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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月

延迟关于电子商务交易的增值税（VAT）执行
(Notification no. 776 GDT, dated 17 January 2022) (通知号 776 GDT, 2022年 1月 17日)
根据我们在2021年12月的税务新知中提到关于电子商务交易的增值税执行，柬埔寨税务总局（GDT）于2022年1月17
日发布了第776 GDT号通告，确认将电子商务交易增值税的执行延迟到2022年3月31日，以便纳税人有足够的时间做
好准备并顺利实施这项新的措施。该电子商务交易增值税的执行将从2022年4月1日起生效。

因此，纳税人申报电子商务交易的第一个纳税月份应为2022年4月，而电子商务的增值税申报应于2022年5月完成。
应注意的是，在柬埔寨境内供应电子商务用品的非居民纳税人必须在2022年4月1日之前完成简化增值税的注册流
程。未能按时向柬埔寨税务总局（GDT）登记和/或申报纳税申报表并缴纳增值税的纳税人将受到现行税法和法规规
定的罚款。

我们的评论
截至今日，柬埔寨税务总局（GDT）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和简化增值税注册的流程尚未完成（即在目前阶段只能上门
提交并以现金支付税务登记费），因此，这次延期能够为柬埔寨税务总局（GDT）提供足够的时间来完成并精简其简
化增值税的注册流程，特别是在线注册和付款流程方面。

另一方面，受影响的纳税人应该充分利用这次延期重新审视自身的商业模式和流程，完成简化增值税的登记，并评估
其影响和自身的准备情况，以确保在2022年4月1日之前顺利实施这项新规定。

 税务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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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支付增值税的基本日常粮食
(2022年 1月 11日，第 009 MEF.Prk 号部长令)
柬埔寨经济和财政部（MEF）发布了第 009 MEF.Prk号部长令，自2022年1月11日起生效，以确定人们日常生活中特
定基本日常粮食的增值税将由国家支付。此第 009号部长令涵盖的基本粮食定义如下：

我们评论
柬埔寨经济和财政部（MEF）发布了第 009 MEF.Prk号部长令，自2022年1月11日起生效，以确定人们日常生活中特
定基本日常粮食的增值税将由国家支付。此第 009号部长令涵盖的基本粮食定义如下：

— 来自驯养动物的肉类，如牛、水牛、山羊、绵羊、猪、鸡和鸭，包括新鲜，腌制和熏制的；

— 来自各种驯养家禽的蛋，包括新鲜，腌制和熏制的;

— 各种鲜鱼和咸鱼，也包括龙虾、虾、螃蟹和各种贝类，包括新鲜，腌制和熏制的；

— 糖类，但不纳入糖果类；

— 盐类；和

— 各种鱼露和酱油。

上述基本粮食的国内供应所产生的增值税将由国家支付，自2022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为止，为期2年。餐厅
的食物供应不包括在上述的范围里。

我们的评论
上述的第009号部长令基本上是的第168号部长令（自2020年2月21日起落实至2021年12月底为止）的展延，并展延自
2022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为期2年，旨在通过提供更容易获得和负担的日常必要粮食来支持本地公民的生活
水平。尽管如此，纳税人仍应确保遵守关于国家支付增值税的合规纳税义务（例如：发票开具，增值税申报等）。

作为客户忠诚的税务顾问，我们欢迎您和我们查询了解上述措施对于您业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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