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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03月 02日，財政部公布了一份對稅收管理法之部分條文及對 2020年 10月 19日公布的第

126/2020/ND-CP號法令施行細則之部分條文的修正草案（“修正草案”），以公開徵詢組織和個人的意見。

該修正草案内容涉及稅務申報、計算及稅收分配之變更；稅收爭議、滯納利息及罰款之處理；稅收減免；

稅務稽查；電子商務、數位化業務之稅務管理等。

在本通訊中，德勤越南總結了修正草案中可能對企業稅收合規性產生重大影響的重要內容，供企業參考：

1. 對在他省設有附屬單位或製造基地之納稅人之增值稅申報、計算、分配和納稅規定

2. 對製造基地與總公司位於不同省份之納稅人之企業所得稅申報、計算、結算、分配及納稅規定

3. 溢繳之稅額、滯納金、罰款處理

4. 年度稽查計劃之公示

5. 外國供應商之常設機構

6. 在越南沒有固定營業機構之境外供應商之電子商務業務、數位化商務活動之稅收管理

目前，德勤越南正就修正草案內容向財政部提出具體意見。若您對修正草案有任何垂詢，請與德勤越南

聯繫，以并同其他意見匯整後向財政部提出。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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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在他省設有附屬單位或製造基地之納稅人之增值稅
（“VAT”）申報、計算、分配和納稅規定

• 納稅人應向直接管轄總公司之當地稅務機關申報所有附屬單位及

營業地點之VAT，並提交納稅申報文件 ；

• VAT稅務義務的分配及繳納是基於附屬單位/營業地點的VAT應稅收入

佔納稅人的整體VAT應稅收入之比率（%）計算。用於計算分配比率

之基礎是前一年度實際產生的收入。若前一年度無產生收入者，

納稅人可自行判斷比率，並對全年度使用一致的基礎。於年末時，

納稅人應根據全年實際產生的收入，重新計算各地應有的分配比率

和應納VAT稅額；

• VAT應稅收入不包括總公司與附屬單位之間產生的內部收入，或附屬

單位間產生的內部收入。若納稅人在一個完整的周期內進行生產和

銷售，其收入應是在交貨單所載之內部轉讓價格加上內部運輸單據；

• 納稅義務：依據規定，納稅人應根據各地分配之應納稅額準備支付

憑證，並將稅款繳入各省稅務機構的國庫帳戶。

本修正草案之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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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度繳納：納稅人應於每一季度向各製造基地所在

省份的稅局進行CIT稅額暫繳；

• 稅收結算

- 納稅人應向總公司之直接管轄稅務機構辦理所有

附屬營業單位（包括位於不同省份的製造基地）

之年度稅收結算申報程序，並應將各省份的每個

製造基地之CIT應納稅額進行分攤；

- 如其中有符合享受CIT優惠條件的製造基地，則稅

收結算之應繳CIT稅額不予分配給該製造基地。納

稅人必須另行與享受CIT優惠的製造基地之當地稅

務機關確定CIT應納稅額；

• 納稅義務之分配

- 每個營業地點的CIT應納稅額應按成本比率（%）

分配，即各製造基地產生的費用和納稅人的總費

用之比率；

- 用於計算分配比率的費用是該稅務期間實際發生

的費用（不包括納稅人之附屬單位間的內部交易

費用和根據法規符合CIT優惠之製造基地的費用）；

- 如果分配到各省的應納稅額大於每季度暫繳的稅

款，納稅人必須向該省份之國家預算補繳額外稅

款。如果各省分配到的稅額少於每季暫繳稅款，

超出的部分視爲溢繳稅款並按相應規定處理。

本修正草案之重要内容（續）

2. 對製造基地與總公司位於不同省份之納稅人之企業所得稅 (“CIT”) 申報、計算、結算、分配
及納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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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溢繳之稅額、滯納利息、罰款之處理

• 在下列情況下，納稅人可抵銷其未納稅款、滯納金

和罰款（“未納稅捐”）或可與下一期的應繳稅款、

滯納金或罰款（ “下期稅捐”）扣除：

- 可將同一地點發生的具有相同經濟內容（子類別）

的溢繳稅款和未納稅捐進行抵銷；

- 可將同一地點發生的具有相同經濟內容（子類別）

的溢繳稅款留抵下期稅捐；

- 可將同一地點發生的具有相同經濟內容（子類別）

之溢繳稅款和位於同一地點的其他納稅人之未納

稅捐及下期稅捐進行抵銷。

• 退稅、退稅暨抵銷：經上述方式抵銷後仍有溢繳稅

款之納稅人，可根據規定提交退稅或退稅暨抵銷國

庫稅捐收入之申請檔案。當納稅人無負債時，則可

將溢繳稅款退還給納稅人。

本修正草案之重要内容（續）

4. 年度稽查計劃之公示

年度稽查計劃（包括調整後的計劃）必須在批准或修改

稽查計劃的決定發出之日起三十（ 30）個工作日內，在

稅務機關的網站上公布，或以書面通知或電話或電子郵

件通知納稅人和納稅人之直接管轄稅務機關。

5. 境外供應商之常設機構

在越南沒有固定營業地點之境外供應商（以下簡稱境外

供應商）在越南與組織和個人進行電子商務、數位化商

務活動者，皆視為在越南設有常設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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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越南沒有固定營業機構之境外供應商之電子商務
業務、數位化商務活動之稅收管理

• 境外供應商應透過稅務總局網站註冊電子稅務交易及辦理稅籍登

記，並取得10位數之稅務代碼；

• 境外供應商可直接或授權合法稅務代理人在越南進行稅務登記、

稅務申報及繳納稅款；

• 稅額是基於稅法（第103/2014/TT-BTC號施行細則第12條第2款及

第13條第2款）規定，境外機構的組織及個人在越南經營業務所

收受的各項產品或服務之收入計算；

• 更正申報：若已超過申報期限，境外供應商僅可在應納稅額增加

的情況下對已申報的稅額進行更正申報；

• 境外供應商直接通過銀行帳戶，以外幣或越南盾向國庫帳戶繳稅。

境外供應商根據稅務申報溢繳的稅額，可在下期納稅申報時自動

抵銷應納稅額。

本修正草案之重要内容（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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