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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予海外

• 进口阶段的VAT减免政策及适用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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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关于减免税费、延长纳税期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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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偿款收入的CIT税收优惠

• 货物销毁的不可扣除费用

04.外国承包商税（FC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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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

05.个人所得税（PIT）和
社会贡献
• 对母公司代付的工资代扣代缴、申报

PIT义务

• 关于新医保卡的公告

03.间接税
• 对出口货物和服务采用VAT发票

• 投资项目扩建的VAT退税税务与海关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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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管理

其他文件

财政部（MOF）起草了修订
和补充第126/2020/ND-CP号
法令的法令草案，详细说明
税收管理法的一些条款，以
及规定发票和记录的第
123/2020/ND-CP号法令

在法令草案中，MOF建议对部分

法规进行修订和补充，以消除困

难，让纳税人在实践中易于适用。

因此，该法令草案的一些关键修

订内容如下：

- 对电子商务平台所拥有者代表

买方在申报、缴纳税务和提供

信息方面的义务进行修订和补

充；

- 修改前03个季度预缴企业所得

税（CIT）75%的规定：法令草

案规定，04个季度预缴的CIT总

额不得低于年度税收结算确定

的应缴CIT的80%。这项修正案

将在2021纳税年度生效。

（财政部法令草案）

政府关于减免税费、延长
纳税期限以支持企业、合作
企业和个体户恢复的决议

政府于2022年1月30日发布了关于

社会经济复苏和发展计划的第

11/NQ-CP号决议，并实施了国民

议会以支持该计划的财政和货币政

策的第43/2022/QH15号决议，其

中包括2022年减免税费、延长纳

税期限的解决方案如下：

- 对目前适用缴纳10%税率的货物

和服务组降低2%的增值税（VAT）

（由政府发布的第15/2022/ND-

CP号法令规定）（*）；

- 允许将支持和防疫资金的支出

核算合理的费用认列（由政府

发布的第15/2022/ND-CP号法令

规定）（*）;

- 根据第13/2021/UBTVQH15号决

议，减少50%的航空燃料环境

保护税；

- 2022年降低30%的土地租金和

水面租金；

- 根据第101/2021/ND-CP号法令

适用新的进出口税率；

- 根据第103/2021/ND-CP号法令，

对在国内制造或组装的汽车减

免50%的注册费；

- 延长2022年CIT、个人所得税

（PIT）、VAT、特别消费税

（SCT）和地租的纳税期限

（目前，MOF正在制定法令草

案详细规定）；

（政府于2022年1月30日发布的第

11/NQ-CP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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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文件

补偿款收入的CIT税收优惠

如果公司因地理位置优越而享受CIT优惠，在经济特区享受优惠

的投资项目因投入材料未用完而从客户处获得违约补偿款的收

入，则可根据规定享受CIT优惠。

（海防市税局于2022年1月21日发布的第194/CTHPH-TTHT号公文）

货物销毁的不可扣除费用

如果公司的产品已被卫生部通知暂停生产，并在全国范围内召回，

且必须强制销毁，则货物销毁费用不属于受不可抗力的影响，且

不得抵扣CIT费用。

（平阳省税局于2022年2月11日发布的第1827/CTBDU-TTHT号公文）

企业所得税（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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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税

指引文件

对出口货物和服务采用VAT发票

如果公司根据第123/2020/ND-CP号法令使用

电子发票，并通过扣除法申报VAT，则公司

应对出口货物和服务使用VAT发票。

发票上注明的货币应为外币，卖方还必须在

发票上显示外币与越南盾的汇率。

（河内市税局于2022年1月28日发布的第

4251/CTHN-TTHT号公文）

投资项目扩建的VAT退税

如果企业实施的投资项目划分多个阶段：

对于已完成并产生收入的投资项目，在产生收入后

发生的进项VAT税额不予退还，而在产生收入前发

生的进项VAT税额，并符合可扣除条件，应当考虑

予以退还。

对于仍处于投资阶段的项目，应在VAT申报表

02/GTGTGT号中申报投资项目的进项VAT，并与VAT

申报表01/GTGTGT号中正在进行的生产经营活动的

VAT申报进行抵销。如果投资项目的进项税额未完

全抵免，则将根据财政部部长于2016年8月12日的

第130/2016/TT-BTC号实施细则第1条第3款予以退还。

（平阳省税局于2022年1月21日第1068/CTBDU-TTHT

号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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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文件

对国际保理服务征收FCWT

当越南公司（卖方）与在美国客

户（买方）签订货物采购协议时，

双方约定使用位于美国的信用机

构的国际支付服务。如果卖方因

要求提前付款且必须向信用机构

支付一定数额的服务费，則信用

机构的此类收入将课征越南FCWT。

如果符合国际保理业务条件，卖

方应负责代表信用机构申报、代

扣代缴税款，具体如下：

- VAT：国际保理服务不征收VAT；

- CIT：应税所得额的CIT税率为5%。

（海防市税局于2022年1月27日发

布的第290/CTHPH-TTHT号公文）

对附带劳务的货物征收FCWT

如果公司与外国公司签订合同购买在越南

附带劳务的机器设备，如果进口机器和附

带劳务的价值在合同中分别表达，公司应

按下列方式负责代表外国承包商申报、代

扣代缴税款，如下：

- VAT:

• 货物：仅在进口阶段缴纳VAT；

• 服务：按应税所得额征收5%的VAT。

如果符合可抵扣的条件，代表外国承包商

支付的VAT金额将被视为可抵扣的，然而，

不能作为CIT申报时之可扣除的费用。

- CIT:

• 进口机械价值及运费：按应税所得额征

收1%的CIT；

• 服务：应税所得额的5%VAT税率。

如果符合法规规定的条件，代表外国承包

商支付的CIT金额将计入CIT的可扣除费用。

（隆安省税局于2022年2月15日发布的第

303/CTLAN-TTHT号公文）

外国承包商税
（FC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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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PIT）
和社会贡献

指引文件

对母公司代付的工资代扣代
缴、申报PIT义务

如果越南公司有从海外公司调派到

越南工作之日本员工，且依据合约，

越南公司将承担支付给该员工之所

有收入（包括海外公司代越南公司

支付，再转向越南公司收取之部

分），并且该雇员只有在越南公司

工作之收入，没有同时为另一家公

司工作，则越南公司需负责对该雇

员之所有应税收入代扣缴和申报

PIT义务。

（河内市税局于2021年12月13日

发布的第53948/CTHN-TTHT号公文）

关于新医保卡的公告

（HI卡）

胡志明市社会保障局宣布，自2022

年2月11日起，根据2020年12月3日

第1666/QD-BHXH号决定，将为以下

情况发行新版HI卡：

-为新参加社会保险提拨的案件发放

HI卡；

-因HI卡丢失、损坏、变更信息等原

因补发HI卡。

2022年2月11日前发行的旧版HI卡将

继续使用，有效期不变。

（胡志明市社会保障局于2022年2月

11日发布的第519/BHXH-CST号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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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文件

货物进口后的特许权使用
费的补充申报

海关总署（简称“GDC”）通过一

封公文，进一步指引了有关修

订众多报关单中支付特许权使

用费的说明。具体：

公司可对该期间的所有报关单

进行一次修订，前提是特许权

使用费已全部分配给须缴纳该

费用的进口货物。

补充申报可在以下地点进行：

- 初始进口申报登记的海关分

部门；或

- 大多数报关单登记的海关分

部门。

（海关总署于2022年1月24日发

布的第279/TCHQ-TXNK号公文）

以A12模式进口用于制造出
口货物，如果外包加工则
不符合退税条件

根据第134/2016/ND-CP号法令

第36条第1款，货物以生产和贸

易目的进口，但用于制造出口，

并且最终产品实际上亦确实出

口，应予以退税。

然而，根据第134/2016/ND-CP

号法令第36条第3款，企业在进

口生产货物时缴纳进口关税的，

若100%将此类进口材料移转予

外包加工;然后在收到成品后出

口到海外，则不能申请退税。

（海关总署于2022年1月17日发

布的第185/TCHQ-TXNK号关于进

口退税的公文）

销售用于制造出口所进口/国内
采购之原材料予海外

1. E31模式下的进口材料

进口用于出口制造的原材料，未经

使用而改成销往国外的，必须在办

理出口手续前变更用途。

2. 国内采购用于出口制造的材料

外商投资企业行使出口权向境外销

售其境内购买商品，应当采用B11报

关模式，并符合下列要求：

- 根据越南加入的国际条约，货物

不在禁止或暂时停止出口的货物

清单中；

- 若货物需有出口许可证或者条件

的，外商投资企业应当取得出口

许可证或确保符合出口条件。

（胡志明市海关局于2022年1月12日

发布的第86/HQTPHCM-GSQL号公文）

贸易与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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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文件

进口阶段的VAT减免政策及适用指引

1.VAT减免政策

2022年1月28日，政府正式发布了第

15/2022/ND-CP号法令（”第15号法令”），对

根据第43/2022/QH15号决议申请减免税提供

指引。德勤在税务新知中更新了第15号法令

的详细信息，可在以下链接中参考。

2.适用第15号法令在进口阶段

海关总署已就第15号法令在进口阶段的适用

提供了指引。具体：

-对《不适用减征商品和服务清单》中的进口

商品須适用10%的VAT税率，具体：符合附录I

及附录IIIA部分第(8)栏“产品名称”、第(9)栏“内

容”，；附录IIIB部分第(3)栏“货物”；以及在附

录II中征收消费税的进口货物。

-附录I和附录III中的货物HS代码的确定取决于

所列章节（02位数）、品目（04位数）、子目

（06位数）和代码（08位数）之详细信息。例

如，如果列出的章节有目，但没有可用的子目

或代码，则属于该标题的所有08位数HS代码将

课征10%的VAT。相同的原则将适用于章节、子

目和代码；

-附录I第(10)栏、A部分第(10)栏和附录IIIB部分

第(4)栏带星号(*)的項目，则按照实际进口货物

申报HS代码；

-在进口报关单上，必须选择VB195代码來申报

VAT8%；

-只有2022年2月1日凌晨12:00起申报的报关单

才有资格享受VAT减免。

（海关总署于2022年1月28日发布的第

370/TCHQ-TXNK号公文和2022年2月18日发布的

第521/TCHQ-TXNK号公文）

贸易与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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