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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越南國內生產總值（GDP）
成長率達到 7.08%，創 10年新高，成
為該地區和世界上經濟成長最快的國
家之一。人均 GDP接近 2600美元，
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相當於人
均 GDP 7600美元。越南的發展建立在
社會政治和宏觀經濟穩定以及有效控制
通貨膨脹和提高成長品質的基礎上。此
外，對國外投資商而言，越南 9500萬
人口的購買力使其成為極具吸引力的貿
易市場。.

憑藉競爭優勢，越南 2018年貿易額
近 4800 億美元，貿易順差 74 億美
元。除農產品出口創紀錄成長外，越
南還成為了世界工廠之一，供應電子
消費品、手機、紡織品和鞋類產品。
2018年，越南擁有約 26000個外商
直接投資（FDI）項目，註冊資本總
額近 3500億美元。其中許多專案來
自 Siemens、Novartis、Carlsberg、
Mitsubishi、Toyota、Samsung、LG、
Exxon Mobil、Ford、GE等大型公司。

此外，越南的證券市場在 20年的發展
過程中繼續保持正成長。2018年 9月，
FTSE Russell 將越南列入其觀察名單，
考慮將其從“前沿市場”重新歸類為“二
級新興市場”。

得益於商業環境的大力改善，2018年，
越南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資金達到創紀錄
的 350億美元，實際到位資金 190億
美元。私營領域發展強勁，2018年新
成立的企業超過 13.1萬家。越來越多
的本土企業家參與國際競爭，比如汽車
製造商 Truong Hai和 Vinfast。

2018年，在許多國際組織的排名中，
越南的國際排名有所提高。世界銀行的
《營商環境報告》將越南排在 190個國
家中的第 69位。而世界經濟論壇發布
的《全球競爭力報告》中，越南在 140

個國家中排名第 77位。 與此同時，在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2016

年的報告中，越南的工業競爭力績效指
數（CIP）在150個國家中排名第41位。
此外，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指數
中，越南在 156個國家中排名第 57位，
比上年攀升了 11位。

第四次工業革命，或者說工業 4.0，已
經來到了每一個企業的面前，帶來了任
何國家都無法忽視的巨大變化。越南正
在迎接工業 4.0的挑戰，並將其轉變為
一個大好機會，從而通過創新與其他國
家進行競爭，而非通過貿易自由化、規
模、經驗、勞動力或資本等傳統要素與
他國競爭。

越南在 2018年全球創新指數（GII）中
躍升兩位，在 126個經濟體中排名第
45位。越南目前有3000多家初創企業，
它們正在發展並吸引著更多的本地和外
國投資資金。

 為達上述目標，我們致力於建立一個
以行動為導向、以發展為動力的誠信政
府，為人民和企業服務。我們承諾加強
符合國際標準的法律框架，並促進行業
的發展。越南政府力求建造一個友好、
互助和開放的商業環境。”

越南總理
阮春福

以上是越南總理 Nguyen Xuan Phuc與跨國公司領導人就越南經濟問題進行對話的部分內容
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
2019年 1月 23日 5



2019年歡迎來
越南經商

我們謹代表越南工商會（VCCI）和 PwC越南
與您分享 VCCI主席兼總裁 Vu Tien Loc博士
和 PwC越南總經理 Dinh Thi Quynh Van女士
的談話摘要。

VTL：越南經常
被譽為是世界上
最大的新興經濟
體之一。多年來，
作為越南許多投
資商的顧問，您
能告訴我們他們
在越南看到了什
麼嗎 ?

DTQV：這是個有趣的問
題。多年來，投資商對越
南從中央計劃經濟向市
場經濟的過渡、從世界上
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向中
等偏下收入國家的轉變
感到驚訝。越南現在是該
地區最具活力且潛力巨
大的新興國家之一。

“有活力”⸺這樣說很貼切！越南在過
去 30年中的經濟轉型是非常了不起的。
事實上，我可以引用一些資料來展示我們
國家的活力：

• 2018年國內生產總值（GDP）成長達
7.08%，創 2008年以來新高；

• 加入 WTO以來，2018年進出口貿易額
成長了 2倍，達到近 4800億美元；

• 2018年外商直接投資（FDI）支付款超過
190億美元，創 10年來新高，這只是幾
個例子而已。

我同意您所說的。本地和國際企業也有同
樣的感受。PwC 2018 年 APEC CEO 調
查顯示，越南仍然是第一大投資熱點，
APEC 中 46%的商界領袖計畫在 2019年
增加在我國的投資。
我知道 VCCI還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顯
示近 56%的外國公司計畫擴大其在越南
的業務。

是的，我還想補充一點，越南的活力還體
現在積極進行國際整合和對全球自由貿易
的大力支持上。迄今為止，我們已經簽署
並加入了 13個自由貿易協定（FTA），且
正在就另外三個自由貿易協定進行談判。 

2019年，我期待著一些激動人心的措施，
如 2019年初生效的《全面與進步跨太平
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以及 2020

年《歐盟 -越南自由貿易協定》的批准。

是的。我相信，這些協議將為越南加快體
制改革、改善營商環境、創造更多新的跨
境商機提供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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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說的對極了。新一代自貿協定將説明越
南進一步融入地區和全球供應鏈，擴大其
出口市場，並為投資者提供更大的潛力。
此外，隨著年輕人知識和技能的不斷提
升，越南有很大的潛力在全球價值鏈上提
升至下一個等級。

是的，說到這一點，越南的外商直接投資
活動多年來一直離不開對自然資源和低
廉勞動力成本的依賴。外國投資者對製造
業、加工業、房地產和零售業的興趣最
大。從 VCCI的角度來看，還有尚待發掘
的機遇嗎 ?

沒錯。因此，為了取得成功並在未來幾年
內持續成長，除資本外還有更多的準備
工作要做。事實上，投資商必須進行大量
的市場評估，對其計畫和能力進行調整，
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當地環境，從而獲得成
功。

的確，雖然在越南有許多機會，但也面臨
著一些阻礙。瞭解越南，並瞭解使越南
成為一個獨特市場的所有因素，可以幫助
企業更好地進行準備工作，從而在這裡投
資。更重要的是，在正確的資訊和建議下
進行正確的規劃，投資商不僅可以有效地
進入越南市場，而且可以在這個未來的經
濟強國中獲得持續的成功。

我認為，在高科技產業、金融服務、旅遊
業甚至現代農業方面，還有很大的投資空
間。國家以稅收或土地租賃計畫等形式提
供了配套激勵措施，鼓勵企業更多地投資
於高科技產業、綠色產業、無污染行業和
增值服務。我堅信，未來幾年，數位和環
保投資將推動經濟的成長。

您提到的這些激勵措施是政府承諾為企業
創造更有利環境的結果。
例如，越南政府幾年前提出的“賦權型政
府”一詞，仍然是越南堅持的主要思想
體系之一。這反映在政府一直不斷努力使
越南與國際標準和慣例保持一致。雖然總
體而言，整體變化是積極的，但我們也必
須認識到進行變化時面臨的挑戰，並做好 

準備。

對於外國投資者來說，該經商手
冊是任何投資計畫的有益開端。
它讓讀者能夠大致瞭解越南作為潛
在投資目標市場的概況，並説明他
們瞭解越南動態的商業環境。自
2017年在越南舉辦 APEC以來，
VCCI和 PwC越南合作出版了該
手冊。自那時起，該手冊一直是代
表 VCCI和 PwC越南之間合作關
係的年度旗艦出版物。我們希望這
本手冊能幫助投資者在該經濟體中
實現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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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整合之路

越南曾經是東協國家中較小的經濟體之一，現
在已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國家，準備實現經濟
現代化，並積極參與競爭性產業、出口導向型
產業和服務行業。

與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IMF）和其他國際組織的夥
伴關係始於 1993年。這些都
為越南過去幾十年顯著的社會
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與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IMF）等的夥伴關係

大 約 20 年 前， 在 1998 年，
越南加入了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這是越南在多邊化
和國際經濟整合方面邁出的一
大步。成為 APEC成員對越南
的發展和改革產生了積極影響。

加入WTO

另一個關鍵轉捩點是越
南於 2007年加入世界貿
易組織（WTO）。加入
WTO為該國通過雙邊和
多邊自由貿易協定進入全
球市場打開了一扇大門。 

加入 WTO十多年來，越
南已成為全球一顆冉冉升
起的新星。其經濟體制得
以改革，逐步提高工業和
服務業對 GDP的貢獻，
同時降低農業占主導地位
的比重。

東協（ASEAN）成員及美
國 -越南關係正常化

1995年成為東南亞國家聯盟
（ASEAN）第七個成員國，
這是區域整合進程中的又一
重大里程碑。自加入東協集
團以來，越南在東協內部建
立了新的雙邊和多邊關係，
通過執行 AFTA協議，積極
參與區域經濟。1995年也
是歷史性的一年，越南和美
國宣佈正式實現兩國外交關
係正常化，隨後幾年兩國貿
易額激增。

革新開放

30多年前，越南開始了經濟
改革，統稱為“革新開放”
（“Đổi mới”），目標是建
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國家開始開放外國投資和貿
易。因此，越南在國際整合
方面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
進展，並在這一過程中取得
了許多里程碑式的成果。

APEC成員

8 |  越南投資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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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簽署的《越南 -日本經
濟夥伴關係協定》（VJEPA）是
越南加入世貿組織後第一個雙
邊自貿協定（FTA）。VJEPA對
越南和日本都產生了積極的經
濟影響。

《越南 -日本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VJEPA）

2018年，越南國民議會通過了批准《全面
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
及相關文件的決議。該協定將為貿易開闢新
的機遇，並為越南改革其經濟體制和商業
環境提供更多動力。根據計劃投資部國家
社會經濟資訊和預測中心的計算，到 2035

年，CPTPP將使越南GDP成長 17億美元，
出口成長 40億美元。

簽署 CPTPP

加入東協經濟共同體（AEC）

東協經濟共同體（AEC）的正
式成立是東協從發展中地區邁
向更加繁榮和蓬勃發展地區的
重大指標性里程碑。預計在
未來一段時間內，進一步融入
AEC將為越南帶來新的機遇。

簽署 EVFTA 

《歐盟 - 越南自由貿易
協 定（EVFTA）》 和《 投
資保護協議（EVIPA）》
於 2019年 6月在河內簽
署。這些協定為雙方推進
雙邊貿易和投資合作開創
了新紀元。歐盟委員會稱
EVFTA是有史以來與發展
中國家達成的最具雄心的
自由貿易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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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l     Doing Business in Vietnam

1
1

4

2

3

越南商業峰會精彩瞬間

說明：

1. 會議代表在“我與母親”雕像前合影

2. 與世界銀行會面

3,4,5. 與業務代表會面

6,7. 2018年越南商業峰會

8,9. 歡迎 APEC 2017年度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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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l     Doing Business in Viet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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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 APEC 和 2018年度東協世界
經濟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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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2007 2014 2018

1986
-1990

2001 
-2004

2011 
-2013

2007
 1992 

-1997
2014 
-2017

<8% 8.46% 6.4%4.4% 7.25% 5.6%

2018

7.08%

經過 30多年的革新開放，越南經濟
保持了 6.6%的平均 GDP成長率，
躋身世界經濟體前 50強。

（加入WTO）

<1000美元

2052美元

2587美元

86美元

GDP成長（%/年）

人均 GDP成長

6.6%
30多年來達到的
GDP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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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是
該地區極具吸引力的

目標投資地
越南自 1998年加入 APEC，2007年加入WTO以來，一直在積極履行其
對國際經濟整合的承諾。越南已經對跨境貿易和投資敞開大門，並進行了
各種體制和政策改革。新的雙邊和多邊關係得以建立，促進越南按照國際
經商標準行事。

特別是 2018年，是落實越南經濟整合承諾的重要里程碑。在東協內部，
越南正在履行其削減 98%關稅額度的承諾。在與韓國、日本和澳洲的貿
易方面，越南正在減少敏感清單上產品的稅收。

通過積極履行這些承諾並保證為外國企業創造有利條件，越南還重申了其
在東南亞和亞太地區的重要地緣政治地位。

從該區域擁有的便利地理位置到其在體制改革方面取得的一些成就，越南
已證明其仍然是該區域極具吸引力的目標投資地。

在本章節中，我們將探討導致以上情況的一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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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速融入全球經濟

參與策略貿易協定，包括
AFTA、歐盟 - 越南自由貿
易協定和 CPTPP，表明了

越南與其他國家開放貿易的 

承諾。

3. 加強體制和監管 
    體系框架

多年來，越南政府為了給投
資者建立一個透明和公平的
投資環境，對法律和體制框
架進行了改善，這反映在

越南經商便利度排名從 2014

年的第 99位提高到 2019年
的第 69位。

4. 購買力增強且新興中產 
    階級湧現的大型市場

越 南 人 口 約 9500 萬， 居
世界第 14位，在各種類型
的商業投資方面具有巨大
的市場潛力。根據 PwC的
《2050年的世界》報告，預
計到 2050年，越南將躋身
全球前 20大經濟體之列。

1. 策略位置

越南毗鄰中國，地理位置優越，對於那
些希望將供應鏈從中國擴展向其他國家
的投資者來說，越南是一個理想的選
擇。且投資者能夠抑制中國現有供應鏈
的中斷或延誤。

為什麼來越南投資？

使越南成為極具吸引力的
目標投資地的因素：
 （排序不分先後）

9500萬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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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經濟平穩高成長

根據Moody's Investor Services的資料，
越南是東協國家中經濟成長最快的經濟
體之一，並有望實現強勁成長，預計在
2018年至 2022年期間，越南經濟將以
每年 6.4%的速度成長。世界銀行和亞
洲開發銀行（ADB）等國際組織讚賞越
南宏觀經濟的穩定成長。

8. 不斷完善的基礎設施

越南正在大力投資公路和海
港等基礎設施，從而為投資
商提供高效的商業環境。從
2012年到 2016年，越南的
基礎設施支出成長速度在東
協國家中名列前茅，年成長
率為 11.5%，幾乎是其 GDP

成長的兩倍。

這促使越南在 2018年世界
銀行物流績效指數排名中，
排名上升 25位，在 160個
國家中排名第 39位，領先於
馬來西亞、印尼和菲律賓。

5. 人口年輕，勞動力眾多， 
    人才不斷增加

越南教育與培訓部的資料顯
示，越南以其黃金年齡結構
而聞名， 52%以上的人口處
於工作年齡，約 97%的工作
年齡人口受過教育。

政府已採取措施，以滿足
高技能產業的需求，包括
增加職業和技術培訓。
2018年，越南全國共有
1900多家職業培訓中心。

7. 具有競爭力的勞動力成本 
    和不斷提高的生產率

中國工資水準的上升，加上
最近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
戰，迫使製造商尋找替代市
場。越南處於有利地位，這
對其是一個機會。例如，根
據 Statista的資料，到 2020

年，中國製造業每小時勞動
力成本預計將達到 6.5美元，
而越南的這一成本約為 3 

美元。

越南工人也在生產附加值
更高的產品。從 2008年到
2016年，越南的勞動生產率
提高了 22..5%。僅在 2018

年，勞動生產率就比 2017

年提高了 6%。

22.5%
越南勞動生產率 
成長情況（2008- 
2016）

6.5美元

3美元

中國

越南

製造業每小時
勞動力成本

52%
的人口處於 
工作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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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機會的產業

30年來，就外商直接投資而言，越南一直是一個頗具吸引力的目標投資地。外國資
本已成為越南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改善了貿易活動。然
而，很大程度上，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和豐厚的利潤激勵措施是推動國外企業在越南
投資的主要動力。政府正在更新其外商直接投資策略，以提升投資商信心和經濟附
加值。

受鼓勵行業是指越南具有強大優勢的行業，在這些行業裡，外國投資者可以提供越
南國內企業沒有的高科技和高附加值的產品和服務。受鼓勵行業包括高科技 /資訊
通訊技術行業、加工和製造業、輔助工業、旅遊業、服務業和高科技農業。

儘管這一策略仍處於草案階段，但政府一直鼓勵外國公司在這些領域進行投資。有
些行業比其他行業更為發達，有些行業有更大的發展潛力。我們將詳細介紹一些主
要的產業：

16 |  越南投資指南



業務流程外包

資訊通訊技術行業配有世界級電信基礎設施，在越南屬於蓬勃發
展的行業。

2018年資訊通訊技術行業的收入達到近 1000億美元，較 2017

年成長 8%。軟體出口收入約 35億美元，比上年成長 11.6%。

在資訊通訊技術領域內，業務流程外包（BPO）是一個具有發展
潛力的產業，原因如下：

不斷增加的人才庫 越南大約有 250所大學，每年培訓約 5萬名學生。根據資訊通訊部的資料，該國的資訊通
訊技術領域大約有 90萬名員工，年成長率為 7-10%。

充滿活力的數位 
產業

越南擁有充滿活力的創業環境。根據 Topica Founder Institute的資料，2018年，當地初創
企業獲得了 8.89億美元的融資，是 2017年的三倍。在越南的初創企業中，大多數是基於技
術和數位（金融科技、電子商務和旅遊科技）的企業。

極具競爭力的成本 越南的 IT外包和業務流程產生的勞動力成本比印度低 30%左右。據估計，運營成本也更低，
約為印度的三分之一。

企業正從中國和 
印度轉移

由於美國與中國的貿易戰，且美國打算終止對印度的優惠貿易國待遇，在業務流程外包方
面，越南因此已成為頗具吸引力的備選之地。

太陽能和風能

越南的能源需求正在大幅成長，預計到 2035年，最終的能源總需求將
比 2015年高出近 2.5倍。為了減少國家能源生產和消費對化石能源的
依賴，促進能源安全，再生能源領域是一個很有發展前景的行業。

非水電再生能源行業的發展勢頭將增強，風力和太陽能領域將會帶來
機會。FDI Intelligence的資料顯示，2018年，越南吸引了 23個再生能
源投資項目，主要來自亞太地區。促進再生能源領域發展的因素包括：

政府政策 修訂後的《第七國家電力發展總體規劃（PDP 7）》計畫到 2030年，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占總裝
機容量的比例將從 2015年的 5.4%增加至原來的近四倍，達到 21%。

常規能源 
轉型

從 2020年到 2030年，水力發電以及煤炭、石油、天然氣發電增速將分別放緩 2.6%和 7.8%，而
可再生能源增速將加快 23%。

地理優勢 適合風能和太陽能領域發展的地理位置包括：(i) 沿海和山區，沿海和山區有利於風力渦輪機的使
用；(ii) 中南部，中南部的太陽直接輻照（DNI）高度集中（平均每年太陽直接輻照超過 1000 kWh/
sqm），能夠保證長期穩定的發電。

再生能源 
激勵措施

政府已公開支持再生能源行業發展，發佈了一系列投資激勵措施，例如針對太陽能和風力推出電價
補貼（FIT）計畫。

對外國投資 
者開放

為了滿足高資本需求，越南政府允許外資 100%擁有越南能源公司。外國投資者可以選擇不同類型
的投資形式，以降低風險，公私合營（PPP）模式是首選。

2018

2017

8%
1000億美元

915億美元

2018年資訊通訊技術行業收入

2015 2030

5.4%

21%

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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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銀行業務

越南的金融服務業總體上，尤其是零售銀行業尚未發展，但具有很大的發展潛
力。亞洲銀行家預測，越南零售銀行業收入在 2016年至 2020年間的複合年成
長率（CAGR）將達到 25%。

我們預計，該領域中的零售銀行業務，特別是支付卡和財富管理服務會有發展 
空間。

普遍以現金支付的
國家

超過 90%的金融交易是以現金方式進行的，因此對其他類型的銀行產品的需求將會成長。

數位連通性不斷提
高

據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零售業 2019版）預測，到 2023年，越南的移動互聯網用戶預
計將從 2017年的 4500萬增至 5500萬，從而在金融科技領域呈現出獨有的機遇。

59%的人口有銀行
業務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有銀行業務”人口對現有銀行服務的利用不足，這表明零售銀
行業仍存在產品多樣化和發展的巨大潛力。

年輕且人口眾多的
消費群體

9500萬人口中，約 60%年齡在 35歲以下。在未來 20年，工作年齡人口數量將繼續成長，
對方便、統一、使用便捷的金融服務產品的需求也會更高。

日益富裕 國內市場日益富裕，可能導致對財富管理、人壽保險和零售銀行產品等優質服務的需求增加。

>90%
的金融交易以現金
方式進行

現代農業綜合企業和產品

越南是一個熱帶國家，具有良好的農業條件。2018年，農林
漁業對經濟成長的貢獻率為 8.7%，農業在就業總量中的比重
約為 40%。
儘管如此，與製造業相比，越南農業領域的外國投資仍未得
到發展。我們相信，由於以下因素，越南的農業領域對外國
投資者有著巨大潛力：

強勁成長 根據 Fitch Solutions和 FAO的資料，到 2020年，越南農業綜合企業的市場價值預計將達
到 446億美元。

出口收入創歷史新高 2018年，農業出口收入達到約 400億美元，10個商品群出口額超過 10億美元。

食品和飲料複合年 
成長率正大力成長

根據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的數據，包裝食品和飲料 * 這兩項主要市場產業在 2018年
至 2023年期間的複合年成長率均達到 8%。

投資激勵措施 為了呼籲更多的外國資本和技術進入農業企業，從而將高科技農業置於經濟的 
核心位置，政府頒佈了一項關於農業和農村投資激勵措施的新法令。

越南農業出口附加值 越南的農業領域被敦促創造更多的附加值產品。然而，越南食品加工業仍然薄弱，
且較為分散。因此，推薦外資企業可以投資擁有先進設備和技術的加工廠作為 
策略。

*按零售價值 RSP的包裝食品市場規模總和以及按非現場消費價值 RSP的軟飲料市場規模總和，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2019年數據。

 

142%
16.5

2008 2018

40

越南農業出口成長（2008-2018年） 
 （單位：十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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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業

預計越南旅遊業將引領越南經濟及經濟的發展。據世界旅遊業理事會統計，2017年旅遊業對越南 GDP的
直接貢獻達到 120億美元（約占越南 GDP的 5.9%），預計到 2028年將翻倍，達到 250億美元。

越南旅遊業具有以下發展和投資潛力：

遊客成長 20% 預計 2019年遊客總數將達到 1970萬，比前一年成長 20.4%。根據 Fitch Solutions預測，
2018年至 2022年期間，整體平均成長率為 20%，到 2022年，遊客總數將達到 3200萬
人次。

豪華旅遊需求 越南作為豪華旅遊目的地的名聲日益提高。為了滿足日益成長的旅遊需求，國際知名連鎖
酒店旗下高端豪華度假村的發展也迅速擴大。

四至五星級酒店 四星級和五星級酒店的供應迅速成長。在 2013年至 2016年期間，四星級酒店的複合年
成長率為 11%，而五星級酒店的複合年成長率為 25% （EVBN， 2018年數據）。

文化遺產 越南有五處文化景點、兩處自然景點和一處混合型景點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認定為世界遺產遺址，具有豐富的文化和生物多樣性。

沿海地區的機會 隨著國際機場的擴建，沿海地區和島嶼區域的旅遊業預計會有顯著的發展，如峴港及 Van 
Don兩地。

較好的市場切入 交通基礎設施及有競爭力的航空業的發展將促進旅遊業的發展，這對酒店行業來說是極為
有利的。

3200萬
2022年遊客人數（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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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品

越南與印尼、印度、菲律賓和中國一樣，是亞太地區最
有前景的消費市場之一。越南 2018年的消費支出約為
1810億美元（以世界銀行當前美元計算），這一數字預
計未來還將進一步成長。

在越南消費者支出和可支配收入不斷成長的背景下，消
費品領域的機遇已經出現。在這一領域，我們將探討推
動這些機會出現的一些關鍵因素。

預計兩位數成長 根據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 的資料，到 2023年，越南的零售總額預計將達到 1730
億美元，比 2018年的 1080億美元成長 61%*。

機會領域 越南強大的消費者信心（根據 Nielsen的資料，越南是全球消費者資訊指數最高的三個國
家之一）推動了在消費品領域的支出，特別是在食品和飲料、高級商品和服裝行業。

電子商務蓬勃發展 根據 Google和 Temasek的一份報告，預計到 2020年，電子商務的成長將從 2016年的
50億美元翻一番，達到 100億美元。

不斷增加的家庭收入 Fitch Solutions的資料顯示，到 2023年，每戶家庭的淨收入將從 2019年的 4621美元增
至 6566美元，增幅將超過 42%。

家庭支出成長 Fitch Solutions的資料顯示，預計家庭總支出將從 2018年的 1320億美元增至 2022年的
1982億美元，增幅 50%。

(*) 按零售價值（零售售價）的零售市場規模，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零售業 2019版）

家庭支出成長

50%
預計 2018年至
2022年間家庭 
支出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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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

由於中國製造業的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加上美中貿
易緊張局勢日益加劇，越南完全有望成為亞洲新的製
造業中心，特別是其電氣和電子行業。

越南一直在向高科技領域轉型，2016年高科技領域
出口額約為 430億美元，高於泰國（340億美元）、
菲律賓（320億美元）和印尼（39億美元）等國家。

我們將通過下列一些因素，來探討越南為什麼應該成
為製造業的下一個目的地。

一個新興的製造業 
出口中心

2018年，出口總收入預計為 2447億美元，比 2017年成長 13.8%。其中，外商直接投資
企業貢獻 71%（折合 1755億美元），較 2017年成長 13%。

高附加值的製造業 
商品出口

在 2013-2018年期間，手機、電腦和相機（及其相關組件）的複合年成長率分別為
18%、23%和 26%。

對越南製造的強勁 
需求

自 2011年開始進行採購經理人指數（PMI）調查（IHS Markit）以來，2018年是越南製
造業整體表現最好的一年。平均 PMI超過 50，這意味著儘管全球其他領域經濟形勢不利，
但該行業仍有望在 2019年迎來積極的發展。

鄰近中國的供應鏈 
和市場

越南靠近中國南方的製造業中心，外國投資者可能仍希望與中國的供應鏈保持聯繫，因此
這一點會受到外國投資者的重視。

通過對基礎設施的 
大量投資，實現更 
好的連通性

從 2012年到 2016年，越南的基礎設施支出成長速度在東協國家中名列前茅，成長率為
每年 11.5%，幾乎是其 GDP成長的兩倍。

43

34

32

3.9

2016年高科技行業出口額（單位：十億美元）

越南

泰國

菲律賓

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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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將繼續保持其發展軌跡，外國投資
仍將是其發展的關鍵動力。瞭解在越南
經商的複雜性可能是一項艱巨的工作。
下表提供了投資者在做出投資決策時需
要考慮的一些問題。本手冊的後續章節
就一些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細節描述。

在越南投資的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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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考慮 ...

整體上的越南

市場進入策略

市場進入計畫

• 越南的人口統計資料情況如何 ?

• 越南政府鼓勵外國投資者進入哪些商業領域 ?

• 與其他東南亞經濟體相比，越南的利潤有多高？

• 越南在國際營商便利度排名中的排名如何？

• 越南的法律制度如何？人民的最高級別代表機構是什麼？

• 越南承諾遵守哪些國際協定？

• 潛在市場的規模和發展情況如何？

• 什麼因素推動了需求？

• 在越南迅速創建和建立業務的執行策略是什麼？

• 業務是否有足夠的差異性？我應該進行何種程度的當地化？

• 當地的法律和監管制度如何影響我方所確定的行業？

• 供應鏈 /分銷管道是什麼樣的？

• 誰是我生意上合適的夥伴？

• 我的計畫考慮過地方稅和法律問題嗎？

• 我需要當地會計準則 /要求方面的建議嗎？

• 我需要考慮哪些人力資源法律 /法規？

• 我的人力資源計畫是否足以建立核心能力和技能？ 
我需要人才當地化計畫嗎？

• 市場評估

• 背景調查

• 當前投資者提供 
的參考資料

• 併購策略

• 法律和監管審查

• 策略（進入市場、 
背景調查等）

• 營運資金管理

• 採購價格分配

• 企業價值評估

• 稅務架構建議

• 談判支援和 
SPA審查

• 營運資金管理

• 業務整合（運營、 
人力資源、技術、 
風險諮詢等）

• 規章遵守（法律、 
稅務、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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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越南概況
本手冊，即《在越南經商手冊》，對在
越南經商的實際情況，包括當地和外國
投資者採用的一般公司類型，以及越南
的稅收和管制環境，進行了概述。

本手冊還介紹了投資者在進入越南時面
臨的一些實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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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政府的扶持、持續的體制改革和極具競爭力的勞動力為投資者開展長期業務提供 

了極好的條件。”

Dinh Thi Quynh Van｜ PwC越南總經理

地理位置
越南地處東南亞中心，北與中國接壤，西與寮國和柬埔寨接壤，交通便利。

越南的總面積超過 330,900平方公里，其地理形態包括山脈和平原。越南的人口分
佈在全國各地。

據估計，2018年底總人口約為 9500萬。對許多投資者來說，越南有著巨大的潛在
客戶群和勞動力群體。北部的河內是越南的首都，南部的胡志明市是越南最大的商
業城市。峴港位於越南中部，是越南第三大城市，也是重要的海港城市。

VND

越南
63個直轄市和省份

330,900平方公里

河內
首都

人口：約
9500萬
 （中位數年齡：30.5歲）

證券交易所：
胡志明市，河內

5400萬
就業人口

2587美元
平均年收入

貨幣
越南盾

峴港
第三大城市， 
重要的海港城市

胡志明
最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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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環境
2018年GDP創紀錄成長 7.08%，創 2008年以來最高水準，超過了政府設定的 6.7%

的目標，與亞洲開發銀行（ADB）預測的 7.1%非常接近。

10年來創紀錄的高速成長得益於商業環境的改善、積極的經濟結構轉型和令人矚目
商品出口。2018年，越南再次出現接近 70億美元的創紀錄貿易順差，其中，國內
貿易逆差 256億美元，外商投資貿易順差 328億美元。主要出口商品以外商直接投
資（FDI）領域為主，占出口總額的 71%左右，約 1430億美元。紡織品和服裝、電
子元件和手機仍然是越南出口經濟的主力。農產品出口克服重重困難，在 2018年出
口額達到約 400億美元，居世界第 15位，已出口 18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水果、
蔬菜成為越南前三大出口農產品之一，出口額達 38億美元。

越南的進口商品主要包括用於製造生產及電力和能源項目的原料和機械料件。

在通貨膨脹率方面，2018年物價管理和通貨膨脹控制取得了成功，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漲幅 3.5%，遠低於目標值 4%。這是通貨膨脹率連續第三年保持在 4%以下，
對社會經濟發展和商業的改善作出了重大貢獻。

來源：越南國家統計局（GSO）

GDP成長率（%）

通貨膨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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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行業和交易夥伴
從經濟結構看，服務業占比最大，為 41%，製造業和建築業占 34%。2018年，農
林漁業占 GDP的 15%。產品稅減去生產補貼後的差額占剩餘的 10%。

歐盟和東協一直是越南的長期貿易夥伴，2018年進出口總額分別達到 558億美元和
563億美元。

越南其他交易額超過 140億美元的四個進口市場：美國（475億美元）；中國（413

億美元）；日本（189億美元）和韓國（182億美元）。

有關自由貿易協定和貿易統計的更多資訊，請參閱本手冊的“貿易”章節。

來源：越南國家統計局，越南海關總署

 

41%34%

15%

 

 

20%
17%

17%

7% 8%

10%

21%

歐盟
中國

韓國

日本

東協

2018年各行業GDP占比

2018年主要出口夥伴 
 （占出口總值的百分比）

服務業

農林漁業

製造業與建築業

其他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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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資
30多年來，通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
外商直接投資已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
成部分，對社會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
獻。政治穩定、新興中產階級、具有競
爭力的勞動力成本和政府進行經濟改革
的意願，是越南繼續吸引外國投資者的
關鍵因素。

在達沃斯舉行的 2019年世界經濟論壇
（WEF）上，越南總理再次保證，越南
政府將加快體制改革，發展符合國際慣
例和越南所承諾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此外，政府正在制定工業 4.0的國家策
略，以掌握工業轉型帶來的機會。

回顧越南外商直接投資 30年來的歷
程，越南不僅需要把重點放在經濟成長
上，還需要關注外商如何促進並持續的
發展，即如何改善就業和提高生活水
準。因此，從數量投資轉向品質投資是
2023年外商直接投資策略草案的關鍵
內容之一。該項目由計劃投資部（MPI）
在世界銀行的支持下實施。新的策略草
案除了側重於加強外商直接投資企業與
國內公司之間的聯繫外，還側重於高科
技、環保、低能耗和再生能源項目。

新一代自由貿易協定促使已發展國家的
投資者擴大在越南的業務並在越南投
資。特別是《歐盟 -越南自由貿易協定
（EVFTA）》和《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
夥伴關係協定（CPTPP）》為促進成員
國投資的流入提供了法律框架。

迄今為止，約有 130個國家和地區在越
南投資。2018年，越南的外商直接投
資總額為 350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資
本約為 190億美元。且 2018年越南外
國投資者的出資和股份購買額為 99億
美元，比 2017年成長 59.8%。

2018年，日本、韓國和新加坡占註冊
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一半以上。盡管在
越南投資的意願強烈，且鼓勵推動在越
南的投資，但迄今為止，美國和歐盟進
入越南的資本尚未達到潛在水準。

製造加工業仍然是外國投資者青睞的
行業，2018年外商投資達到 165億美
元，占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 46.8%。
房地產以 66億美元升至第二位，占比
18.7%。批發與零售貿易、汽車和摩托
車維修占第三位，為 36億美元，占比
10.4%。

130
個在越南投資的 
國家和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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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基礎設施和管理的改善、中產階級人口的成長和經濟的穩定運行，外國公司對
零售市場的興趣越來越大。例如，Aeon（日本）表示，越南是東南亞的一個重要目
標投資地，其計畫開設 30個購物中心，總投資資本為 50億美元。Central Group（泰
國）計畫到2022年在越南開設500家新店，共計達到750家左右。Casino Group（法
國）收購了越南 Big C超市，並收購了 Nguyen Kim電子超市 49%的股份。在食品
製造業方面，雀巢（瑞士）在越南開設了第六家工廠，味王（台灣）與 Kinh Do（越
南）合作投資 3000萬美元，進行速食麵生產。

對於外國酒店企業來說，越南也是一個發展前景不錯的市場，他們渴望進入這個
高速發展的市場，並在此尋求更多的機會。例如，Rezidor Hotel Group（比利時）
建立了一家擁有 522間客房的酒店。Banyan Tree Holdings（新加坡）取得了投資
證，將其在 Laguna Lang Co綜合度假村的總投資資本增至 20億美元。2018年，
Mövenpick Hotels & Resorts（瑞士）也開始興建新酒店。

亞洲和歐洲的基礎設施開發商也在越南進行了投資，著重在交通、能源、電信和水
利等領域的重要項目。2017年，Modern Energy Management（泰國）拿下了第一
期由Woojin Construction （韓國）、Tra Vinh wind Power（越南）和 Climate Fund 

Managers（荷蘭）建設的商業規模風電場進行開發的合約。Keppel（新加坡）拿下
了一份價值 4000萬美元的港口開發、技術和建設工程合約。

歐盟投資者也在忙著投資基礎設施項目，如 Vinci Construction（法國）獲選改善胡
志明市的飲用水供應。Alstom（法國）、Colas Rail（英國）和 Thales（法國）聯合
拿下了一份將於 2021年完成的地鐵系統合約。T&T Group和 Bouygues S.A. 簽署了
一份價值 2.5億歐元的合約，將重建 Hang Day體育場，為 2021年在越南舉行的第
31屆東南亞運會（SEA Games）提供投資機會。

投資激勵措施

根據投資專案的位置、行業和其他因素，如專案規模，對投資專案給予投資優惠。
高科技、軟體、新能源、廢棄物回收和教育等業務領域都有資格享受投資優惠。可
從外商投資機構（Foreign Investment Agency）的網站上獲取完整名單。這些優惠措
施的形式如下：

• 投資期內或部分投資期內降低稅率；免征、減徵稅率；

• 固定資產免征進口稅；

• 減 /免土地租金

有關稅收優惠的更多詳細資訊，請參見本手冊的“稅收”章節。

 “ 對零售市場的 
興趣日益濃厚 ”

 “ 亞洲和歐洲的
基礎設施開發商
也在越南進行了
投資，重點關注
交通、能源、電
信和水利等領域
的關鍵專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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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19.1

17.5

1.2%

35

362017

2018

2017

2018

外商直接投資資本流入（單位：十億美元）

外商直接投資付款額（單位：十億美元）

來源：越南計畫投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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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0%

14%
9%

7%

47%

19%

10%

6%

5%

2018年主要外商直接投資來源 
註冊資本總額

2018年主要外商直接投資行業 
註冊資本總額

日本

86億美元

166億美元

66億美元

37億美元

16億美元

21億美元

72億美元

50億美元

32億美元

25億美元

製造業與加工業

房地產行業

零售批發行業

科學與技術行業

電力生產與 
供應行業

韓國

新加坡

香港

中國

來源：越南計畫投資部

31



法律和監管制度
政治結構：

越南是共產黨一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

越南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簡稱“全國代表大會”）每五年舉行一次，最近一次於
2016年初舉辦，其目的是確定越南的發展方向和策略，並正式通過關於社會經濟發
展政策的關鍵性決策。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選舉政治局。

規章等級制度：

作為政治舞臺上唯一的政黨，共產黨的作用和影
響是獨一無二的。

越南的法律權力集中在一個最高機構，然後授權
給位於越南 63個直轄市和省份的下級機構。國民
議會是唯一有權修改憲法和通過法律的機構，但
這些法律的實施和管理是分散的。

政府的首要任務之一是加強法律體系，這將促使
形成一個更加有利於商業的監管環境。因此，
2019年許多法律開始生效，主要集中在 IT、房地
產和農業等行業。其中，最重要的是《網路安全
法》、《證券法（修訂稿）》、《區劃法》和《競
爭法》。

2019年對越南立法者來說是忙碌的一年，因為國
民議會計畫通過 26項法律草案，並對 18項法律
草案進行討論。按照計畫，國民議會將於 2020

年通過《土地法》若干條款修改補充草案，該草
案因有望解決外商投資和住宅專案中與土地有關
的不足之處而受到公眾的廣泛關注。

國民議會

法律

政府

法令

各政府部門

通告

其他行政管理機構

大量其他法律 
文書 /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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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 /點擊此處查看
PwC的新聞簡報

投資與企業法
2014年年底，國民議會通過了《投資
法》（LOI）和《企業法》（LOE），
這兩項法律均於 2015年 7月 1日生效，
適用於管理越南境內公司的設立和運
營。

自 2015年以來，頒佈了一系列實施條
例，包括指導企業註冊的第 78/2015/

ND-CP號法令（2018年修訂）、實施
指引《企業法》的第 96/ND-CP號法令
和實施指引《投資法》的第 118/2015/

ND-CP號法令。2019年年底，國民議
會計畫通過修訂《企業法》和《投資法》
的法律，以改善越南的商業和投資環
境。

智慧財產權（“IP”）
作為 WTO成員，越南必須遵守 WTO

對智慧財產權的要求。2005年通過了
《智慧財產權法（IPR）》，並於 2009

年進行了修訂和補充。根據《智慧財產
權法》，三大智慧財產權在越南是受保
護的：版權及相關權利；工業產權；植
物品種權。越南加入了 EVFTA 協定和
CPTPP協定，這要求越南須達到智慧
財產權保護的高標準。

美國商會全球創新政策中心（GIPC）
2018年 2月發佈的第六屆美國商會國
際智慧財產權指數分析了 50個世界經
濟體的智慧財產權環境，其顯示，越南
已採取措施，將其智慧財產權框架提高
到與其他東南亞國家相同的水準。

外匯管制
越南盾（dong）不能自由兌換，也不能
匯往海外。政府一直在採取措施，逐步
減少該國對美元的依賴。

所有外匯的買賣、借貸和轉帳都必須通
過越南國家銀行所授權的銀行和其他金
融機構進行。一般來說，越南境內的所
有貨幣交易都必須使用越南盾。越南境
內的付款、合約、報價等通常也必須用
越南盾。

通過轉移方式進行外匯流出僅限於某些
交易，如支付從國外進口的貨物和服
務、償還貸款和支付應計利息，以及利
潤和股利移轉及技術 /權利移轉。

外國投資者和在越南工作的外國人被允
許將在越南賺取的利潤和收入以及投資
項目清算後的剩餘投資資本轉移到國
外。

商務禮儀與文化
許多越南人更願意使用他們的母語而不
是英語。然而，越南也有許多人講英語，
特別是在大城市。

在越南商界，出示名片是一項重要的禮
節。在會議開始時用雙手交換卡片。將
書面材料翻譯成越南語表示對越南同事
和企業夥伴的尊重。

面對面的商務會議在越南是很重要的，
必須根據級別和資歷表現出適當程度的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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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業類型

外國企業在越南可以以擁有一名或多名
成員的有限責任公司、股份公司、合夥
企業、分公司、代表處或商業合作合約
的形式存在。

外國投資者也可以購買國內現有企業的
股權，但在某些情況下會受到所有權限
制，不同產業領域有所不同。

投資工具的選擇將取決於投資者數量、
行業、專案規模以及是否有上市意向等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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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出臺了一系列開放政策和更明確的指導方針，以支持投資者在越南建立其商業存在。
近年來，許可證發放程序變得更為簡潔。”

Phan Thi Thuy Duong｜ PwC 越南法律合夥人

商業形式
有限責任公司

有限責任公司是由其“成員”（即所有者）向公司出資設立的法人實體。各成員的
出資均視為股本（註冊資本）。有限責任公司的成員以其資本出資情況，對公司的
財務義務承擔有限責任。

有限責任公司的管理機構通常包括“成員理事會”、成員理事會主席、總經理和一
名審計長（擁有 11名以上有限責任公司成員則為監事會）。

外國投資者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可以采用下列形式之一：

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公司是通過認購公司股份而建立的有限責任法律實體。

根據越南法律，只有這種類型的公司可以發行股份。股份公司的註冊資金被分成股
份，每個股東根據其對公司的資本投入，持有相應的股份。

股份公司必須至少有三個股東。這類公司的最大股東人數沒有限制。

股份公司的管理包括股東大會。

100%外資企業（所有成員均為外
國投資者）

外國投資者與至少一個國內投資
者合資經營的外商投資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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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董事會會主席、總經理和監事會（如股份公司股東少於 11人或者法人股東
持有該股份公司股份少於 50%的，不強制設立）。

股份公司可以是 100%外資公司，也可以是越外合資企業。

合夥企業

合夥企業是一種非常少見的投資方式。它由兩個單獨的普通合夥人建立。普通合夥
人對合夥企業的經營承擔無限責任。。

分公司

這是一種不太常見的外商直接投資形式，僅少數行業允許這種形式。分公司不是一
個獨立的法律實體。外國公司的分公司不同於代表辦事處，分公司可以在越南從事
商業活動。

代表辦事處

在越南有業務關係或者投資項目的外國公司可以申請在越南設立代表辦事處。代表
辦事處不能從事商業或者產生收入的活動。(即執行合約，收取資金，銷售或購買貨
物或提供服務 )。

代表處只允許進行下列活動：

這在越南是一種非常常見的法定註冊存在形式，尤其是對那些處於市場進入策略第
一階段的人來說。

商業合作合約（BCC）

商業合作契約是指外國投資者與至少一個越南合作夥伴之間的合作協定，以便開展
具體商業活動。

這種投資形式不會產生新的法律實體。商業合作契約中的投資者通常共用來自商業
合作契約的收入和 /或產品，並且對商業合作契約的債務承擔無限責任。

公私合營（PPP）合約

公私合作契約（“PPP”）是基於政府機構與專案公司之間的基礎設施專案和公共
服務契約而進行的投資。

公私合營合約包括興建 -經營 -轉讓、興建 -轉讓、興建 -轉讓 -經營、興建 -自有 -

經營、興建 -轉讓 -租賃、興建 -租賃 -轉讓和運營 -管理合約。

作為聯絡處 進行市場調查 促進總部業務和 
投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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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鼓勵公共投資者和私人投資者簽訂公私合作契約。外國投資者的權利和義務受
制於簽訂的公私合作契約，以及管理此類契約的適用條例。投資項目包括：

• 運輸基本設施和相關服務；

• 照明系統、清潔水供應系統、排水系統、雨水 /廢水收集和處理系統、社會 / 安置房、
墓地；

• 發電廠和輸電線路；

• 健康醫療基礎設施、教育和培訓、文化、體育和相關服務、政府機構辦公室；

• 商業、科技、水文氣象、經濟區、工業區、高科技園區、集中化資訊科技園區、資訊
技術應用的基礎設施；

• 農業和農村開發基礎設施、提升農業生產與農產品加工和消費相關性的服務；以及

• 依據總理決定的其它項目。

清算和破產
只有公司具有償付能力，並且可以支付所有債權人的債務時，公司才能進行主動清
算。這個過程通過需要 12月或更長時間，並且需要進行最終稅務審計。

2015年 1月 1日生效的新破產法，主要針對無力償債的公司。新法律規定，即一方
可以開始破產程序、清算人任命程序、債權人會議的組織，以及債權人清償的優先
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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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對“有條件限制的”行業活動的投資需遵循更繁瑣的許可申請程序。這可能需要預先批準， 
       或者需要河內的中央政府部門進行申請審查。

企業設立
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公司

省級計畫投資部

 （位於工業區、出
口加工區、科技園
區、經濟區以外的
項目）

省級計畫投資部

 （位於工業區、出
口加工區、科技園
區、經濟區以外的
項目）

投資註冊
證書

企業註冊
證書

省級工業區管理局
或經濟區管理局

 （位於工業區、出口加
工區、科技園區、經
濟區內的項目）

15天

實際上，通
常需要更長
的時間

3個工作日
實際上，通
常需要更長
的時間

或者

第 1步

第 2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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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處

公私合營（PPP）項目（如 BOT/BTO/BT項目）

省級工業 
貿易部

計畫
投資部

與相關國家機構簽訂項
目契約，並且專案公司
是以有限責任公司或者
股份公司建立。

與“獲授權的國家機關” 
 （ASA）簽署投資協定

代表處
許可證

代表處
許可證

7個工作日
實際上，通
常需要更長
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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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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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日本

中國

中國

東協 東協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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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同比成長

進口

進口

進口同比成長

單位：十億美元

單位：十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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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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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18.2
47.5

18.9
19

41.3
65.4

24.5
31.8

51.2
46.3

來源：越南國家統計局，計畫投資部，越南海關總署

越南參與新一代自由貿易協定，如 CPTPP和 EVFTA，將有助於貿易機會的多樣化，創
造更加透明的商業環境，為工業 4.0做好準備。”

Grant Dennis｜ PwC 越南、諮詢營運長

雙向貿易份額（2018年）

進出口成長（2013-2018年）

主要交易夥伴（2018年）

貿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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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2018

2013-2018年度
複合年成長率

來源：越南國家統計局，計畫投資部，越南海關總署

2018年十大重點出口商品

重點出口商品的變化情況（2013-2018年）

電話及其部件
491億美元

鞋類
162億美元

電腦、電子產品
293億美元

車輛及其部件
80億美元

相機及其配件
52 億美元

紡織品和服裝
305億美元

水產品
88億美元

機械、儀器、附件
165億美元

木製品
63億美元

鋼鐵產品
45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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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2018

2013-2018年度
複合年成長率

來源：越南國家統計局，計畫投資部，越南海關總署

2018年十大重點進口商品

重點進口商品的變化情況（2013-2018年）

電腦、電子產品
422億美元

纖維織物
128億美元

電話及其配件
159億美元

鋼鐵產品
99億美元

其他基礎金屬產品
72億美元

機器、儀器、零件
337億美元

化學品和化工產品
102億美元

塑膠及塑膠製品
150億美元

石油產品
76億美元

紡織、皮革和鞋類材料
57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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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貿易協定

自由貿易協定
越南已經簽訂了許多自由貿易協定，或者已經完成了協定的談判，包括作為東協會員國的集體自由貿易協
定，以及雙邊貿易協定（比如與歐盟、日本、智利和歐亞經濟聯盟的自由貿易協定）。

盡管最初的 TPP協定被擱置，但經過修訂的協定卻以 CPTPP協定（《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
定》）形式推進。這些事態發展表明，越南繼續以大量雙邊和合作自由貿易協定的方式日益融入全球經濟
中。

CPTPP保留了 TPP的大部分條款，允許剩餘的 TPP11成員國（不包括美國）繼續實施該自由貿易協定。
CPTPP自 2019年 1月起在越南生效。

《東協 -香港自由貿易協定》於 2017年底簽署，並於 2019年 6月生效。從貿易角度看，歐盟 -越南自
由貿易協定是越南的下一個重要里程碑。這一自由貿易協定預計將在 10-15年的時間內放寬 90%的貿易
流量。該自貿協定預計將於 2020年生效。

美國 -中國貿易衝突
自美國 -中國貿易戰給中國出口商（主要是製造業）帶來困難以來，已有初步跡象顯示，中國製造企業願
意探索向越南發展的可能性。然而，由於越南的勞動技能仍然低於中國，在短期內，越南可能只會從來自
中國的低附加值製造業遷移中受益，因此從中國的進口也會相應增加。

從中長期來看，貿易戰可能為越南向兩國出口開放更廣闊的機會，也可能吸引中國更多的製造業產能，並
獲得更多外商直接投資流量。

13 52.7兆美元
合作夥伴 GDP總值

3 29.1萬美元
合作夥伴 GDP總值

個簽字生效

個正在談判

東協 - 中國 越南  - 韓國

越南 - 歐洲自由貿易聯盟（EFTA）

東協 - 韓國

AFTA / ATIGA 越南 - 日本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

東協 -澳洲 /紐西蘭

東協 - 印度 越南 - 歐亞經濟聯盟

越南  - 以色列

東協 - 香港

東協 - 日本

歐盟 - 越南

TPP - CPTPP越南 - 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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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re

11個 CPTPP成員國

越南自 2007年加入WTO以來，一直在延續經濟自由化的道路。儘管存在一些延誤，
但關鍵的自由貿易協定已經簽署並取得了進展。

三大自由貿易協定是：

《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
– 由於美國的退出，原 TPP協定已進行了修改，其餘 11個 TPP協定簽署國繼續朝
著全面執行原 TPP條款的方向邁進，但作了些許的修改。這一協定仍包括全球 GDP 

約 14%的份額，並會繼續提升越南作為目標投資地的吸引力，並為未來經濟發展帶
來好的兆頭。作為 CPTPP集團中最不發達經濟體之一，越南仍需繼續大步前進，以
達到協定所述標準，但也將在集團中堅持獲取一些最大化的利益。越南的農業和製
造業領域在利用更開放的貿易條款方面處於尤其有利的地位。該自由貿易協定除了
促進貿易獲利外，還應促進監管程序、透明度、勞工標準、智慧財產權、市場準入、
爭端和其他問題方面的進展。自 2019年 1月起，該自由貿易協定生效。

《歐盟 -越南自由貿易協定（EVFTA）》
– EVFTA協定最終於 2019年 6月簽署，2020年 8月 1日生效。歐盟是越南的第二
大出口市場，這一自貿協定將使機會進一步擴大，特別是增加越南與歐盟成員國之
間投資和貿易的機會。越南已經成為東協對歐盟進行出口的一個關鍵市場，且該趨
勢將繼續下去。

東協 -香港自由貿易協定（AHKFTA）
– 這項重要的自由貿易協定於 2017年底簽署，並於 2019年年中生效。該 AHKFTA

協定帶來的主要益處包括：增加了香港與東協之間的投資及所有權與金融交易的便
利性。越南是香港在東協內部最大的出口市場，降低關稅、減少貿易限制和投資保
護措施會加強這一經濟關係。此外，經香港轉往東協的投資會更高效。

這三項主要的自由貿易協定以及最近的其他開放措施（自由貿易協定、國有企業均
衡化、市場開放政策）表明，越南政府正致力於擴大對外國投資者的市場開放以及
貿易和投資機會。

然而，為了充分實現上述及其他貿易協定的帶來的好處，還需進一步的監管改革，
並繼續進行國內投資，提高製造業和勞工標準。

03
項主要自由貿易
協定：CPTPP、
EVFTA、 
AHKFTA

11個
TPP簽署國， 
約占全球 GDP 
的 14%

加拿大

墨西哥 越南

新加坡
馬來西亞

澳洲

紐西蘭

祕魯

智利

日本

汶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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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稅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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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稅收制度正在轉向現代化，從而更加符合國際慣例，並減少稅收執行成本和時間。”

Nguyen Thanh Trung｜ PwC越南合夥人

概述
越南的大多數商業活動和投資將 

受到以下稅收的影響：

• 企業所得稅；

• 外國承包商扣繳稅；

• 資本轉讓利得稅；

• 增值稅；

• 進口關稅；

• 雇用相關稅

上述所有稅款由國家一級徵收。

可能影響某些特定活動的其他
稅收，包括：

• 特別銷售稅；

• 自然資源稅；

• 財產稅；

• 出口關稅；

• 環境保護稅

掃描/點擊此處獲取PwC 
2019年袖珍稅務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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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險（SI）
醫療保險（HI）
失業保險（UI）

20%

企業所得稅（CIT） 增值稅（VAT）

10% 0%5%

標準 出口貨物 /服務必需品和服務

17.5% 3% 1%

社會保險 失業保險醫療保險

8% 1.5% 1%

社會保險 失業保險醫療保險

外國承包商 
扣繳稅（不 
含增值稅）

10% 5% 5% 1%

一般服務特許權使用費 商品利息

對支付給外方的某些款項徵收的稅款，稅率取決於活動性質，例如：

個人所得稅（PIT） • 個人所得稅稅率取決於居民身份和收入性質。

• 稅務居民應根據其全球應稅收入進行納稅，非稅務居民僅根據
其越南來源的收入納稅。

• 雇傭收入：對於越南居民，實施 5%至 35%的累進稅率；對
於非越南居民，對越南來源的收入實施 20%的統一稅率。

• 其他收入：稅率從 0.1%至 10%不等。

雇主

雇員

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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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優惠在吸引投資進入越南方面發揮
了重要作用。近年來，隨著更多高價值
活動受到鼓勵推廣，稅收優惠的重點發
生了轉變。

• 終生 10%的企業所得稅優惠率；以及
• 4年免稅期，隨後 5-9年減免 50%

某些公共部門領域，如教
育、醫療保健、文化、體育
行業

社會經濟條件困難或特別困
難的地區。

• 終生 20%的企業所得稅優惠率

符合條件的人民信用基金、
合作銀行和小額金融機構。

• 2年免稅期，隨後 4年減免 50%

位於符合條件的工業區的新
投資項目

• 15年 10%的企業所得稅優惠率；以及
• 4年免稅期，隨後 9年減免 50%

某些受鼓勵的行業，包括高科技、環
境保護、科學研究、基礎設施開發、
軟體生產和再生能源。

某些符合條件的經濟科技園區，以及
社會經濟發展特別困難的地區。

符合條件的大型製造業項目、優先發
展的工業配套產品投資專案、高科技
企業和應用高科技的農業企業。

• 10年 17%的企業所得稅優惠率；以及
• 2年免稅期，隨後 4年減免 50%

某些受鼓勵的行業，包括優質鋼材製
造、農業活動設備製造、傳統工藝發
展行業。

社會經濟發展困難的地區

依據

依據

依據 依據

依據

領域

領域

領域 位置

位置

位置

位置

位置

其他

稅收優惠

適用於

適用於

適用於 適用於

適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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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年度結束
越南的納稅年度結束時間一般為 12月 31日， 

但財政年度結束時間也可能是 3月 31日、6月 30日或 9月 30日。

企業所得稅（CIT）
稅率

標準的企業所得稅稅率是 20%。
石油和天然氣行業公司的企業所得稅率從 32%到
50%不等。
從事礦產資源勘查、勘探和開發的公司，企業所得
稅率為 40%或 50%。

應稅利潤計算

應稅利潤是指國內或國外收入總額與可扣除費用之
間的差額，再加上其他應稅所得。
納稅人需準備年度企業所得稅申報表，申報表包括
對會計利潤進行調整，以得出應稅利潤的部分。

不可扣除費用

費用可扣除的條件是其與營利收入有關並有適當的
支持文件（包括發票價值為 2000萬越南盾或以上
的銀行付款憑證），以及没有明確規定為不可扣除
費用，則在計算稅項時可將其扣除。

虧損

納稅人可以向以後年度全額結轉稅務虧損，最多連
續結轉五年。
某些活動造成的虧損可以相互抵消。不允許向之前
的年度結轉虧損。沒有關於任何形式的合併申報或
集團虧損稅務减免的規定。

行政管理

企業需要每個季度根據估計值進行暫時繳納 CIT。
如果暫時的季度 CIT納稅額少於年度終了 CIT稅負
的 80%，則超過 20%的任何差額都需要繳納逾期
付款利息。

利潤匯出

允許外國投資者每年在財政年度結束時，或者在越
南投資終止時將其利潤匯出。如果被投資公司存在
累計虧損，則不允許外國投資者匯出利潤。

稅收優惠

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自受鼓
勵商業活動開始產生收入時
開始實行。在特定情況下，
可以延長優惠稅率的應用 

期限。
免稅期從企業在受鼓勵商業
活動中首次產生收益時開始
計算，在一定期限內免除企
業所得稅，隨後進入適用稅
率的 50%減稅階段。
若企業自在受鼓勵商業活動
中開始產生收入起三年內未
達到應稅利潤，免稅期 /減稅
期從經營第四年起開始計算。

90天內提交
年度企業所得稅申
報表必須在財政年
度結束後 90天內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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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訂價（TP）
第 20/2017/ND-CP號法令（“第 20號法令”）
和第 41/2017/TT-BTC號通告（“第 41號通告”）
於 2017年 5月生效，這些規定大體基於《經濟合
作與發展組織（OECD）轉讓定價指南》及《關於
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的行動計畫》中的
概念和原則。越南的轉讓定價規則也適用於國內關
聯方交易。

關係人定義

根據第 20號法令，成為“關係人”需要的持有門
檻比例為 25%。第 20號法令取消了先前對關係人
的定義，即兩個實體之間的交易占其銷售或採購額
的 50%以上。

移轉訂價方法

所接受的公平訂價方法近於 OECD發佈的移轉訂
價準則中的方法，例如：可比未受控價格法、再售
價格法、成本加價法、利潤分割和可比較利潤法。

移轉訂價申報表

相關法規要求提交一份包括關係人交易和採用的移
轉訂價方法的年度申報表，其中還包括納稅人常規
交易價格的交易確認（或進行自願調整）。

納稅人還必須對本地文檔和企業主檔中包含的資訊
進行申報。

轉讓定價申報表必須在財政年度終結後 90天內，
與年度企業所得稅申報表一併提交。

移轉訂價文件

存在關係人交易的企業還必須編製及更新同期間之
移轉訂價文件，包括企業主檔、當地文檔和國別報
告。

轉讓定價文件必須在年度稅務申報表提交日期之前
準備完成。納稅人在符合一定條件的情況下，可以
免予準備移轉訂價文件。

移轉訂價查核

近年來進行的轉讓定價審計數量顯著增加，這些查
核採用了越來越複雜的方法，常常對移轉訂價文件
中所引用的可比資料的有效性提出質疑。

息稅折舊及攤銷前利潤（EBITDA） 

利息扣除上限 20%

第 20號法令對利息支出總額的抵稅額設定了 20%

的 EBITDA上限。20%的息稅折舊攤銷前利潤
(EBITDA)上限既適用於關係人貸款，也適用於與第
三方貸款。

實質重於形式原則

第 20號法令強調，需要對所有關係人交易進行更
嚴格的審查，以確保價值創造確實是由集團內部交
易產生的。實質重於形式的原則尤其與企業所得稅
的可扣抵性有關，而移轉訂價文件必須佐證此類關
係人交易。

公司間的服務費

第 20號法令提供了公司間服務費稅務扣除的各種
標準，特別是納稅人需要證明該服務提供了商業、
財務和經濟價值，並需要提供證據證明該服務費計
算方法的合理性。

如果不能確定納稅人的直接利益或額外價值，如重
複服務、股東成本，則不允許對公司間服務費用進
行稅上抵減。

資本轉讓利得稅（CAPT）
在許多情況下，出售越南公司所得的收益須繳納 20%的企業所得稅。
這通常被稱為資本轉讓利得稅，儘管這不是一項單獨的稅種。

（請參閱我們 2019年
的稅務手冊，以瞭解更
多與資本轉讓利得稅
責任、申報義務有關的
詳細資訊）

51

https://www.pwc.com/vn/en/publications/2019/pwc-vietnam-pocket-tax-book-2019-en.pdf


扣除法

扣除法 直接計算法

直接法 混合法

外國承包商扣繳稅（FCT）
適用範圍

外國承包商扣繳稅適用於依與越南方的協議在越南發展業務，或賺取源自於越南收
入的外國組織和個人。

外國承包商扣繳稅不是一項單獨的稅，其由增值稅（VAT）和企業所得稅（CIT）或
針對外國個人收入徵收的個人所得稅（PIT）組成。

外國承包商扣繳稅適用的支付項目包括利息、特許權使用費、服務費、在越南境內
供應的貨物或與在越南提供的服務有關的貨物。適用稅率因付款方式和交易性質而
異。外國承包商扣繳稅也適用於外國實體直接或間接參與在越南的貨物分銷或服務
提供時的某些分銷安排。

在某些情況下外國承包商扣繳稅可免除，例如單純的貨物供應、在越南境外執行和
使用的服務，以及完全在越南境外提供的各種其他服務，

外國承包商扣繳稅的支付和申報有三種方式：

有 關 FCT 稅 率、FCT
責任和 FCT申報義務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我們的 2019年版稅務
手冊

有關 DTA的詳細資訊，
請參閱我們的 2019年
版稅務手冊

有關 VAT責任確定和
VAT申報義務的詳細
資訊，請參閱我們的
2019年版稅務手冊

租稅協定

在滿足某些條件的前提下，外國承包商扣繳稅的企業所得稅部分可能會受到相關租
稅協定（DTA）的影響。

越南已簽署了 80份左右的租稅協定，還有一些正在對進行談判。

增值稅（VAT）
增值稅適用於在越南用於生產、貿易和消費的貨物和服務。此外，還適用於進口貨
物的關稅價格。對於服務進口，增值稅則通過外國承包商扣繳稅機制徵收。

增值稅計算方法有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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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稅稅率有三種：

特定商品和服務可免征增值稅。只有在某些情況下，增值稅退稅才會被批準。在其
他情況下，如果納稅人某一期間內的進項稅額超過銷項稅額，那麼必須結轉超出部
分，以抵消未來的銷項稅額。

發票
越南的實體可以使用預印發票、自行印
製的發票或電子發票。但從 2020年 11

月起，所有企業都將強制使用電子發票。

特別銷售稅（SST）
特別銷售稅是消費稅的一種形式，適用於某些貨物的生產或進口，以及某些服務的
提供。

生產企業銷售的國產貨物 /進口企業銷售的進口貨物的應稅價格為不含特別銷售稅
和環境保護費的銷售價格。

銷售價格與正常市場價格不一致的，稅務機關會考慮另外認定稅額。貨物進口時的
應稅價格為完稅價格加上進口關稅。

在貿易公司將製成品或進口貨物隨後出售給非第三方公司的某些情況下，反避稅條
款則有訂定最低應稅價格。

在滿足一定條件的情況下，從國內供應商進口或採購材料所支付的特別銷售稅金額
可申請抵免的。

進出口關稅
稅率

進出口稅率經常變動。進口稅率分為三類：

進口貨物必須附有適當的原產地證明，方可享受優惠稅率或特別優惠稅率。

計算

原則上，越南遵循WTO的評價價協議，但存在某些變化。進口貨物的完稅價格通常
以交易價格為基礎。在交易價格不適用的情況下，將使用其他方法計算完稅價格。

有 關 SST 稅 率、SST
責任確定和 SST申報
義務的詳細資訊，請
參閱我們的 2019年版 
稅務手冊

點擊此處獲取更多 
資訊

0% 5%
10%

2020年11月起
所有企業都將強制使用電子發票

普通稅率 優惠稅率 特別優惠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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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 /點擊此處查看
PwC稅務新聞簡報

免稅與退稅

被列為受鼓勵行業 /地點的項目以及在特定情況下進口的其他貨物將享受進口稅免
除優惠。在一些情況下也可以獲得進口稅退稅。

出口稅

出口稅只對少數項目徵收，一般適用於自然資源領域，稅率從 0%到 40%不等。

個人所得稅（PIT）
稅務居民

從越南賺取收入的個人，視其居民狀況而定，須繳納個人所得稅。稅務居民是指符
合下列標準之一的個人：

在該年度或自抵達之日起連續 12個月內在越南居住 183天或以上；

在越南擁有永久居留身份（包括在永久 /臨時居留證上登記的戶籍，或者，如果是
外籍人士，則在納稅年度內租期達到 183天或以上的租住房屋）且無法證明在另一
個國家具有稅務居留身份。

稅率

稅務居民需根據其全球應納稅所得額繳納越南個人所得稅。受雇收入按 5%至 35%

的累進稅率徵稅。其他收入按不同的稅率徵稅。

對非稅務居民的越南相關受雇收入按 20%的統一稅率徵稅，對其非受雇收入按其他
不同稅率徵稅。但是，這需要參照可能適用的租稅協定中的規定加以評估。

對有境外所得的稅務居民，在境外繳納的境外收入個人所得稅可以扣抵。

社會、醫療和失業保險繳款
失業保險（UI）只適用於越南個人。根據越南勞動合約受雇的越南和外國個人需要
繳納醫療保險（HI）費用。

從 2018年 12月 1日起，越南人和在越南工作的外國個人應根據非定期雇傭合約或
一年及以上的限定期限雇傭合約繳納社會保險（SI）費用。

請參閱我們 2019年版
型稅務手冊，獲取更多
詳情

請參閱我們 2019年版
型稅務手冊，獲取更多
詳情

請參閱我們 2019年版
稅務手冊，獲取更多 
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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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會計與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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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與審計框架正在向國際標準看齊，以保證透明度和改善風險管理。”

Mai Viet Hung Tran｜ PwC越南合作夥伴

會計框架
越南會計準則

目前越南有 26項會計準則（VAS）。所有這些準都是 2001年至 2005年頒佈的，
主要以當時國際會計準則的舊版本為準，並根據越南的情況進行了適當調整。應當
注意的是，金融工具和資產減損等一些關鍵會計準則在越南尚未頒佈。

會計法及適用實施指南

在越南，會計法是國民議會頒佈的最高會計條例。會計活動還受一系列號令、法令、
通知、函文和越南會計準則的約束。

越南的會計框架主要是以規則為基礎的會計模式，而非以原則為基礎的會計模式。
越南會計系統被視為記帳和財務報告手冊，提供了標準的會計科目表、財務報表 

範本、會計帳簿和憑證範本，以及關於每個個人帳戶中具體交易的會計分錄的詳細 

指導。

另外還有專門針對信貸機構、保險公司、證券公司、基金管理人和基金的行業會計
指南。其中，信貸機構的會計指南由越南國家銀行（SBV）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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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記錄
框架：越南會計制度

語言：會計記錄必須用越南語保存，但可以結合使用一種常用外語。

會計期間：會計期一般為 12個月。對於新成立的公司，第一個會計期不得長於自許
可證日期起 15個月。最後一個會計期也不得超過 15個月。

貨幣：通常，會計記錄必須使用越南盾（VND）形式。主要採用外幣進行收付款的
公司可以選擇一種外幣進行會計記錄和財務報表製作，但前提是其必須符合所有規
定要求。但是，根據一些法律規定，在編制法定報告時，使用其他貨幣作為會計貨
幣的實體必須將其根據該會計貨幣編制的財務報表轉換為越南盾形式。

會計文件：會計憑證和會計帳簿可以以紙質版或電子形式存儲。使用電子形式存儲
的單位，無須列印會計憑證和會計帳簿進行保存。如主管機關要求提供會計文件進
行測試、檢查、監測和查核，這些單位有責任將以電子形式存儲的會計文件列印出
來，並由法定代表人和會計長（或主管會計）簽字蓋章（如有印章）。

保留：用於企業管理和運營的文件保留五年；會計資料和會計
帳簿保存十年；對經濟、國家安全和國防至關重要的文件永久
性保存。

會計記錄是評估是否符合越南會計準則的依據。稅務機關將越
南會計準則違規行為視為稅務重新評估和處罰的依據，處罰包
括：撤銷企業所得稅（CIT）優惠、在申報企業所得稅時不可
減免費用、拒絕進項增值稅扣除 /退稅。

掃描 /點擊此處查看
PwC的其他新聞簡報

項審計準則 
12個月

 “ 通常，會計記錄
必須使用越南盾 
 （V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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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依據越南會計準則要求編制的基本財務報表包括：

• 資產負債表

• 損益表

• 現金流量表

• 財務報告注釋，包括權益變動的披露

企業需任命一位會計長，且該會計長必須符合《會計法》和相關指導條例規定的要
求和條件。年度財務報表必須經會計長和法定代表人批准，並在財政年度結束後 90

天內將財務報表副本提交地方當局。

審計要求
內部審計

第 05/2019/ND-CP號法令規定了建立和實施內部審計的法律框架，以及內部審計職
能和其他相關利益相關者的作用和責任。本條例的規定旨在使內部審計達到國際標
準，提高市場訊息的透明度和公司治理的效率和效力。該法令於 2019年 4月 1日
生效。自生效之日起 24個月內，本法令的目標群體必須完成必要的準備工作，並準
備好按照本法令實施內部審計。

該法令的目標群體：

企業包括：上市公司；由國家擁有註冊資本 50%
以上的企業中，以母子公司模式經營的母公司；
國有企業中，以母子公司模式運營的母公司

進行內部審計活動的組織和個人

符合一定條件的國有公共服務單位

法令要求的其他政府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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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點擊此處獲取PwC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服務

外部審計

越南已頒佈了 47項審計準則，這些準則主要基於國際審計標準，並做了適當調整，
以符合越南具體情況。

所有外國投資企業的年度財務報表必須由在越南經營的獨立審計公司進行審計。經
審計的年度財務報表必須在財政年度結束後 90天內完成。這些財務報表應提交至適
用的許可機構、財政部（MOF）、地方稅務機關、統計局和其他相關機構。

企業不得晚於財務年度結束之前 30天與獨立的審計公司簽訂審計契約。根據法律，
企業有責任及時向審計員提供即時且充足的資訊和解釋。。

對於在越南經營的信貸機構，在連續五年使用同一家審計公司後，必須更換。對於
信貸機構之外的其它機構，在連續三年後，必須更換簽證會計師。

向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看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與《越南會計準則》之間存在著一些重大差異，主要包括術
語、會計處理與描述、披露要求方面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在不斷發生變化，已經做出多次修改和修訂。儘管如此，在越南，仍有許多
重要會計準則，比如關於金融工具和資產減損的準則，尚未頒佈。

應該注意的是，在 2015 《會計法》中，越南首次引入了公允價值的概念，並且在不
久的將來，財政部將出進一步頒佈具體的指南。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應用通常會引起人們的極大關注，特別是在越南等即將作
出決策的市場。2019年 3月，財政部公佈了《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採納路線圖草案，
供公眾評論，其中規定，自 2022年起，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可以自願編制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報告。

在實施《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時，企業必須保證，就關對於國家預算的確定義務，
向稅務機關、管理和監督機構提供充分、明確和透明的資訊及說明。企業應將會計
審計人力資源落實到位，並更新技術、系統和流程，這些都是成功實施《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的決定性因素。

47
項審計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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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力資源
    與勞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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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滿足日益成長的高品質人力資源需求，政府已開始與私營教育業者合作，制定和實
施員工培訓和技能提升的策略方針。”

Phan Thi Thuy Duong｜ PwC越南法務部合作夥伴

勞動法
越南人口超過 9500萬。大約 52%的人口處於工作年齡。據勞動、身障者和社會事
務部的數據，約 23%的勞動人口已通過培訓或掌握一定技能。

2013年 5月 1日生效的《勞動法》建立了一個法律框架，規定了雇主和雇員在工作
時間、勞動協議、加班、罷工和終止雇傭合約方面的權利和義務。此外，還頒布了
各種法令以指導《勞動法》規定的執行，如關於勞動合約、工作時間、工資、勞動
力外包和爭端的法令。

法律規定每天最多工作 8小時或每週工作 48小時。雇主和雇
員可同意雇員加班，但每年加班總時數不得超過 200小時。在
特殊情況下，可以通知有關部門，將最高加班時數增加至每年
300小時。

在與越南工人簽訂的勞動合約中，工資和薪金必須以越南盾形
式規定。雇員的工資不得低於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水準。

通常，在越南工作的外國人必須持有勞工管理機構頒發的工作
許可證。為了獲得工作許可證，被派往越南工作的外國人必須
具備國內勞動市場人口不容易獲得的知識、特殊技術或管理 /

執行層面的技能。

根據《勞動法》，工作許可證的最長期限為 24個月（但可根
據具體條件延期）。

52%
人口處於工作年齡

24個月
工作許可證的 
最長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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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
來越南的外國人必須從越南入境部門或越南駐外使
館 /領事館獲得入境簽證（除某些協定或其他互惠
協定規定的免簽情況）。

商務簽證則是簽發給越南經商的外國個人。

其他人力資源問題
雇主還需要注意一些其他重要事項：

• 如員工人數為 10人或 10人以上，向省勞動部門
登記內部工作規程；

• 如至少需要 5名員工，則成立基層工會，並向上一
級工會繳納工會經費；

• 確保工會組織以合作的方式運作；

• 對績效不佳的員工進行處置是一個困難的過程；

• 約定期限的勞動合約只能續約一次，續約後必須使
用不限期間的勞動合約。

高技能員工
越南勞動力中位數年齡為 30.5歲，是一個年輕且
充滿活力的國家，與中國 37.4歲的中位數年齡相
比，是一個相對年輕的人口結構。

越南員工經常因勤奮和技術嫺熟而受到稱贊。然
而，為確保勞動力保持充分的競爭力水準，專業發
展仍是必要的。在某些經濟領域中，人才匱乏且需
求量大。為了解決這一人才問題，國內外企業都在
大力投資當地的人才開發專案，包括內部培訓、積
極的人才獲取和人才保留計畫。

政府認識到提高生產力的重要性，決心提高勞動生
產力，並將此視為實現國家新成長模式的三大支
柱之一，另外兩項為提高成長品質和增強競爭力 

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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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重點產業

銀行和資本市場

房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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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有系統地進行銀行重組、解決壞帳並採用國際風險架構，金融體系變得更具彈性。”

Nguyen Hoang Nam｜ PwC越南合作夥伴

銀行和資本市場
資本市場概述

越南資本市場包括一級和二級市場，由國家證券委員會監管。

由於目前股票市值占 GDP的比例相對較低，預計未來幾年將迎來快速成長。債券市
場也經歷了高速成長，但規模仍然相對較小，為未來成長提供了空間。為了吸引外
資，政府放寬了對外資所有權限制的規定。

最近，在 2019年 3月，總理批准了一項提案，其重點是，至 2025年進行證券市
場重組。根據這一提案⸺即第 242/QD TTg號決定，越南政府希望加快證券市場
的全面重組，使其成為越南經濟及其企業的中長期融資工具。 此決定設定了幾個里
程碑，包括計畫在 2020年和 2025年，越南股市市值將分別達到越南 GDP總值的
100%和 120%，以及計畫於 2020年上市公之公司數量將比 2017年成長 20%。

銀行業

越南的銀行和金融服務業發展不足，但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在這一行業內，零售
銀行業務，特別是支付卡和財富管理服務業務，預計將出現成長。

越南存在巨大的未開發市場，因此對一系列零售銀行產品的需求將會增加。由於越
南 90%以上的付款交易仍以現金進行，而且支付卡市場相對來說尚未開發，因此越
南也有機會改變其以現金交易為基礎的社會型態。

通常，所有在越南設立存在形式的外國投資者都需要開立一個銀行帳戶，以便開展
其業務。在越南的外國投資者可以開立以越南盾計價的帳戶，也可以開立以美元和
其他外幣計價的帳戶。

銀行包括國內股份制商業銀行、國有商業銀行、外資全資子銀行、合資銀行和外國
銀行分行。

此外，其他信貸機構還包括金融公司和租賃公司。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越南境
內共有 31家股份制銀行、4家國有銀行、9家外資銀行、48家外國銀行分行、16

家金融公司和 11家租賃公司。

 “ 預計零售銀行業
務，特別是支付卡
和財富管理服務業
務將出現成長。”

04 國有銀行 31 股份制銀行 48 外國銀行分行

16 金融公司 11 租賃公司 09 外商獨資銀行
截至2018年6月
在越南運營

65



《信貸機構法》允許商業銀行提供從傳統金融產品到融資管理和證券業務等多種形式的
產品和服務。

近年來，越南銀行系統經歷了一輪重組浪潮，規模較小、實力較弱的銀行被規模較大的
銀行收購或合併，或被越南國家銀行直接監管。。

自 2018年 1月起，信貸機構法修正案首次引入銀行清算程序。它還為確定交叉所有權
和銀行未來重組方向提供了進一步指導。

越南政府最近發佈了越南銀行業到2025年的發展策略，並提出了到2030年的遠景規劃。

據此，信貸機構繼續在越南整個金融體系中發揮關鍵作用。該策略設定了以下目標：

• 發展信貸機構網路，使其運作保持透明、具備競爭力、安全且高效；

• 使信貸機構的所有權結構、規模和類型多樣化；

• 以先進技術和先進的銀行管理方式為基礎，按照國際慣例和標準，發展信貸機構網路，力
爭 2025年躋身東協四強；

• 適應自由化和全球化進程；

• 滿足經濟對金融和銀行服務日益成長的需求，到 2030年實現金融普及化，從而確保人民
和企業充分便捷地獲得優質金融服務，為國家持續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2018-2020年，按照審慎的市場機制，繼續調整信貸機構網路結構，重點做好不良貸款
（壞賬）的基本及徹底性處理工作，採取措施確保不良信貸機構采用正確的形式，從而
維護存款人利益，維護系統穩定安全。信貸機構網路還將繼續按照法律和國際慣例改善
信貸機構的財務狀況，提高其管理能力。 

最低法定資本要求

在越南經營的信貸機構有最低法定資本要求。商業銀行、外國銀行分行、金融公司和金融租賃公司的最低
法定資本要求分別為 30,000億越南盾、1500萬美元、5000億越南盾和 1500億越南盾。

外資所有權

當地銀行的外資持股比例上限為 30%。但如果總理視具體情況予以
批准，外國投資者也可以擁有當地銀行 30%以上的股份。

資本充足率（CAR）

根據越南國家銀行的指導，資本充足率要求保持在最低 9%的水準。就信貸風險而言，當前的資本充足率
計算方法主要基於巴塞爾協議 I，沒有考慮任何其他風險，如運營風險和市場風險等。

2016年末，越南國家銀行發佈了一項關於資本充足率的新條例，該條例將於2020年生效。根據該新條例，
資本充足率要求保持在 8%，並且其計算方法將發生變化，以便與巴塞爾協議 II保持一致，該協議不僅將
信貸風險考慮在內，還考慮了運營風險和市場風險。這項新的條例使越南銀行業在安全性和有效性向前邁
出新的一步。

30%當地銀行的外資總
持股比例上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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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爾協議 II

越南國家銀行發佈了一項規定，要求國內排名前十的商業銀行
在 2015年之前按照巴塞爾協議 II中的標準法來計算監管資本，
在 2018年之前按照其中的高級計量法進行計算。2016年底，
越南國家銀行發佈了一份關於採用巴塞爾協議 II的標準法計算
資本充足率的官方通知，要求商業銀行從 2020年 1月起將最
低資本充足率保持在 8%。

2018年，越南國家銀行還發佈了一項關於內部資本充足率評
估流程（ICAAP）的新規定，要求銀行建立內部程序和流程，
以保證其擁有足夠的資本資源，能夠長期承擔所有重大風險。

內部控制和內部審計

在越南運營的信貸機構和外國銀行分行必須設立內部控制系統和內部審計職能部
門，以符合越南國家銀行的適用條例。

信貸機構和外國銀行分行每年都必須對內部控制的適當性、有效性、效力和效率進
行審查和評估。因此必須編制一份關於內部控制自我評估的報告，其中包括風險變
更、主要業務總結以及組織、單位和部門各級的相關風險、檢查和控制。

該報告必須在財政年度結束後 30天內提交給主要利害關係人和越南國家銀行。

同樣，這些信貸機構和外國銀行分行的內部審計員每年也須出具一份獨立評估報告。
評估的內容包括，通過識別和評估風險、識別內部控制現存問題、指出內部控制整
改時必需進行的變更，對與運營和審計領域相關的內部控制的適當性、有效性、效
力和效率作出的審查、評估和報告。內部審計結果必須及時向主要利害關係人報告，
並在審計完成之日起一個月內向越南國家銀行報告。。

越南國家銀行最近發佈了一份新的通知，該通知就內部控制系統提供了指導方針。
該通知對內部控制系統以及內部審計的作用和職責作出了詳細指導。預計這一指導
方針將與國際框架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並為實施《巴塞爾協議 II》提供平臺。內部
審計作為管理體系最後一道防線的作用將變得更加重要。內部審計職能部門負責獨
立審計和評估每家銀行對其內部政策和法規的遵守情況。此外，其還審查和評估與
國家條例有關的內部政策的遵守情況。

獨立審計要求

年度法定財務報表以及信貸機構和外國銀行分行的內部控制系統的運行效力需由獨
立審計員進行審計。信貸機構還需每五年更換審計公司。

在每個財政年度結束前，信貸機構和外國銀行分行必須從越南國家銀行公佈的授權
審計公司名單中選擇一家獨立審計公司，對其下一財政年度的財務報表及其內部控
制的運行情況進行審計。

 “ 2018年，越南
國家銀行還發佈了
一項關於 ICAAP
的新規定 ”

30天
該報告必須在財政
年度結束後 30天
內提交給主要利益
相關者和越南國家
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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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化時代的金融科技和金融普惠化

由於價格合理的智慧手機的普及，互聯網普及率不斷提高，且
較低的資料成本使得交易速度提高，這些因素為加強越南國內
的金融普及化創造了有利條件。

2017年，只有 59%的人口擁有正式的銀行帳戶。然而，值得
注意的是，這些“有銀行戶頭”的群體由相對較新的零售銀行
業客戶組成 ，市場的這一特點以及對現有銀行服務不充分的
利用率表明，銀行業仍有很大的產品多樣化潛力和發展空間。

越南增強其金融普及化的一個途徑是多樣化數位金融服務的提供商，並圍繞其金融普及化舉措加強知識 

共用。

因此，金融領域的技術創新，即金融科技，可能是推動金融普及化最好的方式。2017年在越南金融科技
市場投資 44億美元的記錄即可證明，預計至 2020年此投資將達到 78億美元。

為了推動數位化計畫，越南國家銀行金融科技指導委員會於 2017年成立。指導委員
會的參與者包括國家銀行、中央銀行內部部門的代表和越南國家支付公司，其目的
是鼓勵發展金融科技舉措。隨著新創產業提供生活化的銀行服務、移動錢包和數位
支付服務等市場解決方案 ，中央銀行還制定了一個宏大的目標，即到 2020年銀行
業滲透率達到 70%（根據第 1276號決定），希望進一步加速金融科技市場的發展。

外國企業紛紛向越南金融科技公司注資數億美元，最近簽署了越來越多的銀行金融
科技合作協定。根據越南國家銀行的資料，越南大約有 80家提供多樣化金融服務的
金融科技公司，其金融服務包括支付、匯款、資本流通和金融管理。銀行與金融科
技公司之間的合作是越南最常見的經營方式，主要涉及一方為另一方提供仲介支付
服務。到目前為止，越南國家銀行已經向 29家非銀行機構頒發了用於提供此類服務
的許可證。

在未來幾年，越南數位和消費銀行服務業的前景十分積極，這得益於該國強勁的經
濟成長、有利的人口結構以及不斷成長的互聯網和智慧手機普及率。由於年輕人口
日益富裕，對技術的精通度不斷提高，在金融科技領域，越南被認為是亞洲頗具吸
引力和潛力的目標投資地。金融科技解決方案將帶來新的金融服務，補充傳統的銀
行產品，從而重塑國內金融服務提供者之間的競爭環境。

 “ 在未來幾年，越南
數位和消費銀行服
務業的前景十分積
極的 ”

2018

2020(F)

越南金融科技領域的投資

44億美元

78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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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仍是亞太地區備受關注的房地產市場，人們普遍認為，由於越南經濟基本面前景 

強勁，許多領域的主要市場都將出現進一步發展。”

Glenn Andrew Hughes｜ PwC越南董事

房地產市場
2018年業績總結

亞洲新興市場一直是國際投資者追逐的目標，因其可能帶來更高的回報。儘管隨著
新興市場的經濟發展和可投資資產的增加，對新興市場的投資亦不斷增加，但這些
市場通常不適合保守的投資者。越南繼續被高度列為新興經濟體投資者關注的主要
地區，2018年越南國內生產總值（GDP）成長 7.08%，為 11年來最高水準，這是
由強勁的國內需求和亞洲製造商的外商直接投資活動推動達成的。

外國投資者歷來關注越南的房地產，其通常與當地開發商合作。在過去的一年裡，
在一些交易中，外國投資者入股了本地開發商的上市和非上市平臺。隨著城市化進
程的推進，在大城市中心地區住房的需求持續成長，住宅市場的重心現在已經從高
端轉向了中端水準。

儘管製造業蓬勃發展，現有基礎設施普遍較差，但對越南物流行業的投資歷來不是
投資者的主要項目。然而，現在這種情況正在發生變化，原因是監管改革使外國企
業能夠在該行業更自由地運營。

在最新發佈的 PwC 2019年度亞太區房地產市場新興趨勢調查中，胡志明市
（HCMC）投資潛力排名第七，發展潛力排名第二。HCMC是越南最大的城市，也
是越南的商業之都。越南人口普遍年輕，收入也不斷增加， Standard & Poors預測
未來三年的年成長率為 6.6%。對於尋求機會的投資者來說，有充分的證據顯示，越
南存在投資機會。

本年度外商直接投資
註冊資本總額的

18.7%
美元

19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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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展望

PwC發佈的《2019年度亞太區房地產
市場新興趨勢調查》顯示，與東南亞其
他發展中市場相比，越南的外商投資出
現了更多令人鼓舞的跡象，外國參與房
地產行業的阻礙也更少。胡志明市依舊
是第一大新興市場，在發展方面表現的
尤為突出，僅次於墨爾本而排名第二。
胡志明市也是幾乎所有行業中最熱門的
收購市場：辦公、零售和住宅領域，而
在酒店行業，其僅次於 2020年奧運會
主辦城市東京。

在辦公樓項目上，儘管機會較少，但胡
志明市再次成為一個極好的開發市場。
年輕、精力充沛的勞動力隊伍是越南的
優勢。毫無疑問，命令驅動型經濟使企
業生活變得更容易，特別是在一個對企
業友好的政府支持下。越南政府正力圖
獲得外國投資所帶來的好處，並且越來
越歡迎外來投資者。 

胡志明市在住宅投資者的目標名單上也
位列榜首，大眾市場和中端市場住宅被
視為新的投資熱點。就目前而言，這是
一個單純的投資發展型態，儘管可能很
難在分散的市場中規模化。。

事實證明，對住宅開發行業的投資者而
言，河內也頗具吸引力。河內市區有
700萬人口，面積比胡志明市小，但與
胡志明市相似，兩個城市在東南亞的規
模僅次於雅加達和曼谷。河內穩定的經
濟預計 2019年將成長 6.6%，與中國的
成長率相當。

在零售行業，胡志明市再次成為最受歡
迎的投資地點，但與往年一樣，重大跨
境資本不太可能流入該行業。但該行業
正在顯著發展，Cushman&Wakefield估
計，到 2020年，將開發 60多萬平方
米的新零售空間，相當於該市現有零售
供應空間的一半。

在工業 /物流投資方面，2018年國際
資本進入越南物流和工業領域，私募股
權公司為當地開發商提供了支持。2019

年，隨著製造商將其工業設施遷至越
南，該行業將繼續受到亞太地區房地產
投資者的青睞，胡志明市等越南主要市
場也有望從中受益。

越南一直是一個興盛的旅遊目的地，其
鄰國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遊客數量正
在激增，促進了沿海地區酒店業的廣泛
發展。

儘管東京位居亞洲旅遊首選，但胡志明
市仍然是亞洲很受歡迎的旅遊地點。而
越南遊客數量成長強勢，這也說明了其
潛在的成長將促進該市成為酒店投資人
的投資目標。

可能影響市場的相關法律法規

2019 年 3 月 4 日，第 255/QD-TTg 號
決定將社會住房發展優惠貸款利率上調
0.2個百分點，從 2018年的 4.8%提高
到 2019年的 5%。

 “ 越南一直是一個
興盛的旅遊 
目的地 ”

預計 2019年河內
經濟成長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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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
繼續成為最大的

新興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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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C越南

PwC越南的宗旨是
建立社會公信力，
解決重要問題。

PwC事務所在全球 158個國家開展業務，員工超過 250,000

人，我們是該事務所網路中的一員。PwC網路的員工將致力
於以最高品質標準，提供保證、諮詢、稅務和法律服務。

PwC越南於 1994年在河內和胡志明市設立辦事處。

我們團隊中有大約 1000名本地和外籍員工，他們對自己工
作的經濟體制有著透徹的瞭解，對越南在投資、法律、稅務
和監管事務、會計以及合並和收購等領域的政策和程序也有
著深入的瞭解。

我們與越南的主要國家部門、金融機構、國有企業、私營公
司、商業組織和官方發展援助（ODA）社區建立了牢固的關係。

158
PwC事務所在全球
158個國家開展業
務，我們是該事務
所網路中的一員

250,000
員工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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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 25年的經營中，PwC越南一直
致力於推動公司內部更廣闊的商業社區
的可持續發展。我們擁有客戶在本地層
面所需的豐富行業知識，為客戶帶來了
很多技能和豐富資源，無論他們在亞洲
或世界何地開展業務。

行業洞察力

我們的團隊是根據業務領域進行管理
的，為特定行業的特定問題提供重點支
持。我們具備以下行業的專業知識：

我們的服務
PwC越南通過發展和培養良好的人際關係，真正瞭解客
戶的業務和需求，從而為您提供高品質且專注於行業的服
務。我們可以利用來自地區和全球網路的豐富專業資源，
結合我們在越南市場的深刻經驗。基於我們跨行業服務實
踐，我們能夠為客戶提供其他機構無法企及的幫助。

無論您的機構規模如何，我們都能在以下領域為您帶來效
益：審計與保證、諮詢、交易、稅務及法律。

1994年
建立河內和胡志明市
辦事處

1,000名
工作在越南的本地和
外籍員工

銀行業和 
資本市場

零售與消費

技術

工程與建築

石油與 
天然氣

金融服務

藥品與醫療 
保健

工業產品

房地產

通訊

73



• 財務報告審計

• 財務資訊核閱

• 海關業務手續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與會計諮詢服務

• 網路安全和資料隱私服務

• 風險確信服務

• 資本市場服務

• 合併與收購

• 銀行和金融服務

• 雇傭和人力資源

• 一般企業和商業服務

• 外來投資者服務

• 法律合規性 /公司秘書服務

• 法律健檢服務

• 不動產服務

我們還通過服務組合的形式，為 

特殊客戶群提供客制化支援：

• 私營公司企業服務

• 歐洲企業服務

• 日本企業服務

• 韓國企業服務

• 中國和台灣企業服務

• 銀行金融服務

• 鑑識

• 機器人程序自動化

• 財務職能效益

• 成本和績效管理

• 運營

• 管理、風險與合規性

• 人員和組織

• 策略

• 科技

• 交易服務

• 公司財務

• 估價

• 業務重組

• 資本項目和基礎設施、政府和公用事業

• 交易策略

• 交付交易價值

• 營運資金管理

• 稅務和海關諮詢服務

• 稅務、移轉訂價和海關方面遵循服務

• 稅務、海關和法律方面的健檢服務

• 稅務盡職調查和架構

• 移轉訂價服務

• 稅務爭議解決服務

• 海關稽核協助服務

• 個人所得稅

• 派遣服務

• 人事薪資外包服務

• 入境服務

欲瞭解 PwC越南的全套服務，請訪問我們的網站： https://www.pwc.com/vn

審
計

顧
問
諮
詢

法
律

財
務
顧
問

特
定
客
戶
群

稅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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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價值
PwC的宗旨是營造社會誠信，解決重
要問題。我們擁有一個技術創新型網
絡，致力於提供從策略到執行方面的
客戶服務，並提高業務實踐的透明度、
信任度和完整性，我們透過這樣的 

創新差異化價值，這正是我們引以 

為傲的地方。

以下是我們的五大核心價值觀，它們
説明我們實現目標，並為我們的客戶
提供高影響力支援。

創新

誠正

進取

關懷 合作

掃描 /點擊此處查看 
更多 PwC越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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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CI 越南工商會（VCCI）
越南工商會於 1963年在河內成立，是一個全國性組織，彙集並代表了
越南的商界、雇主和商業協會。它致力於加快越南的社會經濟發展，
促進越南與世界其他經濟體之間的商業、經濟、科學和技術合作。
VCCI是一個獨立的、非政府、非盈利的組織，具有法人身份，擁有財
務自主權。

通過在越南和國外的活動，越南工商會一直在該國的革新、商業環境
改善、發展互利公私夥伴關係、刺激經濟成長以及越南融入地區和國
際經濟方面做出積極貢獻。

越南工商會的總部設在河內，在全國主要經濟地區設立九個分公司和
代表處。

注：國家主席、黨總書記 Nguyen Phu Trong為 VCCI的運作作出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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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主要活動
政府 -企業對話

每年由總理和各國家部門高級官員主持。這是商界與越南政府就改善
營商環境的各種議題進行高層溝通的管道。

省級競爭力指數（PCI）

是越南工商會和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一個聯合項目，於 2005

年啟動，每年對企業的意見進行調查、研究和反映，以便對省級政府
在創造有利商業環境方面的經濟管理品質進行排名。

雙邊商務論壇

每年在越南與其他國家進行高級別官方訪問之際，在國內和全球組織
雙邊商務論壇。這有助於加強越南與海外商界的聯繫。

WTO與經濟整合中心

是我們關於越南企業國際貿易政策的最大資訊來源，也是企業採取與
WTO、自由貿易協定和越南其他貿易承諾有關的倡導行為時的最大關
注點。

中小企業（SME）

經常實施類似於《創辦與改善您的企業（SIYB）》的支持專案，為越
南的初創企業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越南商業年度報告

自 2006年來，對越南政策制定者、企業和力求瞭解企業發展的人來
說，《越南商業年度報告》是十分重要的出版物。

還有更多此類活動……

網站： 
www.pcivietnam.org

網站： 
wtocenter.vn

網站： 
vbis.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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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汎亞 執業會計師
Alan Chien
+886 2 2729 6008
alan.chien@pwc.com

張峰碩 協理
Feng Shuo Chang
+886 2 2729 6666 ext. 23161
feng-shuo.chang@pwc.com

蔡亦臺 執業會計師
Yi-Tai Tsai
+886 2 2729 5181
yi-tai.tsai@pwc.com

鍾佳縈 副總經理
Chia Ying Chung
+886 2 2729 6666 ext. 23612
chia-ying.chung@pwc.com

蘇宥人 執行董事
Peter Su
+886 2 2729 5369
peter.y.su@pwc.com

跨國界整合服務

    

馬 

來 

西 

亞

    

印 

度

李典易 執業會計師
東南亞及印度業務副主持人
+886 2 2729 6666 ext. 35358
daniel.lee@pwc.com

 

所
有
市
場

       

印 
尼

78 |  越南投資指南

mailto:alan.chien%40pwc.com?subject=
mailto:feng-shuo.chang%40pwc.com?subject=
mailto:yi-tai.tsai%40pwc.com?subject=
mailto:chia-ying.chung%40pwc.com?subject=
mailto:peter.y.su%40pwc.com?subject=
mailto:daniel.lee%40pwc.com?subject=


呂珮琪 經理
東南亞與印度業務執行祕書
+886 2 2729 6666 ext. 23001
peggy.p.lu@pwc.com

陳以謙 副總經理
東南亞及印度業務秘書長
+886 2 2729 6666 ext. 34312
yii-chian.chen@pwc.com

林韋宏 經理
Sam Lin
+886 2 2729 6666 ext. 34316
sam.s.lin@pwc.com

廖御喆 經理│派駐越南
Jason Liao
+84 702 806 085
yu.che.liao@pwc.com

Woranath Khemasiri 協理
泰國會計師
+886 3 578 0205 ext. 35300
woranath.khemasiri@pw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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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t Chong 合夥律師
馬來西亞籍律師
+886 2 2729 6666 ext. 23849
kent.chong@pw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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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希望深入了解東南亞及印度投資市場，或有相關服務需求，歡迎與以下 
專業人員聯繫：

吳偉臺  執業會計師
國際事務長
東南亞及印度業務發展組 主持人
+886-2-2729-6704
richard.watanabe@pwc.com

李典易  執業會計師
東南亞及印度業務發展組 副主持人
+886-2-2729-6666  ext.35358
daniel.lee@pwc.com

薛守宏  執業會計師
東南亞及印度審計服務

+886-2-2729-6666  ext.34202
roger.hsueh@pwc.com

鄭雅慧  執業會計師
東南亞及印度審計服務

+886-2-2729-6666  ext.35329
tina.cheng@pwc.com

蘇宥人  執行董事
印度市場
稅務諮詢服務

+886-2-2729-5369
peter.y.su@pwc.com

簡汎亞  執業會計師
東南亞及印度審計服務

+886-2-2729-6008
alan.chien@pwc.com

劉欣萍  執業會計師
稅務諮詢服務

+ 886-2-2729-6661
shing.ping.liu@pwc.com

翁麗俐  執業會計師
併購服務

+886-2-2729-6703
lily.wong@pwc.com

洪連盛  執業會計師
家族企業傳承服務

+886-2-2729-5008
sam.hung@pwc.com

盧志浩  執行董事
管理顧問服務

+886-2-2729-6666  ext.26369
jacky.l.liu@pwc.com

資誠專業團隊的聯絡方式

該手冊僅用於一般資訊的參考，不應替代專業顧問諮詢。

©2019 PwC (Vietnam) Ltd. 保留所有權利。PwC指越南成員公司， 
有時也指代 PwC網路。每個成員公司都是一個獨立的法律實體。 
詳情請參見網站 www.pwc.com/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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