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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和评论 

 
 

黄淑玲 
执行董事兼间接税主管 

关键信息 
“近年来，随着可持续发展在全国范围内的企业议程中不断被提及，

我们看到了环境、社会与治理领域 (“ESG”) 的非凡增长。 “推进可持

续发展”作为第 12 个马来西亚计划的关键主题之一，此预算案更加

强调加速绿色经济的增长。 

根据预算案，政府重申其对脱碳市场改革的承诺，以达成 2050 年实

现净零碳排放的目标。这包括引入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碳税，并引导

企业进行脱碳的努力及减少其碳足迹。 虽然实施日期尚未公布，但企

业应采取必要措施，在实施前做好准备。” 

 

碳税 – 时间待定 
为达成 2050 年实现净零碳排放的目标，碳定价及碳税等碳减排放措施已于 2021 年第 12 个马来西亚计划

提交期间首次提及。在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灾难发生之后，我们目睹了近年来我国接连发生的大规模洪水，

政府需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免它们继续对无数家庭及国家经济造成影响。应对

气候变化需要采取实际行动，我们的监管机构正在推动领导者和公司董事会更加重视 ESG 的意识。 

根据尊敬的财政部长的 2023 年预算案演讲，政府正在研究为我国实施碳定价机制的可行性。为支持其实

施，政府拨出了 1 千万令吉的配对补助金，以帮助中小型企业为碳评估做准备。马来西亚将加入越来越多

的碳定价国家，以争取在 2050 年实现净零碳排放。 

在 2022 年预算公告期间首次披露的自愿碳市场 
(“VCM”) 的启动是推动碳中和改革的倡议之一。继 
2022 年年中在富时大马指数系列下推出 2 个以 ESG 
为主题的指数之后，大马交易所将于 2022 年底推出 
VCM 交易所，这将使公司能够从气候友好型项目和解

决方案中购买自愿碳信用额。 

VCM 交易所是一个自愿平台，用于在朝着低碳和可持

续发展实践迈进的公司之间进行碳信用交易。这允许

市场将资源分配给旨在减少、消除或避免碳排放的项

目和解决方案。鉴于这是一个自愿市场，公司没有减

少碳排放的正式义务，但可能希望参与以实现其 ESG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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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税 

碳税的引入将成为另一种环境催化剂，为我们的地方

税务格局带来重大变化。它首先在第 12 大马计划中

被提及，并于 2023 年财政预算案中得到确认。虽然

实施日期仍有待观察，但预计将在不久的将来实施，

公司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在实施前做好准备。 

在直接排放法的基础上，碳税是对商品及服务生产产

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征收的。纳税人将成为此类生产背

后的实体，尤其是制造业及能源密集型行业的实体。

虽然这可能在短期内被视为此类企业的额外成本，但

这最终旨在推动公司通过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并改用

碳含量较低的替代燃料及可再生能源来降低碳排放。

长期目标是加速绿色技术的使用，以减少我们对与全

球气温升高和不利气候影响相关的不可再生能源的依

赖。 

许多国家早在 上个世纪 90 年代就已实施碳税，税率和政策因国家而异。对马来西亚政府来说，参考并对

那些已建立碳税框架的国家进行比较分析将是有益的。根据我们的初步观察，以下是实施碳税的重点考虑

领域： 

a) 税率 

征收碳税的税率是确保有效的碳税制度的主要因素之一。理想情况之下，它应该设置得足够高，以推动排

放者转向替代燃料或更环保的技术，而不会妨碍他们的业务运营，但也不能太低，以至于企业可能会试图

将成本转移给消费者，而无需投资进行必要的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税率可能会定期增加，这表明大型

排放者需要转向更节能的选择。 

b) 纳税点 

这取决于政府要撒网的规模。根据是采用燃料法还是直接排放法，碳税可以在能源供应链的任何一点征

收，即上游（例如煤炭、天然气加工设施和石油生产商的供应商）、中游（例如电力公司、发电厂）或下

游（例如能源消耗行业）。 

c) 税务管理 

应建立统一的碳监测和报告框架，以确保纳税人的持续衡量和问责制。为了确保碳税制度的有效性，还需

要适当的执法来防止公司少报排放量。 

d) 税收的使用 

虽然碳税将是政府收入的另一个来源，但不应将其视为增加大量收入的手段。由于目标是促进脱碳工作和

解决环境问题，它可以重新投资于绿色能源开发和可持续发展工作，例如推进低碳产品和脱碳技术。 

在为碳税做准备时，企业应开始审查其碳足迹并确定相关措施和机会。其中，企业应评估和制定行动计

划，以制定合规、监控和报告的内部流程和控制措施。此外，通过制定新战略和转向节能技术，具有足够

远见的企业如果比竞争对手提前规划和更早适应，将具有竞争优势。如果碳税框架被公布，这将使企业抢

先一步，以结构化及有效的方式对新税实施协调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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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引入碳税只是时间问题，因为越来越多的

呼吁企业采用可持续做法并考虑其活动对气候的影

响。在 ESG 日益受到关注的背景下，企业必须朝着

正确的方向迈出一步，并将 ESG 目标与其企业目标

相结合，如果他们尚未如此做的话。只有当企业共

同努力实现 ESG 的共同目标时，才能产生真正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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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我们 
八打灵再也总部 

苏联成 
执行董事兼税务主管, 兼税务争议与纠纷解决 

服务主管 
lsoh@kpmg.com.my  
+603 7721 7019  

龙燕萍  

执行董事兼全球人力资源服务(个人税务)  

主管 
yenpinglong@kpmg.com.my  
+603 7721 7018  

戴溧漍  

执行董事兼企业所得税务主管 
ltai1@kpmg.com.my  
+603 7721 7020 

黄淑玲  

执行董事兼间接税主管 
suelynnng@kpmg.com.my  
+603 7721 7271 

纪凌政  
执行董事，中国客户团队主管兼转让定价主管 
bkee@kpmg.com.my  
+603 7721 7029 

 

   

  

  

外坡办事处 

槟城办事处 
 
李慧芳  
执行董事 - 槟城办公室 
evewflee@kpmg.com.my 
+604 238 2288 (ext. 312) 

 古晋及美里办事处 

刘佩贞  

执行董事 - 古晋及美里办公室 
reglau@kpmg.com.my  
+6082 268 308 (ext. 2188)  

亚庇办事处 

邹健宽  

执行董事 - 亚庇办公室 
titustseu@kpmg.com.my  
+6088 363 020 (ext. 2822)  

 新山办事处 

黄慧俐  

执行董事 - 新山办公室 
flng@kpmg.com.my  
+607 266 2213 (ext. 2514)  

怡保办事处 

蔡玉贞  

税务副总监 - 怡保办公室 
ycchuah@kpmg.com.my  
+605 253 1188 (ext.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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