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企業所得稅	(Corporate	Income	Tax,	CIT) 
(i)	 2019	年未產生收入之納稅義務人沒有資格在2021年獲得30%	企業所得稅減免	

根據第 92/2021/ND-CP 號議定，2021 年收入不超過 2,000 億越南盾的企業和與 2019 年收入相比
減少，將有權在 2021 年獲得 30% 的 CIT 減免。為釐清此點，2022 年 7 月 21 日稅務總局 (“GDT”) 
發布了第 2594/TCT-CS 號公函，確認企業在 2019 年沒有產生收入者 (即不符合根據第 92/2021/
ND-CP 號議定規定之兩項條件之一），沒有資格在 2021 年獲得 30% 的 CIT 減免。
企業於 2019 年成立且經營期間不足 3 個月者，按2019 年的收入標準來評估 2021 年企業所得稅減
免 30%的資格由實際月平均收入乘以 12 個月確定之。

(ii)	 已開立之加值稅發票中包含捐贈/	贊助實物而無法收取的銷項稅額，不可用於計算扣除企
業所得稅
根據2022 年 5 月 16 日GDT第 1585/TCT-CS 號公函，組織或個人進口貨物支援預防 Covid-19 大流
行無需繳納加值稅。然而，於捐贈/ 贊助此類商品時必須開立銷項加值稅發票。無法收回之銷項稅
額倘計入納稅義務人費用者，因缺乏企業所得稅法規框架，不得抵除。

(iii)	不改變企業所得稅獎勵條件情況下調整投資項目時間表，不影響納稅義務人企業所得稅獎
勵狀態
根據2022 年 3 月 28 日GDT第 923/TCT-CS 號公函，企業修改其建設階段的投資證明，在不改變企
業所得稅獎勵條件情況下改變項目工程期間者，企業仍可根據投資法和企業所得稅法，享有企業所
得稅獎勵。  

2. 加值稅及發票	(Value	Added	Tax,	VAT	and	invoices)	
(i)	 使用電子發票進行貨物現場進出口活動

根據財政部 (Ministry of Finance, MoF) 2022 年 8 月 12 日第 8042/BTC-TCHQ 號公函，採用增加值
稅扣抵法之國內企業向出口加工企業 (Export Processing
Enterprise, EPE) 或位於非關稅區的企業提供貨物，現場進出口程序應按如下規定辦理：
• 現場出口報關：應使用交貨單副本及內部運輸文件，替代根據第 123/2020/ND-CP 號議定規定

之電子加值稅發票。
• 現場進口報關：報關單需檢附電子加值稅發票副本，並透過電子關務系統提交檔案。

(ii)	 EPE	電子發票開立時點
根據第 123 號議定，電子發票開立時點應為 (i) 貨物所有權/ 權利轉讓給買方使用貨物時，或 (ii) 完
成清關後納稅義務人申報加值稅扣除法。為明確 EPE 電子發票開立時點，財政部已確認2022 年 8 
月 23 日第 8404/BTC-CS 號公函，EPE 需於貨物移轉所有權時開立電子銷項發票。 第8404號公函
抄送各省稅務部門一致性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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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修訂根據第	15/2022/ND-CP	號議定符合加值稅減免條件的商品和服務開立單獨加值稅
發票規定
2022 年 6 月 20 日，政府頒布第 41/2022/ND-CP 號議定修正案，補充第 123/2020/ND-CP 號議定
關於發票開立及第 15/2022/ND-CP 號議定加值稅減免的條款，具體如下：
• 納稅義務人無需為符合加值稅減免條件的商品和服務單獨開立發票。相反的，適用不同加值稅

率之商品和服務按適用稅率開立於一張發票中。
• 如果納稅義務人遵循第 41/2022/ND-CP 號議定規定之相同方式，於 2022 年 2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20 日實施期間 (即貨物和服務符合增值稅減免沒有分開開立發票) ，該納稅義務人無需
進行任何發票調整，也不受行政處罰。

此外，第 41/2022/ND-CP 號議定第01/TB-HDSS 表格取代根據第 123/2020/ND-CP 號法令規定收
到通知和處理錯誤之電子發票 – 第01/TB-SSDT 表格。

(iv)	出口清關時無需提示電子加值稅發票
根據2022 年 6 月 3 日海關總局 (the General Department of
Customs, GDC) 第 2054/TCHQ-GSQL 號公函，GDC 對出口貨物使用電子加值稅發票的意見如下：
• 根據海關規定，出口報關檔案需提供商業發票而非電子加值稅發票
• 出口貨物電子加值稅發票的開立時間為按第 123/2020/ND-CP 號議定規定完成出口報關之 

程序。

(v)	 稅務機關提醒發票管理中的稅務違規跡象
2022 年 6 月 1 日GDT 發布第 1873/TCT-TTKT 號公函，關於加強審核及檢查發現有發票風險的納
稅義務人，防止加值稅申請退稅欺詐。值得注意的是，該公函附錄由GDT 詳細列出發票管理中的 25 
個稅務違規跡象和表象。 

3. 個人所得稅	(Personal	Income	Tax,	PIT)	及員工政策	
(i)	 關於使用電子收據和個人所得稅電子扣繳證明	

2022年7月12日GDT發布第2455/TCT-DNNCN號公函，為使個人所得稅扣繳電子收據和電子證明之
規定如下：
• GDT 正在開發電子收據的標準數據格式。在沒有GDT指導的情況下，企業可以繼續使用印刷收

據、紙本收據、從稅務機關購買之紙本收據，或是按第 32/2011/TT-BTC 號通知規定之電子 
收據；

• 從 2022 年 7 月 1 日起，稅務機關不再銷售印刷之 PIT 扣繳證明。納稅義務人可以按照第 
123/2020/ND-CP 號議定規定，從其電子軟體中創建 PIT 扣繳電子證明。在沒有電子扣繳證明過
渡期間，企業可以使用自有證明。從稅務機關購買剩餘PIT扣繳證明，在2022年7月1日後繼續 
使用。

(ii)	 個人與企業簽訂商業合作合約	(business	cooperation	contract,	BCC)	之PIT申報規定
根據2022 年 5 月 27日 GDT第 1805/TCT-DNL 號公函，企業與個人簽署BCC，個人的所得稅申報執
行規定如下：
• 如果簽署BCC的個人為非營業個人，無論BCC 收入分享方法為何，企業應按BCC總額申報加值

稅，個人就賺取部分產生之收入申報PIT。
• 如果簽署BCC 的個人是根據推定法納稅之營業個人，且其註冊經營活動與BCC相同，個人應按 

BCC 分享實際收入申報納稅。
(iii)	2022	年	7	月	1	日起調高地區基準最低工資

2022 年 6 月 12 日政府發布第 38/2022/NĐ-CP 號議定，規範基於地區根據勞動合約工作的受僱人
員最低要求工資。具體來說，更新後的基數與第 90/2019/ND-CP 號議定規定的先前水平相比增加
約 6%。
此外，第 38/2022/ND-CP 號議定補充每小時最低工資，以符合勞動法的規定。
第 38/2022/ND-CP 號議定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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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稅務行政
(i)	 覆核並廢止在總公司營業所在地集中申報及納稅之稅號

根據 2022 年 4 月 25 日第 1269/TCT-KK 號公函，GDT要求地方稅務機關覆核依據2019 年 8 月 12 
日第 3200/TCT-KK 號公函按營業地點發給13位稅碼之企業。如果營業地點不符合直接申報稅款，
或必須根據第 126/2020/ND-CP 號議定、第 105/2020/TT-BTC 通知和第80/2021/TT-BTC號通知，
在總公司所在地集中申報及納稅者，地方稅務機關將在營業地點履行所有納稅義務後終止稅號。

如果您需要進一步諮詢相關問題，請不吝聯繫KPM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