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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0月19日，政府頒布第125/2020/ND-CP號法令（以下簡稱“第125號法令”），規範違反稅務及發票管理之

行政處罰，其自2020年12月05起日生效。

❖ 稅務總局進一步於2020年11月12日發布第4848/TCT-PC號公文（以下簡稱“第4848號公文”），為第125號法令施

行辦法提供實行指引。

本通訊中，德勤越南將彙總第125號法令及第4848號公文之關鍵重點，供您參考。

簡介

第125號法令主旨：

• 提高公民對稅務法規之合規性及自覺遵守意識；

• 修訂行政違規之處罰程序；

• 因應未來全面使用電子發票之行政違規行為提供處理措施；以及

• 完善現行稅務及發票相關法規之不足。

第125號法令生效時，下列規定將同時廢止：

• 2013年10月16日發布之第129/2013/ND-CP號法令第一章（違反稅務之行政處罰）及第三章（施行效力）；以及

• 財政部於2013年11月15日發布之第166/2013/TT-BTC號施行細則、2014年1月17日發布之第10/2014/TT-BTC號施

行細則、以及2016年10月31日發布之第176/2016/TT-BTC號施行細則之違反稅務行政處罰規定。

第125號法令之重要内容及關鍵修正

違反稅務及發票管理之

行政處罰

第125/2020/ND-CP

號法令及第4848/ 

TCT-PC號公文新知

本通訊僅供專業參考，非供分發或銷售 ©2020 德勤越南稅務師事務所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2020年12月



©2020 Công ty TNHH Tư vấn thuế Deloitte Việt Nam

修正範圍

本法令説明稅務及發票行政違規之行為、處罰種類、處

罰程度、補正辦法、管轄權、登記違規紀錄以及其他處

罰程序之規定。

以下情形非本法令之適用對象：

• 費用相關之行政違規行為；

• 關務部門管轄之進出口貨物稅務行政違規行為；以及

• 稅務登記手續、暫停營業通知、以及提前向營業登記

機構通知恢復營業之違規行為。

處罰對象

• 新增被授權人應執行納稅人義務按現行稅法登記、申

報及繳納稅款（例如：外國承包商有義務在越南扣繳

稅）；若被授權人違反第125號法令所載規定，則該

違規的被授權組織或個人為處罰對象（第3條第1款）。

• 針對被處份的組織實體，包括直接申報繳納稅款及使

用發票的附屬單位及分支機構提供明確規定。

用詞解釋

• 稅務行政違規：係指組織或個人之違反稅捐稽徵

法規、稅捐及其他所得法律規定行為，其不構成

法定犯罪行為，且應按法律規定實施行政處罰。

• 發票行政違規：係指組織或個人之違反發票管理

法律規定行為，其不構成法定犯罪行為，且應按

法律規定實施行政處罰。

• 對《情節複雜案件》、《特別嚴重案件》、《違

規行為發生之日》等用詞提供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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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或減輕處罰事由

• 新增對情節重大的稅務行政違規行為加重處罰規定，

案件涉及稅額達1億越南盾及以上或涉及貨物勞務價

值為5億越南盾及以上者屬之（第6條第2款）。

• 新增對情節重大的發票行政違規行為加重處罰規定，

涉及發票違規數量為10張及以上者屬之（第6條第2

款）。

欠税期限

• 修正並補充欠税期限的規定，組織及個人自行申報並

繳納的稅款及其他所得適用的追溯納稅期限上限為10

年（自發現違規行為之日起算）。

• 土地經營所得或其他由權責機關核定財務義務之所得，

則依相關法規確定追溯期限。

免予處罰之情況

• 明確規定：如納稅人已在稅務機關門戶網站上公

告因IT系統技術問題，不能如期以電子方式辦理

稅務及發票手續，則其為不可抗力事件（第9條

第1款）。

• 新增免予行政處罰之兩種情況（第9條），包括：

⁻ 因適用稅務機關及權責機構正式指引或決定

導致的行政違規行為；

⁻ 由本人自行申報結算個人所得稅且可享有退

稅之逾期申報案件，以及經《稅捐稽徵法》

第51條被核定稅款的個體戶之行政程序違規

行為。

• 補充對違反第11條第6款稅務登記訊息變更通知

期限的特例免予處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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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行政處罰之重要修正

增加稅務程序違規之罰款金額

• 稅務登記期限有關之違規行為（第10、11條）：處

罰金額按逾期天數累計增加，包括稅務登記文件檔、

稅務登記通知、暫停營業通知、提前恢復經營…等情

事未如期申報；此類違規行為的罰款額度為100萬到

1,000萬越南盾（第10條）及50萬到700萬越南盾

（第11條）；較前規定額度增加2到4倍；

• 有關錯報、短漏報稅務申報文件檔訊息，但不涉及

額外稅務責任的違規行為（第12條）：此類違規行

為的罰款額度為50萬到1,200萬越南盾，較前規定額

度增加2.5倍；

• 有關稅務文件檔逾期申報行為（第13條）：此類違

規行為的罰款額度為200萬到2,500萬越南盾，較前

規定額度增加4倍。

注意：針對逾期申報稅務文件檔超過90天將視為逃漏稅

行為，但納稅人已在稅務機關發布清查決定或清查紀錄

之前繳納稅款及滯納金，則不以逃稅行為給予制裁，但

仍將處以1,500萬到2,500萬越南盾的 罰款。

• 有關違反資訊申報行為（第14、15條）：此類違規

行為的罰款額度為200萬到1,000萬越南盾，較前規

定額度增加1到2倍。

• 有關錯報資訊導致應納稅款增加，或導致減免或退

稅增加的行為（第16條）：

⁻ 修正原條款文字：具體為 “錯誤申報計稅基礎或

可扣除稅額或判定錯誤導致稅務免除、減少或退

還的情形”；

⁻ 針對錯報導致應納稅款增加的案件，若當事人主

動在稅務機關完成稅務清查前采取補正措施，則

免予第16條第1款a項的規定罰則；

⁻ 針對關聯交易申報錯誤但納稅人已備妥移轉訂價

檔案，或已按移轉訂價規定向稅務機關送交移轉

訂價報表的處理規定。

• 逃稅行為（第17條）：修正規定，無論逃稅主體是

個人或是組織，均處以相同程度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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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電子發票違規行為

• 發票銷毀、使用無網路連接的收銀機器開立發票、或與稅務機

關傳輸電子數據之有關違規行為；

• 發票銷毀、使用無網路連接的收銀機器開立發票、或與稅務機

關傳輸電子數據之有關違規行為；

• 傳輸之彙總表未包含當期已開具之全數電子發票；

• 提供不符合電子發票規定條件之電子發票軟體。

新增補正辦法規定

• 强制銷毀發票（第27條）；

• 沒收行政違規行為所得（第2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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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票行政處罰之重要修正

發票相關之行政違規行為、處罰種類及補正辦法

• 刪除對自行打印發票、制作電子發票違規行為的處罰規定；

• 對在開具發票通知之前或向稅務機關購買但未使用的發票遺失、

燒毀及損壞之行政違規情形（第25條第2、3款）：調減行政罰

款限額由500萬 - 1,800萬調減至100萬 - 800萬越南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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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行政處罰程序規定

• 新增行政違規紀錄及電子版紀錄的規定（電子版紀錄無需當事

人簽字）。

• 新增當事人要求解釋其稅務或發票違規行為的權利，包括：透

過稅務檢查或清查查定的違規行為或電子紀錄的違規情況，以

及第125號法令所載的其他違規行為。

• 新增受處分的組織或個人若符合進行電子交易資格，可採取電

子方式寄發稅務或發票違規行政處罰決定書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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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對稅務及發票行政違規之處罰管轄權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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