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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和评论 

 
梁明源 
执行董事 
企业所得税 

关键信息 
“鉴于【全球反税基侵蚀计划】（“GloBE”）规则的技术性质和

2024 年的拟议实施日期，受影响的跨国企业集团必须确保对该规则有

充分的了解并且应考虑，诸如，进行模拟测算以确定任何补足税的影

响。” 

 

虽然 2023 年财政预算案载有多项建议，但是宣布

实施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2.0 所倡

议的支柱二是意料之中的。 

2021 年 10 月，超过 135 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二十国集团（“G20”）之税基侵

蚀和利润转移（“BEPS”）包容性框架成员加入

了一个历史性的双支柱方案以改革国际税收规则并

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税收挑战。由于支柱二规则，

即【全球反税基侵蚀计划】（“GloBE”）规则，

OECD 计划将从 2023 年开始生效（支柱一为

2024 年），鉴于时间框架，它的引入对立法机构

和受影响的纳税人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但是

，BEPS 支柱一和支柱二的目标是什么，以及它将

如何运作？ 

支柱一和支柱二 
支柱一的主要措施包含将对全球营业额超过 200 亿欧元（约 923 亿令吉）且利润率超过 10%，并从市场

辖区获得可观的收入但却与这些市场辖区没有足够的联结度（“Nexus”）的跨国企业征税。 

相反，支柱二适用于全球年营业额至少为 7.5 亿欧元（约 35 亿令吉）的跨国企业，并旨在确保适用范围

内的跨国企业在其开展经营的每个管辖区的有效税率（“ETR”）不低于 15%。大体上,这将根据对于有

效税率低于 15%的管辖区，通过向其管辖区内产生的利润征收补充税来实现。 

鉴于收入门槛，支柱二对马来西亚企业来说可能比支柱一更重要。这也反映在 2023 年财政预算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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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税率 

OECD 于 2021 年 12 月发布的【全球反税基侵蚀计划】（“GloBE”）规则，及其于 2022 年 3 月发布的

相关评论概述了确定跨国企业集团是否被纳入在适用范围内的详细方法、如何计算有效税率和在必要时之

补足税。尽管如此，实质上有效税率是按管辖区为基础，并以涵盖税款为分子和“GloBE 所得或亏损”的计

算（即税基）为分母来计算的。 

OECD 试图制定一套可通用的规则而非依据每个国家的具体税收规则。因此，GloBE 规则中的涵盖税款和

税基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会计准则所编制的。 

补足税 

需“补足”税款是由于有效税率低于 15%。补足税反映了全球最低税率（即 15%）与有效税率之间的差

异。 

在确定补足税的金额后，GloBE 规则指示哪个集团成员实体应缴纳补足税。起点是跨国企业集团的最终母

公司。受影响的跨国企业需确保及时缴纳和申报补足税。 

申报义务 

适用范围内的跨国企业集团将需要提交年度 GloBE
信息申报表。准备上述申报表需要汇编来自整个跨

国企业集团的信息。因此，有必要审查会计系统能

够生成所需数据的程度或者是否需要重新配置它

们。对于使用各种不同会计平台的集团及一些仍在

使用遗留会计系统的集团，这将会是一个特殊的挑

战。 

马来西亚 
在 2022 年 10 月 7 日公布的 2023 年财政预算案

中，财政部长阁下宣布根据 GloBE 规则引入合格

国内最低补足税（“QDMTT”）并预计实施日期

为 2024 年。 

简单来说，QDMTT 是一种适用于国内范围内实体（即成员实体）超额利润的税收并旨在将对于这些利润

的国内纳税义务提高到 15%的最低有效税率。如果成员实体的实际有效税率低于 15%，QDMTT 将有效地

改变该管辖区有权征收补足税款的顺序。拥有 QDMTT 的管辖区可优先从其管辖区内的实体获得补足税税

收，从而保护其税基。 

目前，QDMTT 将如何在马来西亚实施还有待观察。我们注意到新加坡、香港和瑞士也在考量类似的提

议。鉴于支柱二的复杂性，希望将来任何拟议的立法、行政指导和其他文件（如申报表、机制设计等）将

首先作为草案发行，以便让受影响的各方有机会发表评论。期望该法规的各部分可以分批发布以尽早获得

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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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在任何拟议的立法中需要解决的一个特殊

问题即支柱二的要求将如何与马来西亚提供的各种

税收优惠政策相互作用，原因在于该税收优惠将大

幅度减少有效税率。根据 OECD 于 2022 年 10 月

6 日发行的[税收优惠与全球最低企业税：在全球反

税基侵蚀计划之后重新考虑税收优惠政策，以下是

一些特别值得注意的事项： 

• 在某一辖区内拥有更多实体的受影响的跨国企

业集团将比其他集团受到的影响更小； 
 

• 在其他条件均等的情况下，针对某些类别的收

入或支出的税收优惠受到 GloBE 规则的影响可

能会小于笼统的税收优惠；和 
 

• 针对人员工资或有形资产的基于支出的税收优惠可能比基于收入的税收优惠受到的影响更小。 

 

下一步是什么？ 
在立法者、监管机构和税务局争取引入这新制度的同时，纳税人面对着许多问题。如同任何重大的税制变

化，提前规划是最关键的。受影响的跨国企业集团应当考虑诸如以下事项： 

• 鉴于 GloBE 规则的技术性质和大量的新条例，跨国企业集团必须确保对 GloBE 规则有充分的了解； 
 

• GloBE 规则要求进行信息提取以测试是否超过 7.5 亿欧元的门槛。需要应对提取此信息的能力问题。同

时也需要进行监测以确定何时超过该门槛； 
 

• 计算补足税需要大量财务信息。跨国企业集团必须确保其会计系统能够随时存取其所需信息。对于在收

购后依旧使用遗留会计务系统的集团来说，这可能是一个特殊的挑战；及 
 

• 跨国企业集团应考虑进行模拟测算以确定任何补足税的影响。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电邮或联系您所熟悉或负责贵公司税务事务的相关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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