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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总理于2020年12月30日签发了第38/2020/QD-TTg号决

定（“第38号决定”），公告优先投资发展的高新技术清单

暨鼓励发展的高技术产品清单。该决定自2021年2月15日

起生效，取代原2014年11月25日发布的第66/2014/QD-TTg

号决定（"第66号决定"）、第13/2017/QD-TTg号决定（"第

13号决定"）及2019年12月18日发布的第34/2019/QD-TTg号

决定（"第34号决定"）第1条第2款及第4条规定。

• 自2021年2月15日起生效的第38号决定是目前唯一一份列

明优先投资发展的高新技术（以下统称"高新技术"）和鼓

励发展的高技术产品（以下统称"高技术产品"）清单的法

律文件。

• 自2010年出台首份关于高新技术和高技术产品清单的决定

（即2010年7月19日发布的第49/2010/QD TTg号决定），因

应高新技术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实际发展，以及吸引不同

领域产业开发应用高新技术的目标，总理后续发布了若干

决定（如2014年的第66号决定、2017年的第13号决定），

以修正部分项目内容。总理于2019年发布的第34号决定中

第4条，核准新增20项高新技术于列表中。

• 越南科技部（"MOST"）在提呈总理的决定草案内提到

本次修订是"急迫且必要的"，主要原因在于：

‐ 第66号和第13号决定的附件高新技术和高技术产品

清单中部分项目需要进行补充、更新和删除，以符

合越南高新技术发展趋势和全球科学与技术（"S&T"）

的发展变化。

‐ 确保与《投资法》和《高新技术法》的优惠政策和

机制同步一致。

‐ 朝向国内科技创新和现代化，提高高技术产品在工

业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同时有效地集中和调动资源，

投资开发具有越南特色、高质量、高附加价值、独

特且环保的产品。

‐ 此外，目前的高新技术和高技术产品项目分别载于

不同的规定中（即第66号决定、第13号决定和第34

号决定第4条），使得企业组织及个人在适用上造

成障碍。

本新知中，德勤越南将讨论以下主要内容：

1. 第38号决定带来的重要变更；

2. 现行高新技术领域的优惠政策以及如何有效应用第38号决定以发现优惠的可能性；

3. 德勤越南观点；

4. 德勤越南的专业服务。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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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号决定的修订清单包括99项优先发展投资的高新技术及
107项鼓励发展的高技术产品，其中：

• 新增55项高新技术；

• 修订、补充说明和升级28项现有的高新技术；

• 新增59项新科技产品和服务；

• 修订、补充说明和升级31项现有产品和服务。

第38号决定的修订列表的修订方向和基本原则：

优先投资发展的高新技术

• 属于世界级领先技术，在越南和全世界范围公认的新技术，并且符

合全球现代科学与技术发展变化；

• 能提升国家优势，如有效利用自然资源、气候、环境等优势；

• 在技术引进、应用、转让、创新等方面具有可行性；在技术引进、

转让、创新的劳动力和人才方面具有实用性；

• 与各行业的愿景、战略和长期发展计划保持一致。

鼓励发展的高技术产品和服务：

• 由高新技术创建的产品；

• 在产品价值构成中具有较高比重的附加价值；

• 具有较高的竞争力和相当程度的社会经济效益；

• 可供出口和取代进口的产品；

• 为提高国家科技力量作出贡献。

1. 第38号决定带来的重要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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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号决定的修订清单围绕着04个高新技术发展领域，包括：（i）信息技术；（ii）生物技术；（iii）新材料技术；

及（iv）自动化技术。因此，第38号决定增加了若干新的高新技术及高技术产品和服务：

重点技术领域 第38号决定新增的高新技术及高技术产品和服务

❑信息技术

与下列各项有关的技术、设备、软件、解决方案及服务：

• 区块链、数字孪生；

• 格网计算、边缘计算；

• 下一代网络技术（4G、5G、6G、NG-PON、SDN/NFV、SD-RAN、SD-WAN、LPWAN、IO-Link无线、

网络切片、新一代光纤网络）等。

❑生物技术

与下列各项有关的技术和产品：

• 合成生物学、分子生物学；

• 新一代微生物学；新一代自我遗传学等。

❑新材料技术

与以下相关的生产技术和产品：

• 催化和吸附材料；

• 医用抗菌、抗病毒设备和材料；

• 上循环聚合物；

• 功能材料等。

❑自动化技术

与下列各项有关的设计、制造及设备技术：

• 先进的锻造和冲压技术，为机械产品制造坯料；

• 智能制造系统（IMS）；

• 新一代高精度数控机床；

• 具有高质量、高精度和技术特点的先进模具；

• 专用数码相机；新一代相机模组；

• 智能传感器及芯片实验室（LOC）系统等。

1. 第38号决定带来的重要变更（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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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吸引国内外企业增加投资高新技术行业，越南政府颁布了对企业极其有利的多元化投资优惠政策，具体如下：

• 15年或整个项目周期的土地租金全免；

• 享受04年企业所得税（"CIT"）全免，随后9年内减半，及

15年内享有10%的优惠税率。根据总理或高新技术园区管

理委员会的决定，到期后可再次延长优惠税率的适用期，

延长最多不超过15年；

• 对构成固定资产而进口的货物免征进口关税；在5年内进

口本地无法生产的原材料、物资和零部件可免征进口税；

• 从《国家高新技术开发计划》资金和其他国家预算资金获

得财务支持的机会；

• 鼓励应用高新技术、有机农业等发展农业的企业的贷款计

划等。

2. 现行高新技术领域的优惠政策以及

如何有效应用第38号决定以发现优惠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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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如何确定企业或其投资项目符合优惠条件，又可享受何种优惠？下方表将为您总可享受高新技术优惠的投
资形式、条件和适用标准：

投资形式 应用高新技术的项目 高新技术企业 位于高新技术园区的投资项目

条件
取得MOST签发的应用高新技术

项目的证书

取得MOST签发的高新技术企业

证书

取得高新技术园区管理委会签发

的投资登记证书（“IRC”）

主要认定标准

货品/技术标准——

如何根据第38号决

定识别优惠机会？

生产技术应用到高新技术清单中

任一项技术

=> 问题：企业的生产技术是否

落入第38号决定附件 I 所载项目？

生产高技术产品清单中所列的产

品

=> 问题：企业生产的产品是否

落入第38号决定附件 II 所载项目？

同时使用到高新技术及生产高

技术产品

=> 问题：企业的生产技术及生

产的产品是否符合第38号决定

附件 I、II 所载项目？

收入条件 无特殊要求 不低于70%
不低于60%（本项仅适用于胡志

明市高新技术园区的项目）

研发费用占净收入

总额的比例

不低于0.5%或1%或2%，具体取

决于项目的资本金和劳动力规模

不低于0.5%或1% ，具体取决于

企业的资本金和劳动力规模
不低于1%

研发人员占企业职

工总数的比例

不低于1%或2.5%或5%，具体取

决于项目的资本金和劳动力规模

不低于2.5%或5%，具体取决于

企业的资本金和劳动力规模
不低于5%

其他 生产过程中应用环保及节约能源的方案，且生产质量控管满足越南或国际专业组织的技术标准和规定

2. 现行高新技术领域的优惠政策以及

如何有效应用第38号决定以发现优惠的可能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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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勤越南认为，本第38号决定发布优先投资发展的高新技术和鼓

励发展的高技术产品清单体现了越南政府对融入全球技术发展的

愿景，并期望能以创新及现代化的方式发展国内技术，同时亦注

重投资开发具有越南特色、高质量、高附加价值、独特并环保的

产品。

• 显而易见，高新技术优惠政策将给企业带来重大利益（包括在税

务、财务、信贷方面等优惠），特别是在制造及贸易方面拥有高

新技术的企业将因此受惠。因此，我们强烈建议涉及高新技术领

域的企业，通过本新知第二节中提到的认定标准（特别是有关技

术、产品和研发的标准）来评估享受优惠的可能性，以确定适合

的优惠形式及必要的程序。

• 此外，鉴于第38号决定的颁布，高新技术的投资优惠将会是外国

投资者在投资越南或扩大业务时的应注重考虑重点之一，并考虑

是否在制造或提供货物劳务过程中，可提高使用高新技术和研发

的程度、以及在生产过程中，增加使用优质劳动力、承诺采取环

境保护措施等。

3. 德勤越南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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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行透过本新知，企业读者们可对越南政府在发展和鼓励投资高新技术领域的政策机制有大致上的概念。特别是

高新技术优惠定会成为企业需加强了解的税收课题之一。

凭借我们在实际项目中积累的经验，我们可望通过德勤全球投资及创新鼓励政策咨询服务（GI3）服务团队，为您提供

高新技术优惠相关协助服务：

策略咨询与分析 证书申请 后续维持优惠与报告 稽查协助

• 检视并识别享受投资
优惠的机会

• 计算潜在的税负节约

• 风险评估及策略咨询

• 协助准备及复核申
请文件

• 协助与权责机关沟
通及帮助

• 协助取得证书程序

• 协助培训员工以增加有关
部门对于维持优惠资格的
重要性

• 协助准备合规性报

• 复核CIT优惠的计算正确性

• 针对后续的检查，协助
与权责机关沟通交流

• 协助企业应对税务稽查

4. 德勤越南的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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