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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政府于2021年4月19日发布第52/2021/ND-CP号法令（以下简称“第52号法令”），内容有关延长2021年增值

税（VAT）、企业所得税（CIT）、个人所得税（PIT）及土地租赁费用的缴纳期限。 第52号法令已在2021年4月

19日发布后生效。

本新知中，我们将汇总说明第52号法令的关键内容，供您参考。

背景信息

1. 适用对象：基于第41/2020/ND-CP号法令（“第41号法令”）

规定的补充科目；

2. 延长纳税期限

i. 对于企业与组织：延长VAT和CIT的纳税期限；

ii. 对于个人和个体户：延长VAT和PIT的纳税期限；

3. 延长2021年第一期的应付土地租金缴纳期限；

4. 申请程序

i. 延期缴纳税款或地租的书面申请的收件截止日为2021年

7月31日；

ii. 第52号法令的延期条件还包括纳税人应在2021年7月30

日之前，缴纳按第41号法令规定申请延期的税款、地租

及滞纳金（若有）。

关键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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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制造业

• 农、林、渔业；

• 食品生产加工；纺织产业；生产皮革及皮革相关产品；

加工木材及生产各种木竹制品（家具除外）；生产稻

草、编结材料制品；生产纸及纸制品；生产橡胶制品；

生产非金属矿物制品；生产金属；机械加工；金属处

理与镀膜；生产电子产品、计算机以及光学产品； 汽

车制造及装配；生产柜子、桌子和椅子；

• 建筑业。

• 出版业、影视业、电视节目制作、音乐录制及出版；

（*）

• 原油、天然气开采业（但合约制原油、凝析油、天然

气开采行业不得延期）；

• 饮料生产；印刷业；生产焦煤、精炼石油产品；生产

化学品及化工产品；生产金属产品（机械设备除外）；

生产摩托车；维修及安装机械设备；（*）

• 废水排放处理。（*）

i. 从事以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个人和个体户

1. 适用对象

经营活动

• 仓储运输活动（物流）；住宿和餐饮业；教育与培训；

医疗与社会辅助性活动；

• 劳动和就业服务活动；旅行社、旅游团经营的活动以

及与旅游推广和组织有关的支持服务；

• 创作、艺术与娱乐性活动；体育活动；植物园，动物

园和自然保护活动；娱乐和主题公园活动；电影院营

业活动。

• 广播和电视活动；计算机编程、计算机咨询及其他有

关活动；信息服务活动；（*）

• 开矿协助服务活动。（*）

（*）基于第41/2020/ND-CP号法令规定的补充科目

©2021 德勤越南税务师事务所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本通讯仅供专业参考，非供分发或销售

第52/2021/ND-CP号法令新知| 第 2页

2021年4月29日

税务新知

第52/2021/ND-CP号法令

之延长纳税及土地租赁费

缴纳期限



©2020 Công ty TNHH Tư vấn thuế Deloitte Việt Nam

ii. 按政府于2015年11月3日发布的第111/2015/ND-CP号决议案，

优先工业配套产业的生产业；按总理核准的2025年越南机械工

业发展战略、远景至2035年、于2018年3月15日发布的第

319/QD-TTg号决定的重点机械产品。

iii. 根据第04/2017/QH14号中小企业法和于2018年3月11日发布的

第39/2018 / ND-CP号法令的小型及微型企业。

iv. 根据越南国家银行（“越南央行”）规定实施解决方案，以协助

受Covid-19影响的企业、组织和个人之信贷机构，外国银行分

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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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对于企业与组织

VAT（进口VAT除外）的延期缴纳：

• 按月度申报者：2021年3至6月份的增值税缴纳可延期最多5 个月；

2021年7、8月份的增值税则分别可延期最多4个月和3个月。

• 按季度申报者：2021年第1、2季的税额缴纳可延期最多5 个月。

• 可延期缴纳的税额包括总部以外的省份分配的金额，以及按实际

发生的应纳税额。

CIT的延期缴纳：

• 2021财年第1、2季的暂缴CIT可延期最多3个月。

• 非属上述经营活动和领域业务活动的分支机构或附属单位，不得

适用申请延期规定。

ii. 对于个人和个体户

• 2021年度VAT和PIT应缴税额的期限可延至2021年12月31日。

2. 延长纳税期限

2021年第一期的应付土地租金款项可延期最多6个月，自2021年5月31日

起算。

3. 延长土地租赁费用缴纳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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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欲申请延期的纳税人必须提交延期缴纳税款或地租的书面申请，

收件截止日为2021年7月31日。

ii. 另外，本法令的延期条件还包括纳税人应在2021年7月30日之前，

缴纳按第41号法令规定申请延期的税款、地租及滞纳金（若有）。

iii. 若纳税人的延期税款由不同地方的税收支付，则纳税人的直属税

务机关有义务将延期缴纳税款或地租的申请副本发送给相关税务

部门。

iv. 在延长期间，对于延期的税款或地租（基于纳税人的书面延期申

请金额），不收取滞纳金。

4. 申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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