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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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電子發票及憑
證的新規定、施行《稅收管理法》及第126/2020/ND-CP號法令(於
2020年10月19日發布)的指導及說明。

1. 第78/2021/TT-BTC號通知 (以下簡稱『第78號通知』)

2021年9月17日越南政府發布第78號通知為執行《稅收管理法》
第38/2019/QH14號及第123/2020/ND-CP號法令 (以下簡稱『第
123號法令』)中關於發票及憑證做出指導及說明。摘要如下 :

► 依據第123號法令，越南即2022年7月1日之前使用電子發票。
然而，在本法令生效之前 (即2022年7月1日)，根據稅務總局之
評估及要求，財政部將發布決定函示說明，依本法令要求符合基
礎設施要求 (如擁有資訊科技基礎設施、會計軟體系統、用於電
子發票且可以向買家及稅務機關傳輸電子數據之軟體等) 之企業，
開始使用電子發票。基礎設施已較為完備的特定企業，預計可能
依稅務總局的指示於2022年7月1日前開始使用電子發票。

► 授權方及被授權方須依第123號法令，使用 01DKTD/HDĐT號表
單通知稅局。

► 說明電子發票上各個符號的意義。所提供的電子發票將依第78號
通知要求之內容及結構進行準備，這也使人民便於區分電子與傳
統的發票。

► 對發送電子發票數據到稅務機關系統發生的錯誤提供處理方式之
指導/說明。

越南稅務暨投資法令更新

2021年10月號



2. 第80/2021/TT-BTC號通知 (以下簡稱『第80號通知』)

2021年9月29日越南政府發布了第80號通知為施行《稅收管理
法》及2020年10月19日的第126/2020/ND-CP號法令提供指導
及說明。摘要如下 :

2.1. 第80號通知對納稅申報、稅收計算、稅收決算、分配案例、
企業業務所在省分的應納稅額分配方法以及各不同稅種之納稅提
供指導，包括 : 特別消費稅 (SCT)、自然資源稅、環境保護稅、
企業所得稅及VAT，其規定在第13、14、15、16、17及19條
中。

► 該通知取消了過去須向地方稅局申報省外貿易活動的VAT規
定。

► 對於在企業總部所座落的省分之外發生的房地產轉讓及建築
業務，VAT分配率從過去規定的2%降至1% (第13第2b、2c

款)。

► 對於企業在省分所擁有獨立於總部的附屬單位(例如分公司)，
該企業不再需要於該省分為該附屬單位申報/繳納企業所得稅。
但目前，對這種情況該如何報稅/繳稅的處理細節仍不明確。

► 若企業的生產設施(附屬單位、營業場所)座落與總部所在不同
的省分，企業所得稅分配的比例為納稅期間之實際支出 (第
17條第2c款)。

► 對於具有CIT租稅優惠的生產設施(附屬單位、營業地點)，在
申報時須列出符合租稅優惠之商業活動以及符合之租稅優惠
之分類 (第17條第2c款)。

► 為確定如何讓企業發生房地產轉讓的省分分配企業所得稅，
現在改為基於所有房地產轉讓活動的銷售收入(用於期款和尾
款)的1%計算(包括基礎設施投資、預估房屋轉讓或出租，依
合約收取客戶預付期款)。這意味著根據收入減去費用計算稅
收的情況不再適用。不常發生房地產轉讓交易的企業，每次
發生房地產轉讓交易時，不再申報暫繳企業所得稅。年內在
各省繳納的房地產轉讓 稅款可依據總公司最終申報表(第17

條第 2b、3b款)自應繳納的企業所得稅中扣抵。

越南稅務暨投資法令更新

2021年10月號



► 對於依薪資課徵的個人所得稅，雇主應根據每個雇員的實際
扣繳稅款，個別確定在各省工作的雇員在個人薪資上應分配
及支付的個人所得稅。

► 對於稅額繳納，企業只需準備一份單一的納稅文件，即可將
稅款繳納省預算內，並涵蓋企業總部和任何有關之省分。收
到繳款書的國庫應核算各省分攤的稅收 (第12條第4款)。

2.2. 退稅/抵稅

► 該通知補充納稅人在與企業總部不同的省分進行房地產轉讓
或建築業務時之企業退稅案例 (第45條第1g款)。

► 對於解散、破產或終止的組織，該通知對特定情況下申請
VAT退稅的程序提供了說明及指導(第31條、第33條第1c款)。

► 該通知提供退稅申請手續之詳細說明 (第28、29、30、31

條)。

► 如果VAT符合可扣抵的條件，但退稅金額有誤，該金額仍可
在發現錯誤的下一個申報期間申報及扣除，或是仍可在依稅
局或國家主管機關透過文件或是聲明的時期申報 (第40條第4

款)。

► 支付給海關的稅款（海關費用及收費除外）可扣抵任何可退
還或是溢繳的金額 (第34條第2b款)。

► 總公司的任何退稅/溢繳稅款可與附屬單位的應納稅額相抵，
反之亦然 (第34條第2d款)。

► 若納稅人在結清其所有的納稅義務後，有剩餘的退稅/溢繳稅
額，可以用剩餘的稅額抵扣另一個納稅人的應納稅額 (第34

條第2d款)。

► 補充條款說明稅局如何處理納稅人10年以上的溢繳稅款以及
納稅人已不在註冊地址營運之相關程序 (第26條第2款及第3

款)。

► 納稅人不需要提交由國家財政部及商業銀行認證的繳稅文件
來做為依租稅協定申請退稅的補充資料。納稅人現在可以依
據規定的表格提交一份納稅清單即可 (第30條第1款第b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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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稅更正（第40條第1、2款 ; 第50條）。

► 若主管部門審查後發現納稅人獲得的退稅金額有誤，納稅
人應償還超額的退稅款以及滯納金利息(自退稅日或國庫
抵扣其他稅款之日開始計算)。

► 若納稅人自己發現退稅金額不符合規定，納稅人必須按規
定進行補報以償還多退的金額以及滯納金(自退稅日或國
庫抵扣其他稅款之日開始計算) 。

2.3. 稅務查核

► 若納稅人符合使用技術應用之條件，不強制在納稅人的辦公
室進行查核(第7條、第72條)。

► 該通知之補充條款規定對於在企業總部進行稅務審查的相關
監督及管理(第6條、第72條)。

► 查核紀錄草稿需要向稅務查核團隊及納稅人公開。納稅人可
以提出說明及主張，但需要在查核結束後5個工作日內完成查
核紀錄的簽署。此後，若納稅人仍有意見，應將意見紀錄在
查核紀錄中或作為該以簽署之紀錄的附件(第72條第7款第
dd1點)。

► 在稅局辦公室進行稅務查核紀錄時，稅局應要求企業提出說
明、補充資料或文件進行解釋及補充，每次查核不可超過2次
(第71條第4款)。在此通知公告之前並沒有此限制。

► 年度查核計畫(包括調整後的計畫)將在稅局的網站上公開，或
在批准或調整稽查計畫的決定發布之日起30個工作日內通知
企業及其轄區之稅局(透過書面、電話或電子郵件) (第72條第
4款)。

2.4. 其他問題

► 滯納稅額利息之調整(第3條第21款)。

► 若納稅人因補充申報而減少應納稅額，納稅人應在補充申
報時確認減少的滯納金稅額。

► 若稅局或主管機關發現應納稅額減少或做出減徵應納稅額
的決定，稅局應進行相對應調整，減少其滯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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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局應通知納稅人是否符合租稅協定或其他國際條款之條件，
並使其能達到稅額免徵或減徵 (第64條第1款)。

► 該通知提供關於透過租稅協定免徵或減徵所需要翻譯之文件
及需要領事公證的案例及詳細說明 (第85條)。

► 若納稅人認為外國稅局將以不符合租稅協定的方式對納稅人
徵稅，越南居民可要求與越南稅務機關啟動雙邊協議程序 (第
62條第4款)。

2.5. 電子商務 (第九章)

► 海外供應商可以 : (1) 直接註冊、申報及繳稅 或 (2) 授權依越南
法律營運的組織或稅務代理人代為註冊、申報及繳稅稅款。若海
外供應商既不直接註冊，也不授權合規之越南組織或稅務代理機
構在越南承擔其越南之納稅義務，則按照以下之規定處理 :

► 依據越南法規成立並經營/註冊之組織從海外供應商處購買貨
物及服務，或代表海外供應商配銷貨物或提供服務，此類組
織有義務根據第103/2014/TT-BTC號通知的規定代表海外供
應商申報、扣繳及繳納稅款。

► 若個人從海外供應商處購買商品或服務，商業銀行或提供第
三方支付的服務商則有責任在每月20日前代海外供應商扣繳
稅款。

► 判斷於越南產生之營收是否須於越南申報及繳納的原則為 :

1. 有關企業及個人在越南付款有關之資訊，例如基於發行卡識
別碼(BIN)的信用卡資訊、銀行帳戶資訊或類似資訊。

2. 有關企業(個人)在越南的居住資訊(企業 (個人) 向海外供應商
購買貨物申報的帳單地址、運輸地址、家庭地址或類似資訊)。

3. 有關企業(個人)在越南的登入資訊，如SIM卡的國家電話區號、
IP地址、固定電話線位置或採購企業及個人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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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使用(1)和(2)或(1)和(3)兩項一致的資訊。如果(1)不存在或
與其餘兩項資訊矛盾，則在(2)和(3)的資訊不相衝突下，採用兩項
一致的資訊。

► 海 外 供 應 商 必 須 支 付 VAT 及 企 業 所 得 稅 。 透 過 第
209/2013/ND-CP號法令及218/2013/ND-CP號法令內訂定
計算VAT及企業所得稅的營收百分比。若無法確定每筆交易
之商品及服務類型的情況下，應採用最高的認定稅率來計算
VAT及企業所得稅。

► 若海外供應商直接註冊、申報及繳納稅額，本通知中的規則
將從稅務總局通知透過電子界面進行稅務註冊、申報及繳稅
的系統開始實施時起生效。

► 若個人從海外供應商處購買商品及服務，並透過信用卡或其
他商業銀行及第三方支付服務商不能代海外供應商扣除及支
付的形式支付，商業銀行及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務商應負責監
督轉給海外供應商的金額，並在每月10日按照提供的表格將
這些細節提交給稅務總局。

2.6. 有效性（第87條)

 此通知自2022年1月1日起生效。

 該通知中提供的申報表格應於2022年1月1日起適用。對於
2021年納稅年度的納稅申報，也應適用本通知規定的納稅申
報表格。

 對於該通知生效前產生的溢繳稅款、溢繳滯納金及溢繳罰款
均不予退還之情況，將按照本通知的規定處理。

 此通知將取代： (1)財政部 2013年 11 月 6日發布的第
156/2013/TT-BTC號通知；(2)提供汽車及摩托車經營商之
指導及說明的第71/2010/TT-BTC號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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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所擁有權利的描述。安永成員機構不從事當地法律禁止的法律業務。如欲進一步了解安永，請瀏覽ey.com。

安永台灣是指按中華民國法律登記成立的機構，包括：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永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安永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
司、安永企業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財務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及財團法人台北市安永文教
基金會。如要進一步了解，請參考安永台灣網站 ey.com/zh_tw。

©  2021 安永台灣。
版權所有。

APAC No. 14006159
ED None

本材料是為提供一般資訊的用途編製，並非旨在成為可依賴的會計、稅務、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請向您的顧問獲取具體意見。

ey.com/zh_tw

加入安永LINE@好友
掃描二維碼，獲取最新資訊。

http://www.ey.com/zh_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