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itle   1 

间接税 
自愿申报特别计划 

2021 年 11 月 15 日 

_______ 

马来西亚毕马威 



间接税 - 自愿申报特别计划   2 

 

                                                    （以上为 2021 年 10 月 29 日的英文版间接税-自愿申报特别计划之中文译本，如有任何差别，一切将以英文版为准。）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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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与评论 

 

黄淑玲 
执行董事兼间接税主管 

关键信息 

“备受期待的自愿申报特别计划将会推助税收、振兴间接税

收，同时也是纳税人纠正错误的一种补救措施。自愿申报特别

计划的效果将取决于该计划的框架和机制，希望有关当局能尽

早发布。 

根据财政预算案，该计划将会分阶段提供 100%和 50%的罚款

减免，而税务减免的部分也会依据个别案例进行处理。据初步

观察，这似乎是一项合理的措施。由于该计划似乎是针对特定

的时限，而间接税这种交易税所涉及的数量庞大，纳税人应开

始评估其间接税方面的合规性，并从长远的角度来考量参与自

愿申报特别计划是否有益。” 

 

间接税：自愿申报特别计划 （SVDP） 

我国财政部长在预算案前声明（PBS）简略提起

的自愿申报特别计划，在备受瞩目之下，终于在

2022 年财政预算案被提呈。虽然提到的细节有

限，但值得注意的是，自愿申报特别计划将会分

为两个阶段推出，其中自愿申报的纳税人在首阶

段可享有罚款减免高达 100%，第二阶段则是

50%。除了罚款减免，税务减免也将被纳入考量

在自愿申报特别计划下实施。 
 
自愿申报计划对纳税人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它已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实施，而其共同目标是鼓励纳

税人遵守税务合规。目前，马来西亚的间接税制

度没有正式或全面的自愿申报计划，因此为马来

西亚间接税引入的自愿申报特别计划预计将会受

到许多商家的欢迎。尽管该名称里的“特别”二字可能暗示这也许是一次性且限于特定的时限，

有关当局应实行更可持续的机制以鼓励纳税人遵守税务合规。 
 
鉴于自愿申报特别计划的具体细节尚不清楚（除了所涉及的罚款全额/部分减免，以及可能的税收

减免），希望该框架能够尽可能的全面和公平，因为这对于该计划成功与否极其关键。关于此类

型的计划，纳税人通常关注的要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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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项计划会带来什么“好处”？ 
 该计划将涵盖哪些类型的税务？ 
 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能获得自愿申报特别计划的资格？ 
 进行申报所涉及的流程 

 
使任何自愿申报特别计划对纳税人具有吸引力的共同激励措施是纳税人在进行申报时所获得的罚

款全额/部分减免。某些国家，例如英国，也会根据错误发生的原因以减少/免除所涉及的罚款 – 
是否是单纯的“疏忽”还是公然的避税。若能将该自愿报税与错误发生的原因联系起来，必定能

够为手头的案件提供一定程度的公平性，并促使纳税人自愿报税。 
 
而我们的邻国，新加坡，也同样的制定了自愿申报计划而该罚款则会取决于主动申报的时间。简

而言之, 纳税人申报错误所用的时间越长，相应的罚款就越高。此计划的目的是为了鼓励纳税人

及时并谨慎的规划其税务事务。希望马来西亚间接税自愿申报特别计划的框架也具备与邻国计划

类似的特征, 尽管计划已包括了上述的分阶段性减免罚款制度。 
  
虽然马来西亚间接税自愿申报特别计划所涵盖的税类并未在财政预算案中提及，但据推测，此计

划理应涵盖皇家关税局所管理的所有税类。由于所涉及的税务种类繁多并扩及多个税收立法，所

以就管理而言，这也可能是最复杂的自愿申报特别计划之一。另一方面，这一口气涵盖所有间接

税的方案可确保未来不会出现任何“意外惊喜”的事件发生。 

 

同时，此自愿申报特别计划也预计会附带

一些基本条件，因为当局可能不会接受纳

税人所提出的所有自愿申报申请，尤其是

对于有证据指出涉及欺诈或故意避税的案

件。此外，类似于其他国家，预计所有正

在接受审核的企业也可能不符合此自愿申

报特别计划的资格。 

 

而此申报计划的简易程度也将在决定自愿

申报特别计划的成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一个清晰、简明和直接的流程不仅可

以避免纳税人以繁杂且无条理的方式接触

有关部门，还能便于政府征收税务。 
 
在此之前，政府因为曾向参与自愿申报计

划的纳税人展开进一步的审核与调查，已导致纳税人对政府未履行给予的承诺而信心受到打击。

所以这也造成了纳税人在决定是否接受此“提案”之前需要多加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评估究竟

此举会迎来不必要风险或“按兵不动”会带来更高的风险。 
 
总提而言，无论任何一项自愿申报特别计划，纳税人都应专注于制定正确的流程来规范其税务事

项，以避免面临不必要的审查或可能导致巨额税收和罚款的诉讼。持续的措施以及咨询专业意见

有助于确保纳税人的利益能够获得妥善的保障。因此，在政府尚未公布清晰的指南之前，各大企

业应该开始关注任何潜在的风险，以便企业能够及时决定是否需要参与此自愿申报特别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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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淑玲  
执行董事兼间接税主管 
suelynnng@kpmg.com.my  
+603 7721 7271  

苏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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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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古晋办公室 
reglau@kpmg.com.my  
+6082 268 308 (ext. 2188)  

亚庇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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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董事 - 亚庇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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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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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 266 2213 (ext. 2514)  

怡保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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