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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本期焦点

自从第134/2016/ND-CP号法令（"第134号法令"）对于《进出口税法》的实施指引在2016年9月01日正式

生效后，执行近5年来，除了为海关部门及从事进出口活动的组织及个人提供法律依据之外，该法令仍有

规定不明确和执行上的不便之处。

为支持企业解决这些问题，越南政府于2021年3月11日颁布了第18/2021/ND-CP号法令（"第18号法令"），

以修订和补充第134号法令内容，第18号法令将于2021年4月25日正式生效。

第18号法令对于第134号法令内文有重大的修改，其中几项重要的修订条文，包括：

1. 关于现地进出口货物所适用的关税税率的补充规定（第3条）；

2. 明确了进口货物用于再加工活动的免税依据（第10条）；

3. 补充进口货物用于加工外包以制造出口产品的免税规定，及对若干特定现地进出口案例的免税法定依据

（第12条）；

4. 补充构成固定资产的进口货物可享受投资优惠项目的免税依据规定（第14条）；

5. 补充关于出口加工企业（ "EPE"）的海关监管条件和税收处理规定（第28a条）；

6. 补充关于总清单（Master list）的免税进口货物使用结算报告的海关监管规定（第31a条）；

7. 厘清进口后但需要再出口的货物的退税条件及规定（第3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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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现地进出口货物所适用的关税税率的补充
规定（第3条）

第一款:补充现地进出口适用的关税税率规定内容并连

接到本条第三款。

第三款:提供以下项目的细部规定：

• 自非保税区现地出口的货物须适用第122/2016/ND-CP

号法令及第57/2020/ND-CP号法令规定的出口税率 ；

• 现地进口的货物（自保税区进口之货物除外）适用

第125/2017/ND-CP号法令和57/2020/ND-CP号法令规

定的最惠国（MFN）的进口关税率；

• 在从保税区现地进口到国内市场的货物，将按个案

情况适用MFN、FTA或一般关税税率。

2.明确了进口货物用于再加工活动的免税依据

第一款，第g点: 对出口到境外或者经指定现地出口的

加工货物，若仅使用到进口原材料加工者，可免征出

口关税。

第二款: 对再加工货物的免税依据提供细部规定 ：

• 已签订加工合同、对加工出口场所的设施和机器拥

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企业；

• 企业须将加工合同、再加工合同及其附件向海关当

局通报；

• 如果企业未能按海关法规定及时将再加工场所设施

或合同向海关当局通报，则仅按照海关规定处以违

反行政规定的行政罚款。

第四款: 取消进口用以加工的废料、不良品及过剩原材

料和供应品的3%门槛规定 ；

第五款: 进口免税的档案必须附上外国机构或个人对于

指定货物交付/协议书的书面副本一份。

本期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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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补充进口货物用于加工外包以制造出口产品的免税规定，
及对若干特定现地进出口案例的免税法定依据（第12条）

第一款，第đ点: 以制造出口产品为目的进口的货物，经规定许可，

可在越南销毁且已实际销毁者，可免征进口税。

第二款：提供以下规定细则：

• 制造出口产品为目的进口但用于外包加工的货物的免税依据

（第a、b点）;

• 现地出口方的责任：现地出口方必须在现地出口海关报关单完

成之日起15天内，将该进口报关单完整通知海关当局。在出口

方未能在期限内及时通报海关当局，将必须重新申报出口报关

单。已进口的用以制造现地出口产品的的原材料/货物应缴纳进

口关税。如果出口方能遵行第e点规定将完整进口报关单通知海

关当局，仍有机会申请退税；

• 现地出口的产品不得享受出口税豁免政策（第g点）；

• 加工模式下的现地进口产品若符合规定的条件，可享受进口免

税。其他非加工的模式下的现地进口商品仍应按原规定缴纳进

口关税，并在出口至海外/保税区时申请退税（第h点）。

第三款：现地出口方必须另外提交外国机构或个人指定/协议货物

在越南交付的书面协议副本。

本期焦点（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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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补充构成固定资产的进口货物可享受投资优惠
项目的免税依据规定（第14条）

第六款：判别项目符合免税条件的原则，例如按行业

别、投资地点、投资资本规模等。

5.补充关于出口加工企业（ "EPE" ）的海关监管
条件和税收处理规定（第28a条）

第28a条补充下列规定：

• 保税区EPE供海关监管目的之必备条件 ：

- 周围有坚硬的围栏和大门以区分内外部区域；确

保货物仅可通过大门进出；

- 所有的大门、出入口和仓库均设置全天摄影系统

（24小时，包括节假日）；摄影系统直接与管辖

海关的系统连接，且历史数据存档至少12个月 ；

- 对豁设置管理软体以控管免税货物的进出数量情

况，以便向海关当局申报。

• 在下列特定情况下，对EPE或EPE项目的投资者将适

用海关监管条件资格的证明和检查程序 ：

- 为新项目申请投资登记证的投资者；

- 为扩大投资项目申请签发或修改投资登记证的投

资者；

- 申请由非EPE转为EPE的变更登记项目 ；

• 假设在新发/修改的投资登记证、或由投资登记管辖

当局出具的文件（在无需核发投资登记证的情况下）

等书面文件上已认定为EPE，新项目或扩大投资项目

的企业可立即享受免关税待遇；

• 对于自投资登记证核发之日至取得符合第82/2018/ 

ND-CP号法令及本法令规定的海关监管条件证明之日

为止，尚未享受免关税待遇者，在符合海关监管条

件后，企业已缴纳的税款可按税收管理法规定的溢

缴税款处理。

本期焦点（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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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补充关于总清单（Master list）的免税进口货
物使用结算报告的海关监管规定（第31a条）

第31a条补充总清单所载的进口货物的通报及检查规定。

具体如下：

• 每一年度，各组织和个人应自财年截止日起90日内，

将当年内免税进口货物的使用情况年度结算报告通

知报给当初提交总清单的海关管辖当局，直到整个

项目终止、所有货物已全数再出口至越南境外、或

免税用途改变，转为国内销售或已销毁为止；

• 对于五年内免征进口税的原材料、供应品和零部件

（第15条）、进口用于制造和组装医疗设备的原材

料、供应品和零部件（第23条），必须在项目营运

日起五年内，每年提交免税货物使用情况的年度结

算报告。当五年期间结束后的30日内，未使用的进

口原材料、供应品和零部件必须履行报关和纳税义

务；

• 若是进口目的是用于生产的原材料、供应品和零部

件，应在制程完成之日后30天内提交结算报告。海

关机构应自报告提交之日起60日内到企业所在地进

行一次实地检查；

• 若是进口必须分批进口的组合件或生产线，且无法

自登记的货物数量中依次扣除的情况下，企业应当

自组合件安装完成之日起30日内提交结算报告。海

关机构应当自从报告提交之日起60日内到企业所在

地进行查验。每年，根据本条的第1款规定，项目业

主应在安装程序完成后要通报产品使用情况 。

7.厘清进口后但需要再出口的货物的退税条件及
规定（第34条）

第一款，第a点：明确提到，当进口的货物必须再出口，

包括出口给货物所有人、出口到外国、或出口到保税

区于区内使用等情况下，可适用出口退税规定 。

本期焦点（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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