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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容主要分享越南稅務相關法規之重大更新，包括越南公布了預先
訂價協議 (APAs) 的相關法規及申請辦法、電子商務課稅原則、增值稅
(VAT) 的申報指導以及針對企業所得稅 (CIT) 的優惠措施等稅務議題。

1. 第 45/2021/TT-BTC 號通知 – 預先訂價協議(APAs) 法規及辦法

隨著第 38/2019/QH14 號稅收管理法 (以下簡稱 『第38號文』)

和 第126/2020/ND-CP 號法令 (以下簡稱『第126號法令』) 的實
施，越南財政部於2021年06月18日發布了第 45/2021/TT-BTC

號通知 (以下簡稱『第45號通知』)，並宣布該通知將於2021年08

月03日起生效，以取代財政部的第 201/2013/TT-BTC 通知 (以下
簡稱 『第201號通知』)。第45號通知提供了與關係企業之間產生
受控交易而欲申請關係企業間之預先訂價協議 (APAs) 的指導原則，
詳細內容如下 :

申請 APAs 應符合之條件

欲申請APA之受控交易必須同時滿足以下所有條件：

► 該交易已實際發生，並在 APA 核准之期間將繼續進行；

► 該交易所進行之經濟分析所採用之具獨立性的可比較對象，應
考量該可比較對象之課稅條件及實質營運程度是否相當 ;

► 該交易不可涉及任何稅務爭議或稅務訴願；

► 該交易在公開透明的情況下進行，而並非以逃稅、避稅或濫用
租稅協定為目的。

申請 APAs 之原則與種類

• APA之申請應符合經濟實質原則，並符合稅收管理法、第126

號法令和第132號法令內所規定之常規交易原則。

• 與第201號通知類似，第45號通知的內容包含單邊APAs、雙邊
APAs 和多邊A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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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 之申請程序

► 首先納稅人須向稅務局 (GDT) 提交正式APA申請，並依據第126號
法令之規定遞交APA申請文件。納稅人可在提交APA申請之前，先
向GDT提交書面的諮詢請求。

► 若是申請雙邊APA或多邊APA的情況，納稅人須向GDT提交相互協
議程序申請。然而，第45號通知並沒有規定越南主管機關與海外主
管機關聯繫和討論請求的具體時程 (在201號通知內則有規定期限為
30天)。

► 提交申請之後，APA申請之後續程序為 :

 APA的申請審核: 第45號通知並沒有規定GDT審核APA申請的
期限 (第201號通知規定天數最長為150天)。

 APA 的討論及協商: 跟第201號通知類似，第45號通知沒有規
定有關各方討論和擬議APA 的期限。

 簽署APA : 第126號法令規定，APA必須得到財政部的核准後方
可執行。對於雙邊和多邊APA，要求財政部徵詢法務部、外交
部和其他有關機關的意見。另外，還需要將此案提交政府和總
理，方可獲得簽署雙邊和多邊APA之結果。

APA 有效期間

依據第45號通知，APA 有效期間最長為3年 (過去第201號通知規定年限
最長為5年)，但不得超過納稅人實際在越南營運以及申報公司所得稅的
年數。

APA 之申請及使用彈性

與第201號通知類似，納稅人簽署APA前，可以在任何時候要求稅務局
撤銷或終止APA，納稅人也可以尋求專業機構協助或諮詢APA之申請。
根據第126號法令的規定，APA的修改、延長和取消也可以在特定情況
下適用。
此外，在執行單方APA過程中，若該申請方受到外國稅務主管機關進行
移轉訂價 (TP) 調整導致雙重課稅或不利的稅務影響，納稅人可以要求修
改或終止單方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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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APA申請

於第45號通知實施日期 (2021年8月3日) 前已申請但未被簽署之APA，
若其有效期間截止日不早於該第45號通知之實施日期，則繼續按稅收管
理法、第126號法令及第45號通知進行處理。

我們的觀察

在許多地區，APA是納稅人和稅務機關用以減少TP風險和相關爭議的最
常用工具之一。然而，到目前為止，尚未有APA被越南官方所簽署。

由於越南當地的稅務機關更加頻繁地對企業進行稅務查核以及加強TP調
整的強度，透過採用APA的方式對TP風險進行管理，將成為跨國企業投
資越南的一個重要考量。

有鑑於上述情況，有意申請APA的跨國企業應仔細審閱越南的新法規、主
動評估其實用性和可行性及制訂於越南申請APA的策略和詳細計畫。

2. 第40/2021/TT-BTC 號通知

越南財政部於2021年6月1日發布了第40/2021/TT-BTC號通知 (以下簡
稱 『第40號通知』)。此通知廢除了第92/2015/TT-BTC號通知的第一和
第二章，並將於2021年8月1日生效。

2.1. 第 40/2021/TT-BTC 號通知 – 電子商務相關

第40號通知最重要內容為規定各電商平臺將為賣家納稅申報負責，具體
內容如下 :

做為境外電子平臺 (在越南無常設機構) 供應商的商業夥伴，該越南公
司，應基於與外國電子平臺供應商所簽訂的契約，支付該數位產品之費
用。於支付款項前，該越南公司須代平臺使用者(個人)完成稅務之申報
及納稅。

電子平臺的所有者應根據稅務機關提供的指引，代替在平臺上從事電子
商務的使用者(個人)進行稅務申報和納稅。在等待主管機關發布指引的
這段時間，電子平臺所有者有責任根據稅務機關的要求，提供平臺使用
者之相關訊息，包括 : 姓名、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稅務代碼、地址、
電子郵件、電話、交易的商品/服務、收入、銀行帳戶和其他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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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第 43/2021/TT-BTC 號通知 – 針對有關增值稅 (VAT) 規定

越南財政部在2021年6月11日發布了第 43/2021/TT-BTC 號通知 (以下
簡稱 『第43號通知』)。該通知修訂、補充了第 219/2013/TT-BTC 號
通知(以下簡稱 『第219號通知』)第10條第11款，並將於2021年8月1

日生效。

該通知規定了對醫療設備及用具之銷售將可以直接享受5%的VAT稅率，
不再需要越南衛生部 (Ministry of Health) 所核發的證明書。這個新規定
彌平了過去不同主管機關之間的紛爭。過去越南財政部及關務局
(General Department of Customs) 堅持納稅義務人若要享受5%的VAT

稅率，就必須依據第219號通知取得越南衛生部所核發的證明書。但越
南衛生部卻認為依據169/2018/ND-CP號法令，該證明書並非為必備文
件。

3. 第 57/2021/ND-CP 號通知 – 針對製造業輔助產業專案之租稅優惠政策

越南政府於2021年6月4日發布了第57/2021/ND-CP號法令 (以下簡稱
『第57號法令』)。第57號法令已於2021年6月4日生效，主要內容是提
供製造業之輔助產業專案可使用的企業所得稅租稅優惠。

針對2015年1月1日前開始營運企業提出的投資計畫 (包括新投資/擴大
投資)，符合第71/2014/QH13 號法律規定的必要條件，並獲得主管
部門發布的製造業輔助產業專案優惠認證，可享受以下租稅優惠 :

 對於從未享受過任何租稅優惠之專案，該專案得自主管部門取得租
稅優惠核准之稅務年度開始，享受其租稅優惠。

 對於在其他條件下已屆滿或在享受租稅優惠之專案，該投資專案仍
得自主管部門取得租稅優惠核准之稅務年度開始，以其核准的租稅
優惠期間扣除其他條件下已核准租稅優惠之使用年數後之剩餘期間，
繼續享受製造業輔助產業專案的租稅優惠。

 符合資格申請第57號法令之納稅義務人，若有發生因為重新申報而
調整已申報或經過稅務機關審核的CIT稅額和滯納金的減少之情況下，
企業可透過書面的方式向稅務機關要求對溢繳的CIT稅額和滯納金進
行調整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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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 | 建設更美好的商業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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