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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新知

柬埔寨税务局（GDT）发布此指示以厘清柬埔寨股息分配预付税（ATDD）的范围与征收。以下为柬埔寨税务

局指令的重要规定：

为了让纳税人更清楚了解股息分配预付税，柬埔寨税务局的指令也提供了关于普通企业与合格投资项目公司的

股息分配预付税的例子说明及计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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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与定义

• 股息分配预付税本质上是针对企业进行分配尚未缴纳所得税（ToI）

的收入而征收的预付税款。

• 已纳税的股息分配预付税可在年终时作为年度所得税的税收抵免。

税基

• 股息分配预付税将根据股利分配的总额乘以年度所得税税率（即，

一般为20%）计算。请参考柬埔寨税务局的指示，以进一步的了解

合格投资项目（QIP）与非合格投资项目（QIP）对股息分配预付

税的详细计算指南。

免税

• 股息分配预付税不适用于下列的情况：

• 所得税免税期（ITH）内的合格投资项目，包括在2020年之前

的所得税免税期所累计的未分配利润（RE）。

• 重新分配已被征收股息分配预付税的分红收入。

合格投资项目实体的特殊规则：

按累进税率缴税（即25%、50%或

75%）

• 股息分配预付税的付款方式以如下：

• 前两年应付的股息分配预付税为总额 x 25%。

• 下两年应付的股息分配预付税为总额 x 50%。

• 最后两年应付的股息分配预付税为总额 x 75%。

股息分配预付税的执行
(指示 30408号GDT，2022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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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新柬埔寨税务局的指令之前，当合格投资项目公司对其累计未分配利润（2020年之前所得税免税期期

间的未分配利润）进行分红时，这一部分股息分配预付税的执行存在灰色地带。目前，上述税务局指令现

已澄清，此类交易不受ATDD约束。

然而，在股息分配预付税是否适用于合格投资项目公司“自2020年起所得税免税期间的累计未分配利润

（RE），但在所得税免税期之后分配”，这个部分仍然不明确。

鉴于上述情况，合格投资项目应该能够制定更好的税务规划策略，取决于这些未分配利润所累计的年份，

以决定如何处理其累计未分配利润（例如，进行再投资、作为股息分配等）；或制定时间表去执行合格投

资项目公司计划的分配/再投资此类未分配利润的方案。我们建议您咨询你的税务顾问，了解如何在这项新

GDT指令下处理贵司的税务计划。

应该注意的是，股息分配预付税的申报和付款是个纳税时间差异的问题，因为股息分配预付税支付的金额可

以作为年度应付所得税（ToI）的税收抵免。尽管如此，受影响的纳税人仍应确保遵循此指令规定的股息分配

预付税义务，否则可导致潜在的行政和财务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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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