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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登记及使用电子发票的相关指导 

财政部于 2019 年 09 月 30 日颁布《第 68/2019/TT-BTC 号公告》予以指导实施政府于 2018 年 09 月 12 日的    

《第 119/2018/ND-CP号法令》，关于销货、提供劳务所开的电子发票之若干条例。 

本公告指导实施《第 119/2018/ND-CP号法令》所规定涉及电子发票之登记使用及开立方式，包括：发票内容、

开立时点、格式、适用对象、错误处理等指导内容。 

据此，发票上的品名、劳务项目强制以越南

语为准。若销售种类和品牌繁多的商品，则

需载明每项商品的种类和品牌的详细信息，

例如三星 手机、诺基亚手机等品牌（第三条

第一款 d点）。 

此外，若销售的商品属于登记所有权的对

象，则需写明该商品号码和特殊标记，例如

车子的车辆识别号和发动机型号；房子的

地址、面积、楼层数等（第三条第一款 d点）。 

关于买方的地址，若向外国人出售商品和 

提供劳务，则可以使用有关国籍和护照号码

或出入境记录凭证取代买方地址（第三条 

第一款 c.2点）。 

电子发票上不一定要有买方签字，包括在 

境外企业或客户的买方。然而，卖方可以  

与身为企业的买方协商有关电子发票的  

签署一事（第三条 第三款）。 

注册资金低于越南盾壹佰伍拾亿且带有如下征兆其中之

一的企业，则务必使用带有税务机关验证码的电子发票：

并无持有厂房、仓库、商店的所有权；通过银行进行的  

可疑交易；不准时申报税务；在一年内两次或以上更换

营业地址等相关迹象（第六条第三款）。 

本公告从 2019年 11 月 14 日起生效。下列公告、号函  

从 2020 年 11 月 01日起失效： 

于 2011 年 03 月 14日颁布《第 32/2011/TT-BTC号公告》 

于 2010 年 12 月 01日颁布《第 191/2010/TT-BTC号公告》 

于 2014 年 03 月 31日颁布《第 39/2014/TT-BTC号公告》 

于 2015 年 06 月 23日颁布《第 1209/QD-BTC 号决定函》 

于 2016 年 12 月 14日颁布《第 2660/QD-BTC 号决定函》 

于 2017年 04月 27日颁布《第 37/2017/TT-BTC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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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暨投资部于 2019年 09 月 23日颁布《第 6918/BKHĐT-PC号函》以针对识别外资企业的标准提供指引。 

根据《第 67/2014/QH13 号投资法》第三条第十四和十七款规定，若企业的出资成员中含有外国投资组织或  

个人，持股比例或多或少不区，均应视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 

若是属于《投资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外资占 51%或以上）的外资企业，必须满足有关外国投资者规定的      

条件以及投资项目办理程序。 

外资或多或少均应视为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 

 



 

企业合并时必须变更国外借款信息 

央行于 2019年 10月 07 日颁布《第 7850/NHNN-QLNH 号函》以针对   

企业合并时变更国外借款信息提供指引。 

根据央行《第 03/2016/TT-NHNN号公告》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涉及

到央行经确认的国外借款登记文件上的外币借款信息若有任何变动  

（本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情况除外），则借方须要针对变更部分  

办理国外借款信息变更登记手续。 

本号函中提及若借款方归并入另一家企业，续存企业将继承被合并企业的权利

和义务，包括国外借款，续存企业（吸收企业）必须向央行办理国外借款信息   

变更登记手续。 

不允许外资企业将租用土地来投资商业房屋 

计划暨投资部于 2019年 09 月 26日颁布《第 7023/BKHDT-DTNN号函》以针对出售商业公寓项目提供指引。 

据《第 45/2013/QH13号土地法》第五十五条第三款和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当得到政府“分配土地”后，

外资企业方可实施房屋建设项目出售，反而，若是“土地租赁”就仅能实施房屋建设项目出租，则不许出售。 

根据以上土地法规定，若是外资企业用于商业目的（非居住目的）且按年支付土地租金的公司则不允许实施

房屋建设项目出售，而仅能实施房屋建设项目出租。 

若公司欲有投资房屋建设项目出售（商业公寓）的需求，务必向   

实施项目省级人民委员会及当地投资暨计划厅联繁予以取得关涉

土地规划变更、土地用途转换、投资相关手续与程序的具体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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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于 2019年 09月 24日颁布《第 7490/NHNN-QLNH 号函》以针对进出口合约支付方式提供指引。 

根据《第 70/2014/ND-CP 号法令》第四条第二款规定，供当前交易之用而购买或汇款或直接携带外币到      

国外的人士应出示信贷机构规定的单据，并且对所出示文件的真实性负上责任。 

根据上述规定，在办理向国外支付外币过程中，企业按照付款行（交易行）决定权下出示单证，且要严格     

遵守。 

在办理向国外支付外币过程中，若企业欲免于出示海关申报单就要与进行交易的银行达成协议。 

银行在进行外币汇

款时对单证施加 

单独规定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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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电子申报纳税指南 

财政部于 2019 年 09 月 20 日颁布《第 66/2019/TT-BTC 号  

公告》予以修改及增补于 2015 年 07 月 28 日曾颁布     

《第 110/2015/TT-BTC号公告》若干条例，有关税收领域中

电子交易指南。 

据本公告的新规定，税务机关将为每家企业授予一个主  

账号和至多十个子账号，对于不同服务项目分别在网上  

申报缴税。其中，主账号在电子申报缴税注册作业完成后授

予，而子账号附于前者申请而核发（本公告第一条第一款）。 

当纳税期限到期时（截止日），如电子报缴系统出现故障，

企业可以等待系统恢复运行后以电子方式纳税或直接在  

税务局或通过银行缴纳。在此情况下，逾期纳税可免除罚款

（本公告第一条第五款）。 

关于电子纳税程序，将遵守财政部颁布《第84/2016/TT-BTC

号公告》第六条和第八条之规定。 

电子申报纳税所使用的多项表格经被本公告中所检附表格

而取代。 

本公告自 2019年 11月 05 日起生效。 

固定资产的转移在何种情况下需开立发票？ 

税务总局于 2019年 10月 04 日颁布《第 4030/TCT-CS号函》以针对固定资产转移而开立发票提供指引。 

在进行资产转移时，是否开立发票取决于该资产转移属于以下何种情况（第 219/2013/TT-BTC号公告第五条）。 

1 - 对于经已计提折旧、母公司与子公司和分公司之间或子公司与分公司之间进行转移的固定资产，若其固定

资产按照账面净值转移则免于开立发票。 反而，若固定资产在转移之前进行重估价值就要开立发票，申报并缴

纳增值税。 

2 - 对于同属一企业的各分公司之间进行固定资产转移，包括 

因企业分立、合并、归并、企业改制而转移资产的情况下，    

皆免于开立发票，仅需制立转移指令检附资产来源证明文件。 

3 - 对于独立核算单位之间或具有法人资格的各成员单位之

间进行固定资产转移，则必须开立发票且报缴增值税。 

3 

 

 

 

年营业额高达越南盾伍佰亿

的企业务必按月报缴增值税 

根据税务总局于 2019 年 10 月 03 日颁布  

《第 4004/TCT-CS号函》有关租税政策。 

根据财政部颁布《第 151/2014/TT-BTC 号 

公告》第十五条明定，刚开始生产经营的企

业均默认适用增值税季度申报（季报）方式。 

然而，生产经营活动足十二个月的头一年

后，企业基于该年度的年营业额（足十二个

月周期）来认定未来三年稳定周期适用月报

或者季报。 

若年营业额超过越南盾伍佰亿，企业必须在

未来三年的稳定周期按月度报缴。若企业 

依然进行季报，则需立即改为月报且补报报

税文件。同时，企业对报税文件未完整的  

违反行为承受相关行政罚缓。 

声明: 

“本法律简讯以供给客户更多有关法律信息为  

目的。本事务所着重于确保所提供信息的正确性，

但本简讯未带有绝对全面性，因此运用之前，    

贵客户应当事先参考专业人士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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