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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和评论 

 
黄薇薇  
执行董事, 税务争议与纠

纷解决服务 

关键信息 
“对于准备实施电子发票的企业来说，妥当的内部控制对于通过对公

司的流程和供应链系统进行彻底的税务风险审查将税务风险保持在最

低限度至关重要。” 

 

马来西亚是否准备好通过电子发票实现实时合规？ 
税收是一个国家资助公共项目和投资的主要收入

来源。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在税收生态系统中发

挥自己的作用。逃税和少报收入仍然是一个令人

担忧的问题，因为它损害了税务自我评估系统以

及国民对我国税收系统的信心。 

为了提高我国税收系统的效率并帮助发展数码经

济，我国政府在 2022 年财政预算案中首次引入

了税务识别号码(”TIN”)，以扩大所得税基础。 

在继续强调税收合规措施之下，我们尊敬的财政

部长，参议员拿督斯里东姑扎夫鲁在主题为“加

强复苏，促进改革，以实现马来西亚一家的可持

续社会经济弹性”的 2023 年财政预算案中宣

布，将从 2023 年起分阶段实施电子发票。电子

发票计划将从开发者系统和覆盖选定纳税人的试点项目开始，并预计将得到税务识别号码的支援。 

什么是电子发票以及如何实施？ 

电子发票是一种以电子形式记录个体的商业交易的法律文件，并已在加拿大、智利、匈牙利、西班牙、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芬兰等国家中实施。 

根据上述国家实施电子发票的历史，税务机关最好有一个税收法律框架或政策来定义电子发票，因为发票

可以有各种格式、大小和尺寸，并指定哪些类别的纳税人需要实施电子发票。例如，智利在四年内采用分

阶段的方法，根据销售规模/水平和地点分为四个不同阶段。马来西亚可以考虑将目标锁定在产生我国大部

分税收收入的大型上市纳税公司作为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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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与平衡 

马来西亚自 2001 年起采用的税务自我评估系统

需要一个制衡制度，税务机关需在该制度中对纳

税人进行税务审计和调查，以识别税务申报中的

错误并对违规者采取惩罚行动。 
 
在电子发票下其完全透明和清晰的交易追踪将为

我国政府提供更好的数据访问。西班牙和意大利

的税务机关已使用在其合规风险管理中收集的电

子发票数据进行风险分析。例如，将收到的可验

证发票的百分比与类似的纳税人进行比较，如果

存在鲜明对比，潜在的违规指标将触发对选中的

纳税人进行税务审计、税务调查、逃税和欺诈的

警报。 
 
电子发票系统将允许实时监控公司的交易，并使其难以逃票。在意大利，电子发票系统成功地发现了欺诈

行为，并在 2019 年增加了 3.6% 的纳税额，2017 年至 2019 年之间的税收差距下降了 25%。这表明，通

过实施电子发票，马来西亚有可能减少税收泄漏甚至堵住税收漏洞。 
 
除了显着减少人为错误外，企业为年终财务报告核对和填充数据所需的时间和精力也减少了。电子发票提

高了透明度，并且可以让收件人更有信心，因为发票是以标准化的方式发出的。电子发票简化和自动化发

票和合规文档。 

我们准备好迎接改变了吗？ 
对于准备实施电子发票的企业来说，妥当的内部控制对于通过对公司的流程和供应链系统进行彻底的税务

风险审查将税务风险保持在最低限度至关重要。 
 
税务机关将如何在全国范围内推出电子发票计划还有待观察。 
 
纳税人准备好迎接改变了吗？一些可能预期的挑战值得我们思考：- 

• 实施电子发票的成本可能很高，尤其是对于交易较少的中小企业而言。税务机关会考虑允许对此类实

施成本获得税收减免吗？ 
• 税务机关对于提高认知和提供适当培训和指导方面将采取哪些方案？ 
• 考虑到在采用电子发票方面缺乏准备，2023 年是否是推出电子发票的合适时机？ 
• 税务机关希望纳税人从手动发票过渡到电子发票的时间线是什么？ 
• 以电子发票为起点，马来西亚是否会着眼于最终全面实施由电子采购、电子发票和电子支付组成的整

个电子商务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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