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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发展配套产业是越南为提升经济优势与竞争力、

持续发展与避免平均收入陷阱的重要解决方案之

一。而政府的目标在于加强配套产品的国产化与

应出口市场需求，同时促进全球供应链一体化。

近年来，配套产业成为越南工业发展政策的首要

优先产业，因此，政府颁布多项优惠政策以利于

推动产业蓬勃发展。

配套产业一直是吸引外资的因素和越南国家发展

经济的动力。优惠政策的改变对企业的投资策略、

具有重大影响，从而塑造产业与市场模式。

伴随企业发展脚步，德勤越南预计将发布一系列

有关政府颁布的配套产业扶持政策新知文章：

o 第一期：有关促进配套产业的全面方案的

政府决议草案；以及

o 第二期：发展配套产业第111/2015/ND-CP

号法令（2015年3月11日颁布）的修正

草案。

在每期内容中，我们将集中探讨政府针对

配套产业的新方案及法规修正，同时，

基于德勤专家与政府产业管理机构的沟通，

结合实际经验，为您提供预估影响的参考

专业分析及评估。作为唯一一家参与111

号法令修正的草拟与建议的咨询公司，

德勤越南将继续追踪修正草案的进程，

持续向客户更新重要的变更。

我们希望本通信有助于企业在扶持政策

变动的应对准备，以迎接产业机遇。尤其

是在目前经济受到Covid-19的负面影响，

配套产业产业的优惠计划有望减轻企业

财务压力，开拓生产经营投资，增加市场

份额以及建立持续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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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产业对转向工业化、现代化经济体系，提升劳动率、附加值与竞争力，增加加工产业比重具有

重大意义。产业的发展将提高外资（FDI）的投入、高新科技的转移，以及促进国内企业参与跨国

集团的价值链。

近年来，配套产业的法规政策系统不断完善，而政府于2015年11月3日颁布的第111/2015/ND-CP号

法令、及相关政策文件更是大力提升了配套产业产品的产能。

实际上，配套产业政策的执行仍存在限制且引致新问题的发生。具体如下：

首次出台促进配套产业的全面方案的决议草案

• 一、配套产业的规范架构与政策仍有改善空间，以跟上发展需求、

维持执行时的一致性与稳定性。而重点产业如汽车、机械、电子、

纺织、制鞋等的相应政策应更加完善，以扩大重点配套行业的市场。

• 二、虽然企业的生产水平与技术正在进步，但国内主要生产的配套

产品仍停留在简单、中低技术水平、附加价值较低的零件或组件。

多数越南的配套企业属于小型规模、生产管理能力有限、缺乏资源

加大投资与发展高新技术以提高生产量。

• 三、人才资源的数量与质量未能满足配套产业需求。

• 四、配套产品的境内供应量不足。原料及零部件贸易逆差额很大、

国产化比率尚微。

第一期

有关促进配套产业的全面方案的政府决议草案: 机遇与准备

因此，尽管大量FDI投入越南增加了参与全球生产链的机会，但是越南配套企业未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上述限制由多种原因所致。首先，越南缺少扮演领导与激励产业角色的国际与区域性企业。国内市

场还小，未能容纳配套产业的产量规模，且出口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可以看到，越南未有與進口產

品竞争的主力工业产品，且缺乏基本物料的供应源。除此的外，政府对优先产业与配套产业的措施

与投资资源力度不够、效果不彰，未能与产业规模对接。配套产业的发展政策仍尚待建立及完善以

期达成一致。现阶段，国家对配套产业的管理力度不足，且未将配套产业纳入国家管理系统中，亦

无指定产业的国家标准准则。另一方面，中央与地区各部委间对于政策的理解沟通未达到理想效果，

未能满足实际要求且缺乏同步性。

据此，政府起草促进配套产业的全面方案的决议草案（以下简称“决议草案”）以排除政策运行的

困难和障碍、改善投资经营环境、为配套产业制造便利环境并提升竞争力，同时提高政府对配套

产业监管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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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配套产业的措施：机遇与准备

具体目标是集中发展零部件领域（如金属零件、塑料及橡胶

组件以及电子零部件）、纺织制鞋业的配套产业（原物料和

辅料）、以及高新科技的配套产业。

决议草案提出了配套产业的关键任务与解决方案以及相关部委

机关间的协调合作。企业应做出准备以迎接产业机会。

政府的决心贯穿整个决议草案：持续发展配套产业因应优先产业的本地与海外市场需求、深入参与

生产网络与全球价值链、以纵向发展为重心、协力经济资源，尤其是外企与境内小型与微型企业的

FDI。

政府的目标：

德勤分享

越南政府曾发布数项配套产业发展政策，例如：有关2010年配套

产业计划并展望2020第34/2007/QD-BCN号決定，發展配套产业的

第12/2011/QD-C号决定；若干法规：第1556/QD-TT号决定以协助

中小型配套企业的、2014年第63/NQ-CP号决议帮助企业解决困难

以发展产业，配套产业税务优惠第71/2014/QH13号法，促进配套

产业的111/2015/ND-CP号决议等。综观而言，至今越南未具有一

套配套产业发展方向的完整策略。

因此，若决议草案获得批准，将成为配套产业发展的基础，内容

涵盖产业的大方向、新体系以及融入全球的承诺，包括：加强国

内外的合作、配套产业发展与优先发展行业的同步、下游行业的

发展等。决议的主张与中长期远景将建立一套具有链接性、同步

性、协调性的配套产业法规系统，致力越南配套产业发展。

2025 2030

满足国内生产及消费需求的比率

直接供应予组装企业与越南境内

跨国集团的合格企业

45% 

（占产业总值11%）

70% 

（占产业总值30%）

约1，000家企业

（含30%本地企业）

约2，000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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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产业的相关政策

方案 目标 主管机关

1. 

因应配

套产业

发展的

政策体

系建立、

完善与

执行

配套产业发展政策的修正及补充：

• 修正政府于2015年11月3日颁布的第111/2015/ND-CP号法令，以迎合现

实需求、确保有关投资与税捐法规保持一致；

• 研究、更新基于工业发展需求于2017年1月18日由总理颁布的配套产业

发展计划第 68/QD-TTg决定。

• 工商部

研究并提出政策以促进优先行业的发展，从而为配套产业创造发展空间与

契合产业特点：

• 筹划至2030年的纺织制鞋业发展战略，并放眼2035年；规划2021年至

2030年的纺织制鞋业的持续发展方案，消除原辅料、布料生产、基础设

施、人力资源以及4.0工业技术应用的瓶颈；

• 研究、建立体系机制为促进媒体及电信产业、电子工业的配套产业，其

中包括针对优先发展的5G生产技术、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等

的配套企业；

• 以工业群的模式，对跨产业链接的集中工业园区提出规划与投资及相关

机制及优惠，以生产电子零配件、机械工程、生产及组装汽车、以及生

产纺织鞋业的重要辅料。

• 工商部

• 通讯

新闻部

完善与简化税务政策与程序，为配套产业企业提供便利。 • 财政部

2. 

配套产

业扶持

政策的

修正与

完善

税务优惠：

• 修正生产配套产品及享有投资优惠产业的进口机械设备的增值税（VAT）

退税期限；

• 免除国产和进口汽车产生于越南的增值5到15年的特别消费税；

• 按东盟货品贸易协议（ATIGA）调整汽车引擎和变速器至2025年的适用

税率。

• 财政部

促进配套产业的措施：机遇与准备（续）



促进配套产业的措施：机遇与准备（续）

方案
（续）

目标 主管机关

2. 

配套产

业扶持

政策的

修正和

完善

（续）

信用优惠：

• 颁布通过信贷机构提供长达10年的贷款及优惠利率的投资信贷程序予至

2025年的优先工业及配套产业；

• 透过国家预算、本地预算以及政府发展援助与外国优惠特惠贷款，授予

信贷机构发放优惠利率的贷款。针对优先发展产业与配套产业的企业，

在5年内发放总额为130亿万越南盾的贷款计划。

• 越南

央行

• 财政部

• 计划与

投资部

环保议题相关的土地优惠及支持：

• 为生产配套产品的企业修正完善有关的土地优惠政策以及协助处理环保

问题；协助应配套产业的土地获取政策；

• 修正2020年工业激励、配套生产与重点机械的发展技术中心的土地租赁

费减免规定；

• 添加激励的环保活动名单，协助项目包括已投资废水处理系统的纺织印

染制皮业、洁净再生能源产业、生产进口和使用以再生能源为动力的机

器设备及运输工具、获得环保认证的环境友善服务与产品的生产销售、

适用循环经济模式、先进技术的生产经营；

• 寻找协助配套产业处理有关环境修复的解决方案，尤其是针对纺织制鞋

产业（染色、鞣制等）；

• 协助配套生产项目的基础设施投资成本、环保处理费用。

• 环境和

资源部

• 中央直

辖省市

的人民

委会

其它协助措施：

• 注重企业及配套产业产品的数据库建立，为企业找寻所需连接信息提供

便利条件，以分析、评价产业与投资领域的方向；

• 为配套产业提供便利条件以利其可从国家技术改革基金、国家科学与技

术发展基金、小型与微型企业发展基金以及信用担保基金获得资金。

• 工商部

• 计划与

投资部

• 科学技

术部

3. 

吸引

外国直

接投资

（FDI）

• 增加对重点外国市场的大型FDI的吸引力；吸引生产成品、在越南建设区

域性工厂的FDI企业，以利国内配套企业参与跨国集团的供应链；

• 吸引战略性投资者及跨国集团投资、在越南设立总部、研发中心或创新

中心。

• 工商部

• 计划与

投资部

配套产业的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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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配套产业的措施：机遇与准备（续）

方案
（续）

目标 主管机关

4. 

发展

市场

• 增强国际间合作，以协助扩大配套市场、有效利用已签署多项国际贸易

协议的优势；

• 建立协助加工企业销出口售及参与本地供应链的机制；

• 积极消除壁垒、防止垄断行为及恶性竞争行为。

• 工商部

• 财政部

5.

提升企

业及人

才资源

质量

• 成立技术中心以协助配套企业创新、研究发展、提升竞争力与产品质量

及效率，推

动与全球生产链融合；

• 透过技术移转与人才培训，加强国际交流以提高配套企业的能力；

• 咨询、寻找、引接与协助现代技术移转、知识财产发展；协助建立与应

用改进生产质量管理系统及工具；

• 促进培训和提高配套产业领域的劳动力资质。

• 工商部

• 财政部

• 劳动

伤兵与

社会部

企业需应对的产业竞争挑战

方案 目标 主管机关

1. 

选择性

吸引FDI

• 吸收具有提升国内附加值且区域连接性的FDI；

• 建议拒绝小规模、低技术含量、使用落后技术、具有潜在环境污染、或

过度开发资源风险项目的FDI项目扩大或展期。

• 工商部

• 计划与

投资部

2.

加强

国产化

• 颁布法规以约束投资者在公共投资项目或有权享受优惠政策的项目以及

其他特定项目中使用可以在国内生产或能够在国内生产的设备、组件和

材料。

• 工商部

3. 

提高企

业质量

应国家

与国际

标准

• 修正建立国家指标准则；符合国际标准以及国际、区域协议与法律规定

的配套产品的国家技术标准；

• 就生产工业产品的配套领域采用国家标准、国际标准、区域标准；外国

标准；

• 建立国家标准、国家技术准则、国际标准、区域标准、外国标准以及有

关质检认证配套产业组织的数据库。

• 科学与

技术部

配套产业的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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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配套产业的措施：机遇与准备（续）

企业需应对的产业竞争挑战

方案
（续）

目标 主管机关

4. 

提高

环保

责任

• 修正有关回收处理2020年废品的第16/2015/QSouth-TTg号决定；

• 草拟有关国产与进口产品的废品处理的收费机制；

• 加重进口电子、汽车产品的企业的废品处理责任，按产品进口价值的一

定比例（至少5%）缴纳及退还费用；

• 调整部分产业的废水指标，如汽车工程、电子、纺染、制皮业等，以确

保符合各时期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科技技术水平，并与区域内及国际

上的水平保持协调。

• 资源和

环境部

5.

加强

监管

• 成立跨产业小组以针对按国际规定享有海关优惠的进出口货物原产地进

行稽查；

• 为营造良性竞争环境，与相关部委协调以有效监查移转订价及税务诈欺

情形；

• 建立优先发展工业的原产地追踪的数字科技与先进技术提案，以加强进

口货物的质量检验及利用技术壁垒以合理保护本国市场；

• 完善国产与进口汽车的技术安全与环保检验、测试及认证程序；

• 增强对进口整装汽车的质量控制办法，限制劣质、商业欺诈产品渗入越

南市场。

• 工商部

• 财政部

• 其他有

关部门

德勤观点

决议草案提出的全面方案，规划了各部委的相关任务，以按政府指导

方向，同步、协调及有效地执行配套产业的促进政策及机制。

配套企业应捉紧争取方案所带来的机会，特别是为企业的创新、改革、

接近投资、提升竞争力创造环境的扶持政策，以加速参与全球价值链。

因此，在朝向深度发展、提高本土化要求、满足国家和国际技术标准、

选择性扶持政策以吸引投资、加强企业的环保责任、促进国家跨产业

监督稽查的政策建立与完善的大环境下，企业应做好必要准备以善用

工业促进方案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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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的颁布将做为政府及部委的全面与同步配套产业法规系统建立与完善的基石。德勤预估决议

草案将于近日以颁布，且在不久的将来将给配套企业的机制与政策带来变动。

据此，我们建议企业：

• 主动检查企业的现状，以确定过往、现今与未来适用配套优惠的可行性，以及计划改善标准和

流程以满足要求并确保合规；

• 掌握越南政府近期的配套产业发展方向，从而准备迎接产业机遇及做好配套企业能力的必要准备；

• 检视现有供应链的风险与优惠机会，重组供应链架构，以适应政策方向、主动与全球供应链融合；

• 注重必要资源的准备，尤其是应用先进技术的高质量劳动力；

• 了解职能机关如税务机关、工商部、证书核可机关、环境保护管理机关等的稽查/检查趋势，

未来这些机关将谨慎执行及以全新开展方式稽查产业优惠，企业应更好地准备稽查/检查工作。

下期，除了跟进决议草案的进程外，德勤将针对由工商部指导的第111/2015/ND-CP号法令修订内容，

为您提供有关扶持政策修正及享受支持产业鼓励需要满足的条件。

德勤亚太、德勤东南亚及德勤越南的全球投资及创新鼓励政策咨询服务（Gi3）将协助企业评价、

寻找、争取越南的投资优惠及企业跨国投资机会。

若有任何需要，请联系我们的专业团队。

德勤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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