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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培训时间表 
 
 
 
为什么您应该参加 GMAC 的培训课程？作为制衣和制鞋制造商的代表，GMAC 一直非常密切地与柬埔寨王

国政府、工会和其他同行合作以改善劳资关系和柬埔寨的商业环境。通过我们提供给会员的日常服务，并参

与国家层面的政策对话，我们非常清楚行业动态以及我们会员的需要。此外，我们只选择那些对相关课程有

非常深刻的认识和实践经验的讲师。最重要的是，在我们提供市场上最优惠的价格的同时，我们不会降低培

训的质量。我们的承诺如下： 
1- 最优质的培训; 
2- 最好的服务; 
3- 最好的价格; 

 
 
 
 
序

号 
课程名称 日期 语言 地点 费用/人 

  
1 

  

 
本地人服装质量控制 

2016 年 11 月 19-20 
日 

  
柬文 

  
GMAC • 每人USD$150 

2 税务会计 2016 年 11 月 26- 27 
日 柬文 GMAC • GMAC会员每人USD$100 

• 非GMAC会员，每人USD$150 

 
 

 
 

 
 
欲了解更多信息和报名，请联络： 
Kong Chanmarady 女士, 016 835 835 或电邮: training@gmac-cambodia.org ; marady@gmac-cambodia.org 
HinSopheap 女士 ; 015 888 158 或电邮: sopheap@gmac-cambodia.org 
Sari Puthirith 先生, 088-8122133; 070 555 783 或电邮: puthirith@gmac-cambodia.org 
地址:柬埔寨金边市堆谷区沙南戈分区尼赫鲁街 175 号 
Facebook:www.facebook.com/gmac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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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make Cambodia a preferred partner in the competitive global apparel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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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地人提供的服装质量控制培训课程 
 

1. 机构/供应商

名称 
 

柬埔寨制衣培训中心 (CGTC) 

2. 培训课程名

称 本地人服装质量控制 
3. 培训课程目标 • 为愿意在制衣厂担任 QC的本地人提供服装质量管理知识，并制定 QC 人员的技术水平，通过更多的理解质量的重要

性，生产瑕疵产品造成影响、造成瑕疵的原因，以及如何定期地防止瑕疵的发生，来发展 QC的技能和管理公司产品质

量者的技能水平，本课程还提供了一些买家要求标准的质量信息。 

4. 要求 • 柬埔寨人 

5. 目标参加者 • 生产产线组长, QC / QA人员/组长、主管、经理，涉及到生产和质量控制工作/保证的相关人员。 

6. 课程内容 
 

•制衣行业历史和趋势 
•制衣行业和竞争 
•QCD（质量、成本，交货期）的概念 
•什么是质量控制？ 
•为什么需要进行质量控制？ 
•什么是 AQL（可接受的质量水平）？ 
•制衣厂工序和质量控制体系 
•验布 
•样本制作和质量控制 

•裁片检查 
•在线和终线检验 
•后整和质量控制（整烫、吊牌） 
•包装和质量控制 
•如何检查服装的做工 
•测量控制 
•预生产会议及质量控制 
•质量工具和解决问题 

7. 用时 
 • 16 小时 (2 天) 

8. 时间表/日期 
时间 
 

• 2016年 11月 19-20  

• 8:00 -17:00 

9 语言 
 柬文 

10. 课程培训地点 • 柬埔寨制衣厂商会 

11. 所需设备 • 所有的学习资料、午餐和餐点 

12. 课程费用 (所包

括的) 
• US$ 150.00 / 人 

13.成果 –获得能力/
技能 

 

•理解制衣行业的发展趋势 
•理解质量、成本和交货的竞争优势 
•理解质量控制体系，以及如何控制生产过程

中的质量 
•理解如何验布的技术，如何管理生产前的纸

样制作 
•了解裁剪质量对服装制作质量的重要性 
•理解服装瑕疵的特点及什么是主瑕疵和次瑕

疵 
•必须注重的做工要点和如何控制做工 

•理解如何处理和做工问题解决 
•理解做工标准，如 SPI、缝合、缝边，和工艺和操作 
•理解如何检查服装做工和测量的顶级技术 
•理解如何控制后整和包装 
•生产之前识别问题的能力 

•理解如何巧妙解决质量问题，以防止大货生产问题 

14.证书 • 证书（通过考勤和能力的受训者） 

培训讲师 
• Kerry Leng博士，QC Link (柬埔寨)高级质量保证顾问，他在印染和整理能力建设方面受训于日本 Juki 合作的专家和泰

国纺织学院（THTI）的专家开展的项目名称为 WEC（东西走廊国家）（泰国、老挝、越南、缅甸）纺织工业技术层面对

比研究。 
 
他是质量保证专家，在提高生产力、质量保证，IE（工业工程）方面在服装厂和买家代表处有超过 15年的经验，他也曾

经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制衣和制鞋贸易及供应链分析自由顾问。随着他的真实生活体验，Kerry Leng 博士培养了

数千名柬埔寨制衣业的主管。 

15.  更多信息/联络 
Hin Sopheap 女士 
电话: 015 888 158 
电邮:  sopheap@gmac-cambodia.org / training@gmac-cambo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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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课程 
税务会计 

 
1. 机构/供应商名称 柬埔寨制衣培训中心(CGTC) 

2. 培训课程名称 税务会计 

3. 培训课程目标 

这种高度互动课程将有助于掌握纳税主体交易税的技能和会计记账方法和计算税款。有助于会计和金融领

域的职员提高会计记录，报告以及所有月度报税的工作能力。 
专为在制造业，特别是制衣厂的财务人员，主管和经理和业主量身定做，旨在提高税务报告和纳税合规中

履行职责正确性和有效性。 

4. 要求 柬埔寨籍 

5. 目标参加者 专为在制造业，特别是制衣厂的财务人员，主管和经理和业主 

6. 课程内容 
 

I. 会计原则和簿记 
. 会计原则和概念 
. 会计帐簿，记帐 
. 会计报告和财务报告 

II. 税法，纳税主体税务交易 
. 柬埔寨税法 
. 课税主题和相关法规 
. 记录、计算和申报预扣税交易 
. 记录，计算和工资税及福利税交易申报 

 

. 记录、计算和申报增值税交易 

. 记录、计算和利润税交易申报 

. 记录、计算和申报其他税收事务 
 

 
III. 税务管理、罚则和审计 
. 税务管理 
. 税务罚则 
. 会计报表和税务审查验证 
. 税务审计 
 

7. 用时 • 16 个小时(2 天) 

8. 日期和时间 11 月 26-27 , 2016 ( 周末班 ) ，早上 8:00am -17:00pm 

9.语言 • 柬文 

10.课程地点 • 柬埔寨制衣厂商会 (GMAC) 

11.需要的设备 • 将提供全部学习材料、午餐和餐点 

12.课程费用(所含项目) 

• GMAC会员，每人USD$100  
• 非 GMAC 会员，每人 USD$150  

(付款条款和条件将适用) 

13.结果– 获得的能力/ 技
能 

• 了解会计准则，会计帐簿 
• 了解交易税的会计记录 
• 了解柬埔寨税务及每月纳税申报 
• 了解柬埔寨各纳税主体，计算和申报 
• 了解柬埔寨税务局 
• 了解税务处罚的严肃性 
• 了解税务审计的程序 

14.证书提供 • 证书（通过考勤和能力的受训者） 

15. 关于培训讲师 

SoengSakmay 先生 

柬埔寨税务专家 
他是位会计与税务工作方面的专家，在税务、会计、财务和经营方面有将近１2 年的经验。他现在攻

读英国 ACCA 课程（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 

16.更多信息/联系 
Kong Chanmarady 女士 ,手机:  016 835 835 
电邮:training@gmac-cambodia.org   或 marady@gmac-cambodia.org 
地址: #175, St. Jawahar Nehru, SangkatPhsarDoeumKor, Khan ToulKork, Phnom Penh.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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