，

而他们从审计与咨询业在越南创建第一天就开始从业。

凭借这些优势以及我们向客户、同事与社会交付

 “被理解的力量”的使命，RSM 越南一直致力

于为我们的客户提供越南结合越南全面商业环境

并达到国际质量标准的专业服务。

3 2,000 400



8 The Power of Being Understood 9RSM Việt Nam

Better our 
network, 
members and 
our people. We 
make RSM a 
better place by: 

我们的文化
凭借 RSM的宗旨“The Power of Being Understood”—“被理解的力量”，我们在深入洞察

客户最关重要问题的基础上建立了牢固的关系。

通过致力于分享我们专家的观点和经验，我们为客户将知识、资源和洞察力结合，以助客户最大

限度地提高其业务增长。

我们强大而有效的合作方使我们与众不同。我们一直致力于了解客户、市场策略、客户的愿望，

这是我们作为值得信赖的专业顾问之方式。

RSM的文化是我们价值观的基石。我们的诚信价值观和开放、坦诚的沟通政策建立了彼此之间的

信任与合作，而我们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创造了我们企业文化，使我们专业人员可以自由分享知识

并发挥彼此的最佳优势。当被询问为何与 RSM合作的原因时，大部分客户都增赞我们的职业

道德、忠诚和友善等基本因素。

以人为本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诚信
为所应为

合作与分享
众人一心，共同努力

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中做到最好

效率优先

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兼顾公平

我们通过以下方式使RSM变

得更好：发展我们的员工、

建立我们的品牌、支持我们

的社会。

我们一直忠于职业道德：

在作出决定、进行谈判

和沟通中。

我们通过以下方式实现卓

越：我们的标准、我们的

运营以及我们提供的服务。 我们培养真正的合作精神：在作业团队、成

员所、跨部门、领导之间。

改善我们的网络、我们成员所

以及我们的员工

在RSM，我们通过五个核心价值观来支撑我们的品牌定位。这些价值观是我们在彼

此之间以及与客户之间的沟通协调的方式：

我们与

伴的每次

客户、员工和合

作伙 互动中均

表现尊重。



RSM

我们的专业服务
RSM

挥洒自如，成就卓越。

越南为客户带来专业及高质量的服务，包括审计、税务、

会计、并购服务与咨询，通过最佳解决方案而真正了解客户的

需求，助客户

我们的网络拥有丰富的专业资源，结合对越南市场的洞察力，

RSM越南确保有能力在以下服务中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无与伦

比的支持：

审计及鉴证

税务服务

交易咨询

转让定价

风险咨询

外包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

信息科技咨询

外资企业客服团队

此外，我们还为特殊的客户群体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包括

私人企业以及外资企业如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台湾

和新加坡等

行业研究
我们的专业团队按业务领域组建，聚焦于相关行业的财务特征。

我们对于下列行业拥有丰富专业知识和强大的洞察力：

零售业

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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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

能源

可再生能源

金融业

私人股权投资

教育产业

软件产业

房地产业

酒店业

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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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及鉴证

为报税目的的财务报表审

财务报表审计

实收资本审计、建设项目竣工决算
财务审计

营运审计

财务信息审阅

商定程序的财务信息审阅

舞弊调查与争议服务

每家企业都是不同的——每个案例都需要一个不同的解决方案。由于效率是作业质量及成本

管理的至关重要因素，因此我们一直将实务经验与创新方法相结合，对于每个不同的项目带

来量身打造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会计师具备专业能力，通过定期对您的运营状况提供反馈意见，在提供审计服务过程

中带来增值收益。RSM全球审计方法提供了一种有效、具有成本效益、独立的审计程序，由

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及时进行，他们只希望为您的企业提供最好的服务，因此，当您与银行

、投资者或合作伙伴沟通协调时，可以获得有利融资的机会。

并在培训和技术方面投入巨资。我们的服务包括对上市和非上市公司的外部审计以及内部稽

核、特殊目的审计和调查审计。

RSM一直坚守以质量为执业的根本，而我们设定了严格的目标来实现结果。我们为自己的专

业标准引以为豪，并向所有利益相关者全力以赴，兑现我们的承诺。我们雇用称职的员工，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我们的服务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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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包括：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税务服务

协助客户进行税收策划

代表客户与税务机关沟通、协调

协助准备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税务合规健康检查

税务风险管理

税务常年顾问

税务稽查应对协助

税务申报协助

税务优惠申请

税收结构咨询

纳税申报表审阅  

准备税务申告与退税申请

快速的全球化导致了日益变化的商业环境

，从而引起了更为复杂的商业交易形态。 

各国税务机关正在积极合作，以确保跨境

交易的应税利润公平分配。

每家企业都想节税，但在不违背税法精神

的前提下合理节税并不是简单问题。在整

个企业的背景下，本身看起来不错的税收

策略往往不太现实，甚至不切实际而且行

不通。

RSM用平衡与综合的方法。我们专注于贵

公司的整体业务背景，而不仅仅是您的眼

前利润。我们的税务师可帮助您确定最佳

的整体税务状况，助您节税减负，同时达

到您更大的业务目标。由于我们定期就客

户业务的许多方面提供建议，因此我们可

以看到其他税务专家可能忽略的机会。

我们经验丰富的税务师将为您提供实用的

、以商业为中心的和对社会负责的建议。

我们一起致力于为您的企业寻找最佳的税

务解决方案，同时始终诚信行事并十分关

注您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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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咨询

企业估值

企业重组

企业并购协助

买方与卖方协助

财务、税务、法律与营运尽职调查

我们知道，在您处理复杂的交易过程会出

现生各种因素和局势。无论您是进行收购

、组建战略联盟、筹集或投资资金，还是

通过出售或重组释放资金，您都需要合

理、实用及创新的建议。

然而，我们的企业咨询服务包括但不限

于为企业实体以及个人提供尽职调查、

可行性、投资、交易支持、战略、法证

、调查及重组服务。

我们还使用切实可行的方法为陷入财务困

境的客户提供各种服务，并为其债权人提

供建议。

我们专注于提高共享价值与改善客户对

所有类型交易的准备，促进决策和盈利

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验丰富的咨询专家会

通过分析和验证各种财务、运营和战略假

设，以助您揭示机遇与潜在危险。我们将

会帮助您构建交易，以确保成功整合业务

运营、企业文化及战略，并通过专注于实

现您的投资价值最大化而大达到税收效率

目标。

我们可以灵活地定制我们的交易支持服务

，以满足您在并购交易不同阶段的需求。

筹款协助

我们的服务包括：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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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定价
越南第一部转让定价法规于2005年底出台，2006年生效。通过10多年的实施，可以看

出越南转让定价执法力度明显加大。

特别是自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2015年发布了与税基侵蚀和利润转
移（“BEPS”）行动13的“转让定价文档及国别报告要求”相关最终报告，越南已
通过引入新法规取代旧法规并设立专业团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转让定价稽查 。

在RSM，我们将国内与国际转让定价专家网络结合，以协助企业满足其特定的转让定

价要求。这些专家与国际税务团队并肩作战，可以优化跨国集团的商业和财政结构。 

我们的专业知识涵盖特定行业和不同交易类型的转让定价问题。

多年来利润率远低于同业

多年来持续亏损 集团重组

常设机构（“PE”）问题

产能管理

版税/管理费支付

多年来不同的转让价格

多年来利润率波动异常

某些年度或某些部门有亏损

据我们实务经验， 越南税务机关主要关注的问题如下：

费用分摊安排

准备/审阅同期资料相关文件及政策

转让定价规划和结构化

转让定价纠纷解决方案（转让定价稽查应对协助）

转让定价法规培训

协助履行合规义务（准备转让定价文档，包括本
地文档、主体文档及国别报告及关联交易申报表）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我们的服务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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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服务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我们的服务包括：

无论您需要在复杂的财务、会计或技术

合规和法规方面具有丰富实务经验的资

源，我们的外包专业人员都可以提供帮

助。您将获得效率、灵活性以及变得更

具战略性和发展业务的能力。

随企业在全球扩张，您必须跟上充满活

力的国际市场的步伐。在您继续专注于

发展业务的同时，我们会帮助您处理重

要但非核心的业务支持项目，以便您可

以专注于业务的核心创收项目。

我们的专家为越南及其他地区的中小企

业和跨国公司提供全方位的业务解决方

案。我们的团队配备了专业的见解、行

业经验和技术知识。我们是一站式服务

提供商，提供会计、支薪处理、人力资

源、信息科技和人员外派服务的解决方

案，并为客户提供最佳的公司秘书服务

和对于公司治理方面的建议。

RSM可以帮助您执行日常管理与秘书工

作事项。我们提供简化会计与簿记程序的

解决方案，因此您将会知道所有会计和法

定需求，并同时继续开展业务。RSM亦

为非鉴证客户提供以下服务。
人力资源战略咨询

提供招聘及劳工外包服务

外聘人员

劳工成本结构咨询

劳工合规性咨询

制作会计账簿

制作会计报表

会计人员专业培训

设计与支持会计系统的运行

审核会计流程的适当性

全球员工派遣协助

随着劳动力市场的萎缩，雇用与留住技

术人才已成为一项日益严峻的挑战。如

果您正在努力与通才工作人员相处或发

现难以跟上技术进步的步伐，外包服务

可能是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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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内部审计

内部审计的质量审查

风险管理服

务内部控制系统评估

运营程序的按需审查/外包服务

风险咨询

企业治理与合规

我们的服务包括：
对于运营程序的按需审查/外包服务，RS

M越南可以帮助您：

评估现有关键循环（采购—应付、销售

—应收、现金支付、现金收款、工资单

）以及所有其他职能部门的效率和有效

性；或者

您可以将内部审计职能完全外包给RSM

越南，以达成高效率。

我们不仅可以帮助您改善内部控制缺陷，

还可以通过识别改进机会并将其转化为业

务优势来提高您的管理效率。

我们的内部审计专家了解您的业务和相关

风险，将评估贵公司的风险状况，并将制

定内部审计计划以满足您的需求。

通过我们的内部审计咨询，我们可以与贵

公司管理层合作，根据我们的7步战略建

立内部审计职能：（确定您的利益相关者

的期望；制定内部审计结构和治理；了解

贵公司的风险成熟度；制定内部审计战略 

；识别所需资源；开发内部审计程序；开

发测量与监控性能工具）。

RSM越南还可以支持对内部审计团队成员

的技能进行评估。我们可以开发特定或一

般培训，以满足您团队成员的需求。

通过我们的质量保证审核服务，RSM越南

可以通过提供独立和客观的评估来促进您

的内部审计质量保证与改进，以确保您的

内部审计职能符合标准。

我们可以通过贵公司内部审计的章程、组

织的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期望或领先实践来

确定其的有效性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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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我们的服务包括：

商务咨询

公司设立

办公室文秘服务

战略与商业计划

治理合规

绩效改进

增长战略

成长中的组织需要更好的系统和流程来提

高绩效、创造价值并维护业务继承性和可

持续性。我们的业务咨询能力不仅含有系

统和流程咨询，以满足当今企业的战略、

数字化和技术创新需求。我们通过优化业

务流程、简化功能有效性和确定有助于提

高绩效的领域来帮助您创造价值。作为成

长型企业的顾问，我们致力于帮助您蓬勃

发展。

无论您的企业相对较新，还是已经成熟并
扩展到新领域，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业务增长所面临的挑战都是相当大的，而
有效地管理您的增长战略可以帮助您 
取得成功。

从基层开始，RSM网络对您的业务效率

进行全面审查，以确保您以最佳绩效运营

。从此，他们将根据您的特定需求量身打

造专业服务。

这包括简化业务流程和提高生产力的程

序，以提供建议扩展到新国家的详细战

略和计划。

RSM网络支持客户增长。您可以确信，当

您委托我们帮助您发展业务时，您将拥有

一支了解您所在行业的团队，并且会像您

一样热衷于见证您发挥潜力，成就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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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我们的服务包括：

信息科技
咨询

我们的信息科技咨询团队将能够帮助您解决信息科技挑战。我们为企业提供新技

术或量身定制的信息管理解决方案，帮助您规划、设计、选择与实施新的解决方

案。我们帮助您信心满满地解决技术和安全风险问题并改进工作流程。目标是加

强技术的安全性、满足监管要求并确保业务连续性。

我们的信息科技咨询服务可为您的业务增加以下价值：

基于行业公认的良好实践的独立观点

胜任和合格的专业人员执行工作

与老牌公司合作的业务连续性

信息科技一般控制

信息科技的技术评估

信息科技管理咨询

网络安全咨询

运营系统评估（包括ERP、SAP、
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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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越南开展业务的华语客户提供令人兴奋的新机会。

28 The Power of Being Understood

Chinese Desk
中文客服队

外资企业
客服团队

RSM 的中文客服团队由精通中文的专家组成。 他们可以
在您所在国家的不同专业服务领域提供本地或跨境服务。 
我们可以协助使用中文沟通的客户与越南人和外国人进行
沟通，并在与政府沟通方面提供额外帮助。 此外，我们
还可以在单一窗口中提供客户审计、税务、法律和企业管
理咨询的整体解决方案服务。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无论您是第一次“走出去”，还是想改善当前的国际业务，我们都可以为您助力。

我们能够为您提供全面一站式的专业服务。

我们的专家不仅具有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于协助国际企业，而且还精通当地语言，

并凝聚全球123个国家的RSM成员所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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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2019

2018

2017

企业责任
在RSM越南，我们相信企业责任的核心是对企业

社会责任的真诚之承诺，它团结了一个组织，强

化了其声誉，并与其运营所在的社区建立了重要

联系。

我们明白，身为商业领袖，我们均有义务为所应

为，不仅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实践融入我

们的日常业务中，而且还通过向市场推广这些合

乎道德和透明的商业行为，成为变革的催化剂。

携手并进，
共建未来

RSM越南的荣誉
2019-2020年度最佳并购咨询公司
越南并购论坛2020

年度越南转让定价事务所
2020 年 ITR 亚洲税务大奖（入围名单）

年度亚洲税务合规和申报事务所

2020 年 ITR 亚洲税务大奖（入围名单）

2018-2029年度最佳并购咨询公司

越南并购论坛2019

年度最佳网络

国际会计公报奖

年度最佳网络
会计师与国际会计公报奖

年度最佳咨询公司

AltFi大奖

RSM Legal 推荐在于企业和商业（第 3 级）

法律 500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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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m.global/vietnam

胡志明市所

河内所

岘港所

电话: +84 28 3827 5026           电邮: contact_hcm@rsm.com.vn

电话: +84 24 3795 5353           电邮: contact_hn@rsm.com.vn

电话: +84 236 7300 020           电邮: contact_dn@rsm.com.vn

RSM 越南的服务据点

越南胡志明市第一郡

阮文守路140号西贡三大厦5楼

越南河内市纸桥区
纸桥路302号Discovery Complex大厦A栋25楼

越南岘港市锦丽区

义静苏维埃路264号大胜大厦5楼

© RSM 国际联盟，2022。保留一切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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