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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4月

法规新知

商事企业法修正案
柬埔寨王令第NS/RKM/0122/003号关于《商事企业法》修正案颁布于2022年1月29日（“商事企业法修正案”）。

商事企业法修正案废除了第166、175、182、183、184、185、186、187、188、189、190和196条，并修正了第1、
2、3、4、5、59、62、87、101、106、110、114、115、137、144、161、174、192、195、225、234、255、262、
270和271条，及增加第8条、第53条和第147条的重复。

以下是我们对《商事企业法》的重要修改评论：

1) 独资企业
根据商事企业法修正案，除了合伙企业和公司形式以外，还增加了独资企业作为商业企业的形式之一。独资企业应由
个人来设立以及该个人的资产是独资企业的资本。

根据自我评估税制下，被列为纳税人的独资企业有义务在商业清单中登记，且该名称应在最后或下边的缩写后缀包含
“独资企业”。

独资企业的持有人承担所有企业义务风险，对其资产全面负责。独资企业不需要公司章程（M&A）以及内部规定，也
不得与持有人具有分离性质。

独资企业和普通合伙企业的清算与解散也在《商事企业法修正案》的第二章（新）E点（新）中提及。

该注意的是，无论是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都应在柬埔寨拥有永久地址。

2) 公司秘书
商事企业法修正案已将所有相关条款中的“代理人”此词改为“公司秘书”，其中公司秘书是指由公司委任并有权收
取及保存本公司文件的人士。

任何注册为公司形式的企业都应委任公司秘书，且公司秘书在柬埔寨拥有永久地址及他/她需有能力完成这项工作。

3) 注销登记和清算
根据商事企业法修正案，清算人应由会计及审计监管机构（非银行金融服务）许可的会计及/或审计公司执行。清算人
应代表注销企业完成清算后保存5年会计记录、财务报表和其他记录。不过，如果这些文件需要作为证据，则清算人
必须保存更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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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股东身份的披露
在公司章程中不打算披露自身身份的股东可以指定一名代表人。任用代表人应根据股东与代表人（个人或法定企业）
之间的协议成立。股东的身份资料及股东代表人的协议应当向商务部登记。信息记录的条件、形式和程序，及股东代
表人的协议应由次级法令确定。请注意，此次级法令尚未颁布。

评论：
以上所述《商事企业法修正案》引入了一些重大变化，特别是公司秘书的要求、委任清算人进行注销登记程序的新规
定、以及不披露股东身份的选择。我们理解，政府将随后发布次级法令和部长令，以便提供有关任命会计和/或审计公
司作为清算人的附加信息与指导。在此期间根据我们的经验，注销登记的过程暂时依旧按照以前的做法进行。然而，
一旦有关委任清算人的要求进一步发布，我们预计这种情况会在短时间内改变。因此，我们鼓励正在考虑进行注销注
册程序的企业密切关注这方面的发展。

如果您在商务部的注册申请中需要任何支持，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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