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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the Changes in Vietnam’s new Individual Income Tax
越南最新个人所得税法修订详解

根据越南《个人所得税法》(“Personal Income Tax” (PIT)) ，越南居民和有劳动合同的外国人（越南税务居民），其来源征收

的个人所得税不论收入的支付地点，皆按照累进税率的5％到35％范围缴纳越南PIT。非税居民则是将其就业收入按照20％的平均PIT

税率征税。

越南居民和外籍人士的税收计算及程序是相同的，但税务居民和非税居民不同。

根据现行税法规定，个人在以下情况下被视为越南税务居民： 

• 在一个西历年内或在首次抵达越南之日起连续12个月在越南居住183天或以上;或

• 在越南注册“永久居住地”;或租赁房屋（包括酒店，宾馆，汽车旅馆，办公室）在纳税年度内租期为183天或以上。

• 此外，如果个人在越南租用的房屋租期为183天或更长，并且在纳税年度实际居住在越南的时间少于183天，但未能在任何国家证明其税务居住

地，则此人被视为越南税务居民。

个人不符合上述条件，则是越南的非税务居民。

越南的月薪包括：

• 薪资收入

• 强制性社会保险

税务居民和非税务居民

税务管理的修订38/2019/QH14（2020年7月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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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扣除强制性社会保险缴款后，对薪资收入余额征收PIT。公司需在

年初对其雇员前一年产生的应纳税收入进行PIT审定。

在2019年，越南有约668万人缴纳个人所得税，总计34.1亿美元（ 

79.2万亿越南盾）。【1美元 ≈ 23,181越南盾】

随着越南消费物价指数(CPI)从2013年7月到2019年底增长超过

20%，越南国民议会通过了《税收管理法》，该法于2020年7月1日起生效

并取代原有的税收管理法。

以下是一些关键的变化：

1. 个人所得税
1.1   申报截止时间从原先的90天延长到120天，此条适用于直接与

税务局进行年度纳税申报的个人。

2020年4月3日，财政部因考虑到受COVID -19的影响，向政府提呈决

议草案以延长受影响的个人及个体户的个人所得税缴税期限。

2020财年越南个人所得税缴纳期限延长至2020年12月31日，且免

缴纳滞纳利息。符合条件的纳税人需于2020年7月30日前向税务机

关提交书面的延期申请。

1.2   原先公民需提供身份证号和税号才能进进行申请。此次改革

后，有缴税记录的公民可以直接使用他们的身份证进行申报。

1.3   尽管此次修订是自2020年7月1日起生效，但该免税额可回溯至

自2020年1月1日起生效。允许个人所得免税明细包括：

a.  居民个人免税额从9百万越南盾/月增加到11百万越南

盾/月。新政策具有追溯性，从2020年1月1日起适用。

b.  扶养人减税额（Dependent Deduction）从每月3.6百万越

南盾增加到每月4.4百万越南盾。这里符合条件的扶养人指的

是18岁以下的儿童或18岁以上但收入不超过每月100万越南

盾的低收入。此外，无法工作或低收入的纳税人的配偶或父母

也符合抚养亲属的规定。需要注意的是，每个纳税人仅可申报

一名符合条件的扶养人。扶养人津贴不会自动生效，纳税人需

自行注册并向税务机关提供证明文件。

2. 对纳税人的影响
纳税人已按之前的标准缴纳税款的，可在2020年底前重新计算其个

人所得税并进行退款。 此项措施也是越南政府为刺激COVID -19后越南

的经济增长和消费而颁布的最新激励措施。

3. 加强执法和管制
税务局将拥有更多的税收权力，特别是在个人或企业试图逃税的情

况下。 此外，税务登记证将从原先的提交后10天发放改为3天内发放。

4. 增加透明度和纳税人利益
纳税人有权知道处理退税的时间表，不可退还的金额以及此类不可

退还的税额的法律依据。此外，纳税人按照税务机关的官方指导进行申

报和纳税，则不会受到处罚。

退税的最后期限由税务机关规定：

• 若纳税人希望对判决提出上诉的，须支付全部税款以及罚款和

滞纳金。

• 如果纳税人赢得上诉，可以要求税务当局支付每天0.03%的利

息。

5.  外国人个人所得税
此次修订的法案没有针对外国人个人所得税的修改，这里对外国人

个人所得税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5.1   入境之日起并连续在越南居住183天或以上的外籍人员我们同

样称之为税务居民。若个人第一次入境的西历不足183天的，则其首

个纳税年度应为从入境日起算的 12 个月期间 。之后，纳税年度即为

西历。（西历一般指公元。公元，即公历纪年法，是一种源自于西方社

会的纪年方法）

5.2   在越南的外国国民可以免除某些就业福利的税收，例如：

• 外国人迁往越南的一次性搬迁津贴；

• 雇主每年为休年假的外国雇员支付的一次往返机票费用；

• 雇主为在越南学习的侨民子女支付的普通教育学费。 

 5.3  若满足条件，则视为非应税收入的其他收益包括： 

• 雇员住房费用超过应纳税收入总额的15%（不包括雇主的

住房福利）；

• 雇员上下班交通费用 ；

• 与雇员职业和/或雇主计划有关的雇员培训费 ；

• 雇主为雇员提供的午饭津贴；

• 如果话费，文具，日常津贴，工作服等的假定性支出在相关

法规规定的水平之内，则无需缴税。

年应税收入（百万越南盾） 月应税收入（百万越南盾） 税率

0-60 0-5 5%
60-120 5-10 10%

120-216 10-18 15%
216-384 18-32 20%
384-624 32-52 25%
624-960 52-80 30%

超过960 超过80 35%

描述 截止日期

在税务检查前，
有资格申请退税的退税档案 收到退税申请后6个工作日

退税前须经审核的退税 收到退税申请后4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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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PO亮相第15届人力资源数字化论坛并获大奖
2020年7月1日，BIPO受人力资源智享会的邀请，参与了在上海绿地万

豪酒店举办的第15届人力资源数字化论坛。 在同日举办的 “2020中国人力

资源技术供应商价值大奖”颁奖典礼上，BIPO凭借专业的服务团队、优质的

品牌口碑和影响力，荣获“2020中国人力资源技术供应商价值大奖”—HCM 

系统-本地部署10强。 

本次展会中，BIPO Workio产品负责人Sean也带来了精彩演讲，吸引

了不少HR到场，现场座无虚席，反响热烈。 Sean也实际案例进行了分析，详

细讲解workio在体检、报销、薪酬及绩效管理多个业务场景中的运用，通过

便捷式的操作能够有效提升效率。并且Workio不仅能够达到秒级发布，并

且采用敏捷开发，能够实现持续交付，为客户实时反馈，更大程度上为企业

人力资源发展提供高效便捷的解决方案。 

在展会现场，HR们也纷纷在BIPO展位前驻足交流。BIPO带来自主研

发的BIPO HRMS平台和Workio APP都可以帮助企业打破常规的办公形态，

有效提升工作效率。在活动现场，BIPO展位前吸引了不少HR前来咨询并获

得一致好评，也让大家了解到BIPO在人力资源服务领域的技术优势。同时

为感谢大家的参与和交流，BIPO还准备了精美的定制礼品。

税务管理的修订预计将对100多万人产生影响，导致：

• 年收入低于2000万越南盾且一名扶养人只需缴纳230,000越南盾的税款，要比现缴税额减少48％；

• 高收入者的税额将减少7％；

• 税法的调整将鼓励家庭消费并刺激经济增长，从而提高可支配收入。

BIPO亮相2020新旗峰会，用“连接”成就无限可能
2020年7月8日，由国内领先的人力资源智库HRflag主办的新旗峰会

重磅开启。BIPO也受邀参与了此次峰会，与多家全球和国内领先的人力资

源公司与标杆企业一起携手，在线分享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理念以及最新

成果，呈现出科技带给人力资源工作的无限可能，勾勒人力资源科技与创

新的未来画卷。

BIPO Workio产品负责人Sean以“WORK I/O : 连接的力量”为主题，

带来了精彩演讲。Sean以无处不在的连接为切入点，生动形象地讲述了如

何通过“连接力”赋能人力资源，在复杂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平衡角色，让每

个角色通过科技放大价值，从而解决企业的问题，帮助企业突破重围。 

在分享中，Sean也对实际案例进行了分析，详细讲解Workio在体检、

报销、薪酬及绩效管理多个业务场景中的运用，通过连接力完善每一项

功能，便捷式的操作能够有效提升效率，为企业提供可靠有力的服务支

持。Workio以高度稳定的平台为基础，结合完善的流程和结构，同时具备

快速行动和应变能力，不仅能够达到秒级发布，并且采用敏捷开发手段，

为客户进行实时反馈，达成持续交付，更大程度上为企业人力资源发展提

供高效便捷的解决方案。

面对数字化时代的挑战，人力资源科技创新也将成为未来行业发展

的必然趋势，企业对人力资源数字化管理的需求也会日益增多。而BIPO

所研发的Workio则能有效优化成本，提升企业效率，改进员工体验。依托 

BIPO 的全球一站式服务资源，整合线下服务，满足企业对产品和服务的

双重需求。让企业看到的不仅是功能，更是可以依赖的服务。

未来，BIPO将持续用技术、产品和专业的服务，帮助企业重构科学的

人力资源体系，推进企业人力资源数字化的进程，用连接帮助企业成就无

限可能。



BIPO x 36氪出海 | 出海东南亚，如何做跨国员工管理
近年来，拥有6.5亿人口的东南亚，无疑是中国企业出海最热门的目

的地之一。不过，“走出去”只是出海的第一步，要在当地落地、站稳脚跟，

招到合适的人才、搭建高素质的队伍，则对创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

此，36氪出海联合兄弟品牌 KrASIA，共同推出了以“海外用工”为主题的

线上直播分享沙龙活动。

7月27日， BIPO CEO Michael Chen及BIPO企业海外落地服务总监

Ivy Zhang有幸作为分享嘉宾，受邀参与第三期「出海止难 | 海外用工」主

题直播分享，带来“出海东南亚，如何做跨国员工管理”的分享与答疑。 

在分享中，Michael和Ivy针对出海跨国员工管理的相关问题，通过出

海企业员工远程办公的风险及具体实行方案为切入点，分别对远程办公

期间社保、福利、假期、保险等问题进行细化分析，并就不同国家地区的实

际情况和要求，给到了切实可靠的信息分享。同时，出海东南亚各个国家

的法律规定各不相同，对于出海企业涉及的竞业禁止、辞退等相关问题，

两位也分析了各个国家政策的不同之处，并提供了对应的思路策略，帮助

企业巧妙平衡管理方式。最后，面对当下流行的企业文化制度，也分享了

对于在东南亚实行企业文化管理的一些看法和观点。在后续的答疑环节，

两位也分别给予了多角度的细致解答，并为出海企业提供了具有参考性

的建议。

出海浪潮之下，中国新兴企业走出去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全球化的理

念更需要结合本地化的经验，才能让中国企业快速顺利的在海外市场发

展。因此为了更好的为企业出海提供服务支持，BIPO所独创的海外落地

服务，能够帮助出海企业在中国文化和当地文化之间做一个平衡，满足许

多企业在当地的人事服务及合规需求。未来，BIPO也会持续致力于帮助

中国企业快速拥抱变化，适应当地商业环境，为中国企业在出海发展之路

上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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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PO获选2020年度
上海市产业电商 “双推”工程生产性服务平台推荐服务商

7月8日，2020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创新云峰会暨上海市产业电商“双

推”工程启动仪式在上海临港松江科技城举行。BIPO作为“双推”工程服务

平台企业受邀出席本次峰会。

大会上揭晓了2020年度25家“双推”工程服务平台企业名单，并为25

家平台授牌。BIPO很荣幸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作为亚太区服务网络最广、

落地最深的一站式人力资源合作伙伴，旗下自主研发的“BIPO Workio”HR-

SaaS服务，提供专业的人力资源系统解决方案，利用先进IT技术，依托海外

全球服务资源，通过“全模块”系统轻松整合线下服务，实现云服务亚太地

区“全覆盖”，致力于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移动端平台和丰富行业经验的专

业团队，给企业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 

“双推”工程作为推进“互联网+”与实体经济融合创新发展的一项重

要举措，聚焦制造业与互联网、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致力于推动各

类基于互联网等新技术应用的生产性创新服务业态与市场需求的有效对

接，促进产业电子商务、产业互联网应用服务平台加快创新创业步伐，在带

动并不断满足广大实体企业服务需求的同时，积极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

效、转型升级，进而促进形成建平台、用平台“双向迭代，互促共进、开放共

享”的产业发展新生态。

本次BIPO获选2020年度上海市产业电商 “双推”工程生产性服务平台

推荐服务商，是政府、企业对BIPO一直以来努力的肯定。在未来的企业战略

部署和经营中，我们也将会以此为动力，更好地利用产品和服务优势，加强

专业服务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构建优质的服务平台，发挥协同效应，形成全

球范围内的高效网络及运营体系，做优产业环境，更好地服务于国际化进

程中的中外企业，以“中国服务的探索者和实践者”为己任，致力于把“中国

服务”推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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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PO于2004年在上海成立，致力于从事人力资源服务业，之后发展成为国际化公司，全球总部设立于上海，并在新加坡设立亚太总部，研发中

心分别设立在新加坡、上海、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另外，BIPO同时也在香港、台湾、泰国、日本、越南、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

设立子公司，业务遍及亚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我们的服务产品包括人事代理、薪资外包、考勤自动化管理、海外落地服务、劳动力精益管理、业务流程外包、差旅管理、弹性福利管理、外籍

员工服务等等。除了人力资源服务，我们也提供行政和财务等相关的外包服务。

BIPO的优势在于通过BIPO HRMS“全模块”系统整合，实现云服务亚太地区“全覆盖”。

BIPO，作为亚太区服务网络最广，落地最深的一站式人力资源合作伙伴，提供创新高效的企业解决方案，助力提升企业效率，以“中国服务的探

索者和实践者”为己任，致力于把“中国服务”推向世界！

扫码关注，留下联系方式，我们将
发送往期BIPO TIMES到您邮箱

政策快讯
1. 【北京市】关于2020年度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的通知。 More...

2. 【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2020住房公积金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有关问题的通知。 More...

3. 【成都市】关于贯彻落实《四川省关于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期限的实施办法》有关经办事项的通知。 More...

4. 【成都市】《关于2020年成都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及缴存基数执行标准的通知》解读文本。 More...

5. 【厦门市】关于做好2020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和缴存比例调整工作的通知， 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上限为5772元，下限为170元。 More..

6. 【郑州市】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调整2020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和缴存比例的通知。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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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PO各国家与地区研讨会系列
7月BIPO一共带来了总计4场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线上线下研讨会。随着全球疫情趋于平稳，BIPO也开始恢复线下论坛活动，7月BIPO在大陆地区今

年的首次线下公开课开讲。在未来BIPO各国家与地区也会根据当地的情况陆续恢复线下公开课系列。 帮助HR及企业管理者们落实海外战略第一步： 

7月16日：  【BIPO大陆】线下研讨会“数字化人力资源创新研讨会” — BIPO解决方案总监Rina Wu&世茂集团共享中心负责人刘冬扬共同分享；

7月22日：  【BIPO新加坡】BIPO联合CEA成功举办“汇融狮城”大讲堂——新加坡企业政府补助金政策解读；

7月24日:   【BIPO香港】BIPO薪资专家线上解读香港713法例；

7月27日：  【BIPO印度尼西亚】 海外用工超级研讨会 — 印度尼西亚劳动法及合规解读圆满结束。

未来，BIPO会继续关注全球海外用工政策，提供更多海外国家主题板块，帮助中国企业快速拥抱变化，适应当地商业环境，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的

发展之路上保驾护航，敬请期待！

http://rsj.beijing.gov.cn/csibiz/improtant/news/202007/t20200717_1951113.html
http://gjj.beijing.gov.cn/web/zwgk61/xwdt/_300666/10825516/index.html
http://cdhrss.chengdu.gov.cn/cdrsj/c109770/2020-07/24/content_12c78e16d3c94ec4b0eee77b89496ddd.shtml
http://cdzfgjj.chengdu.gov.cn/cdzfgjj/jknry/jk_det.shtml?detailid=3305
http://gjj.xm.gov.cn/zwgk/tzgg/202006/t20200630_2458438.htm
http://zzgjj.zhengzhou.gov.cn/zwyw/3464223.j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