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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与海关新知
关于COVID-19疫情的

2021年税务、海关和出入境新规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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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税务和海关管理的法规和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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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延长税务申报和缴纳期限

根据政府于2021年4月19日发布的第52/2021/ND-CP号法令，将延长2021年企

业所得税（“CIT”）、增值税（“VAT”）和土地租赁费的申报和缴纳期限，具体

如下：

从事以下经营活动的企业、
组织、个体户和个人：运
输仓储；住宿和饮食业；
教育和培训；保健和社会
援助；房地产交易…

从事优先配套工业产品或
重点机械产品制造的企业、
组织、个体户和个人。

从事以下生产活动的企业、
组织、个体户和个人：农、
林、渔业、建筑业、纺织
业；服装、生产电子产品、
汽车和其他机动车…

微小企业

根据越南国家银行规定
实施解决方案，以协助受
Covid-19 疫情影响的企业、
组织和个人客户的信贷机
构、外国银行分行。

纳税人

VAT 

（进口VAT除外）
新的纳税期限

月度申报

2021/3 2021/09/20

2021/4 2021/10/20

2021/5 2021/11/20

2021/6 2021/12/20

2021/7 2021/12/20

2021/8 2021/12/20

季度申报

QI/2021 2021/09/30

QII/2021 2021/12/30

企业所得税（“CIT”）

CIT 暂缴

QI/2021 2021/07/30

QII/2021 2021/10/30

土地租赁费用

2021年第一期
应付款项

2021/11/30

（河内税局于2021年7月29日发布的
第29592/CTHN-KK号公文）

若纳税人总部位于隔离区

（根据国家主管机关发布

关于Covid-19疫情的通

知），且提交纳税申报表

的截止日期在隔离期内。

由于纳税人无法提交纳税

申报表导致逾期缴纳，则

将不处以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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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职业事故和疾病保险

• 适用对象：根据社会保险法和职业安

全卫生法规定参加职业事故和职业疾

病保险的雇员缴纳职业事故和职业疾

病保险基金的雇主；

• 缴费率：工资基金的0%作为缴纳社

会保险的依据；

• 目的：雇主可将降低职业事故和疾病

保险基金的款项所获得的全部金额用

于支持雇员预防Covid-19；

• 适用期限：2021年7月1日至2022年6

月30日止。

暂停对退休和抚恤基金的供款

• 适用对象：根据社会保险法第2条规

定强制参加社会保险的雇员和雇主；

• 条件：雇主提交申请，并已全额缴纳

社会保险，或在2021年4月底之前暂

停向退休和抚恤基金供款，但受

Covid-19 疫情影响，导致时参加社会

保险提交申请时的员工人数与2021年

4月相比至少减少15%；

• 适用期限：自雇主提交申请之月起06

个月。在临时停职结束时，雇员和雇

主继续向退休和抚恤基金供款，并对

临时停职期间进行补偿（补偿金不受

滞纳金利息的影响）。

1.2.对雇员和雇主的协助政策

根据2021年7月1日发布的关于协助受Covid-19疫情影响的雇员和雇主第68/NQ-

CP号决议：

（总理于 2021年 7月7日颁布的第 23/2021/QD-TTg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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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疫情期间进口货物的C/O   

提交截止日期和C/O表的规定

• 若在清关时无适用特殊优惠税率

的C/O，报关员必须在报关单上

申报迟交C/O，尔后可在C/O有效

期内补充申报并提交C/O；

• 海关部门接受使用电子签名和印

章的C/O，前提是出口国主管当局

通知使用电子签名和印章的C/O的

签发，并提供网站或其他方法来

查找C/O；

• 海关部门接受C/O的复印件/扫描件，

前提是出口国主管当局通知使用

正本C/O的复印件/扫描件，并提供

C/O的复印件/扫描件或网站或其他

验证方法，供海关部门确定C/O的

有效性。报关员负责在进口报关

登记之日起180天内补充01份正本

C/O。

1.3. 海关手续

关于Covid-19疫情期间办理海关手续

• 报关员通过海关电子数据处理系

统向海关当局申报和提交报关单。

其他手续在在线公共服务系统上

执行；

• 检疫期间，货物存放地的海关机

构或出口边关应协调对货物进行

实物检验，并根据规定使用系统

收到的检验结果进一步办理手续。

关于在Covid-19疫情期间对货物保存

和储存/保存地点的海关检查

• 根据第38/2015/TT-BTC号实施细则

第32条第5款第b.1.1点及第39/20 

18/TT-BTC号实施细则第1条第19款

修订关于货物保存的检查规定：

海关当局将暂停货物保存的检查，

直至海关总署发布新的通知；

• 根据第38/2015/TT-BTC号实施细则

第32条第5款第b.1.3点以及第39/ 

2018/TT-BTC号实施细则第1条第19

款修订关于货物保存地点的检查

规定：首次报关注册的海关分部

门将暂停对货物保存地点的检查，

要求企业通过视频记录设备提供

货物保存地点的在线图像以办理

手续。

（财政部于2020年5月27日发布的第47/2020/TT-BTC号
实施细则）

（海关总署于2021年5月27日发布的第2547/TCHQ-GSQL
号公文）

（海关总署于2021年7月22日发布的第3695/TCHQ-
GSQL号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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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所需文件的纸质版可由带有数

字签名的扫描复印件代替，以便快

速清关货物

• 为解决社交距离期间的通关困难，

海关总署宣布，对于所需的纸质

版文件，允许企业临时提交扫描

件（带有数字签名），以便快速

通关货物。然而，企业必须在电

子报关单上“备注”框中通知延迟

提交这些文件，并在报关之日起

30天内补充原版本。

• 若企业或管理海关分局所在地位

于封锁区内，则额外提交纸质文

件的时限为封锁期结束后05个工

作日内。

• 逾期提交的纸质文件必须经海关

分局领导对每个案件批准。若企

业未在期限内补充原版本，则应

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否则可

能会触发通关后海关审计。

促进协助Covid-19防控活动的货物

清关

• 海关总署已指导其下属部门促进

协助预防和控制Covid-19疫情的

药品、医疗用品、疫苗等进出口

货物的清关手续。

Cat Lai港口货物拥堵的解决方案

• 为缓解拥堵，GDC （海关总署）

已指导胡志明市海关部门对从

Cat Lai港口转移至其他港口或ICD   

（内陆集装箱中转站）以进行清

关的货物的条件和监管程序。

• 有效期：自2021年8月2日起至

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宣布暂停

执行第16号指令之日后第15天。

（海关总署于2021年8月2日发布的第3847/TCHQ-GSQL
号公文）

（海关总署于2021年8月11日发布的第3980/TCHQ-GSQL
号公文）

（海关总署于2021年7月29日发布的第3794/TCHQ-
GSQL号公文）

1.3. 海关手续（续）



2.

与Covid-19相关的劳动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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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检测费用

CIT：为雇员支付的Covid-19检测

和疫苗费用被视为直接福利给付。

因此，满足第78/2014/TT-BTC号

实施细则第6条2.30款规定（经第

96/2015/TT-BTC号实施细则第4条

修正）的费用，若其不超过1个

月平均薪酬且备妥合规凭证文件，

则可在计算CIT应税收入时列为可

抵扣费用。

2.1 雇员的相关费用

（河内税局于2021年8月13日发布的第31557/CTHN-
TTHT号公文）

隔离费用

CIT：若与雇员签署的劳动合同内

载明由雇主承担房屋住宿费用，且

备妥合规发票和付款凭证，则隔离

的住宿费用可在计算CIT应税收入

时列为可抵扣费用。

（河内税局于2021年8月13日发布的第31557/CTHN-
TTHT号公文）

PIT：由雇主承担的雇员SARS-

CoV-2检测费用为雇员福利的直接

给付，因雇员享受此福利，所以

应在计算其薪酬时计入PIT应税

收入。

（海防税局于2021年7月5日发布的第1609/CTHPH-
TTHT号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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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配置费用

防疫费用：如购买口罩、洗手液

等费用

• CIT：若有合规的凭证文件，

可在税上列支费用；

• PIT：若此费用为团体支出，非

个人享有的福利，则不计算PIT。

（河内税局于2020年7月16日发布的第66297/CT-TTHT
号公文）

PIT：载明雇员姓名的防疫支出应

计入其PIT应税收入。

（河内税局于2021年8月13日发布的第31557/CTHN-
TTHT号公文）

COVID-19停工期间的雇员
给付

CIT：因执行社交距离的休假期间、

因Covid-19疫情影响的停工期间

的雇员工资和福利给付费用，

若有合规证明文件，则可在CIT上

列支费用。

（河内税局于2020年10月9日发布的第89924/CT-
TTHT号公文）

劳工留宿工厂费用

CIT：因应“留宿工厂模式”有关费

用（即为留宿办公场所的雇员安

排住宿和膳食的费用，雇员上班、

定期和返回当地前的Covid-19检

测费用，留宿工厂的雇员津贴）

将被视为福利给付，若其不超过

1个月平均薪酬且备妥合规凭证

文件，则可在CIT上列支费用。

（北宁税局于2021年6月29日发布的第1883/CTBNI-
TTHT号公文）

2.1 雇员的相关费用（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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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与雇员签署的劳动合同载明

由雇主承担房屋住宿费用，且

备妥合规发票和付款凭证，则

隔离的住宿费用可在计算CIT   

应税收入时列为可抵扣费用。

2.2. 外籍雇员的相关费用

隔离费用

• 由雇主承担的外籍雇员入境

越南的隔离检疫费用是雇员享

受的福利给付，因此，此费用

应在计算薪酬时列为PIT应税

收入。

CIT PIT

（税务总局于2020年11月26日发布的第5032/TCT-CS号公文）

（北宁税局于2020年7月6日发布的第2220/CT-TTHT号公文）

（胡志明市税局于2020年9月1日发布的第11254/CT-TTHT号公文）

（河内税局于2020年11月10日发布的第97748/CT-TTHT号公文）

外籍雇员在饭店集中隔离的费用：

• 若有合规证明文件，则可列支

费用。

• 公司总裁兼董事入境越南时

按政府规定办理检疫手续的

费用不应在CIT上列支费用

（因费用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无关联）。

• 雇主与雇员协议且符合现行法

规的直接福利给付，若有合规

的发票和付款凭证，且总额

不超过纳税年度的1个月平均

薪酬，则可在计算CIT应税收入

时列为可抵扣费用。

• 若由雇主直接承担，则不应

列为外籍雇员的PIT应税收入。

• 此福利给付应在计算薪酬时

列为PIT应税收入。雇主应按

规定扣缴、申报和支付PIT。

• 按现行规定为外籍雇员办理

检疫手续的费用，若有文件

证明并注明其姓名，则列为

PIT应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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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费用

PIT：在河内租用私人住宅的外籍雇

员，因应生产经营活动及遵守总理

关于疫情防控措施的指示，临时入

住北宁市饭店，则不对该住宿费用

征收PIT。

COVID-19检测费用

CIT：为外籍雇员支付的Covid-19检测

费用被视为直接福利给付，若其不

超过月平均薪酬且备妥合规发票和

付款凭证，则可在计算CIT应税收入

时列为可抵扣费用。

2.2. 外籍雇员的相关费用（续）

（北宁税局于2021年7月6日发布的第2221/CT-TTHT号公文） （税务总局于2020年11月26日发布的第5032/TCT-CS号公文）



3.

与Covid-19相关的生产运营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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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捐赠及支持疫情防控活
动的费用

CIT：按现行规定，以现金或实物形

式，通过合规组织为越南Covid-19

防控活动提供支持、赞助的费用，

若有合规的证明文件，则可在CIT上

列支费用。

3.2. 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

此前，部分地方税务机关的指引回

应，由于费用不属于实施细则所载

具体情况，所以停产期间的折旧费

用不得抵扣，其后，财政部正式发

文指引具体案例并指出“因需求下降
致使面临困难的企业在2020年课税
期间被迫停产9个月以内，尔后恢
复投入生产经营活动的固定资产被
视为季节性停产”。因此，此期间的
折旧费用可在CIT上列支费用。

（财政部于2020年10月9日发布的第12452/BTC-TCT号公文）

（政府于2021年3月31日颁布的第44/2021/ND-CP号法令）
（财政部于2021年6月2日颁布的第41/2021/TT-BTC号实
施细则）



4.

出入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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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2021年5月5日紧急电报第

600/CD-BCD号）对于越南入境

人士，将原集中隔离21天，并

在接下来07天内继续居家监测，

调整为集中隔离14天及居家监测

14天。

4.2. 缩短接种全剂量疫苗或
疾病康复者的医疗隔离期

4.3. 检查和认证Covid-19  
疫苗接种证明/康复证明指
引及外交验证的纸质表格
清单新知

为实施按第6288/BYT/MT号公文的

隔离指引，领事局要求越南驻外代

表处：

• 若代表处（"RO"）未得知全剂量

Covid-19疫苗接种证明或康复证明

的正式表格：RO应执行认证程序，

以供入境人士在越南使用该证明。

• 若RO通过外交渠道得知全剂量

Covid-19疫苗接种证明或康复证明

的正式表格：RO通知已接种者持

证回国，国内当局将验证并与正

式版本对比。

• 领事局定期于官网上载Covid-19 

疫苗接种证明/康复证明表格：

https://lanhsuvietnam.gov.vn/。

（卫生部于2021年7月14日发布的第5599/BYT-MT号公文）

（卫生部于2021年8月4日发布的第6288/BYT-MT号公文）

（外交部领事局于2021年8月6日发布的第2974/LS-PL
号公文及2021年8月13日发布的第3100/LS-PL号公文）

4.1. 缩短一般情况的医疗隔
离期

对符合下列条件的入境人士实行集中

隔离07天及居家监测07天：

1. 在出境前72小时内持有SARS-CoV-2

（通过RT-PCR/RT-LAMP检测方法）

检测结果为阴性，并经进行检测的

国家主管当局认证。

2. 已接种全剂量Covid-19疫苗（最后

一剂须在入境前至少14天且不超过

12个月接种），并特有疫苗接种证

明。

或者：对于曾感染过SARS-CoV-2的

入境人士，具有在入境日期前6个

月内通过单份样本RT-PCR检测方法

的检测结果为阳性，并特有由治疗

国家主管部门签发的康复证明或确

认疾病康复的同等文件。

对于非上述条件的入境人士，则仍按

现行规定实行集中隔离14天及居家监

测14天。

当地部门根据其具体指引来实施上述

内容。

https://lanhsuvietnam.gov.vn/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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