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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颁布法规：

• 越南科技部（MoST）于2020年9月28日发布的第04/2020/   

TT-BKHCN号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第04号实施细则”），为

对高新技术应用项目（Hi-tech Application Project ，HAP）

的认定标准之2011年11月15日的第32/2011/TT-BKHCN号予

以补充调整，其自2020年11月15日起生效。

• 总理于2021年3月16日就确定高新技术企业（Hi-tech 

Enterprise，THE）的认定标准发布第10/2021/QD-TTg号决定，

其将替代2015年6月15日的第19/2015/QD-TG号决定，且自

2021年4月30日起实施。

本期新知中，德勤越南望向企业提供以下新知：

1. 高新技术应用项目和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标准

2. 对研发费用和研发人员认定标准的变更

3. 德勤越南的观点

4. 德勤越南的专业服务

简介

第04号实施细则和第10号决定的诞生

• 近年来，高新技术产业投资相关法律法规的适用取得了

积极的成果。

• 然而，过去10年成功取得许可的企业和项目屈指可数，

皆因：

- 高新技术认证门槛颇高，限制了取得认证的企业数量。

例如，研究与开发（R&D）费用和研发人员的标准是

企业面临的主要挑战。

- 另外，对资本和劳动力规模非常大的外商直接投资企

业，其亦难以满足旧法规规定的研发认定标准。

- 旧法规对认证程序的实施和申请表的使用仍存在诸多

不足。

• 综合上述原因，为了进一步改善高新技术领域的投资环

境；解除高新技术企业面对的障碍；同时吸引超大型企

业增加对越南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正式发布了第04号

实施细则和第10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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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形式 高新技术应用项目 高新技术企业

享受优惠的基本条件 取得MoST签发的高新技术应用项目证书 取得MoST签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主要认定标准

法律依据
• 第32/2011/TT-BKH&CN号实施细则

• 第04/2020/TT-BKH&CN号实施细则

• 第67/2014/QH13号投资法第75条及第

61/2020/QH14号投资法第76条3款规定

• 第10/2021/QD-TTg号决定

(1) 产品/技术标准

应用的技术落入第38/2020/QD-Tg号决定之优先投

资发展的高新技术清单所载项目，且可证明满足定

性因素之其一1

生产的产品落入第38/2020/QD-TTg号决定之鼓励

发展的高技术产品清单所载项目

(2) 高新技术产品的收

入比例
无 不低于企业年收入净额的70%

(3) 研发人员的比例2

• 投资规模6万亿越南盾及以上、员工总人数超过3千：不低于1%

• 非上述情况者，即投资规模1千亿越南盾及以上、员工总人数在2百人及以上：不低于2.5%

• 非上述情况者：不低于5%

(4) 研发费用占增值的

比例3

• 投资规模6万亿越南盾及以上，员工总人数在3千及以上：不低于0.5%

• 非上述情况者，即投资规模1千亿越南盾及以上、员工总人数在2百人及以上：不低于1%

• 非上述情况者：不低于2%

(5) 质量管理体系标准

满足国家标准资格，即TCVN ISO 9001、HACCP、

CMM、GMP或同等的标准（视项目进度而决定适用

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

无特殊标准

(6) 环境与能源标准 在生产和产品质量控制中采用符合越南或国际标准和技术规定的环保节能措施

下表总结以申请高新技术证书及享受企业所得税（CIT）优惠，对高新技术应用项目和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标准：

1第32/2011/TT-BKH&CN号实施细则第2条b点
2,3 参考本新知第2项内容。

1. 高新技术应用项目和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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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法规的局限性：

- 多数在越南从事高新技术产品制造或高新技术应用项目的

企业是网络覆盖全球的外国/跨国公司的子公司。通常为满

足不同市场的需求，这些公司建设独立于制造工厂的研发

中心。因此，若有在越南进行的研发活动，常是限于小型

研究项目和/或升级产品某些特色/功能。

- 一项针对超大型企业的调查显示，由于每年营业额达几万

亿或几百万亿越南盾，盈利增长率约为10-20%，因此旧法

规定研发费用占净收入总额比例在0.5%-1%，对该类型企

业而言是不适合的。

- 此外，满足研究人员比例的标准（即其占总劳动力的2.5%）

亦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具体而言，由于研发活动的特殊性，

制造人员可参与研发活动，以提高技术的应用和产品质量。

然而，这些人员不一定持有学士或更高的学位，而只是大

专学位。

• 按第04号实施细则和第10号决定的新标准

- 按企业规模分类：参照《中小企业扶持法》；《投资法》；

《企业所得税法》，MoST提出以3个类型企业，规定相应

的研发标准认定：

- 研发费用比例的计算：改为按总收入减投入值方法计算，

并统一适用于各类型企业，具体如下：

其中，研发费用总额1包括基础设施、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

研发活动的定期支出；培训费用；与技术或智慧产权转让

相关的特许权使用费、许可费等。

- 研发人员比例：以持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直接参与研发活

动的员工人数计算。研发人员是指签署01年以上期限或无

限期劳动合同的员工，且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员工不超过

员工总数的30%。

类型 投资规模 总劳动力 研发费用 研发人员

超大型
6万亿越南

盾及以上

3千人及

以上
0.5% 1%

大型
1千亿越南

盾及以上

2百人及

以上
1% 2.5%

中小型 非上述情况 2% 5%

研发费用比率
研发费用总额

净收入
进口或本地采购原材料和

零部件的价值–

=

1参考第04/2020/TT-KH&CN号实施细则第1条1d款及第10/2021/QD-TTg号
决定第3条2款。

2. 对研发费用和研发人员认定标准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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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观察发现，大多数在生产中应用高新技术的企业的员工人数并不太高（一般少于3千）。因此，对望认证的企业而言，

第04号实施细则和第10号决定新规定的颁布可能是机会与挑战并存。尤其是：

• 对于取得认证的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应用项目：企业应

自法规生效起始日适用相应的新规定标准，即关于 高新技

术应用项目的第04号实施细则为2020年11月15日，而关于高

新技术企业的第10号决定为2021年4月30日， 以向科技部申

报年度运营结果，以及每年评估税收优惠条件的资格。因此，

对认证高新技术项目的关注议题如下：

- 目前的研发经费和劳动力投入是否满足新标准？

- 高新技术企业在收入持续增长或技术改造导致劳动力减少

的情况下，应如何确保维持合格标准？

- 如何准备05年后当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到期的申请认证文档？

3. 德勤越南的观点

• 对于研究投资和优惠政策，以投资越南高新技术领域的

企业：德勤越南建议：

- 参考第38/2020/QD-TTg决定来评估企业的技术和产品

（上期新知讨论内容）

- 检视企业的类型和确定相应的研发费用和研发人员比

例，以确保满足认定标准，取得MoST的认证

- 制定研发策略和合理预算，以确保在享受优惠期间满

足规定的标准。

德勤越南与企业同行，通过提供建议、寻找解决方案和制定

适当的计划，协助申请高新技术优惠措施（请参阅德勤越南

下页的协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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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申请 后续维持优惠与报告 稽查协助策略咨询与分析

我们相信透过本新知，企业读者们可对越南政府在发展和鼓励投资高新技术领域的政策机制有大致上的概念。特别是

高新技术优惠定会成为企业需加强了解的税收课题之一。

凭借我们在实际项目中积累的经验，我们可望通过德勤全球投资及创新鼓励政策咨询服务（GI3）服务团队，为您提供

高新技术优惠相关协助服务：

4. 德勤越南的专业服务

• 检视并识别享受投资

优惠的机会

• 计算潜在的税负节约

• 风险评估及策略咨询

• 协助准备及复核申

请文件

• 协助与权责机关沟

通及帮助

• 协助取得证书程序

• 协助培训员工以增加有关

部门对于维持优惠资格的

重要性

• 协助准备合规性报

• 复核CIT优惠的计算正确性

• 针对后续的检查，协助

与权责机关沟通交流

• 协助企业应对税务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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