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越南政府於2020年5月25日正式頒佈第57/2020/ND-CP號法令（以下簡稱“第57號法令”），

以修正第122/2016/ND-CP號法令及第125/2017/ND-CP號法令之若干條文。

第57號法令將於2020年7月10日生效，其預估將給汽車及相關配套產業之企業營運帶來重大影響。

第57號法令之關鍵重點：

• 海關進出口稅則調整：

i. 新增出口稅則；

ii. 調整部分貨物之出口稅率：如 74.11, 25.05；

iii. 調整部分貨物之進口稅額：如 32.15, 54.02, 84.14, 84.20, 85.04。

• 其他修正：

i. 汽車生產組裝之零件進口之海關扶持政策（以下統稱“汽車製造之海關扶持政策”）；

以及

ii. 2020年至2024年之汽車生產加工（組裝）之優先工業配套產業之原物料及零配件進口之

海關扶持政策（以下統稱“汽車配套之海關扶持政策”）

第57號法令扶持政策之影響詳細内容，請參閲下頁。

若承蒙垂詢，或欲瞭解第57號法令對您經營業務之影響，請聯繫德勤越南的專業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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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製造之海關扶持政策

具體化電動汽車、電池動力汽車、混合動力汽車、生物燃料汽車、及天然

氣汽車之生產組裝企業之有關規定

取得工商部核准之汽車生產與組裝證書之企業

新增汽車零件之有關規定

1. 車型之規定

• 每組汽車產品之4位數HS稅則號及每組中每一車型之分類標準。

• 企業得以變更或補充車型及登記車型數量。

2. 總產量與特定產量下限之規定

• 修正總產量與特定產量之下限的定義；

• 訂定可適用本優惠之特定情況之總產量與特定產量下限；

• 汽柴油及電動、電池動力、混合動力、生物燃料、天然氣汽車之生產組裝企

業之總產量與特定產量最低值確定方法；以及

• 汽柴油汽車生產及/或組裝企業之首次優惠審核期限未滿6個月之總產量計算

方法。

修正汽柴油汽車之生產組裝企業之規定

適用對象1

資格條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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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期限3 1月1日至6月30日及7月1日至12月31日，每年總時長不超過6個月

• “類型稅則”指標：A43 –可享有海關扶持政策之進口貨物

• “企業内部管理編號”指標：如 “#&7a”

關務申報4

申請程序5 企業申請適用

汽車製造海關扶持政策

企業申請適用

海關 0%稅率

海關機關進行審查及

資質判定

海關機關發佈

退稅或不退稅之決定

Updates on The duty 
incentive scheme for 
automotive manufacturers 
and The duty incentive 
scheme for automotive 
supporting industry under 
Decree No. 57/2020/ND-CP

May 2020

稅務與海關新知

汽車製造之海關扶持政策（續）

汽車及汽車業配套產業

之海關扶持政策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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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配套之海關扶持政策

適用對象1

資格條件3

• 汽車零配件生產加工（組裝）之企業；

• 直接生產汽車零配件之生產加工（組裝）企業。

汽車零配件生產加工（組裝）企業的條件

直接生產汽車零配件之生產加工（組裝）企業的條件

1. 申請企業之條件

2. 進口原料及零配件之條件

• 列入汽車製造和裝配之配套行業產品清單；以及

• 國内未能生產之進口原料、物資與零件。

審核期限4

申請方式2
於申請時：按一般、優惠或特別優惠之海關進口稅率申報進口之原料、

物資、零件信息；尚未適用0%之海關稅率。Updates on The duty 
incentive scheme for 
automotive manufacturers 
and The duty incentive 
scheme for automotive 
supporting industry under 
Decree No. 57/2020/ND-CP

May 2020

稅務與海關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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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程序6

企業按主管機關要求

提供補充文據

企業申請適用汽車配套之海關扶持政策

企業申請適用0%之海關稅務

海關機關進行生產基地及機械設備檢視

海關機關發佈退稅或不退稅之決定

海關機關發佈檢查備忘錄

關務申報5
• “類型稅則”指標：A43 – 可享有海關扶持政策之進口貨物

• “企業内部管理編號”指標：如“#&7b”

• “HS 編碼”指標：汽車配套之海關扶持政策之進出口HS編碼清單

Updates on The duty 
incentive scheme for 
automotive manufacturers 
and The duty incentive 
scheme for automotive 
supporting industry under 
Decree No. 57/2020/ND-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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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越南全球貿易與海關專家提供之服務：

德勤如何協助？

協助企業申請

適用扶持政策

協助企業評價

其申請扶持政策

之可行性

協助企業準備及

提交申請適用0%

進口稅率之文檔

協助企業與海關

機關就生產/加

工基地檢視及提

交申請文檔

之協調溝通

第57號法令之

海關扶持政策之

HS編碼分類

諮詢

提供其他企業所

需之稅務、貿易

及海關服務

Updates on The duty 

incentive scheme for 

automotive manufacturers 

and The duty incentive 

scheme for automotive 

supporting industry under 

Decree No. 57/2020/ND-CP

Ma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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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 & Customs Newsletter | March 2020

Deloitte（"德勤"）泛指德勤有限公司（簡稱" DTTL"），以及其一家或多家全球成員所網絡與其關聯

機構（統稱為"德勤機構" ）。德勤有限公司（又稱為"德勤全球"）及每一家成員所均為具有獨立法律

地位之法律實體，且相互之間不因第三方而承擔任何責任。DTTL以及各成員所與其關聯機構僅對其自

身單獨行為承擔責任。 德勤有限公司並不向客戶提供服務。請參閱www.deloitte.com/about了解更多。

關於德勤亞太

德勤亞太有限公司（即一家擔保有限公司）是DTTL之會員所。德勤亞太有限公司的每一家成員及其關

聯機構均為具有獨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實體，在亞太地區超过過100座城市提供專業服務，包括奧克蘭、

曼谷、北京、河內、香港、雅加達、吉隆坡、馬尼拉、墨爾本、大阪、上海、新加坡、雪梨、台北及

東京。

於德勤越南

在越南，由德勤越南會計師事務所與其子公司及關聯機構提供有關服務。

本通訊中之內容係依一般性資訊編寫而成，德勤有限公司（"DTTL"）及其全球成員所或其關聯機構

（統稱為"德勤機構"）不因本通訊而被視為對任何人提供專業意見或服務。在作成任何決定或採取任

何有可能影響企業財務或企業本身的行動前，請先諮詢專業顧問。

對於本通信中資訊之準確性或完整性，不作任何陳述、保證或承諾（明示或暗示），而對信賴本通訊

而造成損失之任何人，DTTL及其成員所與其關聯機構、員工與代理之任一個體均不對其損失負任何責

任。 DTTL及每一家成員所與其關聯機構均為具有獨立法律地位之法律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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