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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新知

税务居民可以根据拥有配偶和每个抚养子女从应税工资扣除每月15万瑞尔的减免，此外，根据2016年10月6日
第011号MEF的通知书，为员工提供的工作福利（例如交通、餐食、社会保障/福利基金、健康保险金、婴儿护
理和赔偿金/离职金）也应从工资总额中扣除，作为应税工资基数。

我们的评论

I按照柬埔寨税务局的实际操作中，需要强调的是，根据第011号通知规定的福利，企业必须向柬埔寨税务局
（GDT）提交一份关于此类福利的政策副本，以符合该免税条件。在这种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柬埔寨税务局
（GDT）的通知/审批，这些福利可能会被视为应纳税工资的一部分，导致该福利无法在应税工资中扣除。同时，
纳税人还应保留足够的证明文件，以证明其配偶和受抚养子女的税务减免申请，以防柬埔寨税务局（GDT）在
税务审计中提出证明文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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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纳税工资标准的执行
(指示 第017号 MEF，2022年12月27日)

自2023年1月1日起生效，税务居民雇员的工资税（ToS）需按照新的工资标准及对应累进税率计算：

号 缴纳工资税的应纳税工资标准（瑞尔） 税率
税收减免
（瑞尔）

应缴税款

1 从 0 至 1,500,000 0% 0 Nil

2 从 1,500,001 至 2,000,000 5% 75,000 [应税工资 x 5%]- 75,000

3 从 2,000,001 至 8,500,000 10% 175,000 [应税工资 x 10%]- 175,000

4 从 8,500,001 至 12,500,000 15% 600,000 [应税工资 x 15%]- 600,000

5 超过 12,500,000 20% 1,225,000 [应税工资 x 20%]- 1,2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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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及服装行业的预缴所得税（PToI）优惠期的延长
(第 002 号部长令，2023年1月6日)

第002号部长令确认纺织及服装产业无需缴纳1%预付所得税（PToI），此优惠期将延长三年，即2023年
至2025年。此优惠期适用于所有所得税免税期（ITH）已经期满的纺织品及服装产业的合格投资项目
（QIP）公司，包括以出口为目的的生产纺织品、服装、鞋类、箱包、手提包和帽子等企业。

此外，合格企业需要遵守以下的条件：

• 根据现行的《税法》与《会计法》的规定，保存适当的会计记录；

• 在规定的截止日期内，申报及缴付所有其他的纳税义务；和

• 向柬埔寨税务局（GDT）提供年度独立审计报告。

如果企业未能遵守上述的条件，柬埔寨税务局（GDT）有权取消该优惠，并施加其他罚款。

我们的评论

纺织和服装产业是柬埔寨维持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延长免缴1% 的预缴所得税（PToI）的优惠期将为该产
业提供正面的税务优惠，尤其是对运营受到全球疫情影响的企业。然而，应注意的是，免缴预缴所得税
（PToI）仅适用于产业中的合格投资项目（QIP）公司，并要符合上述三个条件，包括及时提交适当的税务
申报、保存适当的会计记录以及向柬埔寨税务局（GDT）提供年度独立审计报告。因此，合格企业必须确保
适当遵守柬埔寨的税收和法规义务，才能从上述税务优惠中受到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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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