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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 
有关当局已发布以下内容： 

新增 / 修改的公共条例 

马来西亚税务局发布了以下公共条例： 

公共条例 内容 

公共条例 1/2022 - 
未使用的调整后业

务亏损结转期限 

公共条例 1/2022 解释结转未使用业务亏损的税务处理，这符合 10 年结转限制

规则的最新立法。 

此公共条例须与马来西亚税务局关于结转亏损及资本津贴的指南（仅提供马来

语）一起阅读，以了解财政部给予的优惠待遇。 

公共条例 2/2022 -
在马来西亚举办会

议的税收优惠 

公共条例 2/2022 阐释于在马来西亚举行的组织会议所得到的收入免税相关的税

务处理，这符合现行立法。 

公共条例 3/2022 -
外资基金管理公司

的税务 

公共条例 3/2022 已取代早期的公共条例 7/2019，以反映最新的立法。 此公共

条例并没有显着变化。 

 
公共条例来源：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公司向税务居民个人代理、经销商或分销商付款时提交及缴纳第 107D 条款相关预

扣税的行政变更 

马来西亚税务局宣布，对于在 2022 年 7 月 1 日或之后向代理、经销商或分销商支付的款项，适用的预扣

税将按月累积，并于下个月月底前汇于马来西亚税务局。 

马来西亚税务局也已更新表格 CP107D – Pin 2/2022 及附录 CP107D(2)。显着变化如下： 

• 取消附录中的 20 行限制； 

• 表格及附录应以各自的软拷贝格式填写； 

• 在付款前须将表格及附录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指定的马来西亚税务局支付中心，然后再通过在马来西亚

税务局付款柜台支付或通过邮寄付款。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表格及附录的税务局支付中心与付款中心需一

致； 和 

• 在马来西亚税务局付款柜台付款时，需要出示提交电子邮件的副本。 

公告、表格及附录来源：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https://phl.hasil.gov.my/pdf/pdfam/PR_01_2022.pdf
https://phl.hasil.gov.my/pdf/pdfam/PR_01_2022.pdf
https://phl.hasil.gov.my/pdf/pdfam/PR_02_2022.pdf
https://phl.hasil.gov.my/pdf/pdfam/PR_02_2022.pdf
https://phl.hasil.gov.my/pdf/pdfam/PR_03_2022.pdf
https://phl.hasil.gov.my/pdf/pdfam/PR_03_2022.pdf
https://phl.hasil.gov.my/pdf/pdfam/PR_07_2019.pdf
https://phl.hasil.gov.my/pdf/pdfam/PR_07_2019.pdf
https://www.hasil.gov.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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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l.hasil.gov.my/pdf/pdfborang/CP107D_Pin_2_2022_1.pdf
https://phl.hasil.gov.my/pdf/pdfborang/CP107D_Pin_2_2022_1.pdf
https://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src=https%3A%2F%2Fphl.hasil.gov.my%2Fpdf%2Fpdfborang%2FLampiran_CP107D_2.xlsx&wdOrigin=BROWSELINK
https://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src=https%3A%2F%2Fphl.hasil.gov.my%2Fpdf%2Fpdfborang%2FLampiran_CP107D_2.xlsx&wdOrigin=BROWSELINK
https://www.hasil.gov.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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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公司治理框架的常见问题解答及更新指南 

马来西亚税务局已发布常见问题解答和更新税务公司治理框架指南，其中有以下值得注意的几点： 

• 常见问题 

1) 未被选中但有兴趣加入税务公司治理框架计划的企业可以通过指定的电子邮件地址联系马来西亚税务

局。 税务局将通知合格的组织。 

2) 实施税务公司治理框架的花费本质上是资本，因此不能进行税收减免。 

3) 该企业必须在其网站、年度报告或任何可公开访问的媒体上公布其税收政策或税收战略。 

• 指导方针 

1) 该企业必须在资格到期前的 12 个月内通知马来西亚税务局其是否有意更新其在税务公司治理框架的

参与。 

2) 独立审查报告应每年编制一次，并应要求提供给马来西亚税务局。 

3) 获得参与税务公司治理框架计划资格的先决条件现在包括公布税收政策或税收策略的要求。 

常见问题解答和更新的税务公司治理框架指南来源：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马来西亚数码 

马来西亚数码经济机构推出了马来西亚数码资格，这是继马来西亚多媒体超级走廊资格之后的一项改进的

举措，旨在推动马来西亚的数字化转型和采用。继 2022 年 1 月发布常见问题解答后，马来西亚数码经济

机构还发布以下内容： 

• 关于资格标准、申请程序和审批后事项的指南； 

• 马来西亚数码资格公司可以获取的权利及特权保函；和 

• 公告称，正在审查根据保函第 5 项授予的税收优惠，以符合国际税收标准。 

被提及的亮点之一是马来西亚数码资格公司被允许在马来西亚境内的任何地点运营和开展其批准的活动。

尽管如此，公司仍可在指定地点落户，享受世界一流的物质性和信息基础设施以及《保函》规定的具有竞

争力的电信资费。 

指南、保函及公告来源：马来西亚数码经济机构官方网站 

投资于生物科技资格公司的税务减免 

根据《2016 年所得税规则（对生物科技资格公司的投资减免）》，符合条件的人有资格获得相当于在生

物科技地位公司投资价值的税收减免，以资助经部长批准的新业务商业化阶段的启动。 

《2022 年所得税修订规则（对生物科技资格公司的投资减免）》已被立法，将投资的优惠期限再延长 2 
年，直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修订规则于 2021 年 1 月 1 日生效。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开发商、联合管理机构及管理公司税务处理的技术指南 

马来西亚税务局发布上述最新的技术指南（仅提供马来语版本）以取代 2012 年 5 月 21 日的早期技术指

南及附件。最新的技术指南提供税收待遇相关的进一步说明，并没有显着变化。 

https://phl.hasil.gov.my/pdf/pdfam/FAQ_Tax_Corporate_Governance_Framework.pdf
https://phl.hasil.gov.my/pdf/pdfam/Guidelines_Tax_Corporate_Governance_Framework_2.pdf
https://www.hasil.gov.my/
https://mdec.my/malaysiadigital/
https://mdec.my/wp-content/uploads/Malaysia-Digital-MD-Status-Guidelines_Effective-30-June-2022.pdf
https://mdec.my/wp-content/uploads/MD-BoG-Explanatory-Notes_30-June-2022.pdf
https://mdec.my/wp-content/uploads/MD_announcement-important-updates_by-MDEC_final_4-July-2022.pdf
https://mdec.my/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pua_20161208_P.U.(A)306.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35327/PUA212.pdf
https://lom.agc.gov.my/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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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解答来源：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间接税 

https://www.hasil.gov.my/
https://onedrive-global.kpmg.com/personal/weekiattoh_kpmg_com_my/Documents/China%20Help%20Desk/2022%20August/Monthly%20tax%20development%2015082022_Mandarin%20(ITP).docx#_Income_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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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税 
《服务税政策 1/2022》 

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发布了《服务税政策 1/2022》（日期为 2022 年 8 月 1 日），该政策涉及对当地非银

行供应商所提供的数码支付服务免征服务税。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本地非银行服务供应商可豁免为数码

支付服务收取服务税，有效期由 2022 年 8 月 1 日至 2025 年 7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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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税政策 10/2020 修正案（第 2 号修正案）》 

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也发布了《服务税政策 
10/2020 修正案（第 2 号修正案）》（日期为

2022 年 8 月 1 日），该政策涉及提供与银行/ 金融

服务相关的数码服务的服务税豁免。 

该修正包括限制豁免期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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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接税修正草案  

以下的间接税修正草案于 2022 年 7 月 20 日进行一读后，已在国会下议院通过二读。 

 《2022 年海关（修正）草案》 
 《2022 年国内税（修正）草案》 
 《2022 年自由区（修正）草案》 
 《2022 年旅游税（修正）草案》 
 《2022 年暴利征税（修正）草案》 
 《2022 年离境税（修正）草案》 

修正草案来源: 马来西亚国会 

 

 

 

 

 

https://onedrive-global.kpmg.com/personal/weekiattoh_kpmg_com_my/Documents/China%20Help%20Desk/2022%20August/Monthly%20tax%20development%2015082022_Mandarin%20(ITP).docx#_Income_Tax
http://mysst.customs.gov.my/TaxPolicy
http://mysst.customs.gov.my/TaxPolicy
http://mysst.customs.gov.my/TaxPolicy
http://mysst.customs.gov.my/TaxPolicy
https://www.parlimen.gov.my/bills-dewan-rakyat.html?uweb=dr&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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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税修正草案  

《2022 年销售税（修正）草案》于 2022 年 8 月 4 日已在国会下议院通过。 

该草案中值得一提的是在 2022 年财政预算案中所

提出的低价商品销售税。《2018 年销售税法》引

入了新的附表以具体规定关于低价商品的修正。 

根据该草案，在网上市场销售低价商品或经营网上

市场以买卖低价商品的卖家需要为低价商品注册销

售税。 目前尚未有关于“网上市场”的定义或解

释，因此，对于不使用网上市场销售低价商品的直

销商是否需要注册销售税或如往常一样当该商品进

口时被征收销售税，还有待观察。 

修正草案来源: 马来西亚国会 

 

 

服务税修正草案 

《2022 年服务税（修正）草案》于 2022 年 8 月 4 日已在国会下议院通过。 

其中包括授权于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署长预扣可退还给外国注册人的服务税，用以记入在任何后续或随后

的纳税期以及涵盖有关于外国注册人不再需要注册的事项。 

修正草案来源: 马来西亚国会 

 

《2022 年销售税（修正）条例 》 

《2018 年销售税条例》已被修正且执行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该修正包括： 

条例 修正 

10 提交报税表的方式已被修正为通过电子服务或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署长所指定的任何

方式。 

12 《2018 年销售税法》中，销售税，附加费，罚款，费用或其他应付款项的缴纳方式

已被修正为通过电子银行或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署长所指定的任何方式。用于决定海

关署长何时视为已支付和收到款项的规定也更新为当将款项存入 署长的官方账户或全

部支付给署长。 

17 对于在当地购买的应税货物的销售税退税，其出口条件的期限已更新为从注册制造商

购买应税货物时开具发票的日期起计算。该应税货物也必须在购买后（替代缴纳销售

税后）不得以使用。 
 

修正条例来源: 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https://www.parlimen.gov.my/bills-dewan-rakyat.html?uweb=dr&lang=en
https://www.parlimen.gov.my/bills-dewan-rakyat.html?uweb=dr&lang=en
https://lom.agc.gov.my/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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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服务税（数码服务）（修正）条例 》 

《2019 年服务税（数码服务）条例》已被修正并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起实施。其中与外国注册人有关的

修正包括： 

条例 修正 

5A 外国注册人向同一集团内的任何马来西亚公司所提供的数码服务将不被视为数码服

务。 
修正前，该数码服务被视为数码服务但是不受制于服务税。 

6A 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署长如今可根据书信申请和符合他认为合适的条件下，允许外国

注册人所发行的贷记单或借记单上不注明任何规定详情。 

9 如果能证明销售税不迟于规定日期内缴纳，则不会被征收逾期付款的罚款。修正前，

必须证明销售税已在规定日期前缴纳。 

16 提交报税表或缴纳销售税的最后期限依旧是法定日期，尽管该日期适逢公共假期（不

论是在马来西亚或是在外国注册人所在的国家）。这与本地注册人的国内服务税规定

略有不同。 
修正条例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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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修订指南： 

 《海关代理服务指南》（于 2022 年 8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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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mysst.customs.gov.my/IndustryGu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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