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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容主要彙總與分享越南海關總署(GDC)和地方海關當局之一些重要的指

引文件。

1. 第2166/QD-TCHQ號決定 (以下簡稱 『第2166號決定』) - 關於貨物分類
的分析程序

於2021年8月4日，GDC發布第2166號決定，說明對進出口貨物進行分類的

分析程序。

程序中詳細規定了進行分析、分類、查詢、公布分析結果及商品編碼以及分類

結果通知之程序。

根據進出口貨物的風險等級與海關單位的專業訊息，確定被抽查及需要進行分

析分類的貨物。

申請人有權對分析歸類結果提出異議，並有權要求專業知識徵詢或對分析結果

通知連同貨物編碼、歸類結果類型通知進行投訴。

本決定自簽署之日起生效，即2021年8月4日，廢除了2017年9月6日第

2999/QD-TCHQ號決定中的一些內容。

2. 第1975/QD-BCT決定 - 關於部分H型鋼產品徵收反傾銷稅

自2021年8月21日起，越南工貿部對於原產地為馬來西亞的若干H型鋼產品

(HS 碼 7216.33.11 、 7216.33.19 、 7216.33.90 、 7228.70.10 和

7228.70.90)徵收反傾銷稅，稅率為10.64%。

第1975號決定自決定之日起5年內有效。

3. 因應COVID-19疫情影響期間的報關問題

面對COVID-19疫情造成企業營運困難，為協助企業，GDC即時地發布了許多

執行指引文件，例如：

► 關於提交報關文件：申請人透過海關電子系統向海關提交報關檔案資料。

► 對於其他程序，企業可以主動透過GDC的網站，並在公共服務系統上執行。

► 關於提交免稅、減稅或退稅之文件，企業可以透過免稅、減稅和退稅系統

(MGH)進行辦理。

越南稅務暨投資法令更新

2021年09月號



► 若企業證明其已經採取所有必要的措施及行動以阻止違法行為發生，則不

會依法律規定的行政違法行為進行處罰。

詳情請參考2021年5月27日第2547/TCHQ-GSQL號函、2021年6月16日第

2956/TCHQ-GSQL號函及2021年7月9日第3461/TCHQ-GSQL號函。

4. 原產地證明書 (C/O) - Form D 之說明

於2021年7月16日，GDC發布了第3622/TCHQ-GSQL號函，對 (C/O) - Form

D 的部分內容提出如下指引 :

► 關於商業發票上對貨物的描述與東協產品自行認證原產地機制(ASEAN -

Wide Self-Certification Scheme，AWSC)數據庫上登記的訊息之間的差異。

► 貨物在商業發票上的描述與在AWSC數據庫上登記的貨物訊息不同而基

本描述相同的情況下，將被認為是一個微小的差異，不會以此為依據拒

絕C/O。

► 若海關當局無法確定C/O上申報的進口貨物為已經在數據庫中註冊的依

據，海關當局應按規定對C/O進行辨識。

5. 關於包材進口

於2021年6月21日GDC發布了第3108/TCHQ-GSQL號函，關於包材進口的海

關手續，在等待工貿部與科技部對包裝、貨物上的標籤及原產地提供指引。詳

細內容如下 :

► 對進口原產地於國外已列印產品標籤或圖案之包材「預印包材」的限制，

只適用於進口預印包材用於銷售或使用，而不適用於直接用於企業的生產。

以下情況也不受其限制 :

► 企業進口外國原產地訊息之預印包材，並進口原產地與進口包材上註明

原產地一致的成品、半成品，然後將進口的成品、半成品分類後用進口

包材進行包裝後供出口或國內消費。

► 企業進口具有國外品牌和產地之預印包材，以替換之前進口的受損包裝，

且替換的進口包裝必須與受損包裝相同。

► 企業進口用於加工、生產出口或出口加工之包材，應遵循2021年3月2日第

974/TCHQ-GSQL號函中-第2.1點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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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進口貨物的副標籤

於2021年7月19日，GDC發布了第3631/TCHQ-GSQL號函，提供有關進口貨

物副標籤之說明:

► 對於進口到越南之貨物，若沒有在標籤上標註或沒有用越文依規定標註足

夠的內容，就必須新增一個副標籤用越文依規定標註其內容，並保留貨物

的原始標籤。

► 對於進口到越南之貨物，若其原始標籤不符合規定，進口人必須在銷售前

先按照規定添加副標籤，並且必須保留原始標籤。

因此，進口物品的副標籤在進行銷售時，原標籤必須保留。為確認產品標籤的

正確性，海關將核實貨物在原標籤上的標註，並將進口貨物標籤上的資訊與進

口報關單上之資訊進行比較和核對。

7. 軟體之增值稅、課稅價格

於2021年7月13日，GDC發布第3530/TCHQ-TXNK號函，規範軟體之應稅價

格及進口增值稅稅率。具體說明如下:

► 關於課稅價格：若安裝在電腦上的進口軟體，是用於根據用戶需求升級更

多的管理及控制功能(對之前安裝的預設軟體進行升級)，將無需加入進口機

器設備的價格中。

► 關於增值稅稅率 : 按照越南規定，電腦軟體包括軟體產品及軟體服務，不徵

收增值稅。

8. 關於使用海關類型代碼之規定

2021年8月16日，GDC發布第4032/TCHQ-GSQL號函，將原產於進口之貨物

辦理出口退還供應商、出口到國外、非關稅區時或EPE使用海關手續編碼提供

指引。具體說明如下:

► 出口商為原進口商或經原進口商授權或委託出口，且貨物符合不徵收出口

稅或退還進口稅條件，應使用海關類型代碼 B13 - 進口貨物的出口。

► 若出口商不需要特別辦理不徵收出口稅或進口退稅手續或者出口商不是原

進口商，而由原進口商按規定授權或委託出口，使用海關類型代碼 B11 -

出口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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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海關類型代碼也會影響到免徵稅及進口退稅之程序。因此，企業在申報進

出口貨物時，應確認其使用正確的海關類型代碼。

9. 用於加工但沒有生產設施或加工設備之進口貨物

2021年8月17日，GDC發布第4065/TCHQ-TXNK號函，對進口用於加工但無

生產設施或加工設備之貨物提供免稅規定相關指引。

依規定，判斷貨物是否免稅的基準為：

► 進口商是否有在報關單上申報加工合約收件編號及加工合約附錄。

► 提供加工作業的加工商，必須依海關規定向海關申報加工合約，確認是經

海關核准之加工出口商。

10. 關於銷毀貨物

於2021年8月20日，GDC發布了第4125/TCHQ-TXNK號函，對銷毀原本作為

設備製造之原材料、機器設備、出口產品、報廢舊產品時之海關程序提出指引。

► 銷毀原先為了加工出口而進口的物品，包括：過剩的原材料和用品、報廢

品、廢棄及損壞之成品從2021年4月25日（第18/2021/ND-CP號法令生

效日）起可免徵進口關稅。

► 銷毀原本作為設備製造而進口之原材料必須遵守相關法令並在海關官員的

直接監督下進行。如果貨物被允許銷毀並完全遵守規定的程序，將免除進

口關稅。

► 銷毀時應以書面方式通知主管部門，並獲得由海關當局提供的銷毀許可證。

11. 關於報廢出口稅

於 2021 年 7 月 12 日，GDC發布了3494/TCHQ-TXNK號函，對報廢出口之

稅收政策提供指引。如果公司按照代碼 A12 進口原材料進行生產，在生產過

程中出現報廢品，而公司要將這些報廢品出口至海外，透過外包商處理（依代

碼E82辦理）或以出售報廢品的形式出口到國外之情況下，則不符合出口免稅

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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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審查免稅貨物清單上之進口貨物目的是否變更

於2021年7月29日，GDC發布第3807/TCHQ-GSLQ號函，對免稅清單上之進

口貨物進行進口目的變更之審查時的稅務政策提出指引。

► 若企業有文件說明改變用途的原因及辦理相關海關手續，應遵守2015年3

月25日第38/2015/TT-BTC號公告第85條。

► 審查時應同時通知海關當局 (1) 登記改變使用目的或轉為國內使用；以及

(2) 進口免稅清單上貨物皆已登記。

13. 執行衛生部關於國家單一窗口之程序

從2021年9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透過國家單一窗口對所有符合條件並需

要辦理衛生部行政手續之企業和單位進行試行。

► 頒發醫療設備進口許可證

► 頒發含前驅藥物及其相關之醫療設備的進口許可證

► 頒發用於製造含前驅藥物及其相關之醫療設備的原材料進口許可證

► 頒發出口許可證給包含前驅藥物及其相關之醫療設備以及用於製造含前驅

藥物及其相關之醫療設備的原材料

► 對於已有相應的技術規定，進行頒發新的醫療設備銷售編號

從2021年10月1日起，所有企業、單位和組織將在國家單一窗口下正式開展

上述5項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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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用於建立EPE設施之進口貨物

2021年8月5日，GDC發布第3901/TCHQ-TXNK號函，針對承包商未建立EPE

設施所進口貨物提出說明。具體說明如下 :

► 進口關稅 : 若國內企業是承包商，從國外進口貨物進入越南，依簽訂的合約

參與執行總承包商招標的案件（總承包商為國內企業，直接與EPE簽訂合

約），並依據EPE的招標合約建設工廠、辦公室及安裝設備，承包商必須按

規定申報及支付進口關稅。

► 增值稅：企業從國外進口貨物，必須在進口時申報並繳納增值稅。

15. 關於進口醫療設備之增值稅

2021年8月18日，GDC發布第4069/TCHQ-TXNK號函，要求各省市海關按照

第43/2021/TT-BTC號公告的規定實施進口醫療設備的增值稅政策。據此，若

持有符合醫療法規定的進口許可證、銷售登記證、標準公告檔案或列入衛生部

管理專業的醫療設備清單商品，可根據越南衛生部2018年5月15日第

14/2018/TT-BYT號通知公布的越南進出口貨物清單及識別商品代碼，適用

5%的增值稅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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