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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17日，国会通过第59/2020/QH14号企业法（以下简称“2020企业法”）及第61/2020/QH14

号投资法（以下简称“2020投资法”），为企业进入越南市场及整个投资经营创造便利的环境。

• 《2020企业法》与《2020投资法》均在2021年1月1日生效（2020投资法部分条文除外），其将取代原

第68/2014/QH13号企业法及第67/2014/QH13号投资法。

新知

《2020投资法》共7章77条及4个附录，其重要修

正如下：

1. 简化行政手续，包括购买股权、资本金到位及

外国投资者应遵行外资投资规定的持股门槛等；

2. 投资项目实施程序：投资项目的调整、展期、

资本金价值判定及投资项目终止；

3. 修正各部会核准投资政策的权责；

4. 修正禁止及有条件投资的行业项目清单；

5. 投资优惠措施（增加优惠的形式、对象、行业

以及适用特别投资优惠措施的项目）。

关键重点

《 2020企业法》共10章218条，其重要修正如下：

1. 明确行政手续规定，包括电子企业登记办理、

废止企业公章登记手续以及通报企业管理者变

更信息；

2. 明确有限责任公司（LLC）与股份公司（JSC）

的治理结构——包括法定代表人、以资产方式

出资的到位期限、普通股的权利以及监事会的

成立；

3. 提供无表决权的存托凭证定义及债券发行规定；

4. 扩大国有企业的定义；

5. 个体户单独立法；

6. 企业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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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手续

线上办理企业登记（第 26条）

• 提供透过电子平台网站办理企业登记的详细指引。

企业可上传电子版文件（近期亦未要求再提交纸本

文件）以办理企业登记。

企业公章（第43条）

• 提供公司按《电子交易法》的使用电子公章的指引，

删除原规定在正式使用公章前必须登记公章样本的

规定。

• 公章类型、数量、型式及内容可由企业及其分支、

代表处或办事处自行决定选用。

2. 有限责任公司及股份公司的公司治理

法定代表人（第12条）

• 若企业章程未明确规定每位法定代表人的义务和权

利，则视同每位法定代表人均为企业对第三方的法

定代表，应按民事法及相关法规与企业共同承担相

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以资产形式出资（第 47、75、113条）

• 以资产形式出资的到位期限不包含资产运输、进

口或执行行政程序以转让资产所有权的时间。

普通股东的权利（第115条）

• 调整持股下限从10%降到5%，删除股东行使重要

权利时（如查阅企业信息及召开股东大会）必须

满足连续持股期间的要求。

企业治理架构（第54、79、137条）

• 删除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成立监事会的规定，但单

一成员或二人以上责任有限国有企业或其子公司

者除外。

3. 资金流动

股份种类（第114条）

• 《2020企业法》首次引入无表决权存托凭证的概

念，除了无表决权以外，其与普通股股东享有的

权益义务相同。

债券发行（第46、74、128、129条）

• 正式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可按《企业法》及相关法

规发行债券；

• 新增非公开股份公司发行私募债券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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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的定义（第4条及第88条）

• 国有企业的定义为过半章程资金或有表决权的股份

由国家政府持有。

5. 个体户

登记与营运（第217条）

• 个体户非属《2020企业法》的规范范围。政府将针

对个体户的登记和运营单独立法。

6. 企业重组

参照《反垄断法》（第200条及第201条）

• 《2020企业法》无指定要求企业应在并购前提报的

情况，亦无载明禁止企业并购的案例，而是参照

《反垄断法》，规定企业应确保并购后的竞争合规。

私人企业的转型（第205条）

• 私人企业（自然人持有的企业）不得转型为股份公

司或合伙企业。

企业重组后的权利义务（第198 - 205条）

• 新法强调重组后的新设立公司、分立公司、被合并

公司及转型后公司应继承的全部法律义务、权利及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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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资项目实施程序

投资项目的调整（第41条）

• 新法规载明投资者对投资项目目的、规模及内容、
投资项目的合并或分割、投资人的变更、部分或全
部投资项目或其他关联项目的转让等的调整权利。

• 提供应办理投资登记执照及投资核准变更的范例。

• 新增投资时间可展期至24个月以上的范例。

投资项目期间的展期（第44条）

• 当投资项目期限届满后，如果投资者希望继续经营
该项目（除使用落后或具潜在危险的技术可能造成
环境污染...等的项目外），则可申请续期，但不得
超过《2020投资法》规定的年限。

投资资本金的判定（第45条）

• 在部分情况下，应进行投资资本金价值判定以确定
企业的涉税义务。

投资项目的终止（第48条）

• 若根据《民事法》发现投资活动涉及伪造民事交易，
则主管机构有权终止全部或部分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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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流程

经济组织的设立（第22条）

• 外国投资者设立中小型初创（start-up）企业或创

业基金前，无需取得投资项目或遵行投资执照申请

程序。

达特定外资比例的经济组织应遵行外资投资规定

（第23条）

• 若经济组织50%以上的章程资金由外国投资者持有

（原门槛为51%），则应遵行越南对外国投资者设

定的条件及投资程序。

外国投资者资本金投入、购买股权或资本金的程序

（第26条）

• 外国投资者应对以下交易进行资本金投入登记、购

买股权或资本金登记：

将增加外国投资者在经营"有条件投资行业"的经

济组织占股比列的交易；或

预计完成交易后，外国投资者将持有50%以上的

章程资本；或将会增加原已持有50%以上章程资

金的外国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或

外国投资者投资/交易涉及的经济组织被核发国防

安全监管地区的土地使用权证书。
©2020德勤越南税务师事务所保留一切权利

《 2020企业法》与
《 2020投资法》



《2020企业法》与《2020投资法》新知 | 第 5页

3. 投资政策的核定权限

总理核定投资意向的权责（第31条）

• 投资资本金5万亿越南盾或以上的投资项目，或石

油和天然气开采项目将无需取得总理核准。

• 新增总理对于需要经同时两个或以上的省级人民

委会核准的投资项目的核准权限。

• 新增需要经总理核准的特定类型投资项目，如与

机场和港口建设有关的新投资项目、房屋投资项

目（供出售、租赁、租购）、位于城市地区的项

目。

省级人民委会核定投资意向的权责（第32条）

• 省级人民委会负责核准非属总理核决权责的高尔

夫项目、房屋投资项目（出售、租赁、租购）、

位于城市地区的投资计划。

4. 经营行业

禁止业务（第6条）

• 追讨债务业务被列入禁止经营的行业清单。

有条件投资经营的行业项目（附录IV）

• 《2020投资法》将原投资法规定的243项有条件

投资经营的行业项目删减至227项

• 删除部分有条件的行业项目，如特许经营、物流

服务、运输代理服务。

• 新增一些有条件经营的行业项目以符合国家管理

目的及确保与相关法规的一致性，如纯净水买卖、

建筑服务、刊物进口等。

外国投资者准入条件及允许投资行业列表（第9条）

• 政府将公告限制外国投资者投资的行业名单，包

括(a)尚未承诺开放准入的行业，及(b)有条件投资

的行业。除前述2项清单规范的行业外，外国投资

者应适用与本地投资者同等的准入条件。

• 因此，外国投资者准入条件包括外资持有的章程

资金比重、投资类型、投资项目范围及投资能力，

及其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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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投资优惠

投资优惠的形式（第15条）

• 发布新投资优惠，如：快速折旧、提高企业所得

税的可抵扣费用上限等。

优惠的投资项目（第15条）

• 修改优惠投资项目名单以保持与税法及相关法规

的一致性，例如投资规模达6万亿越南盾以上的投

资项目、鼓励技术转让的投资项目、初创企业创

育中心等。

可享有投资优惠的行业（第16条）

• 增加可享有投资优惠的行业，如：符合《科学技

术法》的科研成果制成的产品、高等教育、医疗

设备生产；参与价值链、行业群集产品制造或服

务提供。

补充特别优惠及投资协助政策（第20条、第75条）

• 新增特别优惠及投资支援机制，以推动对社会经

济具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发展，包括：

─ 投资资本金达3万亿越南盾以上，且自投资登记

证书核发日或投资意向核准日起3年内投入1万亿

越南盾以上，用以建立创新中心和研发中心的投

资项目（包括其扩大投资项目），或总理核准的

国家创新中心项目；以及

─ 属于特殊投资优惠行业，其投资资本金达3万亿

越南盾以上，且自投资登记证书核发日或投资意

向核准日起3年内投入1万亿越南盾以上的投资项

目。

• 《2020投资法》亦修正企业所得税法中有关特别

投资优惠项目适用的企业所得税优惠上限（如降

低优惠税率、增加优惠率、税率减免的年限）具

体的特别优惠计划将由总理核准后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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