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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

税务新知

临近2022与2023年的年度税收、企业及会计合规申报的截止日期，我们想借此机会提醒相关重要的合规义务以

及KPMG的协助，具体如下：

2022年度所得税：

税务局（GDT）要求所有自我评估税制下的纳税人，在年终后的三个月内，必须提交年度所得税（ToI）申报表。

因此，2022年12月31日税务年度的所得税申报表必须在截至日期，即2023年3月31日提交GDT。

无论当期的损益是利润或亏损，纳税人都需要准备所得税申报表并提交给GDT。此申报表中必须附上纳税人的

损益表、资产负债表和其他支持附表。对于持有本地分公司的纳税人，也需要准备分公司的所得税申报表提交

给GDT。

准备年度所得税常出现的潜在错误和问题：

• 所得税计算中的调整不正确，例如：超额申报可扣除费用、或不充分地调增本年度不可扣除费用；

• 收入的确认在会计准则与税法规定不相同；

• 免税项目和非免税项目活动（即合格投资项目和非合格投资项目）之间的收入与支出分配不当；

• 关联方之间的支出分配不当；

• 税务累积亏损结转不正确;

• 可扣除利息支出或利息结转不正确；

• 资本津贴申索（即税务折旧）不正确；

• 因GDT前期税务审计的结果，使纳税人的免税期（即QIP活动）发生变动，从而导致免税期评估不正确；

• 跨境交易中没有明确的商业内容或合同结构，或无法证明成本与服务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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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与2023年年度税收、企业及会计的合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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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不遵守所得税义务的潜在风险

近几年来，我们发现在税务审计中，年度所得税（ToI）的合规性是属于最高风险的一环。税务局在税收的压

力之下，税务审计的范围和强度在税务部外省/县及GDT的级别都显著增加。

在上述税务合规的事项中，纳税人应了解到税法是在自我评估税制的系统下运作，如果纳税人未遵守纳税申报

的税务法律和条规，GDT有权力对纳税人的活动进行审计并重新评估税收。税务有限审计可进行审计期间为当

前及一年前的时间范围，而全面审计的审计期间为三年，或当发现有漏税的证明，亏损或税收抵免结转超过三

年前以上（即第四年或第五年），则可长达五年。如果有明确的严重漏税证明，则时间可延长，但GDT必须经

柬埔寨经济和财政部批准。

未能遵守税务的合规要求会导致被税务局征收额外的税收罚款及罚息，根据违规行为的性质，对任何未缴/未

申报税款的罚款为10%、25%和40%，以及每月1.5%的罚息（罚息没有上限）。

因此，我们严谨地建议管理层应采取最适当的措施，以确保根据现行税法完成申报，包括处于仍“进行中”的

税务审计税务申报，并保留记录以支持其合规性。

2023年度专利税

自我评估税制的纳税人需要在年终后的三个月内向GDT提交并缴纳年度专利税。，即在2023年3 月31日之前缴

纳2023年度的专利税。

应缴纳的专利税将取决于纳税人的分类，具体如下。

1 如果纳税人在不同的城市或省份开展任何分公司、仓库或经营活动，则需要为每个地点单独提供专利税证书。不过，如果被归类为大型纳税人的实体，则

仅需要为每个额外的专利税证书缴300万瑞尔（约750美元）。

2 包括注册的法律实体和代表处、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政府机构、协会或非政府组织，或任何这些机构下的项目；或外交使团和外国领事馆、国际组织和其

他政府的技术合作机构或者这些机构下的项目。

3 包括所有跨国企业的子公司，外国法律实体的分公司和QIP注册实体。

纳税人类型1 专利税费用

小型 40万瑞尔（约100美元）

中型2 120万瑞尔（约300美元）

大型3

300万瑞尔（约750美元）

如营收超过100亿瑞尔（约250万美元），
500万瑞尔（约1,25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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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如果根据实际营收额的标准，GDT发现纳税人申报的营收额是不准确的类型，部长令中规定GDT可使用纳税人

的商业资产规模条件重新评估纳税人的类型。

专利税申报延误或专利税迟缴会导致GDT处以罚款。

合格投资项目（QIP）的合规证书（CoC）

柬埔寨开发委员会（CDC）要求所有合格投资项目（QIP）公司在每个纳税年度后的90个工作日内申请合规证

书（CoC）。除非合格投资项目公司获得合规证书，否则合格投资项目公司无权享受任何投资优惠措施。

如果合格投资项目公司未能按照柬埔寨开发委员会的要求提供所有信息，柬埔寨开发委员会有权撤销合规证书。

自合规证书撤销之日起，合格投资项目将会失去所有优惠及权利。

在实务上，柬埔寨开发委员会通常会要求合格投资项目公司履行所有未完成的要求/义务（即提交补充文件，

并提供前年任何缺失的合规证书等），而不是撤销该公司的合格投资项目资格以及投资优惠措施。

2023年外国人工作许可证续签

所有在柬埔寨工作的外籍人士都必须持有工作许可证。外籍人士的雇主必须首先在每年的11月30日前向劳工处

（LO）申请年度外籍劳工配额，以获得工作许可证。

一旦雇主获得劳工处审批的配额，外籍人士可以通过雇主申请工作许可证。工作许可证有效期至当年年底，且

必须在下一年的3月31日前续签。

工作许可证可在线进行申请。根据现有配额审批，可在年内提出临时外国工作许可证申请。

针对不遵循《劳工法》的外籍人士会被罚以20万至50万柬币（实际上，当场罚款约为125美元），或如果再犯，

则会被罚以一个月至三个月监禁。内政部也可以把无工作许可证的外籍人士驱逐出境。

根据《劳工法》的规定，雇用无工作许可证外籍员工的雇主将会被罚以根据基本工资日61天至90天（约610至

900美元）的罚款，或如果再犯将会被罚以6天至1个月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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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年度财务报表的准备与提交（经审计或未经审计）

所有的企业都必须每年按照适用的会计准则准备财务报表，并将其提交给会计和审计监管机构（ACAR）。该

截止日期应取决于以下实体类型：

1. 有义务提交财务报表进行作独立审计的实体：经审计的柬文财务报表必须在财政年度后的6个月15天内

提交到ACAR电子申报系统。这些经审计的柬文财务报表应在财政年度后的6个月内完成（并获得审批）。

如果公司预计无法在截止日期前完成财务审计，则需要向ACAR申请延长完成财务审计的截止日期。此

申请必须在6个月的截止日期前至少15天完成。

2. 无义务提交财务报表进行作独立审计的实体：未经审计的柬文财务报表必须在财政年度后的3个月15天

内提交到ACAR电子申报系统。这些未经审计的柬文财务报表应在财政年度后的3个月内完成（并获得审

批）。

作为客户忠诚的顾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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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