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貿易與海關新知| 第 1頁

• 行政機關於2020年10月19日頒佈了第128/2020/ND-CP號法令（以下簡稱第128號法令）修正海關行政

處罰規定，法令將在2020年12月10日生效。

• 當第128號法令生效時，2013年10月15日頒佈之有關海關行政處罰及强制實施行政決定之第127/2013/ 

ND-CP 號法令（以下簡稱第127號法令）、2016年5月26日頒佈修正第127號法令部分條文之第 45/2016 

/ND-CP 號法令（以下簡稱第45號法令）將同時廢止。

• 第128號法令擴大了行政違規行為的範圍，並且大幅度提高了處罰力度。

• 下為德勤越南對海關行政處罰制度之主要修正總結：

簡介

第128號法令規定之海關行政違反行為包括：

• 違反海關手續規定的行為；

• 違反海關檢查、監察和檢察規定的行為；

• 違反進出口貨物稅徵管理行政規定的行為；

• 與進出口貨物有關的其他違規行為。

涵蓋範圍

• 違反海關行政規定的本地組織和個人、外國組織

和個人（越南簽定或參加之國際公約另有規定者

除外）。

• 其他與本法令規定的行政違法行為有關的機構、

組織和個人。

適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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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規定期限的處罰新增如下：

• 未在規定期限内補充申報實際支付款或補充調整報

關登記時未確定的海關估價；

• 未在規定期限内遞交按《汽車製造或汽車配套的扶

持政策》申請適用0%優惠進口稅率的恰當文件；

違反海關手續和申報期限規定（第7條）1

值得注意的新增違規行為：

• 錯誤申報應納稅的進口貨物的數量（總值超過1,000

萬越南盾）、品名、種類、規格、海關估值、原產

地以及海關編碼，但並未影響到應納稅額；

• 未按規定申報買賣雙方間之特殊關係，其不影響海

關估值；

• 錯誤申報運入保稅倉庫或工廠或從保稅倉庫或工廠

發運到國外的貨物數量（總值超過1,000萬越南盾）、

品名、種類、規格及原產地；

• 對申報人逾期自查補報違規行為的情況，補充制裁

規定。

2 違反報關規定（第8條）

• 未在規定期限内申報所生產貨物的物料清單(BOM)；

• 在收到檢查或清查決定書之前，便已完成海關申報手

續將貨物轉為本地銷售，或變更貨物使用目的為非應

稅、免稅、視同免稅、退稅、不徵稅、適用關稅配額

稅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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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以下違規行為的罰則：

• 編製及提交與會計簿和報關單不符的結算報告；

• 未履行海關機關的檢查/清查決定；

• 在免稅店銷售未貼上“Vietnam duty not paid（未繳納越南稅款）”標籤

的商品；

• 在免稅店銷售禁止或暫停進出口的商品；

• 未提供或資訊不足、逾期提供與進出口貨物或運輸工具有關的文件。

4 違反海關檢查和清查的行為（第11條）

對申報數額不足或增加免稅、減稅、退稅或未徵稅情況的違

規罚款新增規定如下：

• 若在稅务結算報告提交期限之後、海關出具檢查/清查決

定之前，納稅人自查補報納稅文件，則處以10%的罰款。

• 经海關檢查/清查發现，海關申報单上貨物的海關估值

（實際支付款、調整額）有误且納稅人尚未補報，則處

以20%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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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以500萬到8,000萬越南盾的罰款（與現行規定之最高

罰金6,000萬越南盾相比有所提高）。

關鍵新增規定:

• 加工出口企業未通知監管機關其出口加工生產中產

生的廢料或不良品處理；

• 未申報海關機關，擅自將保稅倉庫的貨物運到免稅

商店、機場，反之亦然；

• 海關監管貨物的海關或承運人封條損毀；使用偽造

的海關印章或承運封條。若貨物已流入市場，將處

以更嚴厲的罰款。

• 與承運商聯合的進口貨物逃稅行為。

對於個人和組織不涉及刑事責任的違法行為，處以一致

罰款如下（現行法規對個人和組織分處不同罰款）：

• 若無加重違規情節，則處以漏稅額1倍的罰款。

• 若發現加重違規情節，則每一情節額外加處漏稅額

0.2倍但不超過3倍的罰款。

違反海關監察規定的行為（第12條）5

對逃稅行為的補充如下：

• 境內購進用以生產出口加工產品的應徵收出口稅的

原物料和物資，但未申報；用於加工產品的原物料

、物資和零部件出口價值申報錯誤，致使該加工產

品再進口越南時的免稅額增加。

6 逃稅行為的罚款（第1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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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第128號法令
現行法規

（第127號法令及第45號法令）

得減輕處罰事由（第3條） 02個範例 03個範例

免予處罰的海關行政罰情況（第6條） 04個範例 07個範例

違反海關檢察的行為（第13條） 處以100萬到8,000萬越南盾罰款 處以100萬到6,000萬越南盾罰款

出口、進口、臨時進口、再出口、過境、轉

口貨物帶有不正確的國家主權圖像或內容影

響國家安全、政治、經濟、社會、外交關係

貨物的行為（第16條）

處以1,000萬到1億越南盾罰款 未載明

出口、進口、臨時進口和再出口、過境、轉

口偽造越南原產地貨物的行為（第17條）
處以罰款1,000萬到1億越南盾 未載明

違反進出口貨物的關稅配額、執照、監管、

標準及規定（第18條）
處以罰款200萬到5,000萬越南盾 未單獨載明

違反指定出口商或進口商名單上的貨物進出

口規定的行為（第19條）
處以3,000萬到5,000萬越南盾罰款 未載明

違反臨時進口供再出口、臨時出口供再進口

貨物規定的行為（第20條）
處以2,000萬到1億越南盾罰款 未單獨載明

違反進口貨物貼標規定的行為（第22條） 處以50萬到6,000萬越南盾罰款 未載明

7 其他行政行為的處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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