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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6月

税务新知

关联方贷款利息的支持凭证
（指示10979号GDT，2022年5月25日）

柬埔寨税务局（GDT）最近于2022年5月25日发布第10979号GDT的指示，以进一步厘清关于处理关联方之间
的贷款规则。我们将主要变化总结如下：

此前的第4909号指示关于“关联方的利率支持凭证”将被本新指示替代。

描述 根据第10979号新指示 根据之前的规定

利率 — 关联方可应用贷款协议中的利率，且不受
“公平”原则的约束。

— 贷款的利率不得超过市场利率（即税务局
GDT发布至少5家主要银行的年平均利
率）。

— 相关联方之间的贷款利息应根据
“公平”原则（第986号部长令，
2017年10月10日；及指示11946号，
2018年8月21日）

支持凭证 第10979号指示进一步厘清之前在第4909号
指示中规定的要求文件：

— 贷款协议，需明确规定期限与还款条件；

— 商业计划书或当前及预估的财务报表以及
借款目的的文件说明；和

— 董事会决议（适用于非个人有限公司的企
业）。

企业应该保留关联方之间贷款所需要
的支持凭证如下（第4909号指示，
2019年3月18日）：

— 贷款协议，需明确说明借款条件；

— 关于贷款的商业计划；

— 利率的支持文件；和

— 董事会决议（适用于非个人有限公
司的企业）。

预借现金 — 自收到预借现金之日起至结算日止，存续
期不足1年的关联方之间的预借现金将不
被视为贷款交易，且应不受“公平”原则
的约束。

— 此前并没有相关指南说明关联方之
间的预借现金，但在实际执行时，
预借现金通常被视为贷款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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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评论

— 根据第10979号指示所引入的变化将可以减轻纳税人为其关联方贷款的利率准备足够文件方面的负担，特别
是不受“公平”原则的约束，及移除利率基础解释的文件要求。然而，如果纳税人无法根据新第10979号指
示提供所需要的支持凭证，税务局也可能会重新评估并考虑合理市场利率。

— 税务局也将关联方贷款利率限制为税务局将发布的年度市场利率。从中可以推断的是，税务局可能不允许
关联方贷款的利息支出部分超过市场利率。

— 上述预借现金的条款将可以使企业在营运资金短缺时能够更加弹性地取得融资。

— 被影响的纳税人应该进一步咨询其税务顾问，以便了解新指示将如何影响其现有的关联方贷款交易。

作为客户忠诚的税务顾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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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