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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2月

柬埔寨王国政府支持重要产业的纾困措施
(信函2039号 GDT, 2022年 2月1日 及 第 130 号MEF部长令, 2022年2月9日)
政府将展延柬埔寨就重要产业于2021年10月发布的第10轮税务纾困措施。此外，柬埔寨经济和财政部（MEF）已于
2022年2月9日发布了第 130 号 MEF部长令，重点关注对旅游业的附加优惠。我们把这些优惠措施总结如下：

有资格获得上述税务纾困/优惠措施的纳税人应继续履行自身的税务义务（例如，月度电子申报，电子增值税提交，专
利证书更新，旅游业执照续期等），惟适用的缴税款或费用的支付应由国家承担。

 税务新知

产业
根据第2039号信函（第11轮），为
2020年2月25日第002号指示（第1轮）

税务纾困措施的展延

根据柬埔寨经济和财政部
（MEF）2022年2月9日第

130号部长令

在柬埔寨税务总
局（GDT）下注
册的酒店、旅馆、
餐馆和旅游社公
司，并在金边、
巴域和波贝市; 和
暹粒省、西哈努
克省、白马省、
贡布省进行营业

— 免缴各种月度税款直至2022年6月（即增值
税、预缴所得税、薪资税、薪资福利税、代
扣税、商品服务特别税、公共照明税和住宿
税）（第11轮）。

— 免缴2021年度旅游业执照续期费（第4轮）

— 免缴2021年度专利税义务（第6和第7轮）

— 延迟2020年度全面税务审计（第6轮）

— 免缴各种月度税款直至2022年
6月。

— 免缴2022年度旅游业执照续期
费

— 免缴2022年度专利税

— 继续实施有关参观吴哥窟门票
的优惠政策指示直至2022年12
月31日。

在柬埔寨税务总
局（GDT）下注
册的酒店、旅馆、
餐馆和旅游社公
司，并除上述地
区以外的地方进
行营业

— 免缴2021年度旅游业执照续期费（第4轮）

— 免缴2021年度专利税（第6和第7轮）

— 延迟2020年度全面税务审计（第6轮）

— 免缴2022年度旅游业执照续
期费

— 免缴2022年度专利税

— 延迟2021年度的税务审计访问。

— 继续实施有关参观吴哥窟门票的
优惠政策指示直至2022年12月
31日。

国内航空公司 — 免征最低纳税额（MT），并不需要支付预缴
所得税（PToI）直至2022年6月（第11轮）。 — 无此豁免



2

我们的评论
在新冠疫情持续影响本地和全球市场的情况下，柬埔寨部分产业和领域仍在挣扎求存。政府采取的这些暂免税务
措施将能协助受影响的企业在多达六个月内无需支付任何月度税款。尽管如此，受影响的纳税人应该确保遵守月
度纳税申报的要求和其他行政合规义务，以避免未来或有的风险。

作为客户忠诚的税务顾问，如果您想要深入了解上述措施对于您业务的影响，欢迎随时和我们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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