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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稅務和海關管理之法規和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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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延長稅務申報和繳納期限

根據政府於2021年4月19日發布之第52/2021/ND-CP號法令，將延長2021年企

業所得稅（“CIT”）、增值稅（“VAT”）和土地租賃費之申報和繳納期限，具體

如下：

從事以下經營活動之企業、
組織、個體戶和個人：運
輸倉儲；住宿和飲食業；
教育和培訓；保健和社會
援助；房地產交易...

從事優先配套工業產品或
重點機械產品製造之企業、
組織、個體戶和個人。

從事以下生產活動之企業、
組織、個體戶和個人：農、
林、漁業、建築業、紡織
業；服裝、生產電子產品、
汽車和其他機動車...

微小企業

根據越南國家銀行規定
實施解決方案，以協助受
Covid-19 疫情影響之企業、
組織和個人客戶之信貸機
構、外國銀行分行。

納稅人

VAT 

（進口VAT除外）
新的納稅期限

月度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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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度申報

QI/2021 2021/09/30

QII/2021 2021/12/30

企業所得稅（“CIT”）

CIT 暫繳

QI/2021 2021/07/30

QII/2021 2021/10/30

土地租賃費用

2021年第一期
應付款項

2021/11/30

（河內稅局於2021年7月29日發布之
第29592/CTHN-KK號公文）

若納稅人總部位於隔離區

（根據國家主管機關發布

關於Covid-19疫情的通

知），且提交納稅申報表

之截止日期在隔離期內。

由於納稅人無法提交納稅

申報表導致逾期繳納，則

將不處以行政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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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職業事故和疾病保險

• 適用對象：根據社會保險法和職業安

全衛生法規定參加職業事故和職業疾

病保險之雇員繳納職業事故和職業疾

病保險基金之雇主；

• 繳費率：工資基金之0%作為繳納社

會保險的依據；

• 目的：雇主可將降低職業事故和疾病

保險基金之款項所獲得的全部金額用

於支援雇員預防Covid-19；

• 適用期限：2021年7月1日至2022年6

月30日止。

暫停對退休和撫恤基金之供款

• 適用對象：根據社會保險法第2條規

定強制參加社會保險之雇員和雇主；

• 條件：雇主提交申請，並已全額繳納

社會保險，或在2021年4月底之前暫

停向退休和撫恤基金供款，但受

Covid-19 疫情影響，導致時參加社會

保險提交申請時的員工人數與2021年

4月相比至少減少15%；

• 適用期限：自雇主提交申請之月起06

個月。在臨時停職結束時，雇員和雇

主繼續向退休和撫恤基金供款，並對

臨時停職期間進行補償（補償金不受

滯納金利息的影響）。

1.2. 對雇員和雇主之協助政策

根據2021年7月1日發布之關於協助受Covid-19疫情影響的雇員和雇主第68/NQ-

CP號決議：

（總理於 2021年 7月7日頒布之第 23/2021/QD-TTg號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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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疫情期間進口貨物之C/O   

提交截止日期和C/O表之規定

• 若在清關時無適用特殊優惠稅率

之C/O，報關員必須在報關單上申

報遲交C/O，爾後可在C/O有效期

內補充申報並提交C/O；

• 海關部門接受使用電子簽名和印

章之C/O，前提是出口國主管當局

通知使用電子簽名和印章的C/O之

簽發，並提供網站或其他方法來

查找C/O；

• 海關部門接受C/O之複印件/掃描件，

前提是出口國主管當局通知使用

正本C/O之複印件/掃描件，並提供

C/O複印件複印件/掃描件或網站或

其他驗證方法，供海關部門確定

C/O複印件有效性。報關員負責在

進口報關登記之日起180天內補充

01份正本C/O。

1.3. 海關手續

關於Covid-19疫情期間辦理海關手續

• 報關員通過海關電子數據處理系

統向海關當局申報和提交報關單。

其他手續在在線公共服務系統上

執行；

• 檢疫期間，貨物存放地的海關機

構或出口邊關應協調對貨物進行

實物檢驗，並根據規定使用系統

收到之檢驗結果進一步辦理手續。

關於在Covid-19疫情期間對貨物保存

和儲存/保存地點之海關檢查

• 根據第38/2015/TT-BTC號施行細則

第32條第5款第b.1.1點及第39/20 

18/TT-BTC號施行細則第1條第19款

修訂關於貨物保存之檢查規定：

海關當局將暫停貨物保存的檢查，

直至海關總署發布新的通知；

• 根據第38/2015/TT-BTC號施行細則

第32條第5款第b.1.3點以及第39/ 

2018/TT-BTC號施行細則第1條第19

款修訂關於貨物保存地點之檢查

規定：首次報關註冊之海關分部

門將暫停對貨物保存地點之檢查，

要求企業通過視頻記錄設備提供

貨物保存地點之在線圖像以辦理

手續。

（財政部於2020年5月27日發布之第47/2020/TT-BTC號
施行細則）

（海關總署於2021年5月27日發布之第2547/TCHQ-GSQL
號公文）

（海關總署於2021年7月22日發布之第3695/TCHQ-
GSQL號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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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所需文件之紙質版可由帶有數

位簽名之掃描複印件代替，以便快

速清關貨物

• 為解決社交距離期間之通關困難，

海關總署宣布，對於所需的紙質

版文件，允許企業臨時提交掃描

件（帶有數字簽名），以便快速

通關貨物。然而，企業必須在電

子報關單上“備註”框中通知延遲

提交這些文件，並在報關之日起

30天內補充原版本。

• 若企業或管理海關分局所在地位

於封鎖區內，則額外提交紙質文

件的時限為封鎖期結束後05個工

作日內。

• 逾期提交之紙質文件必須經海關

分局領導對每個案件批準。若企

業未在期限內補充原版本，則應

按照相關規定進行處理，否則可

能會觸發通關後海關審計。

促進協助Covid-19防控活動之貨物

清關

• 海關總署已指導其下屬部門促進

協助預防和控制Covid-19疫情之

藥品、醫療用品、疫苗等進出口

貨物之清關手續。

Cat Lai港口貨物擁堵之解決方案

• 為緩解擁堵，GDC （海關總署）

已指導胡志明市海關部門對從

Cat Lai港口轉移至其他港口或ICD   

（內陸集裝箱中轉站）以進行清

關貨物之條件和監管程式。

• 有效期：自2021年8月2日起至

胡志明市人民委員會宣布暫停

執行第16號指令之日後第15天。

（海關總署於2021年8月2日發布之第3847/TCHQ-GSQL
號公文）

（海關總署於2021年8月11日發布之第3980/TCHQ-GSQL
號公文）

（海關總署於2021年7月29日發布之第3794/TCHQ-
GSQL號公文）

1.3. 海關手續（續）



2.

與Covid-19相關之勞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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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檢測費用

CIT：為雇員支付之Covid-19檢測

和疫苗費用被視為直接福利給付。

因此，滿足第78/2014/TT-BTC號

施行細則第6條2.30款規定（經第

96/2015/TT-BTC號施行細則第4條

修正）的費用，若其不超過1個

月平均薪酬且備妥合規憑證文件，

則可在計算CIT應稅收入時列為可

抵扣費用。

2.1 雇員之相關費用

（河內稅局於2021年8月13日發布之第31557/CTHN-
TTHT號公文）

隔離費用

CIT：若與雇員簽署之勞動合約內

載明由雇主承擔房屋住宿費用，且

備妥合規發票和付款憑證，則隔離

之住宿費用可在計算CIT應稅收入

時列為可抵扣費用。

（河內稅局於2021年8月13日發布之第31557/CTHN-
TTHT號公文）

PIT：由雇主承擔之雇員SARS-

CoV-2檢測費用為雇員福利之直接

給付，因雇員享受此福利，所以

應在計算其薪酬時計入PIT應稅

收入。

（海防稅局於2021年7月5日發布之第1609/CTHPH-
TTHT號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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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配置費用

防疫費用：如購買口罩、洗手液

等費用

• CIT：若有合規之憑證文件，

可在稅上列支費用；

• PIT：若此費用為團體支出，非

個人享有之福利，則不計算PIT。

（河內稅局於2020年7月16日發布之第66297/CT-TTHT
號公文）

PIT：載明雇員姓名之防疫支出應

計入其PIT應稅收入。

（河內稅局於2021年8月13日發布之第31557/CTHN-
TTHT號公文）

COVID-19停工期間之雇員
給付

CIT：因執行社交距離之休假期間、

因Covid-19疫情影響之停工期間

之雇員工資和福利給付費用，

若有合規證明文件，則可在CIT上

列支費用。

（河內稅局於2020年10月9日發布之第89924/CT-
TTHT號公文）

勞工留宿工廠費用

CIT：因應“留宿工廠模式”有關費

用（即為留宿辦公場所的雇員安

排住宿和膳食的費用，雇員上班、

定期和返回當地前的Covid-19檢

測費用，留宿工廠的雇員津貼）

將被視為福利給付，若其不超過

1個月平均薪酬且備妥合規憑證

文件，則可在CIT上列支費用。

（北寧稅局於2021年6月29日發布之第1883/CTBNI-
TTHT號公文）

2.1 雇員之相關費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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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與雇員簽署之勞動合約載明

由雇主承擔房屋住宿費用，且

備妥合規發票和付款憑證，則

隔離之住宿費用可在計算CIT   

應稅收入時列為可抵扣費用。

2.2. 外籍雇員之相關費用

隔離費用

• 由雇主承擔之外籍雇員入境

越南之隔離檢疫費用是雇員享

受之福利給付，因此，此費用

應在計算薪酬時列為PIT應稅

收入。

CIT PIT

（稅務總局於2020年11月26日發布之第5032/TCT-CS號公文）

（北寧稅局於2020年7月6日發布之第2220/CT-TTHT號公文）

（胡志明市稅局於2020年9月1日發布之第11254/CT-TTHT號公文）

（河內稅局於2020年11月10日發布之第97748/CT-TTHT號公文）

外籍雇員之在飯店集中隔離費用：

• 若有合規證明文件，則可列支

費用。

• 公司總裁兼董事入境越南時

按政府規定辦理檢疫手續之

費用不應在CIT上列支費用

（因費用與企業生產經營活動

無關聯）。

• 雇主與雇員協定且符合現行法

規之直接福利給付，若有合規

之發票和付款憑證，且總額

不超過納稅年度之1個月平均

薪酬，則可在計算CIT應稅收入

時列為可抵扣費用。

• 若由雇主直接承擔，則不應

列為外籍雇員之PIT應稅收入。

• 此福利給付應在計算薪酬時

列為PIT應稅收入。雇主應按

規定扣繳、申報和支付PIT。

• 按現行規定為外籍雇員辦理

檢疫手續之費用，若有文件

證明並註明其姓名，則列為

PIT應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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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費用

PIT：在河內租用私人住宅之外籍雇

員，因應生產經營活動及遵守總理

關於疫情防控措施之指示，臨時入

住北寧市飯店，則不對該住宿費用

徵收PIT。

COVID-19檢測費用

CIT：為外籍雇員支付之Covid-19檢測

費用被視為直接福利給付，若其不

超過月平均薪酬且備妥合規發票和

付款憑證，則可在計算CIT應稅收入

時列為可抵扣費用。

2.2. 外籍雇員之相關費用（續）

（北寧稅局於2021年7月6日發布之第2221/CT-TTHT號公文） （稅務總局於2020年11月26日發布之第5032/TCT-CS號公文）



3.

與Covid-19相關之生產運營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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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捐贈及支援疫情防控活
動之費用

CIT：按現行規定，以現金或實物形

式，通過合規組織為越南Covid-19

防控活動提供支持、贊助之費用，

若有合規的證明文件，則可在CIT上

列支費用。

3.2. 固定資產之折舊費用

此前，部分地方稅務機關之指引回

應，由於費用不屬於施行細則所載

具體情況，所以停產期間之折舊費

用不得抵扣，其後，財政部正式發

文指引具體案例並指出“因需求下降
致使面臨困難之企業在2020年課稅
期間被迫停產9個月以內，爾後恢
復投入生產經營活動之固定資產被
視為季節性停產”。因此，此期間的
折舊費用可在CIT上列支費用。

（財政部於2020年10月9日發布之第12452/BTC-TCT號公文）

（政府於2021年3月31日頒布的第44/2021/ND-CP號法令）
（財政部於2021年6月2日頒布的第41/2021/TT-BTC號施
行細則）



4.

出入境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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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2021年5月5日緊急電報第

600/CD-BCD號）對於越南入境人

士，將原集中隔離21天，並在接

下來07天內繼續居家監測，調整

為集中隔離14天及居家監測14天。

4.2. 縮短接種全劑量疫苗或疾
病康復者之醫療隔離期

4.3. 檢查和認證Covid-19  
疫苗接種證明/康復證明指
引及外交驗證之紙質表格
清單新知

為實施按第6288/BYT/MT號公文之

隔離指引，領事局要求越南駐外代

表處：

• 若代表處（"RO"）未得知全劑量

Covid-19疫苗接種證明或康復證明

之正式表格：RO應執行認證程式，

以供入境人士在越南使用該證明。

• 若RO通過外交管道得知全劑量

Covid-19疫苗接種證明或康復證明

之正式表格：RO通知已接種者持

證回國，國內當局將驗證並與正

式版本對比。

• 領事局定期於官網上載Covid-19 

疫苗接種證明/康復證明表格：

https://lanhsuvietnam.gov.vn/。

（衛生部於2021年7月14日發布之第5599/BYT-MT號公文）

（衛生部於2021年8月4日發布之第6288/BYT-MT號公文）

（外交部領事局於2021年8月6日發布之第2974/LS-PL
號公文及2021年8月13日發布之第3100/LS-PL號公文）

4.1. 縮短一般情況之醫療隔
離期

對符合下列條件之入境人士實行集中

隔離07天及居家監測07天：

1. 在出境前72小時內持有SARS-CoV-2

（通過RT-PCR/RT-LAMP檢測方法）

檢測結果為陰性，並經進行檢測之

國家主管當局認證。

2. 已接種全劑量Covid-19疫苗（最後

一劑須在入境前至少14天且不超過

12個月接種），並特有疫苗接種證

明。

或者：對於曾感染過SARS-CoV-2之

入境人士，具有在入境日期前6個

月內通過單份樣本RT-PCR檢測方法

檢測結果為陽性，並特有由治療國

家主管部門簽發之康復證明或確認

疾病康復之同等文件。

對於非上述條件之入境人士，則仍按

現行規定實行集中隔離14天及居家監

測14天。

當地部門根據其具體指引來實施上述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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