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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銀行領域金融科技（
“Fintech”
）活動監管沙盒議定草案修訂（
“金融科技監管
沙盒”
）
2022年 24月 1 日越南國家銀行發佈第二版金融科技監管沙盒草案（“第2版草案”）。與之前2021

年發佈的草案（“第1版草案”）相比，第2版草案為金融科技監管沙盒參與者創造更為良好的環境。
第2版草案包含如下要點：
●
●

擴大管理範圍，包含應用於銀行領域和信貸機構，或獨立財務技術公司發佈的技術解決方案。
在第1版草案中，管理範圍僅限於應用於銀行活動解決方案。
細化金融科技領域的定義，包含增加詞彙定義，例如：
–

–

●
●
●

區塊鏈科技（“區塊鏈”）意即通過數個點對點電腦網絡協助記錄及傳輸數據的技術，同時
全部節點自動同步區塊鏈副本；區塊在軟件自動達成共識後按時間順序添加到區塊鏈中，
鏈接在一起並加密以使其不可能被篡改；

分佈式記帳技術（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DLT）是指技術性基礎設施和規則允許
位於不同地理位置但處於同一網絡的數台電腦提出及驗證交易記錄，並以不可變動的方式
同時更新和同步這些記錄。

將DLT增添銀行活動，以允許參與金融科技監管沙盒的銀行領域金融科技解決方案清單

提議為金融科技監管沙盒中點對點借貸單獨設立運營原則、條件、標準和申請資料，確保解決
方案營運及試運行階段的安全性
補充金融科技監管沙盒參與人員條件，包含法人代表、總經理（董事）及執行金融科技解決方
案的員工

2. 原則性批准監管沙盒信貸機構壞帳清算展延

2022年3月29日，越南政府批准第47/NQ-CP號決議，原則性同意展延國會關於信貸機構壞帳清算
監管沙盒第42/2017/QH14號決議（“第42號決議”）的有效期限。第42號決議自2017年8月15日生

效，預計實施5年後，於2022年8月15日到期。依據評估結果，在過去的5年中，第42號決議明顯貢獻
將壞帳率控制在2%以下，並確保信貸機構系統的安全。

為應付壞張率升高的擔憂，及對Covid-19復發後對經濟產生的負面影響，越南國家銀行提議延長

第42號決議實施期限。在第十次會議上，越南國會常委會同意延長第42號決議執行期限至2023年
12月31日。此項延期有望繼續控制壞帳率並進一步確保信貸機構系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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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至2025年發展數位經濟和數位社會國家戰略

2022年3月31日，越南總理批准第411/QD-TTg號決定（“第411號決定”），關於到2025年及2030年
後發展數位經濟和數位社會的國家戰略。此計劃旨在支援越南與數位領域全球趨勢保持同步，發
展新型業務線，開發新市場，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數位經濟與數位社會的一些目標，包含到2025年數位經濟佔GDP比例達20%，到2030年佔比超過

30%；到2025年電子商務在佔零售總額中超過10%，到2030年超過20%；企業使用電子合約的比例
到2025年超過80%，到2030年達到100%。

為達到目標，越南總理指出幾項主要任務，包含：
●
●
●
●

制定法規：規定並執行修訂的電子交易法和指導文件；採用新的數位服務和新的數位經濟業務
模型監管沙盒框架。

發展同步基礎設施：透過採行戰略和路徑圖數位化並提供眾多行業和領域的關鍵基礎設施，例
如郵務、交通、電力供應、商務、能源、教育和培訓、科學及技術、醫療、文化、體育及旅遊。
開發數位平台、 數位數據及數位人力資源：開發並執行國家數據戰略；增進線上培訓時長及數
量。
確保網路訊息安全及網路安全，建設安全及健康的數位環境，創建信任，以執行自真實環境過
度到數位環境。

資訊及通信部負責協調相關部會以執行第411號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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