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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和评论 

 
戴溧漍 
执行董事 
所得税主管 

关键信息 
“随着我们进入新冠肺炎地方性流行病阶段, 旅游业也随着国际边界

开始重新开放而在缓慢复苏。 

为了振兴国内旅游业，根据 1967 年所得税法，针对酒店和选定的旅

游项目提出了类似于制造业和农业部门的再投资津贴激励措施。” 

 

旅游业的新税收优惠? 
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侵袭了我们并影响了全

世界人民和企业的生活，导致巨大的收入损失和企

业倒闭，以及健康问题和无数人死亡。随着各国对

国际游客关闭边境和航空公司为遏制疫情而停飞，

全球旅游业陷入停滞状态。当新冠肺炎病例迅速上

升时，马来西亚的旅游业也未能幸免，并暂时停

业。许多旅游业内的酒店和度假村由于马来西亚政

府为遏制新冠肺炎蔓延而实施的行动管制令而被迫

停业。 

快进至 2022 年，随着大多数边界开始重新开放并

随着我们进入地方性流行病阶段，旅游业正在复

苏，尽管步伐缓慢。鉴于需要重振该行业，2023
年财政预算案所推出的其他税收优惠包括根据 
1967 年所得税法令对酒店和选定旅游项目提供再

投资津贴激励措施。 

a) 现有的税收优惠 
目前，根据 1986 年促进投资法令，马来西亚的酒店和/或旅游项目（例如主题公园、会议中心、休闲

公园/其他旅游项目）有两种主要类型的税收优惠： 

• 新兴工业地位: 为期 5 年的 70%法定收入税收豁免; 或 

• 投资税务津贴:为期 5 年内发生的合格资本支出可享有 60%的投资税务津贴,以抵销 70%的法定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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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优惠仅适用于对 1 至 3 星级酒店和/或旅游项目进行新投资的公司。对于现有酒店（1 至 5 星级）

和/或旅游项目进行扩建、现代化和翻新的公司有资格为翻新项目（一到两次可能的延期）获得额外的

税收优惠。 

b) 拟议的再投资税收津贴激励措施 

拟议再投资税收津贴 -建议 60%的合格资本支出可以抵销 70%的法定收入。该拟议的再投资津贴预计

会连续给予 5 个课税年，从 2023 课税年至 2027 课税年。当中所拟议的再投资津贴活动范围包括旅

游、艺术和文化部注册的 1 至 5 星级酒店，主题公园和会议中心 (可容纳至少 3,000 位参与者) 的翻

新，扩张与现代化建设活动。 
 

在拟议的再投资津贴激励措施公布更多细节 / 条件

之前，需要考虑以下事项： 

拟议的再投资津贴是作为一项额外的税收激

励措施所引入的，以帮助上述符合条件的旅

游业公司，并不打算取代马来西亚投资发展

局（“MIDA”）或马来西亚其他经济走廊目

前提供的税收优惠。对于尚未向 MIDA 申请

额外翻新税收优惠的公司，他们可考虑趁再

投资税收津贴激励期届满后享受 MIDA 的额

外税收优惠，申请 2023 课税年至 2027 课税

年的新一轮再投资津贴。 

• 公司是否需符合最短业务经营期（例如 36 个

月）才有资格申请再投资税收津贴呢? 我们预计这种情况不会成为问题，因为酒店不太可能在开业后

的短时间内进行翻新，扩建和现代化建设活动。 

• 目前，在税收优惠期限结束后，未使用的再投资津贴最多可结转至七个课税年。 因此，如果申请再投

资津贴的酒店和旅游项目无法充分利用该税收优惠，是否将受到相同的结转限制？值得注意的是，酒

店和旅游项目的资本密集度极高，而且酝酿期很长。因此，希望结转限制可对旅游业的公司放宽 ，以

帮助他们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中恢复。 

•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类型的资本支出能构成酒店再投资津贴的合格资本支出？是否包括整栋酒店大楼

的翻新，包括家具和配件、厂房和设备，以及零售空间和公共区域内的设施？或是否会以计算楼面面

积的方式来限制再投资津贴的申请？在立法和随附指南提供更多详情之前，这仍待进一步观察。 

• 目前, 如果任何申请了再投资津贴的资产在 5 年内出售，那该津贴将会被回拔。希望此类回拨规则将

不会适用于旅游项目，因为旅游经营者更换磨损或需要升级的项目以持续吸引游客和客户的情况并不

罕见。 

简而言之，为酒店和选定的旅游项目引入拟议的再投资津贴激励措施是政府为帮助振兴旅游业而采取的可

喜举措。希望明确的指导方针能够尽快发布，以便酒店和旅游业者能够充分利用所提供的福利，使该行业

恢复其全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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