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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新知
2022年 1月

 
提示：关于会计记录和财务报表中所使用的语言和币别的通告

此通告将于2022年1月1日起生效。

柬埔寨经济和财政部于2021年9月1日发布了MEF 009 ស.ហ.វ通告以说明关于会计记录和财务报表中所
使用的语言和币别，其简介如下：

1. 如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无法找到以柬文作为会计记录的合适替代系统，则可允许其在会计系统或其他相
关系统中使用英文作为会计记录。无法使用柬文的会计软件虽不需要通过任何形式的批准，但企业和非营
利组织应以书面形式通知会计与审计监管机构（ACAR）说明其会计记录系统的名称和来源。

2. 支持会计记录的内部文件必须以柬文为主，英文可作附件参考。对于从会计系统生成，因上述第1点而无法
以柬文准备的会计文件；或由外国商业合伙人或发展合伙人、捐助者等所准备和提供的会计文件，可以英
文作准备。若该文件由英文或柬文以外的语言作准备，则必须翻译成柬文或英语，并由企业或非营利组织
盖章认证。翻译文件的责任应落于接收文件的企业/非营组织。

3. 企业或非营利组织可以选择柬币或其他货币作为功能币别，并取决于其业务所使用的相关会计准则下所规
定的会计政策。

4. 企业或非营利组织必须使用柬文及柬币编制年度财务报表，或以柬币和其他外币同时列报。外币应根据适
用的会计准则折算且使用柬埔寨国家银行发布的正式汇率。根据《会计和审计法》及其他相关条规，符合
条件的企业或非营利组织必须提交年度财务报表予会计与审计监管机构（ACAR）。

5. 在柬埔寨境内进行石油交易的企业必须遵守于2018年6月4日颁布的第563 SHV.BrK号部长令，有关于石油交
易税收规定的实施。

6. 在执行此通告期间，会计与审计监管机构（ACAR）会持续监督，跟进和评估以柬文和柬币全面进行会计
记录的可能性。

7. 会计与审计监管机构（ACAR）可对此通告的执行要求其他必要的额外程序。 

我们的评论： 
 
自发佈以来，此通告相对地缓解了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的对于《会计和审计法》之下要求以柬文和柬
币作为会计记录的忧虑，首当其冲是对于那些无法支持使用柬文的会计系统；或因根据《柬埔寨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CIFRS）》、《柬埔寨中小企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CIFRS for SME）》或个别非
营利组织所使用的其他会计准则下，需要使用除柬币以外的其他货币作为功能币别的企业和非营利
组织。此通告发佈后，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将可以继续使用其他语言作为会计记录，以及根据现行会
计准则使用其他货币作为功能币别，而且不必担心因不遵守《会计和审计法》而受到处罚。然而，
需要注意的是，该柬文使用的豁免仅适用于由企业或非营利组织的会计系统生成的会计记录，而不
是其他必须以柬文准备的会计记录（由外国商业合伙人或发展合伙人、捐助者等所准备和提供的会
计文件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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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注意到，大部分在柬埔寨经营的企业历来都是使用英文作为会计记录。因此，我们建议企业和
非营利组织应当重新检视内部会计记录的流程，以符合此通告在2021年1月1日的实施。对于不遵守规
定的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将面对2020年6月9日所发佈的第79号次级法令，关于违反会计和审计法所规
定的处罚。

我们也建议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应该按照此通告的要求，向会计与审计监管机构（ACAR）提交在业
务中所使用会计系统的资料。截至此次更新，会计与审计监管机构（ACAR）尚未正式宣布提交相
关资料的流程，但我们预计将在近期宣布。在此期间，我们建议应密切关注会计与审计监管机构
（ACAR）对于提交资料通告的更新，并在提交流程正式确定后完成提交作业。另, 所有企业和非营
利组织都将被要求提交资料，无论其会计系统是否能够支持使用柬文。

作为您忠诚的顾问，我们欢迎您和我们查询和了解上述措施对于您的业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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