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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4月

法规新知

商业条规和注册法修正案
《商业条规和注册法》随着1995年的颁布落实和1999年的修正案（1999年修正案）之后，政府于2022年1月29日根
据皇家法令第NS/RKM/0122/002号《商业条规和注册法修正案》对《商业条规和注册法》作出修订（第0122号修正
案法）。

根据第0122号修正案，修订的条例包括1999年修正案（1999年11月18日）的第11条（新）、第14条（新）、第17
条（新）、第26条（新）及《商业条规和注册法》（1995年6月26日）的第47条，详情如下：

 

新条例 修订说明

第11条（新）（2） 柬埔寨商业部（MoC）应向商事法庭提交一份商业注册副本以及所有相关的注册文件以作其
商业管辖权用途。

第14条（新）（2） 商户应在营业开始前至少十五（15）天内向营业地管辖的主管当局注册公司。
注册处应设在省、市贸易局或其他商业部核准的地点。

商户应向注册处提交申请，并附上此条例所规定的资料。
该注意的是，此条例相较旧条例没有重大改变，仅增加了小部分所需的文件，例如：

— 电话号码与电子邮件。

— 商业目标应符合柬埔寨王国政府颁发的柬埔寨经济部门标准分类。

— 企业商标（如有）。

请注意，签名和公司印章的样本要求已在此新条例下被删除。

第17条（新）（2） 所有在柬埔寨开展业务的公司都需要进行注册（无论任何公司形式和年限）。

公司注册人或董事应在成立当月及营业开始前至少十五（15）天内完成注册。

注册处所提供的申报表样本形式应包括此条例所述的信息。
此条例相较旧条例没有重大改变，仅增加了小部分所需的文件，例如：

— 电话号码与电子邮件。

— 商业目标应符合柬埔寨王国政府颁发的柬埔寨经济部门标准分类。

— 企业商标（如有）。

— 公司的初始日与终止日（如有）

请注意，签名、公司印章和资本款的银行凭证相关样本要求已在此新条例下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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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第0122号的修正法对之前的法律及其修正案进行了相关修订与更新，有利于与当前柬埔寨商业部的要求和业务发展保
持一致。

如果您需要任何支持，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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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条例 修订说明

第26条（新）（2） 柬埔寨商业部的商业注册人员将根据书面申报表和相关申请文件出具注册证书，并附上载有
注册识别号码的摘录，而该号码是在柬埔寨开展业务的唯一注册号。该注册证书只作临时用
途，自从签发之日起一个月内有效。
在此期限内，如果该申报被发现是虚假的；或故意提供错误信息；或者在商业注册后根据适
用的法律法规出现任何投诉，柬埔寨商业部的商业注册人员有权拒绝注册并取消其注册号码。

柬埔寨商业部的任何商业注册人员，如果在了解所有事实的情况下依旧出具虚假证书，则将
应根据先行法规受到处罚。

第47条（新） 所有商户或公司董事都需遵循根据柬埔寨审计与会计法与其他现行的法规，以执行会计和审
计规则的义务。

任何违反上述规定的商户或公司董事应承担相关责任。
这项新条款明确地提醒了商户或公司董事其本身对遵循会计和审计规则的义务。这可被视为
柬埔寨商业部为提高柬埔寨王国的会计和审计合规性所作出涵盖面更广泛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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