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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说明 
 

 

12 月份（第 17 号） 

- 税务审计（税务稽查） 

 
 

 

 

依据文件： 

1- 柬埔寨税法； 

2- 柬埔寨税法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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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审计（税务稽查） 

sjr 
 

 税务审计（税务稽查）的工作就是审查纳税人有关经营业务的财务账单、财

政报告和其他相关的资料，以便证明纳税人按照税法和税务的规定正确的计算、

报税和缴纳税款。其中，税务审计的目的也是为了促进纳税人要自愿遵守税法和

相关法律法规，以便保证纳税人按照自行申报制度高效的执行征税义务。 

 

1- 税务审计（税务稽查）的种类 

 根据柬埔寨税法和税法修正案，税务审计（税务稽查）分为 3 种类型：

（甲）资料审计；（乙）有限审计；（丙）完整审计。 

 甲 – 资料审计（Desk Audit） 

 资料审计就是审查企业每个月或每年的报税资料是否正确，并审查每个月报

税资料和每年的报税资料是否匹配。通常的，这种审计就是需要关注具体问题和

解决一些在执行业务的过程中出现的不规范或问题，以及税务行政部门通过各种

渠道收到的资料，包括在国库管理局、公共采购总局、海关总署等等所备案的资

料。 

 资料的审计应在税务局办公室进行，税务行政部门可以邀请纳税人到税务局

办公室说明和答复，以及显示相关不正确或不规范的报税资料。如果发现报税资

料比较复杂或有更多的问题，负责审计的官员应停止资料的审计工作，然后改为

有限审计或完整审计。这种税务审计的时间应从每个月的申报报税资料或每年申

报的报税资料之后最迟 12 个月应执行。 

 

 乙 - 有限审计（Limited Audit） 

 有限审计指的是税务审计的范围有限，应在企业经营处进行。这种审计包

括：增值税审计、退款审计、项目审计、每个月申报报税资料上的税务种类和其

他税收的审计、和具体开支的审计或资产负债表或报告内的任何项目的审计。增

值税的审计、项目的审计、税务种类和其他税赋的审计是针对当前的年度征税时

期或连续 12 个月的年度税务期。 

 项目审计是有限的审计的一部分工作，因为项目可由任何经济部门规定，该

审计针对支出-收入、退款、评价或财政报告的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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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 - 完整审计（Comprehensive Audit） 

 完整审计指的是对利润税（所得税）、增值税、特别税赋和每个财务年度的

其他税赋的审计，纳税人有义务根据税法的规定交纳税收。完整审计需要在企业

经营处进行，审计员将要审查各种税赋，包括：审查会计账单、财政报告和其他

有关经营方面的资料，以便保证企业按照税法正确的整理会计账单和财政报告，

并遵守税法完成交税义务。 

 如果企业申请终止营业或如果有税务总局局长决定，企业完整审计可由企业

审计管理局与大型纳税人管理局或各省-区税务分局合作进行审计。 

 

2- 财务年度和审计地点 

 通常的，税务审计可以按照下面的财务年度（日期）进行： 

 + 自从申报税务报表之后的 1 年到 3 年，或 

 + 申报税务报表之后的 10 年（如果有证据证明阻碍执行税务义务的行为） 

 + 或纳税人以书面文件同意一个任何时间（税法第 117 条款） 

 

3- 选择企业做审计 

 有很多问题问到类似经营的企业有很多，为何经常审计一些企业而已？审计

企业依赖哪些标准？ 

 选择企业做审计，依赖风险分析和其他信息，包括： 

 + 风险分析； 

 + 获得第三者提供的信息； 

 + 具体行业； 

 + 任何税务种类和纳税人的具体问题； 

 + 企业地点，等等。 

 

4- 税务审计的过程 

 4.1- 税务审计通知 

 在开始审计之前，税务官员先给企业总经理或纳税人发通知书。税务审计的

通知书应有局长或省-区税务分局局长的签字，并要显示如下内容： 

 + 审计日期（审计日期）； 

 + 审计年限（需要审计的税务年度）； 

 + 审计种类（资料的审计，有限的审计或完整的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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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延期税务审计 

 纳税人可以根据合理的原因申请延期，从税务局发送税务审计通知书日

期算起，延期时间不能超过 30 天。如果纳税人申请延期少过 10 天，纳税人应

通知审计员。如果延期时间超过 10 天到 30 天，纳税人应以书面形式通知税务

局或省-区税务分局。 

 + 负责审计官员的名字。（请见通知书附件） 

税务审计的通知书应正确的送给纳税人或通过邮局寄到纳税人地址，无论纳税人

拒绝或不接收该通知书与否。 

 

如果纳税人更改地址，并没有通知税务行政部门关于此更改，税务局的通知书仍

然还要发送到税务行政部门所认识的地址，如果以任何理由不能把通知书交到纳

税人（如上述说明），税务局仍然还认为通知书已经正确的交到纳税人，在税务

局已完成下列的工作： 

 + 在纳税人住宿的进-出门或纳税人经营处的进-出门粘贴通知书，或 

 + 通过媒体传播，并规定纳税人在传播日期之后 15 天内必须到税务局。 

 

一般情况下，从发税务审计的通知书给纳税人 10 天后，税务审计的工作即将开始

执行，或根据纳税人的要求会在 10 天之前提前进行税务审计的工作。在特别情况

下，根据税法第 100 条款和第 116 条款，税务局可以不事先发通知书，并直接到

纳税人经营处进行审计工作，因为事先发税务审计的通知书会使到税务审计的结

果受影响。 

 

 

 

 

 

 

 
 

 4.2 提供资料 

 收到税务局的通知书后，纳税人需要准备全部相关资料，以便提供给审计

员，同时，纳税人也需要审查自己的报税资料和相关文件。 

 纳税人提供给审计员的资料最迟： 

      + 对于有限审计或完整审计，必须在申请之后 7 天内； 

      + 对于资料审计，必须在收到通知书之后 15 天内。 

耽误不能按照申请提供资料，税务审计员将根据审计员有的信息来确定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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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面洽或采访 

 为了提供机会给审计员直接见到纳税人或纳税人代表（代表必须很清楚和了

解纳税人的经营业务）以及为了能够了解到企业的经营状况，审计员需要面谈纳

税人。纳税人或代表必须说明自己的经营业务、会计账单的登记、以及企业使用

数据系统登记等等。在审计过程中，负责企业经营的每个部门的负责人也将会收

到审计员的面谈，当面谈结束后，审计员应与纳税人或代表制定初期的会议纪

要。 

 

 4.4 资料审查 

 根据税法，纳税人必须登记和保留全部账单和其他财政资料（如税法规

定），并要求提供全部账单和资料给审计员审查。企业应根据税法或其他的规定

保留会计账单、收据和其他财政资料至少 10 年时间，从当期应纳税开始计算起，

例如：2015 年的会计账单、收据和其他资料，必须保留到 2025 年。 

 资料的审计可以在企业办公室进行，审计员不能在没有税务总署署长的批准

的情况下撤消纳税人的资料或其他记录。审计员可以要求企业帮忙复印一些较重

要的文件，如果在纳税人的地方不方便做审计，或没有复印机，在获得纳税人同

意的前提下，审计员可以带全部资料到自己的办公室审查，在此情况下，在审计

结束后，审计员需交回全部资料给纳税人。 

 不仅仅是以上说明的资料，根据税法第 98 条款，要求企业提供如下资料，

以便审计员审查： 

 + 企业信息（公司注册证书、增值税单、公司章程和其他证书...） 

 + 财务报告（现金流动报告、资产负债表、固定资产报表、债务报表、利润

/亏损报告） 

 + 其他资料（工人的工资表、外国人劳工合同、出租-出售合同、每个月-每

年的报税文件、税收计算修正表） 

 

 4.5- 解释和说明过失工作 

 审查资料结束后，审计员需拟定审计结果的草稿，并与纳税人讨论下列问

题： 

 + 已找到的问题； 

 + 原因和有关税收计税的基础； 

 + 需要重新规定的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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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纳税人可以提出意见或反对审计员以上 3 点的审计结果草稿，反对

时，纳税人需出示相关资料。如果纳税人没有基础或证据反对审计员的审计报

告，审计员将以口头通知纳税人不接受纳税人的反对。 

 

 4.6- 规定税款或重新规定税款通知书 

 当税务局规定税款和重新规定税款之后，税务局审计员需提交关于重新规定

税款的通知书给纳税人，根据税法第 118 条款第 2 段内容，纳税人有 30 天的时间

以书面文件答复税务局关于规定税款或重新规定税款问题。在此期间，纳税人可

以接收或反对税务局重新规定税款，如果在规定时间内，纳税人没有回复，证明

纳税人同意接收税务局规定税款或重新规定税款。 

 

 4.7- 关于对规定税款或重新规定税款的反对 

 如果纳税人对税务官员所规定的税款或重新规定的税款不满意，纳税人可以

向税务总局提出反对，纳税人所反对应基于合理原因，或能够提供更佳信息。根

据税法第 121 条款说明关于纳税人申请反对必须要写出下列内容： 

 + 企业名称和税编号； 

 + 反对宗旨； 

 + 原因或反对主题； 

 + 反对理由； 

 + 日期和纳税人的签名，或代表签名。 

 

 从收到纳税人提交的反对文件之后的 60 天内，税务局将签发新的决定书，

以便证明审计员所规定的税款和重新规定的税款是否正确。税务局也应对该决定

书说明原因，如果纳税人不同意按照决定书执行，纳税人可以在最迟 30 天内向税

务协调委员会提交反对书。 

 在收到税务协调委员会的决定书之后，30 天内，纳税人还是有权利向法院

提交对税务协调委员会的决定的反对书。无论如何，为了使控告书有效，纳税人

应按照税务局规定的税款、额外税款和其他有关企业欠税利息，并把税款先存到

国库。 

 

 4.8- 缴纳税款 

 根据税法第 91 条款第 2 段，纳税人应在收到税务局规定的税款或重新规定

税款的通知书后 30 天内缴纳税款、额外税款和其他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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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以上的法律说明是指提供额外信息给我们会员而已，并不是提

供法律意见。对于按照该法律说明来执行而产生的任何损失，我们商会不

负责任。在按照该法律说明执行之前，商会鼓励会员寻找更多法律专家来

解释说明。对于其他信息，请与商会秘书处联系，电话号码：023 301 181

或邮箱： kimpichda@gmac-cambodia.org. 

税务审计的简述 
 

  1- 发税务审计通知书； 

  2- 申请延期审计（若有）； 

  3- 提供资料； 

  4- 面洽和访谈 

  5- 审查资料； 

  6- 解释和说明过失的工作； 

  7- 提交税务局规定税款和重新规定税款的通知书； 

  8- 拒绝税款和拒绝重新规定的税款； 

  9- 缴纳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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