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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和评论 

 
黄淑玲  
执行董事兼间接税主管 
 

关键讯息 
“有许多关于马来西亚经济从前年的大流行危机到在 2022 年进入复

苏阶段的谈论。尽管如此，联邦政府的债务也持续增加。为了维持经

济复苏增长以及管理联邦政府的债务，有可能会迫在眉睫地引入新的

税收来应对这种情况。 

从间接税的角度来看，这种制度历年以来经过了多次转变，每次转变

都有各自的好处与挑战。尽管在 2023 年的财政预算案中没有宣布重

大的税务改革，但对于企业来说，适应并为未来的变化做好准备以领

先于竞争对手仍然很重要。” 

 

“除了死亡和税收，没有什么事是确定无疑的”——本杰明·富兰克林，1789 
在税务和金融界中最常被引用的短语之一，直到今天，它经

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众所周知，纳税以帮助国家建设是公民

的义务。相应地，询问任何纳税人，他们的愿望都是长期的

税务公平性、确定性、便利性以及效率。 

不幸的是（或幸运的是），税收制度就像是一个活的生物

体。它生活在一个不断发展的环境中，因此税务不再是平衡

经济的大方程式中独立组成的部分，而是成为一个可以用于

设定国家未来方向的政策工具。更重要的是，我们目前所处

的环境是迄今为止最具挑战性的环境之一 - 从新冠肺炎大流

行到俄罗斯-乌克兰危机和国内政治格局。 

尽管如此，越来越明显的是，税务在一个组织中不再只是配角，它在董事会讨论中占据了更多的重要性和

存在感。这促使我们写下为未来的马来西亚间接税做准备的想法。 

马来西亚的间接税制度已在过去 10 年里加速转型——销售税与服务税(“SST”) 1.0、消费税(“GST”)、旅游

税、SST2.0、数码服务的服务税、糖税、低价商品的销售税以及近期呼吁重新引入的 GST2.0。无可否

认，这些改革都是有其正当理由的，这里将不再赘述。尽管在 2023 年财政预算案中没有宣布重大的税务

改革，但重要的是各企业如何适应以及为马来西亚间接税环境未来的任何变化做好准备。我们在下面列出

了一些需要考虑的领域。 

高层的支持 

最高管理层负责制定政策、指南和战略目标，并为组织提供领导与指导。因此，无论您的策划多么详尽或

先进，来自高层的支持是把该策划落实到位的最重要元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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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您的计划，确定责任并与高级管理层讨论。一旦获得批准，它就可以为企业内的其他部门制定方向和

实施，因为税务不仅仅是一项财务职能。它是一个整体的业务转型，这对于作为交易税的间接税来说尤其

重要。 

预算 

这是目前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但仍需要进行讨论

与保障，以便所识别的变化可以在不受后续成本限

制问题下进行。通过已获批准的预算来看，企业可

以在能力范围内相应地计划和管理他们的资源与需

求。 

编制预算包括识别计划中的支出以及缓冲计划以外

的支出。在实施税务变更时，新税收除了对业务运

营造成影响以外，其他关键支出包括人力资源、系

统改进、聘请专业顾问/咨询师以及对于定价的影

响。如果管理不当，这些都有可能会带来极高的花

费。 

资源—你有“合适”的人选吗？ 

马来西亚也未能幸免于目前全球现象之“大辞职”、“大退出”或“大洗牌”。税务和财务职能需要有税

务技术和理解技能，这可能是短缺的。更复杂的是，他们不仅需要强大的税务技术上，也需要有数据、处

事和科技技能。 

在这方面，人才管理和技能提升将是一项需要优先考虑的持续投资。不仅如此，留住人才也是另一个挑

战，因为不断发展的工作趋势和全球流动性使人们更容易搬迁。 

开始找出管理过渡期的主将，并让他们了解最新进展。 

科技 

间接税是一种交易税，因此日常记录与交易报告的自动化

似乎是一种解决方案，特别是对于具有大量和/或重复交

易的企业。 否则，错误和遗漏的风险可能会很高，从而

导致罚款和不合规。从 GST1.0，企业应该意识到强大税

务系统的重要性，它不仅要能记录实时交易，还要能分析

数据以带来增值。 

从长远来看，拥有一个内置数据分析的强大税收系统肯

定会很有用处，因为它不仅可以将日常交易自动化，还

可以识别潜在的风险领域和商机。 

尽管企业可能拥有当前的系统，但请记住，重新启动系

统或使用新的税收制度而更新系统需要花费时间、成本

与资源。 

此外，随着企业采用科技技术，请注意税务局也在利用科技技术工具来收集信息和进行审计！ 

 



准备面向未来的税收  4 
 

 
（以上为 2022 年 10 月 7 日的英文版准备面向未来的税收之中文译本，如有任何差别，一切将以英文版为准。）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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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的合规性和过渡性规则 

随着企业竞相实施新的税收制度或变更，必须注意不可忽视当前的税务合规性，因为在这期间仍需征收税

款。 也须注意过渡性规则，因为它们可能会有所不同并适用于特定时期。有些过渡性规则的引入得以简化

合规性或达成中立性，因此忽略它们可能是不利的。 例如，在旧制度下不征税但在新制度下应征税的交

易，也许会根据规定的条件给予灵活应对。 

文档 

保留计划、决策和流程的记录。 很多时候，准备这些文件可能很耗时但却很重要，这能确保做出的决策是

可支持的并能确保业务的连续性。这也能促进问责制和透明度。 

GST1.0 教导企业保留详细和同期的记录，以证实所引用的税务处理。 这种良好的做法应该在未来继续保

持。 

此外，正如经验所表明的, 从一种税收制度改变成另一种税收制度通常会涉及到税务审计，不仅是在转变

后立即进行审计，而且这可能会在几年后发生。 因此，不仅是要保留记录，更重要的是在诉讼时效期间保

留记录，以便于支持所采用的任何税务处理，因为如果税务局在审计期间有任何盘问，这些都有可能会助

于节省成本。 

沟通 

如前所述，间接税是一种交易税，它影响着整个企

业的供应链——而不仅仅是税务职能。从销售部门

到法律团队或财务/税务部门的人员对于特定交易

的理解不应有所不同。 换言之，对于类似的交

易，不应该有 3 种不同的解释——否则，所采用的

税务处理将会有质疑性。 因此，必须进行有效和

有建设性的沟通，让每个人都了解相同的目标，即

有效地实施税务转变。 毕竟，沟通中断会导致误

解、错误解释和失去机会。 

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持续且有效的沟通渠道，以便

能及时地做出明智的决定。 

 

正如亨利福特的名言所说，“走到一起是一个开始。 团结就是进步。 合作就是成功。” 

 

备注/重点 
以上内容并非详尽无遗，它会根据各企业运作的程度和复杂性而异。但希望它可以在实施新税收制度

或税务变化时作为参考指南。 

 

如果您在准备税务过渡方面需要任何帮助，请随时通过电子邮件或联系任何负责贵公司税务事务的相关负

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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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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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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