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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文件

附属单位的个人所得税（“PIT”）
申报

若企业的附属(非独立）会计单位

设立于总部据点以外省份的工厂，

则总部负责办理PIT申报。

在财政部（“MOF”）正式颁布

《税收管理法（2019年）》和第

126/ND-CP号法令的实施细则前，

企业应按照2021年2月26日发布

的第1938/BTC-TCT号公文指导意

见申报2021年纳税期的PIT。

（北宁税局于2021年7月19日发
布的第2034/CTBNI-KK号公文）

税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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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文件

Covid-19相关的劳动费用

按照省人民委员会、工业园区

管理委员会要求，为确保新冠

疫情防控措施安全落实，企业

支付的相关费用如：为留宿办

公场所雇员安排住宿和膳食的

费用；雇员上班和往返的定期

检测费用；留宿工厂的雇员津

贴；PIT 处理方式如下：

• 若上述支出有载明受益人

姓名，则应计入雇员的应

纳税所得额：

• 若费用为团体支出，非个

人享有的福利，则不计算

PIT。

（北宁省税局于2021年6月29

日发布的第1883/CTBNI-TTHT

号公文）

GUIDANCE RULINGS

SARS-CoV-2检测费用

为雇员支付的SARS-CoV-2检测

费用被视为直接福利给付。

因雇员享受此福利，所以应

在计算其薪酬时计入PIT应税

收入。

（海防市税局于2021年7月5

日发布的第第1609/CTHPH-

TTHT号公文）

GUIDANCE RULINGS

Covid-19 期间的劳工成本
（替代2020年6月1日第
44403/CT-TTHT号公文）

受新冠疫情影响期间产生的

Covid-19防控费用如口罩、

洗手液、防护配件购买费用和

检测费用不应计入雇员的PIT

应税收入。

（河内市税局于2020年7月16

日发布的第66297/CT-TTHT号
公文）

GUIDANCE RULINGS

PIT政策

若雇员以越南盾取得收入，

则雇主应针对以越南盾支付

的薪资进行PIT代扣缴和申报。

（税务总局于2021年7月19日
发布的第2654/TCT-DNNCN号
公文）

个人所得税
（“P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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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文件

2015年以前实施的配套产业（"SI"）项目的
税收优惠

具备以下条件的在2015年1月1日前成立的投资

项目：

• 生产 SI 产品

• 符合第71/2014/QH13号法规定条件

• 因满足其他条件而享受CIT优惠（SI优惠政策

以外的条件）

根据政府于2021年6月4日颁布的第57/2021/ND-

CP号法令，企业在取得SI认证后，可对生产SI产

品的项目应用剩余期间的CIT优惠。

（河内市税局于2021年7月13日发布的第
27052/CTHN-TTHT号公文）

工业园区的工人住房费用

符合固定资产认列条件的工业园区雇员住房建设、

运营和初始装修相关成本费用，将按规定进行折

旧，并在CIT上列支费用（若此类费用符合第

96/2015/TT-BTC号实施细则第4条规定条件）。

（平阳省税局于2021年7月8日发布的第11308/CT 

HN-TTHT号公文）

企业所得税
（“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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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文件NCE RULINGS

位于总部据点省份以外的投资项目的VAT退税

对于自2020年12月起或2020年第4季度及之前的

课税期：由总部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处理企业投资

项目的增值税申报和退税；

对于自2021年1月起或2021年第1季度及之后的课

税期：由项目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处理投资项目的

增值税申报和退税。

（平阳省税局于2021年7月23日发布的第
11926/CTBDU-TTHT号公文）

GUIDANCE RULINGS RULINGS

债务交易的发票

应收账款的购买交易非VAT课税对象。若企业

使用抵免法申报VAT，则VAT发票上，仅需在销

售价格处填写付款金额，无需填写税率，并划

掉VAT税额空白处。

（河内市务局于2021年7月22日发布的第28463 

/CTHN-TTHT号公文）

增值税（“VAT”）
& 特别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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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文件

对赴越提供劳务的外国专家
所得课征FCWT

当越南公司与外国承包商签订

协议，指派外国专家到越南对

进口美国市场的农产品提供无

虫害验证和处理服务时，外国

承包商所得为越南FCWT课税

对象。

越南公司应代外国承包商扣缴

和申报FCWT，适用的VAT税率

为5%和CIT税率为5%。

（隆安省税局于2021年3月5日
发布的第656/CT-TTHT号公文）

GUIDANCE RULINGS GS

对在越提供培训的活动征收
FCWT

若外国承包商 A 将标志、商标、

教材和教学方法使用权转让给

越南公司以在越南开设培训课

程，且外国承包商 A 授权外国

承包商 B 向越南公司提供服务，

如提供教学指导材料；教材、

促销和营销文件翻译服务；培

训计划和结果管理等服务，以

协助越南公司在越南开设、经

营培训班，则越南公司应代外

国承包商A和外国承包商B扣缴

和申报税务，具体如下：

• 外国承包商 A 使用权转让活

动所得和外国承包商 B 提供

教学指导材料所得为符合

GUIDANCE RULINGS 

《技术转让法》的技术转让活

动或《知识产权转让法》的知

识产权转让活动，即特许权使

用费所得非VAT课税对象但应缴

纳10%的CIT。

否则，将对该所得课征5%的

VAT和10%的CIT。

• 外国承包商 B 提供其他劳务

所得将按 5%税率征收的VAT

和CIT。

（北宁省税局于2021年7月14

日发布的第1992/CTBNI-TTHT号
公文）

外国承包商税
（“FC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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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文件

缩短接种全剂量Covid-19疫苗
者的集中隔离期

卫生部对已接种全剂量疫苗或疾

病康复的入境人士医疗隔离期的

指引如下：

1. 集中隔离07天及在接下来07天

继续居家监测（入境越南工作不

足14天和根据国家Covid-19防控

指导委员会和卫生部规定进行隔

离的情况除外），入境人士应满

足以下条件：

• 在出境前72小时内持有SARS-

CoV-2（通过RT-PCR/RT-LAMP

检测方法）检测结果为阴性，

并经进行检测的国家主管当局

认证；

GUIDANCE RULINGS 

• 已接种全剂量Covid-19疫苗（最

后一剂须在入境前至少14天且不

超过12个月接种），并特有疫苗

接种证明；

• 对于曾感染过SARS-CoV-2的入境

人士，具有在入境日期前6个月

内通过单份样本RT-PCR检测方法

的检测结果为阳性，并特有由治

疗国家主管部门签发的康复证明

或确认疾病康复的同等文件。

2. 在入境日期的第1天和第7天进行

检测（第1天检测可使用快速抗原

或RT-PCR检测方法，而第7天检测须

使用单样本RT-PCR检测方法）。若

检测结果为阳性，则按规定处理。

（卫生部于2021年8月4日发布的第
6288/BYT-MT号公文）ULINGS

出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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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文件

生产出口的现地进口原材料是否免税

海关总署指引，按实际情况判断生产出口的现地进口货

物免征或课征进口税。

若本地企业通过与出口加工企业（EPE）签订现地进口

合同，或EPE根据外国贸易商指定交付货物，则适用E31

的进口报关单（生产出口的进口活动），并获得进口税

和进口增值税免税。

若本地企业的货物进口由外国贸易商指定另一本地企业

交付，则适用进口营业用的（A11）或进口制造营业用

的（A12）现地进口报关单，并缴纳进口关税，后可申

请退税（当货物投入生产出口制造并已获出口后）。

（海关总署于2021年7月12日发布的第3487/TCHQ-TXNK

号公文）

GUIDANCE RULINGS

生产出口的进口货物的处置

海关总署的意见如下：

“法律文件自生效日起适用。法律文件的适用对象为
法律规定有效期间的行为。若法律文件具有追溯效力，
则根据追溯规定执行。”

鉴于上述意见，若企业在2021 年 4 月25日前进口生产

出口的原材料，能处置并在2021 年 4 月25后已处置货

物，则免征货物的进口关税。

（海关总署于2021年7月14日发布的第3542/TCHQ-TXNK

号公文）

贸易与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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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文件

EPE外包加工的现地进口货物的海关估价

若本地企业进口生产、加工出口货物，后将

进口货物或半成品外包给EPE进行生产加工，

则本地企业应按第134/2016/ND-CP号法令第

22条规定，对现地进口的加工货物申报和缴

纳进口税。

海关估价包括外包费用、EPE 承包加工使用

的原材料价值，以及按第2015/TT-BTC 号实

施细则第 18 条第 3 款规定及若有的修正。

海关价值不包括本地企业送往EPEs加工的物

资和原材料价值。

（海关总署于2021年7月19日发布的第
3634/TCHQ-TXNK号公文）

GUIDANCE RULINGS NGS

在同一海关部门办理现地进出口手续

根据第38/2015/TT-BTC号实施细则第86条第2

款，报关人可在其选择的便利海关分局办理

现地进出口手续。

因此，企业可在办理现地出口手续的海关分

局办理现地进口手续。

（胡志明市海关署于2021年8月4日发布的
2021/HQTPHCM-GSQL公文）

贸易与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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