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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容主要將進一步介紹及說明越南第18/2021/ND-CP號法令 (以下簡稱『第

18號法令』)。其重點內容如下 :

1. 出口加工企業 (“EPE”)

第18號法令發布之前 EPE 相關法規概述

EPE類似於臺灣的保稅工廠，在關稅及營業稅的觀點上屬於境內關外區域，因

此可享受優惠稅務待遇 (例如 : 免增值稅 (”VAT”)，並有資格申請所進口或出

口貨物之關稅豁免)。

依據2018年7月10日起生效的第82/2018/ND-CP號法令 (以下簡稱 『第82

號法令』) 中，有關產業園區及經濟特區之相關管理規定。EPE的資格應被記

錄在投資登記執照 (“IRC”)上；不需取得IRC的企業，該資格應被記錄在主管

機關所核准相關文件中。另外，在頒發IRC或提供書面核准文件之前，發照機

關應徵求海關當局 (“CO”) 的意見，確保申請之對象滿足海關審查或管理條件。

簡言之，徵求CO的意見之後，若企業滿足CO的EPE所需條件，發照機關須在

IRC中明文確認EPE資格。

第82號法令之挑戰，以及第18號法令的重要性

► 第82號法令頒發之後，由於沒有進一步的法規提供當地發照機關及CO在

審查及管理上的標準以判斷企業是否符合獲頒EPE之資格。因此，為暫

時解決該如何判斷企業是否符合EPE資格，越南海關總署 (GDC) 於2020

年6月9日發布了第3778/TCHQ-GSQL號函令 (以下簡稱 『第3778號函

令』)，詳細規定EPE之審查及管理條件。

► 然而，第3778號公函內的判斷標準只限於已經擁有廠房(Facility)之投資

專案或企業，但並沒有明定如何適用於沒有廠房的申請方。因此，對於

無廠房之申請方，當地主管機關及CO僅能延遲核准EPE之身分，直到這

些新專案或企業完成廠房的建設。由於這些無廠房之投資專案及企業在

建廠過程中所進口的貨物及使用的服務仍須繳納進口關稅跟VAT，因此

也造成部分專案及企業延誤營運進度以及產生負面的財務衝擊。此外，

對於已取得EPE核准且已在營運之企業是否應遵守第3778號公函，也尚

無明確的答案。

► 第18號法令發布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為了解決上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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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狀況 摘要
企業應

採取之行動

1

第18號法令
生效後的新
公司/新投資
項目或新擴
建投資項目

1.申請階段

► 投資者在不晚於開始營運日期的
30天前，向主管機關同時提交
承諾書、 IRC、企業登記執照
(”ERC”) 之申請文件。承諾新投
資項目或擴建投資項目能夠滿足
EPE所需的海關審查及監管條件。

► 根據上述承諾書，主管機關將徵
求CO的意見。

► 若EPE符合條件，CO將在IRC上
標記該企業為EPE。

► 當企業的IRC上標記為EPE之後，
即使廠房尚未完成，也可享受
EPE之稅務優惠。

同時提交承
諾書、IRC、
ERC之申請
文件

第18號法令內，與EPE相關的重點彙整

自 2021 年 4 月 25 日起生效的第 18 號法令規定了以下EPE海關審查和監
管條件 :

► EPE 必須透過圍欄與外界區隔開，並設有入口及出口通道，以確保所有

貨物只能透過入口和出口門進出 EPE。

► EPE應設有錄影監管系統，能夠24小時 (包括非工作日和節/假日) 監控

所有的大門、出入口和倉庫。另外，錄影監管系統須與海關的系統連線

外，EPE必須保留至少12個月的紀錄。

► EPE須有軟體管理不需要繳納關稅之進口貨物，以利能根據現行法規準

備關於貨物進口、出口及庫存的海關申報文件。

第18號法令規定了企業、地方主管機關和海關在不同情況下審查和確認
EPE 狀態的程序，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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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狀況 摘要
企業應

採取之行動

2. 審查階段

► 在開始營運前的30天內，企業須
向CO提交通知書，告知已經滿足
規定之條件。

► 企業提交通知書之後，CO會在10
天內進行實地審查。若企業滿足
條件，CO將發出書面確認。

► 若不符合條件，CO也將以書面形
式確認。另外，在CO首次發出不
符合條件的通知日起之1年內，
該企業被允許繼續完成/升級其
設施以滿足條件，並在這1年期
間，企業可以多次向CO提交要求
審核之通知書。

► 若該企業未能提交上述通知書或
未能在1年期限內滿足EPE的必
要條件，則EPE資格將被撤銷。
且，該企業必須從首次進口貨物
之日起補繳所有適用之關稅、相
關稅款、逾期利息及行政罰款。

► 若企業能夠滿足所需的條件，則
企業可以向CO提交通知書，要求
再次進行審查並確認EPE資格。
當CO書面確認企業滿足所需條件
時，EPE資格即日起生效 (不具
有追溯之權力)。

開始營運前的
30天內，提交
通知書。

升級設施以滿
足EPE資格之
所需條件 (如
果需要)，並在
1年內再次提
交通知書。

2

在第 18 號
法令生效之
日時，已在
營運之EPE

► 第18號法令生效日 (2021 年 4 
月 25 日) 起的一年內，企業應依
據第18號法令規定，對其廠房進
行升級以符合相關規定。同時，
也向CO提交通知書，說明該企業
已符合第18號法令所規定的條件。
在此期間，企業可以繼續適用
EPE的稅務優惠。

企業本身應對
條件滿足狀況
進行分析並在
截止日期前提
交通知書 (從
2021年4月25
日起一年內提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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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應

採取之行動

► 企業提交通知書之後，CO會在10
天內進行實地審查。若企業滿足
條件，CO將發出書面確認。

► 若不符合條件，CO也將以書面形
式確認。另外，在CO首次發出
不符合條件的通知日起之1年內，
該企業被允許繼續完成/升級其
設施以滿足條件，並在這1年期
間，企業可以多次向CO提交要
求審核之通知書。

► 若該企業未能提交上述通知書或
未能在1年期限內補足EPE的必
要條件，則EPE資格將被撤銷。
此後，該企業須與一般國內公司，
受到相同的稅務規範。

► 此後，若企業能夠滿足所需的條
件，則企業可以向CO提交通知
書，要求再次進行審查並確認
EPE資格。在這種情況下，當CO
書面確認企業滿足所需條件的
EPE資格之日起生效 (不具有追
溯之權力) 。

開始營運前的
30天內，提
交通知書。

升級設施以滿
足EPE資格之
所需條件 (如
果需要)，並
在1年內再次
提交通知書。

3

第18號法令
生效日期前
被授予EPE
資格，但仍
處於蓋廠階
段之企業

► 企業應遵循狀況1之程序。

► 若已經支付適用於一般國內企業
之關稅及稅款，企業獲得EPE資
格之後可以申請退還其已支付的
進口關稅及相關稅款。

申請進口關稅
以及相關稅款
的退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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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狀況 摘要
企業應

採取之行動

4

尚未申請
EPE的公司
想獲得EPE
資格

► 根據企業所提交的通知書，主管機
關將徵求CO的意見。

► 企業提交通知書之後，CO在10天
內進行審核。若企業滿足條件，
CO將發出書面確認。

► EPE資格將從CO書面確認並在IRC
中明文提及之日起生效。適用於
EPE的海關及稅收待遇將從該日適
用 (不具有追溯權力) 。

2. 原料現地進/出口貨物

第18號法令區分別兩種情況，具體如下：

• 對於來料加工 (GCXK) 形式，為出口生產而現地進口之貨物及原材料，則免

徵進口稅。

• 對於進料加工 (SXXK) 形式：

• 為出口生產而現地進口之貨物及原材料，須課徵進口稅。但企業

復運出口時，可提交與出口貨物、材料數量相應的退稅申請書。

• 由GDS所聲明之唯一的例外，是對於國內企業直接向EPE購買/進

口貨物的情況下，雖然被認為是現地進口，但即使被視為SXXK類

型，仍可免徵進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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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觀察及建議

第18號法令相對於過去進出口相關法規進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修改的內容包

含了海關申報及遵循的要求、海關對EPE的規範等。由於本文僅摘要該法令

中一些重要之內容供讀者參考之用，而非涵蓋該法令所有的內容。為確保最

新法規的適用性，優化關稅成本並減少關稅風險，安永建議企業應先對本身

狀況進行初步分析後再採取行動，並適時諮詢外部專家意見。

可考慮採取之措施

• 進行『持續性檢核』以確定當前的交易模式在最新法規下是否仍然可

行或需要修改。此行動也有助於識別當前交易模式中是否存在著適用

以前法規中可能不存在的潛在關稅風險。

• 進行『合規性檢核』以確定商業活動符合新法規要求。例如，如果企

業在GCXK或SXXK之活動經營，並且成品在現地出口，則企業必須完

成現地進口手續後通知海關。如果企業對進口固定資產申請了進口稅

豁免，則需要提交進口免稅固定資產的年度報告等。

• EPE應審查並確定其是否符合成為EPE的必要條件，並在截止日期前

向CO履行必要的『通知程序』。如果需要，EPE應改善其現有設施以

滿足這些條件。同時， EPE應配置適當專責人員，並為可能的 『海

關審查』做好準備，以獲得此EPE資格。

• 已申請EPE，但先前已為其進口貨物支付進口關稅之企業，應審查其

具體情況，以確定申請退稅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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