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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6日（周五）标志着马来西

亚振兴经济的重要一步，在这一天政府
公布了由财政部长拿督斯里扎夫鲁提交
的2021年财政预算案。

2021年财政预算案以“众志成城，齐心

共赢”为主题，主要焦点在于新型冠状
病毒疫情期间的社会福祉，业务连续性
和经济复苏。

尽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已导致全球
经济衰退，但是马来西亚的前景仍充满
希望。国内生产总值（GDP）预计将在
2020年迎来经济增长率的回弹，即由原
预计的-4.5％回升至最高7.5％的成长值。
2020年整体财政赤字预计为国内生产总
值的5.4％。

2021年扩张性财政预算案拨出了3,225亿
令吉以刺激马来西亚的经济活动来应对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带来的影响。这
笔拨款将用于行政开销（73.30%），发
展开销(21.40%) 及新型冠状病毒基金的
特别拨款（5.30%）。但是，这可能引

起其他方面的担忧，即债务上限可能需
要更进一步的提高。

虽然借贷预计占拟议资金总额的26.5％，
但政府仍保持乐观态度。政府为2020年
设定的税收目标为2,369亿令吉，相对于
税收原目标2,272.7亿令吉高出了96.3亿
令吉。

2021年财政预算案彰显了政府为平衡社

会福祉及支持企业生存能力而做出的努
力，同时引领国家在受到马来西亚行动
管制令带来的影响后，逐步实现经济改
善和复苏。 2021年财政预算案中引入的
措施也扩大了价值3,050亿令吉的经济刺
激配套。

从税收的角度来看，政府将持续提供以
工业为中心的支持及税收措施，并审查
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增强马来西亚
作为外国投资目的地的地位。此外，本
地制造业也没有被政府忽视，政府提出
了一些倡议以刺激本地制造业及贸易活
动。令人惊喜的是，政府也提倡了股权
众筹平台（Equity Crowdfunding），以

鼓励更多的个人投资者加入股权众筹平
台进行融资。这无疑将帮助初创企业迅
速筹集替代资金。

总体而言，2021年财政预算案彰显了政

府保障国民福祉的承诺，以及复苏和振
兴国家经济的努力，并在充满挑战的时
代推动国家的发展。

接下来数页将快速解说2021年财政预算
案的关键点。

若您对相关的解说或税务事宜有任何疑
问，可联系您的毕马威专业顾问或通过
电子邮件info@kpmg.com.my联系我们。
祝您阅读愉快并保持健康！

预算案概述与评论

戴溧漍
毕马威税务服务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兼税务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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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国家预算案
重点

纳税居民应纳税收入介于50,001 令
吉至70,000令吉的范围，其所得税税
率降低 1%，即从14％调下至13%。

（于2021课税年起生效)

1%马来西亚税务居

民个人所得税率

1 降低个人所得税率

• 不多于5名非马来西亚公民及领取不
少于25,000令吉的月薪限于在新战
略投资公司中担任要职或高管 (C-
Suit)。

• 在此期间的每个课税年，个人必须是
马来西亚的税务居民。

• 有效期：于2020年11月7日至2021年
12月31日向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
(MIDA) 提交申请。

15% 连续5年的统一税
率

3 在新战略投资公司中担任要职
的非马来西亚居民可享有特别
所得税率优惠

雇员所收到的失业赔偿金可享有每个完
整服务年的税务豁免将从10,000令吉提
高至20,000令吉,前提是该雇员应在同一
雇主或同一集团。

（适用于2020课税年与2021课税年)

2

10,000令吉

失业补偿金的免税限额

税务豁免

• 购买CBU (Completely Built-Up)进口汽
车可豁免进口税和国内税，购买 CKD 
(Completely Knock-Down) 本地组装汽
车可享有国内税减免，上限为100,000令
吉。

• 有效期：于2021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
31日向 Talent Corporation Malaysia 
Berhad 提交申请。

“人才回流计划”（REP）的税
收优惠期限

4

15%
连续5年的统一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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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个人、配偶及子女的严重疾病医疗费用或生育治疗费用的
税收减免金额从6,000令吉提高至8,000令吉。

b) 全面体检费用的税务减免金额从500令吉提升至1,000令
吉。

（a）和（b）合起来的总税务减免金额为8,000令吉。

• 医疗费用的税务减免的范围将包括特定的疫苗接种费用高达
1,000令吉。

（于2021课税年起生效）

5 个人、配偶及子女的医疗费用

2,000令吉税务减免额

6 父母医疗费用以及特殊需要 / 护理开销

父母医疗费用以及特殊需要 / 护理开销的
税务减免从原本的5,000令吉提升至8,000
令吉。

(于2021课税年起生效）

3,000令吉税务减免额

优质生活税务减免7

• 优质生活费用的扣税限额从原本的2,500令吉提升至3,000令吉。新增的
500令吉扣税额必须是运动相关费用 （例如：购买运动器材，运动设施的
入门票或租赁费及体育比赛的报名费，等等）。

• 此外，订阅电子报纸也被纳入为优质生活税务减免的项目。

（于2021课税年起生效）

500令吉税务减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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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大税收减免额的范围。这包括参加人力资源部门
下技能发展部认可的技能领域提升和自我提升的课
程费用，此扩大范围的上限为1,000令吉。

（适用于2021课税年与2022课税年）

个人教育费用9

国民教育储蓄计划（SSPN）
的年度净储蓄额

此税务减免额的期限将延长2年，从
2021课税年至2022课税年。

延长2年
税务减免额期限

12

此税务减免额的期限将延长4年，从
2022课税年至2025课税年。

私人退休基金计划 （PRS）
的供款

延长4年
税务减免额期限

11

有残疾配偶的税务居民个人税减
免额从原本的3,500令吉提升至
5,000令吉。

(于2021课税年起生效）

残疾配偶的税务减免额10

1,500令吉
税务减免额

以上的税收优惠将给予合格投资者的投资项目。适用于2021年1月1日至2023年12
月31日期间进行的投资。

8 股权众筹 (“ECF”) 的税收优惠

50%

享有同等于50%投资

金额的所得税务减免
额

10%

不超过50,000令吉；抵扣
金额有限于50,000令吉以
及该课税年总税收的10%
（每个课税年的免税金额
上限为50,000令吉， 可

扣金额不超过每个课税年
总收入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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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中心的税收优惠

于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期间向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
（MIDA）提交申请。

10%
优惠所得税税率为10%，为期其5年
（可再延长5年）

13

业务迁移至马来西亚或进行新投资的
税收优惠（服务领域）

15

新成立公司为期10年的
0%至10%优惠所得税
税率0% - 10%

10%
从事新服务领域的现有公司为
期10年的10%优惠所得税税率

业务迁移至马来西亚或进行新投资的税收优惠将从原有的制造领域扩大
至指定的服务领域，如：

• 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的公司

• 为云端计算基础设施和技术的公司

• 从事研发或设计开发的公司

• 从事医疗器械检测实验室及临床试验的公司

• 从事财政部长(MOF)所决定的任何服务或制造的相关服务

于2020年11月7日至2022年12月31日向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
提交申请。

• 申请期限再延长2年, 于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 对于申请再延期5年的区域中心税收优惠的公司，高价值雇员
人数，年度运营开支和关键岗位人数方面的条件将被放宽。

延长区域中心的税收优惠14

延长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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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年内符合条件的资本支出可享有60%的投资税务减免，以抵销
70%的法定收入。

• 该公司需要生产至少3种IBS基本配件或使用至少3种基本配件的
IBS系统。

• 有效期：于2021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向马来西亚投资
发展局 (MIDA)提交申请。

18 工业化建筑系统(IBS)配件制造商的税收优惠

延长5年

17

至2022年
• 航天航空修护，维修、和全面检修活动

(”MRO”)。

• 船舶制造和修护。

• 生物科技(Bionexus)公司。

• 东海岸经济特区(ECER)、马来西亚伊斯干
达经济特区(IM) 及沙巴发展走廊(SDC)的税
收优惠。

延长现有的税收优惠

现有的业务迁移至马来西亚或进行新投资的税收
优惠 (制造领域)

16

100%0%
新成立公司
为期10年 或 15年
的0% 所得税税率

有效期：于2022年12月31日前向马来西亚投资发展
局 (MIDA) 提交申请。

延长 1年

现有公司
为期5年的100% 投资
税收津贴

or



© 2020 KPMG Tax Services Sdn. Bhd., a company incorporated under Malaysian law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以上为2020年11月7日的英文版2021 年国家财政预算案快解之中文译本，如有任何差别，一切将以英文版为准。）

有效期：于2020年11月7日至2022年12月31日向马来
西亚投资发展局 (MIDA) 提交申请。

+

药品(包括疫苗)制造商的税收优惠

0% - 10% 
首10年的所得税税率

10%
接下来10年的所得税税率

政府拨款，豁免机械设备及
原材料的进口税或销售税

19

私人医疗出口服务税收优惠

延长2年
20

• 投资者公司将享有同等于在研发成果商业化的子公司投资额的税务扣除。其
投资的公共研究机构（包括公共高等教育机构和私立高等教育机构)。

• 研发成果商业化的子公司（包括公共高等教育机构和私立高等教育机构），
将获得为期10年的100% 法定收入所得税豁免。

• 有效期：于2020年11月7日至2025年12月31日向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 (MIDA) 
提交申请。

21 扩展研发成果商业化现有的税收优惠

（合格资源型与非资源型活动或产品）

• 私人医疗出口服务可享有所得税豁免金额等同于100%的出
口服务增加额，以抵销70%的法定收入。

• 此税收优惠的期限将延长2年，从2021课税年至2022课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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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以上人士的雇主将获得额外的税务扣除（同等于
以上人士的工资）。

（适用于2021课税年至2025课税年）

22 雇佣年长人士，前罪犯，假释者，受监管人员和
戒毒成功人员的税务扣除

延长5年

23

• 现有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投资
（SRI）伊斯兰债券的政府拨款所得税豁免
范围将扩大至所有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SC）
所批准的符合东盟绿色，社会和可持续标准
的SRI伊斯兰与非伊斯兰债券。

• 有效期：于2021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
日向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 (SC)提交申请。

绿色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投资（SRI）
伊斯兰债券和债券发行者的政府拨款所得
税豁免

在2021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所执
行的ETF买卖合同可获得印花税豁免。

24 交易所买卖基金（ETF）

印花税豁免

延长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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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公民所购买的首个住宅房产,其转让协议和贷款协
议可享有100%印花税豁免。可享有100%印花税豁免的房产
价值将从不高于300,000令吉提升至不高于500,000令吉。

• 有效期：于2021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所执行的
买卖协议。

25 首个住宅房产

500,000令吉·300,000令吉

印花税豁免 – 首个住宅房产的价值不高于

参与恢复搁置房屋计划的承包商或发展商以
及搁置房屋计划的原购屋者于2021年1月1日
至2025年12月31日之间所执行的贷款协议和
房屋转让协议文件将可享有印花税豁免。

恢复搁置房屋计划

延长5年

26

从2021年7月1日起，旅游税的征收范围将扩张至线上平台预定的住
宿。

征收旅游税于线上平台预定的住宿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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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本地组装巴士（包括空调）
所享有的销售税豁免期限将延
长至2022年12月31日。

28 本地组装巴士

延长2年

在自由工业区和特许制造仓库进行以下的增值活
动和附加活动，其年销售额的上限将从原本的
10% 提升40%：

• 研究和开发

• 产品设计

• 行销（只限于有国际采购中心资质的企业）

• 物流服务 （只限于有区域配送中心资质的企
业）

• 质量控制

• 测试和试运行，包括校准和配置

• 标签，包装和重新包装

• 再制造，维修和保养

• 供应链管理，战略采购运营和全面支持解决
方案

有效期：于2020年11月7日起向马来西亚皇家关
税局提交新的申请或提高销售额上限的申请。

29 自由工业区 (FIZ) 和特许制造仓库 (LMW)

10%        40%

30 征收电子烟国内税

从2021年1月1日起，以下的国内税将生效：

• 所有种类的电子和非电子烟的装置（包括电子烟），将被征收10%
的国内税；

• 用于电子烟或其他吸烟装备的液体或凝胶， 将被征收每毫升0.40令
吉的国内税。

增值活动及附加活动
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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