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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總理於2020年12月30日簽發了第38/2020/QD-TTg號決

定（"第38號決定"），公告優先投資發展的高新科技清單

暨鼓勵發展的高科技產品清單。該決定自2021年2月15日

起生效，取代原2014年11月25日發布的第66/2014/QD-TTg

號決定（"第66號決定"）、第13/2017/QD-TTg號決定（"第

13號決定"）及2019年12月18日發布的第34/2019/QD-TTg號

決定（"第34號決定" ）第1條第2款及第4條規定。

• 自2021年2月15日起生效的第38號決定是目前唯一一份列

明優先投資發展的高新科技（以下統稱“高新科技”）和

鼓勵發展的高科技產品（以下統稱"高科技產品"）清單的

法律文件。

• 自2010年出台首份關於高新科技和高科技產品清單的決定

（即2010年7月19日發布的第49/2010/QD TTg號決定），因

應高新科技在社會經濟領域中的實際發展，以及吸引不同

領域產業開發應用高新科技的目標，總理後續發布了若干

決定（如2014年的第66號決定、2017年的第13號決定），

以修正部分項目内容。總理於2019年發布的第34號決定中

第4條，核准新增20項高新科技於清單中。

• 越南科技部（"MOST"）在提呈總理的決定草案内提到

本次修訂是"急迫且必要的"，主要原因在於：

‐ 第66號和第13號決定之附件高新科技和高科技產品

清單中部分項目需要進行補充、更新和刪除，以符

合越南高新科技發展趨勢和全球科學與技術（"S&T"）

的發展變化。

‐ 確保與《投資法》和《高新科技法》的優惠政策和

機制同步一致。

‐ 朝向國內科技創新和現代化，提高高科技產品在工

業生產總值的貢獻率，同時有效地集中和調動資源，

投資開發具有越南特色、高質量、高附加價值、

獨特且環保的產品。

‐ 此外，目前的高新科技和高科技產品項目分別載於

不同的規定中（即第66號決定、第13號決定和第34

號決定第4條），使得企業組織及個人在適用上造

成障礙。

本新知中，德勤越南將討論以下主要內容：

1. 第38號決定帶來之重要變更；

2. 現行高新科技領域之優惠政策以及如何有效應用第38號決定以發現優惠的可能性；

3. 德勤越南觀點；

4. 德勤越南的專業服務。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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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號決定之修訂清單包括99項優先發展投資的高新科技及
107項鼓勵發展的高科技產品，其中：

• 新增55項高新科技；

• 修訂、補充説明和升級28項現有的高新科技；

• 新增59項新科技產品和服務；

• 修訂、補充説明和升級31項現有產品和服務。

第38號決定之修訂清單的修訂方向和基本原則：

優先投資發展的高新科技

• 屬於世界級領先技術，在越南和全世界範圍公認的新技術，並且符

合全球現代科學與技術發展變化；

• 能提升國家優勢，如有效利用自然資源、氣候、環境等優勢；

• 在技術引進、應用、轉讓、創新等方面具有可行性；在技術引進、

轉讓、創新的勞動力和人才方面具有實用性；

• 與各行業的願景、戰略和長期發展計劃保持一致。

鼓勵發展的高科技產品和服務：

• 由高新科技創建的產品；

• 在產品價值構成中具有較高比重的附加價值；

• 具有較高的競爭力和相當程度的社會經濟效益；

• 可供出口和取代進口的產品；

• 為提高國家科技力量作出貢獻。

1. 第38號決定帶來之重要變更



高新科技領域之投資優惠政策新知 | 第 3 頁

高新科技領域之

投資優惠政策新知

2021年3月份

©2021 德勤越南稅務師事務所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本通訊僅供專業參考，非供分發或銷售

總理頒布之

第38/2020/QD-TTg號決定

優先投資發展的高新科技

清單暨鼓勵發展的高科技

產品清單

第38號決定的修訂清單圍繞著04個高新科技發展領域，包括：（i）信息技術；（ii）生物科技；（iii）新材料科技；

及（iv）自動化科技。因此，第38號決定增加了若干新的高新科技及高科技產品和服務：

重點技術領域 第38號決定新增的高新科技及高科技產品和服務

❑信息技術

與下列各項有關的科技、設備、軟件、解決方案及服務：

• 區塊鏈、數字孿生；

• 格網計算、邊緣計算；

• 下一代網絡技術（4G、5G、6G、NG-PON、SDN/NFV、SD-RAN、SD-WAN、LPWAN、IO-Link

無線、網絡切片、新一代光纖網絡）等。

❑生物科技

與下列各項有關的科技和產品：

• 合成生物學、分子生物學；

• 新一代微生物學；新一代自我遺傳學等。

❑新材料科技

與以下相關的生產技術和產品：

• 催化和吸附材料；

• 醫用抗菌、抗病毒設備和材料；

• 上循環聚合物；

• 功能材料等。

❑自動化科技

與下列各項有關的設計、製造及設備技術：

• 先進的鍛造和沖壓技術，為機械產品製造坯料；

• 智能製造系統（IMS）；

• 新一代高精度數控機床；

• 具有高質量、高精度和技術特點的先進模具；

• 專用數碼相機；新一代相機模組；

• 智能傳感器及芯片實驗室（LOC）系統等。

1. 第38號決定帶來之重要變更（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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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吸引國內外企業增加投資高新科技行業，越南政府頒布了對企業極其有利的多元化投資優惠政策，具體如下：

• 15年或整個項目週期的土地租金全免；

• 享受04年企業所得稅（"CIT"）全免，隨後9年内減半，及

15年內享有10%的優惠稅率。根據總理或高新科技園區管

理委員會的決定，到期後可再次延長優惠稅率的適用期，

延長最多不超過15年；

• 對構成固定資產而進口的貨物免徵進口關稅；在5年內進

口本地無法生產的原材料、物資和零部件可免徵進口稅；

• 從《國家高新科技開發計劃》資金和其他國家預算資金

獲得財務支援的機會；

• 鼓勵應用高新科技、有機農業等發展農業的企業之貸款

計劃等。

2. 現行高新科技領域之優惠政策以及

如何有效應用第38號決定以發現優惠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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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如何確定企業或其投資項目符合優惠條件，又可享受何種優惠？下方表格將為您彙總可享受高新科技優惠的投資

形式、條件和適用標準：

投資形式 應用高新科技的項目 高新科技企業 位於高新科技園區的投資項目

條件
取得MOST簽發的應用高新科技

項目的證書

取得MOST簽發的高新科技企業

證書

取得高新科技園區管理委會簽發

的投資登記證書（“IRC”）

主要認定標準

貨品/科技標準—

—如何根據第38

號決定識別優惠

機會？

生產技術應用到高新科技清單中

任一項科技

=> 問題：企業的生產技術是否

落入第38號決定附件 I所載項目？

生產高科技產品清單中所列之產

品

=> 問題：企業生產的產品是否

落入第38號決定附件 II所載項目？

同時使用到高新科技及生產高科

技產品

=> 問題：企業的生產技術及生

產的產品是否符合第38號決定附

件 I、II 所載項目？

收入條件 無特殊要求 不低於70%
不低於60%（本項僅適用於胡志

明市高新科技園區的項目）

研發費用占净收

入總額的比例

不低於0.5%或1% 或2%，具體取

決於項目的資本金和勞動力規模

不低於0.5%或1% ，具體取決於

企業的資本金和勞動力規模
不低於1%

研發人員占企業

職工總數的比例

不低於1%或2.5%或5%，具體取

決於項目的資本金和勞動力規模

不低於2.5%或5%，具體取決於

企業的資本金和勞動力規模
不低於5%

其他 生產過程中應用環保及節約能源的方案，且生產品質控管滿足越南或國際專業組織的技術標準和規定

2. 現行高新科技領域之優惠政策以及

如何有效應用第38號決定以發現優惠的可能性（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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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勤越南認為，本第38號決定發布優先投資發展的高新科技和鼓

勵發展的高科技產品清單體現了越南政府對融入全球科技發展的

願景，並期望能以創新及現代化的方式發展國內科技，同時亦注

重投資開發具有越南特色、高質量、高附加價值、獨特並環保的

產品。

• 顯而易見，高新科技優惠政策將給企業帶來重大利益（包括在稅

務、財務、信貸方面等優惠），特別是在製造及貿易方面擁有高

新科技的企業將因此受惠。因此，我們強烈建議涉及高新科技領

域的企業，通過本新知第二節中提到的認定標準（特別是有關技

術、產品和研發的標準）來評估享受優惠的可能性，以確定適合

的優惠形式及必要的程序。

• 此外，鑒於第38號決定的頒布，高新科技的投資優惠將會是外國

投資者在投資越南或擴大業務時的應著重考慮重點之一，并考慮

是否在製造或提供貨物勞務過程中，可提高使用高新科技和研發

的程度、以及在生產過程中，增加使用優質勞動力、承諾採取環

境保護措施等。

3. 德勤越南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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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透過本新知，企業讀者們可對越南政府在發展和鼓勵投資高新科技領域的政策機制有大致上的概念。特別是

高新科技優惠定會成為企業需加强瞭解的稅收課題之一。

憑藉我們在實際項目中積累的经验，我們可望通過德勤全球投資及創新鼓勵政策諮詢服務（GI3）服務團隊，為您提供

高新科技優惠相關協助服務：

策略咨詢與分析 證書申請 後續維持優惠與報告 稽查協助

• 檢視並識別享受投資
優惠的機會

• 計算潛在的稅負節約

• 風險評估及策略咨詢

• 協助準備及覆核申
請文件

• 協助與權責機關溝
通及説明

• 協助取得證書程序

• 協助培訓員工以增加有關
部門對於維持優惠資格的
重要性

• 協助準備合規性報

• 覆核CIT優惠的計算正確性

• 針對後續的檢查，協助
與權責機關溝通交流

• 協助企業應對稅務稽查

4. 德勤越南的專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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