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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0月

税务新知

柬埔寨税务局（GDT）于2022年10月28日发布第26118号 GDT指示，以厘清从指示签署之日起（即2022年10
月28日）的自我评估税制下的纳税人将使用的官方汇率。

关于之前的自评估税制纳税人使用汇率的实施规定应已被废止（即2022年5月17日第10362号GDT的指示）。

自我评估税制纳税人的汇率使用
（ 指示第26118号GDT，2022年10月28日）

交易 汇率适用

1. 开具发票 • 纳税人必须使用柬埔寨国家银行（NBC）所发布的每日官方汇率或
不低于NBC每日官方汇率的市场汇率，以开具发票的总金额（柬币）。

• 如果纳税人在假日时或柬埔寨国家银行（NBC）未发布官方汇率的某特
定日之前而发生供应，纳税人应使用当前一天的现行官方汇率（如:假日
前一天）。

• 简化增值税注册的非居民电子商务供应商无需求披露柬币总价开具发票。
然而，他们仍然还需要使用每月的官方汇率（请参考下文第3点）进行申
报及缴纳柬埔寨电子商务交易的增值税。

2. 工资汇率 • 用于计算工资税的官方汇率应使用柬埔寨国家银行（NBC）在每月15日
所发布的官方汇率。

• 当15日是假日，纳税人应使用前一天的现行官方汇率（如:假日前一天）。

3. 月度税务申报 • 用于计算月度税务申报，包括非居民电子商务供应商的电子商务增值税
申报，以及发票上未反映柬币相等的任何交易的官方汇率为柬埔寨国家
银行（NBC）在每月的最后一天所发布的官方汇率。

4. 年度税务申报 • 用于计算年度所得税的官方汇率为柬埔寨国家银行（NBC）在每年12月
份的最后一天所发布的官方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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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评论

此前于2022年5月17日发布第10362号GDT指示，以规定要求纳税人自从2022年6月1日起将使用柬埔寨税务
局（GDT）的官方汇率。然而，这项新的指示已恢复使用柬埔寨国家银行（NBC）所发布的官方汇率以废除该
规定。该注意的是，柬埔寨税务局（GDT）只提供美元兑换柬币的汇率，所以使用柬埔寨国家银行（NBC）的
汇率更加合适，因为柬埔寨国家银行（NBC）提供了更完全的汇率列表。不过，柬埔寨税务局（GDT）需要厘
清何为纳税人可以使用的市场汇率，以代替上述第1点中提到的柬埔寨国家银行（NBC）汇率。

自2022年10月28日起，增值税注册的纳税人应确保在柬埔寨履行纳税义务时采用柬埔寨国家银行（NBC）规
定的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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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