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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0月19日，政府颁布第125/2020/ND-CP号法令（以下简称“第125号法令”），规范违反税务及发票管理的

行政处罚，其自2020年12月05起日生效。

❖ 税务总局进一步于2020年11月12日发布第4848/TCT-PC号公文（以下简称"第4848号公文"），为第125号法令施

行办法提供实行指引。

本通讯中，德勤越南将汇总第125号法令及第4848号公文的关键重点，供您参考。

简介

第125号法令主旨：

• 提高公民对税务法规的合规性及自觉遵守意识；

• 修订行政违规的处罚程序；

• 因应未来全面使用电子发票的行政违规行为提供处理措施；以及

• 完善现行税务及发票相关法规的不足。

第125号法令生效时，下列规定将同时废止：

• 2013年10月16日发布之第129/2013/ND-CP号法令第一章（违反税务的行政处罚）及第三章（实施效力）；以及

• 财政部于2013年11月15日发布之第166/2013/TT-BTC号施行细则、2014年1月17日发布之第10/2014/TT-BTC号施

行细则、以及2016年10月31日发布之第176/2016/TT-BTC号施行细则之违反税务行政处罚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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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范围

本法令说明税务及发票行政违规的行为、处罚种类、处

罚程度、补正办法、管辖权、登记违规纪录以及其他处

罚程序的规定。

以下情形非本法令适用对象：

• 费用相关的行政违规行为；

• 关务部门管辖的进出口货物税务行政违规行为；以及

• 税务登记手续、暂停营业通知、以及提前向营业登记

机构通知恢复营业的违规行为。

处罚对象

• 新增被授权人应执行纳税人义务按现行税法登记、申

报及缴纳税款（例如：外国承包商有义务在越南扣缴

税），若被授权人违反第125号法令所载规定，则该

违规的被授权组织或个人为处罚对象（第3条第1款）。

• 针对被处份的组织实体，包括直接申报缴纳税款及使

用发票的附属单位及分支机构提供明确规定。

用词解释

• 税务行政违规：是指组织或个人违反税征管理法

规、税捐及其他所得法律规定的行为，其不构成

法定犯罪行为，且应按法律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 发票行政违规：是指组织或个人违反发票管理法

律规定行为，其不构成法定犯罪行为，且应按法

律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 对《情节复杂案件》、《特别严重案件》、《违

规行为发生之日》等用词提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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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或减轻处罚事由

• 新增对情节重大的税务行政违规行加重处罚规定，案

件涉及税额达1亿越南盾及以上或涉及货物劳务价值

为5亿越南盾及以上者均属之（第6条第2款）。

• 新增对情节重大的发票行政违规行加重处罚规定，涉

及发票违规数量为10张及以上者均属之（第6条第2

款）。

欠税期限

• 修正并补充欠税期限的规定，组织及个人自行申报并

缴纳的税款及其他所得适用的追溯纳税期限上限为10

年（自发现违规行为之日起算）。

• 土地经营所得或其他由权责机关核定财务义务的所得，

则依相关法规确定追溯期限。

免予处罚的情況

• 明确规定：如纳税人已在税务机关官方网站上公

告因IT系统技术问题，不能如期以电子方式办理

税务及发票手续，则其为不可抗力事件（第9条

第1款）。

• 新增免予行政处罚的两种情况（第9条），包括：

⁻ 因适用税务机关及权责机构正式指引或决定

导致的行政违规行为；

⁻ 由本人自行申报结算个人所得税且可享有退

税的逾期申报案件，以及经《税征管理法》

第51条被核定税款的个体户的行政程序违规

行为。

• 补充对违反第11条第6款税务登记信息变更通知

期限的特例免予处罚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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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行政处罚的重要修正

增加税务程序违规的罚款金额

• 税务登记期限有关的违规行为（第10、11条）：处

罚金额按逾期天数累计增加，包括税务登记文件档、

税务登记通知、暂停营业通知、提前恢复经营等情

事未如期申报；此类违规行为的罚款额度为100万到

1，000万越南盾（第10条）及50万到700万越南盾

（第11条），较前规定额度增加2到4倍；

• 有关错报、短漏报税务申报文件档信息，但不涉及

额外税务责任的违规行为（第12条）：此类违规行

为的罚款额度为50万到1,200万越南盾，较前规定额

度增加2.5倍；

• 有关税务文件档逾期申报行为（第13条）：此类违

规行为的罚款额度为200万到2,500万越南盾，较前

规定额度增加4倍。

注意：针对逾期申报税务文件档超过90天将视为逃漏税

行为，但纳税人已在税务机关发布清查决定或清查纪录

之前缴纳税款及滞纳金，则不以逃税行为给予制裁，但

仍将处以1,500万到2,500万越南盾的罚款。

• 有关违反信息申报行为（第14、15条）：此类违规

行为的罚款额度为200万到1,000万越南盾，较前规

定额度增加1到2倍。

• 有关错报信息导致应纳税款增加，或导致减免或退

税增加的行为（第16条）：

⁻ 修正原条款文字：具体为 “错误申报计税基础或

可扣除税额或判定错误导致税务免除、减少或退

还的情形”；

⁻ 针对错报导致应纳税款增加的案件，若当事人主

动在税务机关完成税务清查前采取补正措施，则

免予第16条第1款a项的规定罚则；

⁻ 针对关联交易申报错误但纳税人已备妥转让定价

文档，或已按转让定价规定向税务机关申报转让

定价报表的处理规定。

• 逃稅行为（第17条）：修正规定，无论逃税主体是

个人或是组织，均处以相同程度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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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电子发票违规行为

• 发票销毁、使用无网络连接的收银机器开立发票、或与税务机

关传输电子数据的有关违规行为；

• 未如期传输电子发票数据予税务机关的行为；

• 传输未包含当期已开具的全数电子发票的汇总表；

• 提供不符合电子发票规定条件的电子发票软件。

新增补正办法规定

• 强制销毁发票（第27条），

• 沒收行政违规行为所得（第2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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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票行政处罚的重要修正

发票相关的行政违规行为、处罚种类及补正办法

• 刪除对自行打印发票、制作电子发票违规行为的处罚规定；

• 对在开具发票通知之前或向税务机关购买但未使用的发票遗失、

烧毁及损坏的行政违规情形（第25条第2、3款）：调减行政罚

款限额由500万 - 1,800万调减至100万 - 800万越南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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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 新增行政违规纪录及电子版纪录的规定（电子版纪录无需当事

人签字）。

• 新增当事人要求解释其税务或发票违规行为的权利，包括：透

过税务检查或清查查定的违规行为或电子纪录的违规情况，以

及第125号法令所载的其他违规行为。

• 新增受处分的组织或个人若符合进行电子交易资格，可采取电

子方式寄发税务或发票违规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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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对税务及发票行政违规的处罚管辖权与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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