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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國人經營電子遊戲（electronic gaming, EG）獎項業務新規定

2021 年 12 月 27 日越南政府批准關於外國人經營電子遊戲業務第 121/2021/ND-CP 號議定（“第
121 號議定”）。第 121 號議定將於 2022 年 2 月 12 日生效，取代 2013 年 7 月 29 日第 86/2013/

ND-CP 號議定（經第 175/2016/ND-CP 號議定和第 151/2018/ND-CP 號議定修訂、補充）
（“第 86
號議定”）。

由於電子遊戲業是限制業務項目，不受政府鼓勵，因此頒布第121 號議定，以收緊投資和經營條
件，具體如下：

— 修訂對電子遊戲營業地點（“營業地點”）的要求，要求從事電子遊戲業務的企業透過多個相連
的房間組織業務，但應單獨設置在旅遊住宿編制的區域內，並獲得相關國家機關許可執行電子
遊戲業務。

— 增加營業地點之電子設備和監控攝影錄像存檔最短時間為自錄影日起至少180 天，而不是第 86
號議定規定之 15 或 30 天（取決於位置）。
— 規定營業地點投入營運的電子遊戲機器數量的計算方式（每5間客房最多1台電子遊戲機器）依
據投入營業之住宿房間總數。
— 提高企業經營電子遊戲業務的財務能力要求，要求企業擁有至少 5,000 億越南盾的註冊資本（
而不是第 86 號議定規定的 2,000 億越南盾），並且在提交經營條件滿足證明書申請年度的前
一財務年度能夠顯示盈利能力。

2. 計劃投資領域行政違法處罰新規定

第 122/2021/ND-CP 號議定關於計劃和投資部門行政違法處罰規定於 2021 年 12 月 28 日獲得

政府批准，並於 2022 年1 月 1 日生效（“第 122 號議定”），取代政府 2016 年 6 月 1 日頒布的第
50/2016/ND-CP 號議定（“第 50 號議定”）。
第 122 號議定的一些重點如下：

— 與第 50 號議定相比，調高對計劃和投資領域諸多行政違法行為的處罰水平，例如：在投資登記
證書頒發前進行實施項目的罰款現在高達2 億越南盾（自8,000 萬越南盾上調），對於違反有關
投資政策建議報告、可行性研究預行報告或可行性研究報告規定的行為，最高可達 5,000 萬越
南盾（自1,500 萬越南盾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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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行政違規行為新規定，主要有以下幾點：
■
■

企業註冊資本超額申報。 該違規行為將依據超額申報的註冊資本金額，處以 2,000 萬越南
盾至 1 億越南盾的罰款，並要求企業修改註冊證書以記錄實際出資額；

未能就託管責任提供託管保證金或銀行擔保，以確保國家分配或出租土地或允許改變土地
用途投資項目的實施。 該違規行為將處以 5,000 萬至 7,000 萬越南盾罰款。

3. 勞動、榮軍和社會事務部關於從事季節性生產和訂單加工工作員工的工作時
數及休息時間的新通知

2021 年 12 月 15 日勞動、榮軍和社會事務部發布第 18/2021/TT-BLDTBXH 號通知，關於適用於從
事季節性生產和訂單加工工作的員工工作時數及休息時間（“第 18 號通知”） ，自 2022 年 2 月 1
日起生效，取代 2015 年 12 月 16 日第 54/2015/TT-BLDTBXH 號通知（“第 54 號通知”）。
第18 號通知要點如下：

— 第18號通知僅適用於簽訂12個月及以上期間之勞動合約，從事農、林、漁、鹽業，及不限制加工
工作領域之訂單商品加工等季節性生產的員工。
— 每日標準工作時間和加班時數放寬如下：
■
■
■

每日最長標準工作時間和加班時數不得超過12 小時。

雇主可選擇適用每週或每月標準：(i) 每週標準工作時間和加班時數最長不得超過72 小時，
或(ii) 每月加班時間最長不得超過40 小時。
每年加班時間最長不得超過300 小時。

— 用人單位可依據年度生產及經營計劃，主動決定是否適用勞動法規定或第18號通知規定的工作
時間和休息時數制度。倘適用18號通知 ，則雇主有必要諮詢工作場所僱員代表組織；至少在實
施日前 30 天將工作時間計劃通知員工，並在職業安全和衛生報告中定期向當地勞動、榮軍和社
會事務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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