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知識財產權法修訂補充一系列法律條款
2022年6月16日越南國會通過修訂知識財產權法（The Amended Intellectual Law, Amended IP 
Law）。修訂的知識財產權法自2023年1月1日起生效。但是，音頻商標條款自2022年1月14日開始實
施，農用化學品測試數據保護條款自2024年1月14日起生效。

知識財產權法修訂頒布係出於越南社會經濟發展的迫切需要，也為滿足越南已簽訂生效之國際條
約和協定（例如EVFTA及CPTPP）。知識財產權法修訂法案包含100多個條款，要點如後：

1.1.	 	關於版權及相關權利，知識財產權法修訂法案修訂以下條款：

 ● 權利持有者（作者及合著者）關於版權及相關權利許可及分配的具體條款；

 ● 特定著作人格權移轉協議（例如改變作品抬頭的權利）；

 ● 補充版權及相關權利限制及例外情況，確保權利持有者利益與使用和/ 或開發作品的個
人及組織之間的平衡；

 ● 關於網路及通信網絡環境中介服務提供商的權利及義務；及

 ● 版權、相關權利及商標衝突處理條款。

1.2.	知識財產權法修訂法案補充與商標相關規定，確保在越南實務符合法令規範：

 ● 音頻商標保護補充條款。儘管保護音頻商標面臨一些挑戰，例如檢查人員之專業技術、
基礎設備等等。這些條款與越南生效之國際協議保持一致。此外，在訊息技術發展時代，
音頻商標保護可對知識財產權資產採行有效之保護。

 ● 第三方首次得基於“惡意”之理由對商標提出反對申請。這意味著，與現行法規不同，“惡
意”得適用取消申請中之商標登記。現行知識財產權法中沒有對“惡意”作出定義。我們
希望在實施知識財產權法修訂法案相關指導時得到釐清。

1.3.	行政新措施

 ● 實施眾多法規以簡化行政流程，特別是（i）權利持有者（作者及合著者）權利自動建立，無
需登記，版權及相關權利的註冊流程被簡化（即網路註冊版權及相關權利）；（ii）工業設
計描述要求被簡化；（iii）工業設計申請公告在某些情況下得延遲；（iv）專利安全控制受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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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任何第三方授予在決定簽發日前有權提交反對訴求之保護措施。但是，知識財產權法修
訂法案設置反對申請之有效時限（例如，商標反對申請自公佈日起5個月、專利反對申請自
公佈日起9個月、工業設計反對申請自公佈日起4個月、地理標識反對申請自公佈日起3個
月內為之）。

 ● 保留行政判決作為解決知識財產權侵權的措施之一。

 ● 補充與投訴解決過程相關具體法規。

 ● 鼓勵創造、發掘及傳播發明、工業設計、圖版設計及利用國家預算執行科學技術研究任
務創造出的植物種類。因此，知識財產權法修訂法案給予主辦組織自動註冊發明、工業設
計、圖版設計和利用國家預算執行科學技術研究任務創造出的植物種類，無須追償，並在
國家、主辦組織及作者之間設立利潤分配機制。

 ● 補充積極適用海關邊境控制措施之權力，倘在檢查/ 監督過程中，有證據明確表明進出口
貨物為與知識財產權相關的假冒品。

2.	 關於土地管理使用的持續創新、完善法規政策、提升效率及有效性之決議
2022年6月16日，越南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批准第18-NQ/TW號決議，關於持續創新、改善監
管政策和提高土地管理使用效率和有效性。決議規定一系列提升改善土地法的具體目標，如下幾點
值得注意：

 ● 到2023年，關於2013年土地法的修訂和一些列相關法令應以確保統一和連續性的觀點發展完
備。國家數位數據庫和土地資訊系統應中心化、確保連續性及協同進行，並用於多重使用目
的，且中央與省級必須充分鏈接。

 ● 為土地再分配、租賃及變更土地用途構建完整法規：實施土地再分配及土地租賃主要透過土
地使用權拍賣，使用土地項目競標；加強管理並嚴格控制變更土地使用用途。

 ● 完善土地定價方式：廢除土地價格級距，採用市場原則發展機制和方法以決定土地價格；補充
確定相關訊息公開揭露和透明性的要求，例如公開土地價格；強制交易得通過不動產交易處所
舉行；透過銀行完成非現金支付。

 ● 完善與不動產市場相關的法規條款：加強土地使用權商業化；建立不動產市場與土地相關數
據庫緊密相連。

3.	 關於住房及不動產市場系統建置、管理及使用之議定
為完成建立公開透明的不動產交易市場的目標，並依據第02/2022/ND-CP號議定對不動產交易業
法最新的修訂指導，2022年6月29日越南政府頒布第44/2022/ND-CP號議定，關於住房及不動產市
場訊息系統建構、管理和使用，替代2015年11月12日第117/2015/ND-CP號議定規定的相同議題。

第44號議定自2022年8月15日起生效，要點如後：

 ● 制定設立住房及不動產市場訊息系統法規，發展全國及地方不動產市場數據庫；透過交易處所
收集已批准之不動產項目、不動產轉移和銷售交易公開資訊及數據。

 ● 為越南國家銀行、計劃投資部、財政部、建築部、自然資源與環境部、計劃投資廳、稅局、區人
民委員會、不動產項目投資者及不動產交易處所，向國家住房及不動產市場門戶網站（http://
www.batdongsan.xaydung.gov.vn）共享及提供住房及不動產市場訊息及數據的責任做具體
規定。據此，機關和組織每季或每年須依據第44號議定中規定之表格，向建築部或建築廳發送
報告和數據，以便同步、審閱和資訊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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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住房和不動產市場訊息應由建築部或當地建築廳在電子網站上按年或按季公告。但是，管理
住房和不動產訊息系統的國家機關不得分享或提供有可能對國家安全、企業商業機密或個人
訊息造成潛在影響的訊息，除用於配合調查、確認及處理違反法律和相關主管機關進行國家
管理的例外情況。

4.	 關於環境保護領域違法行為行政處罰之議定
2022年7月7日，越南政府批准第45/2022/ND-CP號議定，判定環境保護（“第45號議定”）領域的
行政違規，替代2016年11月18日第155/2016/ND-CP號議定和2021年5月24日第22/2021/ND-CP號
補充議定。第45號議定自2022年8月25日起生效，規定行政違規的最高罰款金額為個人10億越南
盾，法人組織為20億越南盾。補充處罰還可能包含一段時間內剝奪使用環境許可，或環境監管服務
資格證書，自1至24個月不等；沒收用於導致行政違規的材料證據和工具；依據適用法規強制恢復
環境原狀或對環境進行補救措施；強制退回違規獲得之非法利潤等。

第45號議定規定組織造成違規行為後的補救措施如下：

 ● 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將受到2,000萬至2億越南盾不等的罰款；

 ● 違反環境許可之法規罰款金額自1,000萬至20億越南盾不等。罰款金額取決於具體違規情況，
例如未依據法規恰當或完整執行環境許可中的任一內容；未公示環境許可；建造、安裝設備、
管道或其他排污管線排放未經處理之廢棄物至環境中；

 ● 違反投資項目廢物處理環節試運行規將產生2,000萬至2.4億越南盾不等的罰款。罰款金額取
決於具體違規行為，例如未向相關國家機構通報測試廢物處理工作、投資項目工作細目、基礎
設施運輸計劃；未按規定準備或向有權簽發環境許可的機構發送投資項目或基礎設施的測試
運行結果報告。

5.	 關於越南批准發展化學工業策略
2022年6月16日頒布第726/QD-TTg號決定，批准公告越南化學產業2030年發展戰略以及2040年 
展望。

化學產業策略為設定每年10%至11%的平均增長率目標，到2030年，化學產業應佔全產業比重的
4%至5%。到2040年期間，化學產業增長率預計達到平均每年7%至8%，化學產業比重仍維持佔全
產業4%至5%。策略還設定主要目標、職責及實施方案，包含：

 ● 化學產業將朝著基礎而現代的完整產業結構產業方向發展，包含10項細分領域，分別為基礎
化學、石油化工、技術橡膠、化學藥劑、肥料及其他；

 ● 鼓勵私人投資進入化學領域，充分利用社會投資內部資源，發展本地私人企業成為發展化學
產業的主要驅動力；

 ● 化學產業以更集中的方式發展，依據各區域優勢和地方特性，非在行政區域內平均分配，確保
符合環境保護、國防安全的要求；

 ● 形成並有效促進化學工業區和群落、大型化學集群集中化以吸引化學製造項目，例如將化學品
用於本地製造其他領域項目，坐落於遠離居民區、臨近深水港、方便交通連接、大型租購土地
資金支持、鼓勵回收技術的化學品物流中心，這些工廠生產的化學產品未被其他工廠作為原
材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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