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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1/2015/ND-CP号法令的出台表明，支持配套产业（“SI”）发展的法

律制度、政策及其的优惠政策日益完善，有助于提高国内外投资者的SI

生产能力。

根据2020年8月6日第115/ND-CP号决议，政府确认SI发展政策需要进一步

改进，以符合发展要求，并在实施中表现出一致性。

目前，工业和贸易部（“MOIT”）正在完成2015年11月3日关于SI发展的

第111/2015/ND-CP号法令的修订法令草案（“法令草案”），该法令草案

预计不久将发布并生效。

本期焦点：

1.法令草案中的重要变更，包括：

• 享受SI优惠的对象；

• 享受SI优惠的条件；

• SI产品生产企业的优惠政策

2. 德勤越南的观点

背景

法令草案的变更摘要

享受SI优惠的对象 享受SI优惠的条件 优惠政策

• 扩大SI的范围，包括加工活动，

SI产品包括辅助材料。

• 提供更清晰、更符合税收法规

的评估标准，该标准涉及投资

扩建项目至少20%的产能增量。

• 修订优先用于开发的SI产品清单，

并根据第111号法令对现有清单

进行修订和补充。

• 对评估享受SI优惠的项目的增

加条件进项补充，例如：

- 现代化、高科技的生产流程；

- 新技术的更新；

- 质量管理标准；

- 项目人力资源标准。

• 对优先开发的SI产品的生产项

目补充多项优惠政策，例如：

- 信贷支持；

- 环保支持；

- 法律支持；

- 检验、评估、质量认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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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变更

享受SI优惠的对象

• SI范围的扩展

法令草案更明确和全面地规定了包括加工活动在内的

SI范围，以及包括辅助材料在内的SI产品。

• 投资扩建项目标准的明确定义

确定扩大投资项目的条件已更新，方向更加明确，

与企业所得税法的指引文件规定保持一致。这将使

企业更能够更容易地证明项目的范围，并为主管部门

的检查和评估提供更好的依据。

• SI 产品的更新清单

SI产品清单预计将进行修改和补充，以更好地适应

当前SI部门的实际生产实践。例如，补充的产品包括：

(i) 纺织服装行业 : 工业染料（纺织、印染、印花、

绣花、洗涤）；纺织配件（挂钩、插销、文胸、

铆钉、绗缝等）；塑料树脂；织造、染色、整理、

印花、绣花等阶段的产品。

(ii) 电子行业：电感器；印刷电路；手机、相机配件；

其他组件等。

(iii)汽车行业：冷却系统（空调压缩机、空调冷却

装置）；转向系统组件/组件；制动系统组装/  

综合细节；发动机控制软件、控制系统和汽车

控制系统的细节和组成部分；组装充电站、电动

汽车充电站的细节和部件；用于制造和组装汽车

等的其他部件和部件的组合件。

(iv)机械制造 : 金属模具、装配夹具、支架；铁路车

辆、机车、货车制造和装配机械、设备、铁路零

配件和用品（射线、附件、牵引电源供应系统、

铁路信号信息等）的零部件和备件；焊接材料：

烙铁、焊锡丝、焊锡等。

(v) 高科技产业的SI产品: 高质量标准的机械零件：

微电子；航空航天零部件、飞行设备等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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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SI优惠的条件

该法令草案补充了享受SI优惠政策的项目的条件，这些

条件被理解为主管部门在审查和批准优惠政策认证申请

档案时进行评估的技术标准，从而对申请SI优惠政策的

项目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具体如下：

• 采用现代、高科技的生产流程以制造SI产品的项目，并

且其质量达到国家和国际标准或信誉良好的客户标准；

• 技术生产线中的主要设备自投资之日起不超过05年

更新项目所在行业新技术；

• 质量管理体系必须符合专门的国际标准，建议适用

质量管理的国际标准，例如 ISO 9001:2015或同等标准；

• 项目必须符合越南法律规定的环境标准和技术法规，

建议适用国际环境标准，例如ISO 14000或同等标准；

• 具有大学或大学以上学历直接参与生产的高科技的

技术人员人数必须至少达到项目员工总数的2.5%。

直接参与质量管理、生产管理和研发的专家人数必须

至少达到项目员工总数的1% (该法令草案还规定，

MOIT将对确认这种情况的标准制定具体规定）。

SI项目的优惠政策

法令草案补充了以下优惠计划：

信贷支持

• 支持通过商业银行对企业中长期贷款利率提供资助，

实施生产SI产品的投资项目；

环保支持

• 支持利用地方和中央预算内开发性投资资金建设符合

环保标准的固废集中处理区和污水集中处理系统，用

于经济区、工业区和集群租赁至少20%的土地用于投资

项目制造 SI产品；

• 优惠利率贷款、越南环境保护基金、环境保护基金和

当地发展投资基金的投资后利率支持，用于项目的

投资、处理和环境保护。

法律支持

• 允许SI企业参与法律支持计划，以提供信息，培养法律

知识和提供法律建议。

检验、评估、质量认证支持

• SI开发计划提供的与测试，检查，检查和产品质量认证

活动相关的费用的财务支持。

• 根据费用类型和供应商的不同，支持水平为费用的50%

至100%。

主要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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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越南的观点

该法令草案巩固了SI发展的法规和政策，与税收和投资法等其他相关法规具有高度一致性。该法令草案表示政府

愿意改革政策并支持SI产业的企业。因此，企业面将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 机遇：该法令草案已提供一个清晰而全面的SI概念（涵盖加工活动和辅助材料），同时澄清了证明扩大投资

项目生产能力提高的标准，从而为企业在优惠申请过程中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 此外，该法令草案还将一系列产品补充到优先发展的SI产品清单中，因此，对原未列入第111号法令所列清单

中的SI产品扩大了生产SI产品的企业享受优惠政策的机会。

• 挑战：该法令草案对SI产品生产阶段所涉及的技术、生产工艺、能力、劳动力素质等技术条件提出了更加严格

和全面的技术条件，对享受SI政策的项目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个条件的加入也是企业提升项目能力、

在准备申请SI优惠的文件时确保优惠条件的一个挑战。

企业应如何应对？

企业应积极研究和战略规划以优化政府对SI的优惠政策，特别是节省税收和其他优惠政策的好处。

企业应考虑以下战略事项：

• 目前企业是否享受政府的最佳优惠？是否有比目前更好的优惠政策（例如：SI优惠政策）？

• 根据现行规定，SI优惠企业可以满足多少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工业产业、产品、投资规模等？

• 上述法令草案规定如何影响企业享受SI优惠的机会？

• 鉴于目前的政策背景和趋势，企业项目申请SI优惠的最佳策略是什么？

• 企业何时准备申请优惠证书？在申请过程中应对实际挑战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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