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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政府於2021年4月19日發布第52/2021/ND-CP號法令（以下簡稱“第52號法令”），内容有關延長2021年增值

稅（VAT）、企業所得稅（CIT）、個人所得稅（PIT）及土地租賃費用之繳納期限。第52號法令已在2021年4月

19日發布後生效。

本新知中，我們將彙總説明第52號法令的關鍵内容，供您參考。

背景信息

1. 適用對象：基於第41/2020/ND-CP號法令（“第41號法令”）

規定之補充科目;

2. 延長納稅期限

i. 對於企業與組織：延長VAT和CIT的納稅期限；

ii. 對於個人和個體戶：延長VAT和PIT的納稅期限；

3. 延長2021年第一期的應付土地租金繳納期限；

4. 申請程序

i. 延期缴納稅款或地租的書面申請的收件截止日為2021年

7月31日；

ii. 第52號法令之延期條件還包括納稅人應在2021年7月30

日之前，繳納按第41號法令規定申請延期的稅款、地租

及滯納金（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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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製造業

• 農、林、漁業；

• 食品生產加工；紡織產業；生產皮革及皮革相關產品；

加工木材及生產各種木竹製品（家具除外）；生產稻

草、編結材料製品；生產紙及紙製品；生產橡膠製品；

生產非金屬礦物製品；生產金屬；機械加工；金屬處

理與鍍膜；生產電子產品、計算機以及光學產品； 汽

車製造及裝配；生產櫃子、桌子和椅子；

• 建築業。

• 出版業、影視業、電視節目製作、音樂錄製及出版；

（*）

• 原油、天然氣開採業（但合約製原油、凝析油、天然

氣開採行業不得延期）；

• 飲料生產；印刷業；生產焦煤、精煉石油產品；生產

化學品及化工產品；生產金屬產品（機械設備除外）；

生產摩托車；維修及安裝機械設備；（*）

• 廢水排放處理。（*）

i. 從事以下生產、經營活動之企業、個人和個體戶

1. 適用對象

經營活動

• 倉儲運輸活動（物流）；住宿和餐飲業；教育與培訓；

醫療與社會輔助性活動；

• 勞動和就業服務活動；旅行社、旅游團經營的活動以

及與旅游推廣和組織有關的支援服務；

• 創作、藝術與娛樂性活動；體育活動；植物園，動物

園和自然保護活動；娛樂和主題公園活動；電影院營

業活動。

• 廣播和電視活動；計算機編程、計算機咨詢及其他有

關活動；資訊服務活動；（*）

• 開礦協助服務活動。（*）

（*）基於第41/2020/ND-CP號法令規定之補充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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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按政府於2015年11月3日發布之第111/2015/ND-CP號決議案，

優先工業配套產業之生產業；按總理核準之2025年越南機械工

業發展戰略、遠景至2035年、於2018年3月15日發布之第

319/QD-TTg號決定之重點機械產品。

iii. 根據第04/2017/QH14號中小企業法和於2018年3月11日發布之

第39/2018 / ND-CP號法令的小型及微型企業。

iv. 根據越南國家銀行（“越南央行”）規定實施解決方案，以協助

受Covid-19影響之企業、組織和個人之信貸機構，外國銀行分

支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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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對於企業與組織

VAT（進口VAT除外）之延期繳納：

• 按月度申報者：2021年3至6月份的增值稅繳納可延期最多5 個月；

2021年7、8月份的增值稅則分別可延期最多4個月和3個月。

• 按季度申報者：2021年第1、2季的稅額繳納可延期最多5 個月。

• 可延期繳納的稅額包括總部以外的省份分配的金額，以及按實際

發生的應納稅額。

CIT之延期繳納：

• 2021財年第1、2季的暫繳CIT可延期最多3個月。

• 非屬上述經營活動和領域業務活動的分支機構或附屬單位，不得

適用申請延期規定。

ii. 對於個人和個體戶

• 2021年度VAT和PIT應繳稅額的期限可延至2021年12月31日。

2. 延長納稅期限

2021年第一期的應付土地租金款項可延期最多6個月，自2021年5月31日

起算。

3. 延長土地租賃費用繳納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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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欲申請延期的納稅人必須提交延期缴納稅款或地租的書面申請，

收件截止日為2021年7月31日。

ii. 另外，本法令之延期條件還包括納稅人應在2021年7月30日之前，

繳納按第41號法令規定申請延期的稅款、地租及滯納金（若有）。

iii. 若納稅人的延期稅款由不同地方的稅收管理部门管轄，則納稅人

的直屬稅務機關有義務將延期缴納稅款或地租的請求副本發送給

相關稅務部門。

iv. 在延長期间，對於延期的稅款或地租（基於納稅人的書面延期申

請金額），不收取滯納金。

4. 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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