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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2 月

第001号指南-要求提交有关会计系统中使用英语的指示
会计和审计监管机构（ACAR）于2022年1月27日发布了第001号 ACAR指南，为"提交关于会计软件和/
或其他相关软件中使用英语的指示"。
该指南包含以下的关键要求：

— 合法注册的企业必须在2022年3月31日之前通知会计和审计监管机构（ACAR）关于其会计软件和/或其他相关软
件中使用英语作为媒介语。对于新成立的企业也必须连与柬埔寨税务总局登记之日起不迟于60天内遵守此指南的
要求。

— 企业必须使用会计和审计监管机构（ACAR）的电子申报系统，以提交有关会计软件和/或其他相关软件中使用英
语的通知函。此前未在电子申报系统注册帐户的企业需要先行注册帐号以完成通知函的提交。

— 企业必须按照电子申报系统中提供的样本信函提交通知提交内容包含所使用会计软件的名称及相关详细信息，如
开发软件的公司，开发软件的国家或地区，以及软件中所使用的语言，。

— 企业应该妥善保管原始通知函，以作为会计和审计监管机构（ACAR）在未来进行合规检查的证明。

— 未能在规定的截止日期前向会计和审计监管机构（ACAR）提交通知函的企业将面对根据2020年6月1日颁布的第
79号次级法令关于违反会计和审计法的罚款。

评论
此指南厘清了柬埔寨经济和财政部于2021年9月1日发布的MEF 009号通知的范围，确认只有在其会计系统中使用英语
的企业才需要向会计和审计监管机构（ACAR）提交通知函。因此，若会计系统已经使用柬文作为会计记录的企业则不
需要提交这方面的通知函。

此指南也厘清了会计和审计监管机构（ACAR）此前尚未传达的通知程序，即需要提交通知函的企业都被要求通过会计
和审计监管机构（ACAR）电子申报系统提交通知函。

我们鼓励，那些已经尝试通过非正式渠道向会计和审计监管机构（ACAR）提交书面通知函的企业，应当使用会计和审
计监管机构（ACAR）规定的格式通过会计和审计监管机构（ACAR）电子申报系统重新提交通知。

我们建议所有继续使用英语会计系统的企业制定会计报告，在会计和审计监管机构（ACAR）的电子申报系统中注册帐
户（如果此前未注册），并在2022年3月31日之前按照系统中的标准流程提交通知函，以避免2020年6月1日颁布的第
79号次级法令关于违反会计和审计法的罚款。请注意，根据该次级法令，未经之间，许可在企业会计账簿和财务报表
中使用柬文以外语言面对罚款介于80万瑞尔（约200美元）和200万瑞尔（约500美元），取决于企业的类型和规模，
并从这个基础上对屡犯者的罚款逐渐增加。

如果您自身对上述新规定的合规性存有疑虑，请随时联系KPMG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和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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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02号通告-要求不符合审计规定的企业提交未经审
计的财务报表
会计和审计监管机构（ACAR）发布了第002号通告，关于"告知不符合审计规定的企业向会计和审计监管机构提交
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义务"。

该通告包含以下的关键要求：
从2021年财政期间开始，无须提交年度财务报表进行独立审计的企业有责任向会计和审计监管机构（ACAR）提交
（未经审计）年度财务报表。为了遵守上述义务，这些企业必须遵循以下的说明指示：

— 企业应在每个财政年度结束后3个月内按照现行会计准则准备未经审计年度财务报表，并在每个财政年度结束
后3个月又15天内向会计和审计监管机构（ACAR）提交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 企业必须使用会计和审计监管机构（ACAR）的电子申报系统向会计和审计监管机构（ACAR）提交未经审计
的财务报表，并根据2022年1月12日第001号关于会计和审计监管机构（ACAR）公共服务费的部长令，应会
计和审计监管机构（ACAR）的财务报表存档服务支付公共服务费。之前未在会计和审计监管机构（ACAR）
的电子申报系统中注册帐户的企业将被要求在上述申报之前注册帐户。

不遵守此通知规定的企业将会面对2020年6月1日发布第79号次级法令关于违反会计和审计法的罚款。

评论
此通告正式规定要求无须提交财务报表进行独立审计的企业需要在会计和审计监管机构（ACAR）的电子申报系统
提交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并扩大了在柬埔寨提交财务报表的要求，该要求此前仅限于符合审计规定的企业需进
行独立审计。此通告的内容在发布前曾被会计和审计监管机构（ACAR）的高级成员广泛讨论，因此我们对此并不
感到意外。然而，财务报表的提交期限（企业财政年度结束后3个月又15天内）对比绝大多数人预期还要早。因此，
我们预计许多企业可能会对完成这财务报表的期限面对困难，特别是对那些之前没有准备财务报表经验的企业，
或更糟糕的情况，对那些重来没有准备会计记录的企业。

因此，我们强烈建议企业成立马上采取行动，确保能够遵守通知中规定提交财务报表的期限，并降低以2020年6月
1日发布第79号次级法令关于违反会计和审计法所导致的罚款风险。请注意，根据次级法令，未向会计和审计监管
机构（ACAR）总秘书处提交或迟交财务报表的罚款介于80万瑞尔（约200美元）至200万瑞尔（约500美元）之间，
取决于企业的类型和规模，并对屡犯者的罚款从这个基础上开始逐步增加。因此，即使企业认定自身没有足够的
时间在2022年4月15日的期限前完成2021财政年度的财务报表，我们也建议应立即采取行动，确保企业尽快遵守
规定，以限制屡犯者罚款的金额。

依我们了解，大部分在柬埔寨经营企业，如果此前没有被要求进行财务审计，通常并没有准备未经审计的财务报
表，很可能会面对相关挑战， 例如：缺乏会计专业知识或柬文的会计术语能力，导致无法用柬文准备一套未经审
计的财务报表，提交至会计和审计监管机构（ACAR）。如果您自身对上述新规定的合规性存有疑虑，无论是在准
备财务报表方面（包括会计记录），或在财务报表的提交方面上，请随时联系KPMG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和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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