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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頒布法規：

• 越南科技部（MoST）於2020年9月28日發布的第04/2020/TT-

BKHCN號施行細則（以下簡稱“第04號施行細則”），為對

高新科技應用項目（Hi-tech Application Project ，HAP）的

認定標準之2011年11月15日的第32/2011/TT-BKHCN號予以

補充調整，其自2020年11月15日起生效。

• 總理於2021年3月16日就確定高新科技企業（Hi-tech 

Enterprise，THE）的認定標準發布第10/2021/QD-TTg號決定，

其將替代2015年6月15日的第19/2015/QD-TG號決定，且自

2021年4月30日起實施。

本期新知中，德勤越南望向企業提供以下新知：

1. 高新科技應用項目和高新科技企業的認定標準

2. 對研發費用和研發人員認定標準的變更

3. 德勤越南的觀點

4. 德勤越南的專業服務

簡介

第04號施行細則和第10號決定的誕生

• 近年來，高新科技產業投資相關法律法規的適用取得了

積極的成果。

• 然而，過去10年成功取得許可的企業和項目屈指可數，

皆因：

- 高新科技認證門檻頗高，限制了取得認證的企業數量。

例如，研究與開發（R&D）費用和研發人員的標準是

企業面臨的主要挑戰。

- 另外，對資本和勞動力規模非常大的外商直接投資企

業，其亦難以滿足舊法規規定的研發認定標準。

- 舊法規對認證程序的實施和申請表的使用仍存在諸多

不足。

• 綜合上述原因，為了進一步改善高新科技領域的投資環

境；解除高新科技企業面對的障礙；同時吸引超大型企

業增加對越南高新科技產業的投資，正式發布了第04號

施行細則和第10號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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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形式 高新科技應用項目 高新科技企業

享受優惠的基本條件 取得MoST簽發的高新科技應用項目證書 取得MoST簽發的高新科技企業證書

主要認定標準

法律依据
• 第32/2011/TT-BKH&CN號施行細則

• 第04/2020/TT-BKH&CN號施行細則

• 第67/2014/QH13號投資法第75條及第

61/2020/QH14號投資法第76條3款規定

• 第10/2021/QD-TTg號決定

(1) 產品/科技標準

應用的科技落入第38/2020/QD-Tg號決定之優先投

資發展的高新科技清單所載項目，且可證明滿足定

性因素之其一1

生產的產品落入第38/2020/QD-TTg號決定之鼓勵

發展的高科技產品清單所載項目

(2) 高新科技產品的收

入比例
無 不低於企業年收入淨額的70%

(3) 研發人員的比例2

• 投資規模6萬億越南盾及以上、員工總人數超過3千人：不低於1%

• 非上述情況者，即投資規模1千億越南盾及以上、員工總人數在2百人及以上：不低於2.5%

• 非上述情況者：不低於5%

(4) 研發費用占增值的

比例3

• 投資規模6萬億越南盾及以上，員工總人數在3千人及以上：不低於0.5%

• 非上述情況者，即投資規模1千億越南盾及以上、員工總人數在2百人及以上：不低於1%

• 非上述情況者：不低於2%

(5) 質量管理體系標準

滿足國家標準資格，即TCVN ISO 9001、HACCP、

CMM、GMP或同等的標準（視項目進度而決定適用

國家標準或國際標準）

無特殊標準

(6) 環境與能源標準 在生產和產品品質控制中採用符合越南或國際標準和科技規定的環保節能措施

下表總結以申請高新技术科技證書及享受企業所得稅（CIT）優惠，對高新科技應用項目和高新科技企業的認定標準：

1第32/2011/TT-BKH&CN號施行細則第2條b點
2,3 參考本新知第2項內容。

1. 高新科技應用項目和高新科技企業的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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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法規的局限性：

- 多數在越南從事高新科技產品製造或高新科技應用項目的

企業是網路覆蓋全球的外國/跨國公司的子公司。通常為

滿足不同市場的需求，這些公司建設獨立於製造工廠的研

發中心。因此，若有在越南進行的研發活動，常是限於小

型研究專案和/或升級產品某些特色/功能。

- 一項針對超大型企業的調查顯示，由於每年營業額達幾萬

億或幾百萬億越南盾，盈利增長率約為10-20%，因此舊法

規定研發費用占淨收入總額比例在0.5%-1%，對該類型企

業而言是不適當的。

- 此外，滿足研究人員比例的標準（即其佔總勞動力的2.5%）

亦是一項艱巨的挑戰。具體而言，由於研發活動的特殊性，

製造人員可參與研發活動，以提高科技的應用和產品品質。

然而，這些人員不一定持有學士或更高的學位，而只是大

專學位。

• 按第04號施行細則和第10號決定的新標準

- 按企業規模分类：參照《中小企業扶持法》；《投資法》；

《企業所得税法》，MoST提出以3個類型企業，規定相應

的研發標準認定：

- 研發費用比例的計算：改為按總收入減投入值方法計算，

並統一適用於各類型企業，具体如下：

其中，研發費用總額1包括基礎設施、固定資產的折舊費

用：研發活動的定期支出；培訓費用；與科技或智慧產權

轉讓相關的特許權使用費、許可費等。

- 研發人員比例：以持有大專及以上學歷、直接參與研發活

動的員工人數計算。研發人員是指簽署01年以上期限或無

限期勞動合同的員工，且其中大專以上學歷的員工不超過

員工總數的30%。

類型 投資規模 總勞動力 研發費用 研發人員

超大型
6萬億越南

盾及以上

3千人及

以上
0.5% 1%

大型
1千億越南

盾及以上

2百人及

以上
1% 2.5%

中小型 非上述情況 2% 5%

研發費用比率
研發費用總额

淨收入 進口或本地採購原材料和
零部件的價值

–

=

1參考第04/2020/TT-KH&CN號施行細則第1條1d款及第10/2021/QD-TTg號決定第3條2款。

2. 對研發費用和研發人員認定標準的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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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觀察發現，大多數在生產中應用高新科技的企業的員工人數並不太高（一般少於3千人）。因此，對望認證的企業而言，

第04號施行細則和第10號決定新規定的頒布可能是機會與挑戰並存。尤其是：

• 對於取得認证的高新科技企業/高新科技應用項目：企業应

自法規生效起始日適用相應的新規定標準，即關於高新科技

應用項目的第04號施行細則為2020年11月15日，而關於高新

科技企業的第10號決定為2021年4月30日，以向科技部申報

年度營運結果，以及每年評估稅收優惠條件的資格。因此，

對認证高新科技項目的關注議題如下：

- 目前的研發經費和勞動力投入是否滿足新標準？

- 高科技企業在收入持續增長或科技改造導致勞動力減少的

情況下，應如何確保維持合格標準？

- 如何準備05年後當高新科技企業證書到期的申請認證文檔？

3. 德勤越南的觀點

• 對於研究投資和優惠政策，以投資越南高新科技領域的

企業：德勤越南建議：

- 參考第38/2020/QD-TTg決定來評估企業的科技和產品

（上期新知討論内容）

- 檢視企業的類型和確定相應的研發費用和研發人員比

例，以確保满足認定標準，取得MoST的認证

- 制定研發策略和合理预算，以確保在享受優惠期間滿

足規定的標準。

德勤越南與企業同行，通過提供建議、尋找解決方案和制定

適當的計劃，協助申請高新科技優惠措施（請參閲德勤越南

下頁的協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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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透過本新知，企業讀者們可對越南政府在發展和鼓勵投資高新科技領域的政策機制有大致上的概念。特別是

高新科技優惠定會成為企業需加强瞭解的稅收課題之一。

憑藉我們在實際項目中積累的经验，我們可望通過德勤全球投資及創新鼓勵政策諮詢服務（GI3）服務團隊，為您提供

高新科技優惠相關協助服務：

策略咨詢與分析 證書申請 後續維持優惠與報告 稽查協助

• 檢視並識別享受投資

優惠的機會

• 計算潛在的稅負節約

• 風險評估及策略咨詢

• 協助準備及覆核申請

文件

• 協助與權責機關溝通

及説明

• 協助取得證書程序

• 協助培訓員工以增加

有關部門對於維持優

惠資格的重要性

• 協助準備合規性報

• 覆核CIT優惠的計算正

確性

• 針對後續的檢查，協助

與權責機關溝通交流

• 協助企業應對稅務稽查

4. 德勤越南的專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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