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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 
有关当局已发布以下内容: 

马来西亚税务局已修订关于秘书费及报税费相关支出减免的指南.  此指南在于 2022
课税年起生效 

马来西亚税务局已发布上述修订指南以阐明对于在 2022 课税年所产生的秘书费和报税费的税务处理(秘书

费和报税费有关费用的减免)(修订) (“2021 规则”)。 

以下报表总结申请秘书费和税务费减免的条件： 

现有规则 生效课税年 申请减免条件 每课税年所允许最高

金额（令吉） 
产生并支付 产生 

(i) 336/2014 法令 2015 – 2019    

秘书费  √  5,000 (按照产生额） 

报税费  √  10,000 (按照产生额） 

(ii) 162/2020 法令 2020 – 2021    

秘书费  √  15,000 (按照支付额） 

报税费  √  

(iii) 162/2020 法令 于 2022 起    

秘书费   √ 
15,000 (按照支付额） 

报税费   √ 

对于在 2020 和 2021 课税年所产生并符合条件的秘书费和报税费，2021 法令规定仅在支付费用的课税年

允许减税。根据修订指南，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缴付 2020 课税年之前所产生的任何费用都将不获得税

务减免。 

指南来源: 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https://phl.hasil.gov.my/pdf/pdfam/Pindaan_GP_Potongan_bagi_Perbelanjaan_berhubung_dengan_Yuran_Kesetiausahaan_Yuran_Pemfailan_Cukai_Mulai_Tahun_Taksiran_2022.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18793/PUA%20471%20(2021).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18793/PUA%20471%20(2021).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18793/PUA%20471%20(2021).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pua_20141217_P.U.(A)%20336%20-%20KAEDAH-KAEDAH%20CUKAI%20PENDAPATAN%202014.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pua_20200519_P.U.%20(A)%20162.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pua_20200519_P.U.%20(A)%20162.pdf
https://www.hasil.gov.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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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税务局对于数字货币交易所得税指南 

马来西亚税务局已发布上述指南以发表数字货币或数字代币的收购和处置的税务处理。该指南应与马来西

亚税务局电子商务交易征税指南更新版本一起阅读（2019 年 5 月 13 日）。 

根据该指南，目前的税务规定将适用于数字货币交易，产生于或来自马来西亚或从境外获得并于马来西亚

收到的收入都应被纳税。对加密货币活动（包括投资）的利润征税将取决于该金额是资本性质还是收入性

质。加密货币活动（包括投资）的利润征税将取决于该金额是资本性质还是收入性质。在确定收益或损失

的性质时，应考虑案件的事实和情况以及交易特征。指南附录 A 已说明对于涉及数字货币的交易是否存在

贸易要素。 

指南来源: 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马来西亚税务局对于利息扣除限制的修订指南-收益剥离规则（ESR） 

根据 2022 所得税公报，马来西亚税务局已发布修订指南

以阐明收益剥离规则（修订）法令 (“2022 年修订法令”)。
该指南将取代之前发布于 2019 年 7 月 5 日的指南。 

2022 年修订法令将于 2022 年 2 月 1 日或之后开始的基准

期生效。 

修订指南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该课税年的税息折旧及摊

销前利润计算应不包括任何未到期的应付利息。但当此类

利息成为应支付利息时，需修改计算。这符合现行法律，

即在课税年的基准期内应支付的利息费用仅在已支付或应

支付时才可获得税务减免。 

有关 2022 年修订法令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我们早期的税务发展 - 2022 年第一季度。 

指南来源: 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重复性交易提交和代缴小额预扣税的特许权 

根据投资税务补贴第 109 和第 109B 条文，马来西亚税务局向纳税人提供行政特许权，以提交和缴纳预扣

税。该特许权用于重复性交易而且每笔交易的预扣税金额不超过 500 令吉，纳税人可在每半年按以下方式

汇入马来西亚税务局： 

向非纳税居民付款的时期 提交和缴纳预扣税给马来西亚税务

局的截止日期 

12 月 1 日（去年）至 5 月 31 日（今年） 今年 6 月 30 日 

6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今年） 今年 12 月 30 日 

 

自 2022 年 8 月起，该特许权生效于向非居民纳税人支付的符合条件款项。 马来西亚税务局将发布用于上

述目的的特殊预扣税表格。 

https://phl.hasil.gov.my/pdf/pdfam/GUIDELINES_ON_TAX_TREATMENT_OF_DIGITAL_CURRENCY_TRANSACTIONS.pdf
https://phl.hasil.gov.my/pdf/pdfam/guidelines_e_commerce_13052019.pdf
https://www.hasil.gov.my/
https://phl.hasil.gov.my/pdf/pdfam/RDIG_22082022.pdf
https://phl.hasil.gov.my/pdf/pdfam/RDIG_22082022.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22052/PUA%2027_2022.pdf
https://home.kpmg/my/en/home/insights/2022/04/-tax-developments---1st-quarter-2022.html
https://www.hasil.gov.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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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税务局对于第 107D 条款公司向居民个人代理，经销商，分销商支付的款

项中扣除的预扣税所更新的常见问题解答 

根据 2022 年 7 月 9 日马来西亚税务局发布的媒体公告（参阅毕马威 2022 年 8 月份的月度税务发展），

马来西亚税务局已更新上述常见问题解答，以反映所给予的行政特许权、支付程序以及预扣税汇款表格和

附录。 

常见问题解答仅提供马来文版本。 

指南来源: 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延长 2022 课税年纳闽实体纳税申报表期限 

马来西亚税务局已特许再一次延长纳闽商业税申报期限，在第 5 和第 10 条款下提交 2022 课税年所得税

申报表的截止日期将延长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 

 

实施海外账户税务合规法案及统一报告标准 

以下用于实施和合规美国的海外账户税务合规法案及统一报告标准已在宪报刊登： 
 

• 2022 所得税（马来西亚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有关改善国际税务合规和实施海外账户税务合规法案

的协议）法令。 
 

• 2022 年所得税（马来西亚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有关金融账户信息的自动交换以提高国际税务合规

并实施海外账户税务合规法案）法令。 
 

• 2022 年纳闽商业活动税（马来西亚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的有关金融账户信息自动交换以提高国际

税务合规并实施海外账户税务合规法案）条例。 
 

请点击此处了解有关 海外账户税务合规法案及统一报告标准的更多信息 

指南来源: 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https://phl.hasil.gov.my/pdf/pdfam/KM_HASiL_09072022_PEMAKLUMAN_PINDAAN_KE_ATAS_PENGOPERASIAN_POTONGAN_CUKAI_2_PERATUS_OLEH_SYARIKAT_PEMBAYAR_KEPADA_EJEN_PENGEDAR_ATAU_PENGAGIH_INDIVIDU_PEMASTAUTIN.pdf
https://assets.kpmg/content/dam/kpmg/my/pdf/monthly-tax-development-15082022.pdf
https://phl.hasil.gov.my/pdf/pdfam/Soalan_Lazim_Seksyen_107D_ACP_1967_19082022.pdf
https://www.hasil.gov.my/
https://www.hasil.gov.my/
https://www.hasil.gov.my/
https://lom.agc.gov.my/act-view.php?type=pua&language=BI&no=P.U.%20(A)%20278/2022
https://lom.agc.gov.my/act-view.php?type=pua&language=BI&no=P.U.%20(A)%20278/2022
https://lom.agc.gov.my/act-view.php?type=pua&language=BI&no=P.U.%20(A)%20278/2022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31980/PUA279.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31980/PUA279.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31980/PUA279.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41926/PUA280_2022.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41926/PUA280_2022.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41926/PUA280_2022.pdf
https://www.hasil.gov.my/en/international/automatic-exchange-of-information-aeoi/
https://lom.agc.gov.my/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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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uan Business 
Activity Tax (Automatic 
Exchange of Financial 
Account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Malaysi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o Improve International 
Tax Compliance and to 
Implement the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Regulations 2022.  

Please click here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on FATCA and CRS. 

Source for the Rules: Federal Legislation Portal of Malaysia 

 
 

 

 

 

 

  

间接税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41926/PUA280_2022.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41926/PUA280_2022.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41926/PUA280_2022.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41926/PUA280_2022.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41926/PUA280_2022.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41926/PUA280_2022.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41926/PUA280_2022.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41926/PUA280_2022.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41926/PUA280_2022.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41926/PUA280_2022.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41926/PUA280_2022.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41926/PUA280_2022.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41926/PUA280_2022.pdf
https://www.hasil.gov.my/en/international/automatic-exchange-of-information-aeoi/
https://lom.agc.gov.my/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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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税 
《服务税政策 1/2022 修正案》 

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发布了《服务税政策 1/2022 修正案》

（日期为 2022 年 8 月 1 日），该政策涉及由当地非银行供

应商所提供的数码支付服务的服务税豁免。 

此修正案修正了该服务税政策中第 5(b)段落。其中，成为当

地非银行服务供应商的条件，由原先的依据相关法令下受马

来西亚国家银行 “监管和许可” ，如今已被修正为 “监

管” 而已（即“和许可”的条件已被删除）。 

服务税政策来源: 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 - MySST (服务税政策) - 仅提供马来语版本 

 

《销售税政策 2/2022》– 出口转运配送 

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发布了《销售税政策 2/2022》（日期

为 2022 年 8 月 24 日），该政策涉及一个注册制造商、一

个贸易商以及该贸易商的海外客户相关的转运配送安排。 

该销售税政策举例说明了一个贸易商向一个注册制造商购买

货物，并要求将该货物出口至贸易商的海外客户。  

在这种情况下，该注册制造商向该贸易商开具的发票将不按

销售税征税 [即根据《2018 年销售税（豁免缴税实体）法

令》中附表 A 之第 56 项豁免销售税]，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 发票上除了根据《2018 年销售税条例》中第 7 条例所规定的详情以外，也必须注明“账单地址” 和
“收货地址” 

• 该转运配送安排仅涉及一个贸易商，且该贸易商直接向注册制造商购买货物 
• 对于海关出口的申报 (即 K2 呈报表) ，发货人/出口商为注册制造商，收货人/进口商为贸易商的海外客

户。此外，K2 呈报表上必须注明 “负责人” 为贸易商之全名及其地址 
• 与上述相似，运货提单上的发货人为注册制造商，收货人为贸易商的海外客户。此外，运货提单也必

须注明 “通知方” 为该贸易商 
• 注册制造商必须在 SST-02 报税表中第 18(a)栏申报出口货物的价格 

此政策考虑到现实/实际的商业交易，特别是当各企业需要平衡其成本、物流需求以及税务。如今，制造商

和贸易商除了其他原有的豁免以外，也可享用此机制。然而，必须要注意且确保其实质和形式（文件）符

合条规。 

销售税政策来源: 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 - MySST (销售税政策) - 仅提供马来语版本 

 

http://mysst.customs.gov.my/TaxPolicy
http://mysst.customs.gov.my/TaxPolicy
http://mysst.customs.gov.my/TaxPolicy
http://mysst.customs.gov.my/Tax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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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销售税（豁免注册）（修正）法令》  

联邦立法官方网站于 2022 年 9 月 1 日发布了《2022 年销售税（豁免注册）（修正）法令》。该修正包

括： 

段落/附表 修正 

第 2 段落 该豁免涵盖了在拥有多个生产业务的生产链中仅操作一项生产业务以生产货物的人，

并且该业务在附表 A 中指定。 

如果该人按照附表 A 的规定经营多于一项的生产业务，则该豁免适用，前提是其生产

业务与生产货物无关。 

附表 A • 下列已被删除： 
- 将货物融入到建筑物里 
- 安装汽车空调 
- 制造珠宝和金饰制品 
- 从矿石中提取黄金 
- 从珠宝中回收黄金和/或提炼黄金 

• 详细说明/额外的业务列表，例如： 
- 制备食品或饮品，其中涵盖了(a) 任何提供服务的人或 (b) 为供应场所而提供

服务的中央厨房。该服务是根据《 2018 年服务税条例 》中第一附表之 B
组。 

- （由任何人士）将相同的大宗货物重新包装成更小的包装，不再仅限于注册制

造商以外的人士。   
- 去除污垢或灰尘的清洁操作且无需任何进一步的操作。 

请注意以上列表并不详尽。 

上述修正法令的生效日期还未公布。 

根据以上的修正，根据《2018 年销售税（豁免注册）法令》而未注册销售税的制造商应该开始审查其当

前状况，例如检查其是否涉及附表 A 中所提及的生产操作、制成品是否属于销售税的应税货物、以及是否

需要注册销售税。 

修正法令来源: 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修订指南 

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发布了一项修订指南（日期为 2022 年 7
月 22 日），该修订涉及《2018 年销售税（豁免缴税实体）

法令》中附表 C 的销售税豁免。 

指南来源: 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官方网站 - MySST (销售税及服务税指南)  

 

  

https://lom.agc.gov.my/index.php
https://mysst.customs.gov.my/SpecificGu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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