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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颁布规定

延长2021年增值税（VAT）、

企业所得税（CIT）、个人所得

税（PIT）和土地租赁费的缴纳

期限

越南政府于2021年4月19日发布第

52/2021/ND-CP号法令，内容有关

延长2021年VAT、CIT、PIT及土地

租赁费用的缴纳期限。关键内容

如下：

• 适用对象包括从事生产、经营

活动（基于第41/2020/ND-CP号

法令的补充科目）的企业、个

人和个体户；小型及微型企业；

信贷机构，外国银行分支机构。

• 可申请延期的税种包括：

- 按月度申报者适用2021年头个

月的VAT以及按季度申报者适

用2021年头6个月的VAT，进口

VAT除外

- 2021财年第1、2季的暂缴CIT 

- 个人和个体户的VAT和PIT：

缴纳截止日为2021年12月31日

- 2021年第一期的应付土地租金

• 欲申请延期的纳税人应一次性

提交可适用延期缴纳的税款或

地租的书面申请，收件截止日

为2021年7月31日。

（政府于2021年4月19日发布的第

52/2021/ND-CP号公文；另可参考

德勤越南2021年4月份发布的新知）

税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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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颁布规定

COVID-19捐赠防疫费用

2021年3月31日，政府发布第

44/2021/ND-CP号法令（"第44号

法令"），内容有关捐赠费用用

以预防和控制Covid-19疫情的税

上可列报扣除额。

若满足下列条件，以现金或实

物的防疫捐赠可计入抵扣费用：

• 直接用于越南Covid-19预防和

控制活动的捐赠；

• 通过第44号法令第2条2款规

定的组织提供捐赠；

• 备有充足证明文件，包括：

第44号法令规定的捐赠记录，

或含有企业代表和接收方代

表签名、印章确认捐赠活动

的（纸本/电子）文件；附上

合法发票和费用凭证。

第44号法令自签署的日起生效，

适用于2020年和2021年纳税期。

（政府于2021年3月31日发布的

第44/2021 ND-CP号法令）

GUIDANCE RULINGS

企业所得税
（“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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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文件

两名外国投资者间的资本转

让征收CIT

若资本转让人和受让人均是非

按于越南《投资法》和《企业

法》经营的外国投资者，则依

照越南法律设立的企业应负责

按规定代表外国组织申报和缴

纳CIT。

若交易价格不合常规，则本地

税务机关保留依照税收规定核

定应纳税额的权利；税务机关

将基于查阅资本转让的CIT申报

文档、截止于转让日期的财务

报表、参考类似资本转让案件

及企业实际转让情况判定税额。

（税务总局于2021年3月11日发

布的第615/TCT-CS号公文）

按合并财报确定计算30%CIT减

让的收入

第116/2020/QH14号决议和第

114/2020/ND-CP号法令规定可申

请减免CIT的应税收入包括2020

年度合并财报所载的分支机构

收入。

（税务总局于2021年4月5日发

布的第967/TCT-CS号公文）

企业所得税
（“CIT”）



税务与海关新知| 2021年04月号| 第 5页

指引文件

赠送员工实物礼品

非属第111/2013/TT-BTC号实施细则

第2条10款规定的实物礼品将不被计

入PIT应税受赠收入。然而，公文未

对该收入是否列入雇员的应税薪资

收入作出回应。

（河内税局于2021年4月5日发布的

第10145/CTHN-TTHT号公文）

个人所得税
（“P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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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文件

实质为服务费的协助费用应缴纳VAT

若所称"协助费用"性质是为促销、广告、

保证、或维修服务所收取的费用，则非

免VAT的费用。收受费用者仍须开立发

票并课征税款（根据第 219/2013/TT-BTC 

号实施细则第 5 条1款）。

因此，如果分支机构向分销商支付协助

费，以实施与销售协助、客户服务协助、

运输、营销、产品展示协助等相关计划，

则分销商在收款后，应开立发票及申报

缴纳VAT。

分销商可选择开立VAT发票或销售发票、

按10%税率或销售百分比例计算VAT，其

取决于分销商的纳税方式（扣除法或直

接法）。

（河内税局于2021年4月5日发布的第

10143/CTHN-TTHT号公文）

出口加工企业（EPE）之间的加工活动

免征VAT但仍应开具发票

根据第219/2013/TT-BTC号实施细则第4条

20款规定EPE之间的加工活动无需缴纳VAT。

然而，根据第119/2014/TT-BTC号实施细则

第5条1款b项，受托加工方仍应开立发票

（EPE适用的发票）。

自2020年12月5日起，纳税人应按第126/20 

20/ND-CP号法令新规申报纳税。因此，仅

执行出口业务的EPE无需提交VAT申报文档

（第7条3款）。

（河内税局于2021年3月26日发布的第

9054/CTHN-TTHT号公文）

VĂN BẢN HƯỚNG DẪN

增值税
（“VA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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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文件

境内进出口形式销售货物的FCWT

如果外国公司（A）将从越南公司（B）

购买的货物出售给另一家外国公司（C），

而后（C）再将此货物出售给另一家越南

公司（D）。货物由越南公司（B）直接

运往越南公司（D）。则外国公司（C）

透过与越南公司（ D）签订的销售合约

所赚取的越南来源收入应申报缴纳FCWT。

越南公司（D）有责任代外国公司（C）

扣缴申报税款。应付CIT金额为应纳税所

得额（x）乘以1%的CIT税率（财政部2014

年8月6日发布的第103/2014/TT-BTC号实

施细则第13条2款a点规定的商业活动）。

（北宁税局于2021年3月29日就FCWT发布

的第478号/CTBNI-TTHT号公文）

采用直接法的FCWT结算截止日

自2020年 12 月 5 日起，纳税人应按第

126/2020/ND-CP号法令规定进行税务结算

及申报。据此，在越南采用直接法申报

纳税的外国承包商必须在合约履行后办

理CIT结算申报（第126/2020/ND-CP法令

第8条6款e项）。

（河内税局于2021年3月29日就FCWT发布

的第9157/CTHN-TTHT号公文）。

VĂN BẢN HƯỚNG DẪN

外国承包商税
（“FC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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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颁布法规

财政部发布第23/2021/TT-BTC号

实施细则，指引烟酒货物的电子

标签印制、发行、管理和使用

所称电子标签为标记明确并载有电

子信息及数据，且可在税务总局和

海关总局官网站查询信息的标签。

烟酒电子贴标规定与现行货物贴标

规定相同，详情如下：

• 每个香烟包装贴有一个（01）

电子标签。如果香烟使用玻璃纸

包装，则应在包装前在烟盒上贴

标。应确保贴标位置在打开烟包

后标签会毁损之处。

VĂN BẢN HƯỚNG DẪN

• 针对酒类，每瓶酒上贴有一个（01）

电子标签。如果酒瓶使用玻璃纸包

装，则应在包装前在酒瓶上贴标。

此外，应确保标签贴在倒酒位置

（瓶盖、罐盖、瓶颈或类似位置），

以开瓶后标签立即毁损，且不能重

复使用。

• 海关总局负责进口烟酒货物的电子

标签印制、发行和销售。税务总局

负责越南境内烟酒货物的电子标签

印制、发行和销售。

实施细则自2021年5月15日起生效。

（财政部于2021年3月30日发布的第

23/2021/TT-BTC号实施细则）

贸易与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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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文件

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

（EVFTA）若干条款的适用

说明

1. EVFTA的自我认证原产地声明

（P/O，Proof of Origin）指引事项

• 欧盟仅认可REX代码的P/O。换

言之，仅在REX代码生效日后的

P/O才被视为有效。因此，在

REX代码生效日前的P/O为无效。

• 仅申报了P/O错误情况得以重新

提交经修正/更新的 P/O（根据

第 38/2018/ TT-BTC号实施细则

第7条4款）。

• 根据第111/2020/ND-CP号法令，

针对自2020年8月1日至法令生

效日前的申报表，允许补充提

交享受EVFTA优惠关税的P/O。

• 在EVFTA生效日前签发的P/O被

视为无效。

• 对于无签发日期和地址的P/O，

海关部门依据装箱单日期和地

址记录。

（海关总局于2021年2月5日发布

的第712/TCHQ-GSQL号公文）

2. 享受EVFTA优惠关税货物的第

三方发票

享受EVFTA优惠关税的货物必须

满足第111/2020/ND-CP号法令第

5条3款规定的条件，包括：载明

列于EVFTA关税税则；货物自

EVFTA 缔约国进口，并持有按

EVFTA 协议有效的P/O。

而 “出口商”的定义参考第11/ 

2020/TT-BCT号实施细则第3条5款。

所称货物适用EVFTA关税税率的

"出口商"指生产商或销售商，其

不一定是发票开立方（即货物发

票可以由非EVFTA成员的第三方

开立）。

目前，越南认可已注册REX代码

出口商签发的自我认证P/O的欧

盟进口货物享受优惠待遇。

（海关总局于2021年3月12日发

布的第406/GSQL-GQ4号公文；及

胡志明市海关局于2021年3月30

日发布的第678/HQTPHCM-GSQL

号公文）

3. 交货单上的EVFTA原产地证明

（COO，Certification Of Origin）

允许欧盟出口商（注册有效的

REX 代码）在载有货物足够信息

的发票、交货单或其他商业文件

上自我证明产品原产地。

COO自我证明可通过打字输入、

盖章或打印原产地声明进行。原

产地申报的用语可参考第11/20 

20/TT-BCT号实施细则附录七。

（胡志明市海关局于2021年3月

12日发布的第500/HQTPHCM-

GSQL号公文）

4. 错误的P/O处理方法

根据第38/2018/TT-BTC号实施细

则第7条4款，重新提交P/O修正

或抽换旧案应经过海关部门审阅。

因此，如果原P/O有错误，企业

可以重新提交修正/更新的P/O以

享受优惠待遇。此规定亦适用于

EVFTA协议的P/O。

VĂN

关于REX代码，如果海关部门确

定申报的REX代码有效，则声明

"出口商参考号..."并不影响P/O的

有效性。

（海关总局于2021年4月8日发布

的第1604/TCHQ-GSQL号公文）

5. 自欧盟多个成员国进口货物的

原产地申报

如果从欧洲进口的货物（适用

EVFTA优惠关税率）包括来自不

同欧盟缔约成员国的不同类型货

物，则原产地申报为“欧盟”或“欧

洲联盟”。原产地申报的用词应

符合第11/2020/TT-BCT号实施细

则附录七指引。此外应注意，产

地若只填写特定的欧洲国家将被

视为原产地申报无效。

（海关总局于2021年3月19日发

布的第444号/GSQL-GQ4号公文）

贸易与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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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文档（续）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

协定》（CPTPP）执行指引

1. 享受CPTPP 优惠关税的P/O条件

根据第62/2019/TT-BTC号实施细则

第1条4款2.a项，CPTPP协议两类

（02）享受优惠关税的P/O：（一）

由出口商/生产商签发的P/O（即自

我认证原产地声明）和（二）出

口商所在国家主管当局签发的P/O。

目前，越南海关尚未收到CPTPP缔

约成员有关合格出口商或生产商

的（approved exporter）通知。因

此，越南海关接受符合第62/2019 

/TT-BTC实施细则第1条4款2.a.1项

规定的出口商或生产商（any 

exporter）签发的P/O。

（海关总局于2021年2月3日发布

的第232/GSQL-GQ4号公文）

2. 适用CTPPP的P/O条件

胡志明市海关局指出，用于证明

CPTPP 原产地的 P/O 必须满足修正

于第 62/2019/TT-BTC的第 38/2018/ 

TT-BTC号实施细则第7a条3款a3项

的最低要求。

因此，如果出口商非认证人，则

P/O上应载明出口商姓名、地址

（包括国家/地区）、手机号码和

电子信箱。而若 P/O由生产商签发

且其无出口商的信息，则无需填

写出口商信息。

出口商地址的国家/地区应是CPTPP

缔约成员国。

（胡志明市海关局于2021年4月7

日发布的第777/HQTPHCM-GSQL号

公文）

贸易与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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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文档（续）

2021年2月23日发布的第

879/TCHQ-TXNK号公文适用

指引

1.原进口用以加工出口产品的

材料，若改变进口目的，则后

续用于委外加工不得享有免关

税优惠

根据2020年12月12日第178/NQ-

CP号决议和2021年2月23日第

879/TCHQ-TXNK号公文，（E31

模式）进口用以生产出口产品

的原材料，经发外进行部分制

程加工，后送回进一步生产或

立即出口者，得按照第107/20 

16/QH13号进出口税法第16条7

款予以免关税。

不过，海关总局指出，上述政

策不适用于用途改变的进口原

物料及以商业模式进口的货物。

因此，对于商业目的（A12模式）

进口的原物料，或为生产出口

产品目的（E31模式）进口后，

其后改变用途（已支付关税）

的原物料，即使该原物料发给

外包加工，则根据《进出口税

法》第16条7款规定，该进口原

物料不得免进口关税。

对于增值税（VAT），若生产出

口产品的进口原物料符合第

134/2016/ND-CP 号法令第12条

和第31条规定，则得以免VAT税。

（海关总局于2021年4月6日发

布的第1580/TCHQ-TXNK号公文；

及海关总局于2021年4月8日发

布的第1612/TCHQ-TXNK号公文）

2. 2016年 9月1日前进口，用于

生产现地出口货物的原物料不

得享有关税退税

根据《进出口税法》第19条1款

d项及第134/2016/ND-CP号法令

第36条1款规定，对于在原物料

投入生产产品以出口到国外或

出口至免税区的前已缴纳进口

关税，则得申请关税退税。

然而，如果纳税人在2016年9月

1日前已缴纳用于生产出口产品

的原物料的进口关税，后将其

投入生产且成品在2016年9月1

日后才透过现地出口方式出口

给越南本地企业，则其不适用

第 134/20 16/ND-CP 号法令规定

的关税退税政策，亦不适用

2021年2月23 日发布的第

879/TCHQ-TXNK号公文。

（海关总局于2021年4月20日发

布的第1869/TCHQ-TXNK号公文）

出口加工企业（EPE）受境外实

体委托进行加工活动得免提交

通知及免征关税

由于EPE适用的政策与免税区企

业适用的政策相同（第82/2018 

/ND-CP号法令第30条1款），

EPE与外国实体间进出口的货物

根据第107/2016/2016/QH13号

进出口税法第2条第4款规定得

以免征关税。

此外，根据第39/2018/TT-BTC号

实施细则第1条36款，EPE亦无

需通知海关部门有关加工合约

及其附录。

因此，对于EPE受外国实体委托

进行的加工劳务，EPE无需缴纳

进口原物料和出口成品时的关

税，亦无需办理加工合约通知

或清理手续。

EPE 应监控和管理加工合约的

原物料以及确保原物料的用途

适当。

（海关总局于2021年3月12日发

布的第412号/GSQL-GQ2号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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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文档（续）

EPE围栏建设指引

根据《进出口税法》第4款1款规定，EPE与外部区域间应设有

隔离坚固围栏。

坚固围栏的定义参考第82/2018/ND-CP号法令第30条2款规定：

建造围墙，设有大门、出入口，并符合海关监管要求。

财政部曾就EPE的坚固围栏建设指引于2014年9月25日发布第

13512/BTC-CST号公文。公文内容载明，围栏的建设应确保EPE

与周边地区隔离以及满足海关监管的要求。此指引迄今仍然

有效。

（海关总局于2021年3月4日发布的第350号/GSQL-GQ2号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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