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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對電子商務領域稅捐稽徵管理

為實施“越南電子商務活動稅捐稽徵管理”項目，越南財政部（the Ministry of Finance，MOF）和越南稅
務總局（the General Department of Taxation，GDT）制定並要求多管齊下加強對電子商務活動的稅捐
稽徵管理。

1. 正式啟動網頁平台（Etaxvn.gdt.gov.vn）及eTax Mobile應用程式

2022 年 3 月 21 日GDT正式啟動外國供應商平台網站 (Etaxvn.gdt.gov.vn) 和 eTax Mobile 應用程式，以
促進數位化轉型，對越南蓬勃發展的電子商務活動更佳來進行稅收管理。

該平台網站適合大多數在越南沒有常設機構商具有線上電子商務典型業務性質的外國供應。 據此，境

外供應商將透過該平台網站進行稅務登記、納稅申報和繳納，及讀取電子商務業務的稅收政策和法規。

2. MOF與資訊及通訊部（th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MIC）之間的協調

2021 年 11 月 8 日MOF與 MIC 簽署第 01/BTT-BTC-BTTTT 號協議，對在網路上提供電子通訊和廣告服

務、軟體產品和服務、數位產品及服務、國內和跨境數位平台上提供產品及服務的企業進行稅捐稽徵管
理。據此，兩個部級機關將交換以下訊息：
●
●
●
●

電訊服務供應商和使用通訊資源的企業的名單及資訊（包括標識和其他相關訊息）。
用於支付小額商品（移動電子貨幣）的電訊帳戶資訊。

外國組織和個人、境內組織及個人與外國實體合作在越南境內提供網路電子通訊和廣告服務、數位
產品及服務，以及在國內及跨境數位平台上提供產品及服務之國內組織及個人的名單和身份資訊。
協調和審核參訪大量或交易量大之社交網絡系統、數位平台。

3. 加強電子商務活動稅捐稽徵管理

2022年4月4日GDT發布第997/TCT-TTKT號公函，要求地方稅務機關加強電子商務活動稅捐稽徵管理，
以防止稅收流失，具體工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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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審核、分類、監管及定期更新電子商務業務產生所得之企業訊息，包含從境外機構取得所得之企業、
透過應用程式經營線上住宿租賃之企業、向外國供應商結算數位服務支付之企業、經營電子商務平
台之企業、經營中介支付應用程式及中介傳輸應用程式之企業。
加強與商業銀行、金融服務公司、中介支付服務商的協調來收集企業訊息、所得、現金流數據，以識
別相關納稅義務人尚未辦理稅務登記、申報和繳納交易之應納稅額。
加強對從事電子商務業務的企業，以及境外供應商提供的網絡平台上交易或合作，及使用廣告服務
之審查和檢查。

對於不符合越南法律規定的國際支付網關（包括與PayPal相關的交易）的支付交易，越南國家銀行已
要求越南的發卡機構和此類國際發卡支付組織在越南的代表處協調、資訊交換和研究識別 PayPal
相關交易的措施。同時，稅務機關將協同其他主管機關查處違規和逃漏稅案件。

4. 商業銀行向稅務機關報告納稅義務人支付帳戶數據
●
●

2022 年 4 月 26 日GDT 發布第 1305/TCT-KK 號公函，要求商業銀行在該公函發布之日起 90 日內就
報告期間前1個月提供納稅義務人仍處於活動狀態所有銀行帳戶資訊。
商業銀行必須按月且不遲於次月10 日前向稅務機關提供報告期間內新開銀行帳戶和關閉銀行帳戶
的資訊。

隨著第 38/2019/QH14 號稅捐稽徵管理法確立電子商務活動之法律依據，以及主管機關密切協調的切
實措施，稅務機關將嚴格監督越南電子商務業務未來的稅務合規性。

請不吝聯繫KPMG就加強遵守越南稅法的必要行動計劃進行進一步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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