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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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议对非中小型企业征收一次性的繁荣税，对超过 1 亿令吉的

应课税收入征收 33%的所得税。 

政府已响应企业界的呼声，现将未使用的业务亏损结转限制从 7
个课税年延长至 10 个课税年，这将让企业拥有充足的时间以利

用未使用的业务亏损。” 

 

繁荣税及结转业务亏损 
随着我们持续与新冠疫情大流行对财务和非财

务所造成的影响作斗争，马来西亚已达到

95%成人和 62%青少年的疫苗接种率。这减

少了每日的新冠肺炎病例与及严重程度病例。

迄今为止，马来西亚政府已推出多项总额高达 
5,300 亿令吉的经济振兴配套向我国人民提供

经济援助，以协助我国人民渡过这个疫情。尽

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在疫情期间，仍然有

一些行业和企业获得了超高利润。然而也有许

多因行动管制令且不能运营的企业在苦苦挣

扎。在 2022 年财政预算中宣布的各种企业所

得税提议中，值得注意的提议包括： 
 

a) 繁荣税 
 

为了配合政府协助人民的倡议，针对在疫情期间产生超高利润的非中小型企业公司提出了征收一

次性繁荣税 （“Cukai Makmur”）。 首 1 亿令吉应课税收入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4%，其余应

课税收入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33%。 该一次性税仅适用于 2022 课税年。 
 
上述提议的 33% 企业所得税税率似乎并非针对任何特定行业，而是所有应课税收入超过 1 亿令

吉的非中小型企业公司。 该额外征收的一次性税款将会增加我国政府的金库。 鉴于该繁荣税是 
2022 课税年的一次性税收，不太可能投资者信心产生任何严重的负面影响。 毕竟，在这些困难

时期，许多国家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来筹集额外收入以资助其支出。 如果再次在第二年续收类似

繁荣税的税收，这将可能会引起所有人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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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这样的一次性税率可能使企业减少该

课税年的应税收入，以避免支付额外的 9% 税
款。这显然将是马来西亚税务局在对这些大型企

业进行审计时会加倍关注的事项。 
 
具有上述应课税收入水平的非中小型企业需要考

量在 2022 课税年的税收估计进行的评估，以避免

任何低估罚款。 
 
从会计的角度来看，非中小型企业（递延所得税 

2022 课税年超过 1 亿令吉）也需要考量 2022 课税年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的暂时性差异的转

回，因为该企业可能需要使用更高的混合税率来计算该预计的应课税收入。 
 
b) 亏损结转 

 
目前，于 2019 课税年起，未使用的业务亏损

最多只能结转 7 个课税年。任何未使用的业

务亏损将被忽略。 结转至 2018 课税年的未

使用业务亏损目前只能结转至 2025 课税年。 
考虑到商界的不断呼吁及企业在新型冠状病毒

疫情期间蒙受损失而无法在 7 年期限内充分

使用其业务亏损的情况下，现建议业务亏损最

多可以结转 10 个课税年。 这意味着之前结转

至 2018 课税年的未使用业务亏损现在可以结

转至 2028 课税年。这项提案于 2019 课税年

起追溯生效。 
 
尽管上述提议将受到大量未使用业务亏损的纳税人的欢迎，因为它给予纳税人充足的时间以使用

其业务亏损。但值得关注的是，一些亚太地区国家，如新加坡、香港和澳大利亚，允许将未使用

的业务亏损进行无限期地结转（须符合条件）。 此外，该提案也没有承认许多酝酿期长且资本成

本及借款额巨大的基础设施项目（特别是私有化项目和 PPP），即使实行 10 个课税年亏损结转

规则，仍可能导致执行此类项目的企业无法充分利用其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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