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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1/2015/ND-CP號法令之出台表明，支持配套產業（“SI”）發展之法律

制度、政策及其之優惠政策日益完善，有助於提高國內外投資者之SI生產

能力。

根據2020年8月6日第115/ND-CP號決議，政府確認SI發展政策需要進一步改

進，以符合發展要求，並在實施中表現出一致性。

目前，工業和貿易部（“MOIT”)正在完成2015年11月3日關於SI發展之第

111/2015/ND-CP號法令之修訂法令草案（“法令草案”），該法令草案預計

不久將發布並生效。

本期焦點：

1. 法令草案中之重要變更，包括：

• 享受SI優惠之對象；

• 享受SI優惠之條件；

• SI產品生產企業之優惠政策

2. 德勤越南之觀點

背景

法令草案之變更摘要

享受SI優惠之對象 享受SI優惠之條件 優惠政策

• 擴大SI之範圍，包括加工活動，

SI產品包括輔助材料。

• 提供更清晰、更符合稅收法規

之評估標準，該標準涉及投資

擴建項目至少20%之產能增量。

• 修訂優先用於開發之SI產品清

單，並根據第111號法令對現有

清單進行修訂和補充。

• 對評估享受SI優惠之項目之增

加條件進項補充，例如：

- 現代化、高科技之生產流程；

- 新技術之更新；

- 質量管理標準；

- 項目人力資源標準。

• 對優先開發之SI產品之生產項目

補充多項優惠政策，例如：

- 信貸支持；

- 環保支持；

- 法律支持；

- 檢驗、評估、質量認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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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變更

享受SI優惠之對象

• SI範圍之擴展

法令草案更明確和全面地規定了包括加工活動在內之

SI範圍，以及包括輔助材料在內之SI產品。

• 投資擴建項目標準之明確定義

確定擴大投資項目之條件已更新，方向更加明確，與

企業所得稅法之指引文件規定保持一致。這將使企業

更能夠更容易地證明項目之範圍，並為主管部門之檢

查和評估提供更好之依據。

• SI 產品之更新清單

SI產品清單預計將進行修改和補充，以更好地適應當

前SI部門之實際生產實踐。例如，補充之產品包括：

(i) 紡織服裝行業: 工業染料（紡織、印染、印花、

繡花、洗滌）；紡織配件（掛鉤、插銷、文胸、

鉚釘、絎縫等）；塑料樹脂；織造、染色、整理、

印花、繡花等階段之產品。

(ii) 電子行業：電感器；印刷電路；手機、相機配件；

其他組件等。

(iii)汽車行業：冷卻系統（空調壓縮機、空調冷卻

裝置）；轉向系統組件/組件；制動系統組裝/  

綜合細節；發動機控制軟件、控制系統和汽車

控制系統之細節和組成部分；組裝充電站、電動

汽車充電站之細節和部件；用於製造和組裝汽車

等之其他部件和部件之組合件。

(iv) 機械製造: 金屬模具、裝配夾具、支架；鐵路車

輛、機車、貨車製造和裝配機械、設備、鐵路零

配件和用品（射線、附件、牽引電源供應系統、

鐵路信號信息等）之零部件和備件；焊接材料：

烙鐵、焊錫絲、焊錫等。

(v) 高科技產業之SI產品: 高質量標準之機械零件：微

電子；航空航天零部件、飛行設備等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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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SI優惠之條件

該法令草案補充了享受SI優惠政策之項目之條件，這些

條件被理解為主管部門在審查和批准優惠政策認證申請

檔案時進行評估之技術標準，從而對申請SI優惠政策之

項目提出了更嚴格之要求，具體如下：

• 採用現代、高科技之生產流程以製造SI產品之項目，

並且其質量達到國家和國際標准或信譽良好之客戶

標準；

• 技術生產線中之主要設備自投資之日起不超過05年

更新項目所在行業新技術；

• 質量管理體系必須符合專門之國際標準，建議適用

質量管理之國際標準，例如ISO 9001:2015或同等標準；

• 項目必須符合越南法律規定之環境標準和技術法規，

建議適用國際環境標準，例如ISO 14000或同等標準；

• 具有大學或大學以上學歷直接參與生產之高科技之

技術人員人數必須至少達到項目員工總數之2.5%。

直接參與質量管理、生產管理和研發之專家人數必須

至少達到項目員工總數之1% (該法令草案還規定，

MOIT將對確認這種情況之標準制定具體規定）。

SI項目之優惠政策

法令草案補充了以下優惠計劃：

信貸支持

• 支持通過商業銀行對企業中長期貸款利率提供資助，

實施生產SI產品之投資項目；

環保支持

• 支持利用地方和中央預算內開發性投資資金建設符合

環保標準之固廢集中處理區和污水集中處理系統，用

於經濟區、工業區和集群租賃至少20%之土地用於投資

項目製造 SI產品；

• 優惠利率貸款、越南環境保護基金、環境保護基金和

當地發展投資基金之投資後利率支持，用於項目之投

資、處理和環境保護。

法律支持

• 允許SI企業參與法律支持計劃，以提供信息，培養法律

知識和提供法律建議。

檢驗、評估、質量認證支持

• SI開發計劃提供之與測試，檢查，檢查和產品質量認證

活動相關之費用之財務支持。

• 根據費用類型和供應商之不同，支持水平為費用之50%

至100%。

主要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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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越南之觀點

該法令草案鞏固了SI發展之法規和政策，與稅收和投資法等其他相關法規具有高度一致性。該法令草案表示政府

願意改革政策並支持SI產業之企業。因此，企業面將臨哪些機遇和挑戰？

• 機遇：該法令草案已提供一個清晰而全面之SI概念（涵蓋加工活動和輔助材料），同時澄清了證明擴大投資

項目生產能力提高之標準，從而為企業在優惠申請過程中創造更有利之條件。

• 此外，該法令草案還將一系列產品補充到優先發展之SI產品清單中，因此，對原未列入第111號法令所列清單

中之SI產品擴大了生產SI產品之企業享受優惠政策之機會。

• 挑戰：該法令草案對SI產品生產階段所涉及之技術、生產工藝、能力、勞動力素質等技術條件提出了更加嚴

格和全面之技術條件，對享受SI政策之項目質量提出了更高之要求。這個條件之加入也是企業提升項目能力、

在準備申請SI優惠之文件時確保優惠條件之一個挑戰。

企業應如何應對？

企業應積極研究和戰略規劃以優化政府對SI之優惠政策，特別是節省稅收和其他優惠政策之好處。

企業應考慮以下戰略事項：

• 目前企業是否享受政府之最佳優惠？是否有比目前更好之優惠政策（例如：SI優惠政策）？

• 根據現行規定，SI優惠企業可以滿足多少條件，包括但不限於工業產業、產品、投資規模等？

• 上述法令草案規定如何影響企業享受SI優惠之機會？

• 鑒於目前之政策背景和趨勢，企業項目申請SI優惠之最佳策略是什麼？

• 企業何時準備申請優惠證書？在申請過程中應對實際挑戰之解決方案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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