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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 
有关当局发布了以下内容： 

纳闽修订法令 
以下修订法令于 2022 年 6 月 9 日立法并修订各自主要法令： 

修订法令 原有法令 
《2022 年纳闽实体法令(修订)》 
 

《1990 年纳闽实体法令》 

《2022 年纳闽金融服务及证券法令(修订)》 
 

《2010 年纳闽金融服务及证券法令》 

《2022 年纳闽伊斯兰金融服务及证券法令(修订)》 
 

《2010 年纳闽伊斯兰金融服务及证券法令》 

 
《2022 年纳闽实体法令 (修订)》显著的更改包括： 

 取消居民使用马币交易的限制 
 

 纳闽实体必须有至少一名居民董事 
 

 任何被判犯有刑事罪严禁被委任为纳闽实体的董事 
 

 关于受益所有权限的新规定 
 

 扩大当局在将纳闽实体从登记册中除名的权力 
 

 增加对违法或违规行为的罚款；和 
 

 更换审计员通知书应在变更后的 30 天内提交给给管理局并且附上新审计员的同意书 
 
根据《2022 年纳闽金融服务及证券法令(修订)》和《2022 年纳闽伊斯兰金融服务及证券法令(修订)》，国内

保险业务和禁止交易于马币的规定已从“纳闽保险业务”和“纳闽回教保险业务”的定义中移除。此修订皆在国际

标准税收下取消有关的限制，并视为不良的税务实践。 

以上修订已被立法，并于 2019 年 1 月 1 日生效 

订法令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已获批准的税务津贴 - 区域中心 

根据《2022 年所得税法令(区域中心津贴计划)》，在符合规定条件的活动之下的公司所产生的应纳税收入可享有

0%，5% 或者 10% 的优惠所得税税率。符合条件的公司可享有为期 5 个课税年的 0% 至 10% 所得税税率，以及

再申请额外 5 个课税年的优惠所得税税率。 
 
必须于 2021 年 1 月 1 日 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向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提交上述津贴的申请。

MIDA 也发布上述指南，以阐述此津贴符合资格标准与申请程序。 

 
该规则于 2021 课税年起生效。任何已提交 2021 课税年纳税申报表且符合条件但并未申请上述津贴的公司可以提

交修订后的纳税申报表，以申请获得上述的税务津贴。此修订纳税申请报表必须于 202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提

交。 
 
订法令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aktap/1733748_BI/Act%20A1653.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aktap/1733750_BI/Act%20A1654.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aktap/1733751_BI/Act%20A1655.pdf
https://lom.agc.gov.my/index.php
https://lom.agc.gov.my/act-view.php?language=BI&type=pua&no=P.U.%20(A)%20164/2022
https://www.mida.gov.my/wp-content/uploads/2021/09/Principal-Hub-3.0-Guidelines_08092021.pdf
https://lom.agc.gov.my/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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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电汇系统的常见问题解答 
马来西亚税务局已推出新的电子电汇系统并且该系统会提供一个虚拟帐号，以取代传统银行帐号。从 2022 年 4 
月 1 日起，在马来西亚境内外，纳税人必须通过该系统获得一个虚拟帐号，以用于电汇、电子资金转账和银行之

间转账进行付款。 

马来西亚税务局已发布常见问题解答，以提供有关该系统使用的说明和指导。 

常见问题解答来源：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税务优惠 - 沙巴发展走廊和东海岸经济区 
以下法令或税务豁免已被立法，此税务优惠的申请期限再延长 2 年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沙巴发展走廊的税务优惠 

法令 修订规则 税务优惠 
《2018 年所得税法令(豁
免)(第 11 号)》  
 

《2018 年所得税法令(豁
免)(修订)(第 11 号)》  
 

符合条件的公司在 5 年或 10 年之内开展符合条件

的活动所产生的符合条件的资本支出将获得相当于 
100% 的税务豁免。 
 
 

《2018 年所得税法令(豁
免)(第 12 号)》  
 

《2018 年所得税法令(豁
免)(修订)(第 12 号)》  
 

符合条件的公司在从事符合条件的活动中所获得的

法定收入可享受 100% 的税务豁免，为期 5 个课税

年或 10 个课税年。 
该豁免不包括对于该权利的商业利用中所应收的知

识产权收入。 
 

 
东海岸经济区的税务优惠 

法令 修订规则 税务优惠 
《2016 年所得税法令(豁
免)(第 4 号)》  
 
 

《2022 年所得税法令(豁
免)(修订)(第 4 号)》 
 

符合条件的人在 5 年之内开展符合条件的活动所产

生的符合条件的资本支出将获得相当于 100% 的税

务豁免。 

《2016 年所得税法令(豁
免)(第 5 号)》  
 

《2022 年所得税修订法令

(豁免)(修订)(第 5 号)》 
符合条件的人在部长确定的期限内开展符合条件的

活动所产生的符合条件的资本支出将获得相当于 
60% 至 100% 的税务豁免。 
 

《2016 年所得税法令(豁
免)(第 6 号)》  
 
《2016 年所得税法令(豁
免)(修订)(第 6 号)》 

《2022 年所得税修订法令

(豁免)(修订)(第 6 号)》 
 

符合条件的人在从事符合条件的活动中所获得的法

定收入可享受 100% 的税务豁免，为期 10 个课税

年。该豁免不包括对于该权利的商业利用中所应收

的知识产权收入。 
 
 
 

《2016 年所得税法令(豁
免)(第 7 号)》  
 
《2016 年所得税法令(豁
免)(修订)(第 7 号)》 

《2022 年所得税法令(豁
免)(修订)(第 7 号)》 
 

符合条件的人在部长确定的期限内从事符合特别条

件的活动中所获得的法定收入可享受 70% 至 100% 
的税务豁免。该豁免不包括对于该权利的商业利用

中所应收的知识产权收入。 
 

  

https://mytax.hasil.gov.my/SOALAN%20LAZIM%20PELAKSANAAN%20SISTEM%20e-TT.pdf
https://www.hasil.gov.my/en/
https://www.hasil.gov.my/en/
https://www.hasil.gov.my/en/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pua_20190101_PUA%20390.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pua_20190101_PUA%20390.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22825/PUA%2075%20(2022).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22825/PUA%2075%20(2022).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22825/PUA%2075%20(2022).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pua_20190101_PUA%20391.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pua_20190101_PUA%20391.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pua_20190101_PUA%20391.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24736/PUA76.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24736/PUA76.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24736/PUA76.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pua_20160613_P.U.%20(A)%20157_001%20PCP%20(Normal%20ITA).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pua_20160613_P.U.%20(A)%20157_001%20PCP%20(Normal%20ITA).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pua_20160613_P.U.%20(A)%20157_001%20PCP%20(Normal%20ITA).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24740/P.U.%20(A)%2088_2022%20(Perintah%20Cukai%20Pendapatan%20(Pengecualian)(No.4)%20(Pindaan)%202022).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24740/P.U.%20(A)%2088_2022%20(Perintah%20Cukai%20Pendapatan%20(Pengecualian)(No.4)%20(Pindaan)%202022).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pua_20160613_P.U.%20(A)%20158_002%20Draf%20PCP%20(Customised%20ITA).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pua_20160613_P.U.%20(A)%20158_002%20Draf%20PCP%20(Customised%20ITA).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pua_20160613_P.U.%20(A)%20158_002%20Draf%20PCP%20(Customised%20ITA).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24743/P.U.%20(A)%2089_2022%20(Perintah%20Cukai%20Pendapatan%20(Pengecualian)%20(No.5)%20(Pindaan)%202022).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24743/P.U.%20(A)%2089_2022%20(Perintah%20Cukai%20Pendapatan%20(Pengecualian)%20(No.5)%20(Pindaan)%202022).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24743/P.U.%20(A)%2089_2022%20(Perintah%20Cukai%20Pendapatan%20(Pengecualian)%20(No.5)%20(Pindaan)%202022).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pua_20160613_P.U.%20(A)%20159_003%20PCP%20(Normal%20PS).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pua_20160613_P.U.%20(A)%20159_003%20PCP%20(Normal%20PS).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pua_20160613_P.U.%20(A)%20159_003%20PCP%20(Normal%20PS).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pua_20190101_PUA%20393.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pua_20190101_PUA%20393.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24746/PUA90.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24746/PUA90.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24746/PUA90.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pua_20160613_P.U.%20(A)%20160_004%20Draf%20PCP%20(Customised%20PS).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pua_20160613_P.U.%20(A)%20160_004%20Draf%20PCP%20(Customised%20PS).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pua_20160613_P.U.%20(A)%20160_004%20Draf%20PCP%20(Customised%20PS).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pua_20190101_PUA%20394.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pua_20190101_PUA%20394.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24747/PUA91.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24747/PUA9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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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所得税法令(豁
免)(第 8 号)》  
 

《2022 年所得税法令(豁
免)(修订)(第 8 号)》 
 

符合条件的批准开发商所获得的法定收入可享受 
100% 的税务豁免。此法定收入来自： 

 处置位于工业园区或自由区的任何土地的任何

权利，或处置建筑物或建筑物的一部分的权

利；或 

 出租位于工业园区或自由区的建筑物或建筑物

的一部分 
 

《2016 年所得税法令(豁
免)(第 9 号)》  
 

《2022 年所得税法令(豁
免)(修订)(第 9 号)》 
 

符合条件的人在从事以下活动中所获得的法定收入

可享受 100% 的税务豁免，为期 10 个课税年： 

 提供与工业园区或自由区开发相关的管理、监

督或营销服务的开发经理；或 

 提供园区管理服务的园区经理，包括工业园区

或自由区公共设施和公用事业服务的维护、营

销和租赁。 
 

《2016 年所得税法令(赞
助标志性活动的减免)》 
 

《2022 年所得税规则(赞
助标志性活动的减免)(修
订)》 
 

符合条件的人给予标志性活动的现金捐款或实物捐

款可享有税务减免，每个课税年的上限为 100 万令

吉。 

《2016 年所得税规则(投
资于合格活动的减免)》 

《2022 年所得税规则(投
资于合格活动的减免)(修
订) 》 
 

符合条件的公司对于关联公司的现金或股票投资价

值可享有税务减免。只能提供资金给予投资相关公

司的合格活动。 
 

 
法令和规则来源： 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税务津贴 -风险投资行业 
对风险投资行业参与者的税务津贴措施进行以下的审查和更新： 

风险投资管理公司的税务豁免 

根据 《2005 年所得税法令(豁免)(第 12 号)》, 符合条件的风险投资管理公司可享有税务豁免于任何投资中所获得

的利润份额的法定收入。 

《2022 年所得税法令(豁免)(第 3 号)》已被法定, 以扩大税务豁免范围至管理费和绩效费，包括绩效奖金和附带

利息。豁免期从 2018 课税年至 2026 课税年。 

《2005 年所得税法令(豁免)(第 12 号)》自 2018 课税年起被撤销。如果风险投资管理公司已在《2005 年所得税

法令(豁免)(第 12 号)》下获得豁免，则该豁免应继续有效，如同该所得税法令未被撤销。 

风险投资公司的税务豁免 

根据《2005 年所得税法令(豁免)(第 11 号)》, 符合条件的风险投资公司可享有税务豁免于所有法定收入，除了储

蓄或定期存款产生的利息收入和回教存款的利润。豁免期限为 5 个 课税年或 10 个课税年，或该基金的期限，以

较短者为准。这取决于在首次投资时达到投资风险公司的最低门槛。 

《2022 年所得税法令(豁免)(第 2 号)》已被法定, 以将豁免期缩短为 5 个课税年或该基金的期限，以较短者为

准。以种子资金、启动资金或早期融资形式投资的风险投资公司的最低门槛被固定为 50%。 

《2005 年所得税法令(豁免)(第 11 号)》已从 2018 课税年起被撤销。但如果风险投资公司已在《2005 年所得税

法令(豁免)(第 11 号)》下获得豁免，该豁免应在该风险投资公司剩余的豁免期限内继续有效。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pua_20160613_P.U.%20(A)%20161.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pua_20160613_P.U.%20(A)%20161.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pua_20160613_P.U.%20(A)%20161.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24750/P.U.%20(A)%2092_2022%20(Perintah%20Cukai%20Pendapatan%20(Pengecualian)(No.8)(Pindaan)%202022).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24750/P.U.%20(A)%2092_2022%20(Perintah%20Cukai%20Pendapatan%20(Pengecualian)(No.8)(Pindaan)%202022).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pua_20160613_P.U.%20(A)%20162.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pua_20160613_P.U.%20(A)%20162.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pua_20160613_P.U.%20(A)%20162.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30458/PUA124.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30458/PUA124.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pua_20160613_P.U.%20(A)%20165.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pua_20160613_P.U.%20(A)%20165.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30457/PUA%20126.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30457/PUA%20126.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30457/PUA%20126.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pua_20160613_P.U.%20(A)%20166.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pua_20160613_P.U.%20(A)%20166.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30456/PUA%20125.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30456/PUA%20125.pdf
https://www.hasil.gov.my/en/
https://lom.agc.gov.my/index.php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29593/PUA116.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29587/PUA1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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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创业公司或风险投资公司的税务减免 

《2005 年所得税规则 (投资于风险投资公司的所得税减免)》- 符合条件的居民公司或个人可享有在风险投资公司

的投资额的税务减免。所进行的投资将被视为在证券委员会认证的投资处置日发生。 

《2022 年所得税规则(投资于创业公司或风险投资公司的所得税减免)》已被法定, 以扩大对风险投资公司投资的

税务减免范围，上限为 2,000 万令吉。对创业公司或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必须在 2017 年 10 月 27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内进行。经证券委员会认证，投资将被视为发生于投资之日起为期 3 个课税年内。 

《2005 年所得税规则 (投资于风险投资公司的税务减免) 》已从 2018 课税年起被撤销。符合条件的公司或个人

在 2018 课税年之前进行符合条件的投资，但未在《2005 年所得税规则(投资于风险投资公司的税务减免)》下扣

除所得税，如果符合规定，则有权在《2022 年所得税规则(投资于创业公司或风险投资公司的税务减免)》下扣除

所得税。 

规则和法令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税务津贴 -股权众筹投资 
《2022 年所得税法令(豁免)(第 4 号)》已被法定, 对通过股权众筹平台或通过代理人公司对被投资公司进行投资

的居民个人提供税务豁免 (但须符合规定的条件)。该豁免将在投资课税年之后的第二个课税年中给予，相当于投

资金额的 50%，上限为每个课税年 5 万令吉或总收入的 10%，以较低者为准。 

上述规则于 2021 课税年起生效。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税务津贴 - 实施国家工业 4.0 供应商发展计划 
《2022 年所得税规则 (与国家工业 4.0 供应商发展计划有关的支出减免)》已被立法，以向在实施国家工业 4.0 供

应商发展计划中主力公司所产生的合格费用提供双重减免 (须符合规定条件)。必须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与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签署谅解备忘录。合格费用的上限为 100 万令吉 (每个课税年)，
并且可以在支出费用时起连续三个课税年内享有减免。 

上述规则于 2019 课税年起生效。符合条件的公司已提交纳税申报表但未要求上述津贴，可提交修订后的纳税申

报表。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向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慈善或社区项目捐赠的税务减免申请指南 
财政部发布了最新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慈善或社区项目捐款的税务减免申请指南。 最新的指南将适用于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捐款。值得注意的更改包括： 

 符合条件的慈善或社区项目仅限于政府项目； 

 符合条件的捐赠仅限于设备和一次性物品； 

 符合条件的受赠者仅限于政府机构、医院和学校；及 

 对疫苗接种管理中心的捐赠不再符合税务减免。 

最新的指南仅提供马来语版本。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财政部官方网站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29584/PUA117.pdf
https://lom.agc.gov.my/index.php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30941/PUA%20142.pdf
https://lom.agc.gov.my/index.php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33053/PUA%20172%20(2022).pdf
https://lom.agc.gov.my/index.php
https://www.mof.gov.my/portal/pdf/cukai/prosedur-pengecualian/garis-panduan/permohonan-potongan-cukai-pendapatan-bagi-projek-komuniti-amal-untuk-menangani-wabak-covid-19.pdf
https://www.mof.gov.my/porta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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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新型冠肺炎疫情救济基金批准的申请指南 
财政部已根据《1967 年所得税法令》第 44(11C) 条款发布了最新的《获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救济基金批准

的申请指南》。 最新的指南将于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生效。值得注意的更改包括： 

 符合条件的捐赠仅限于现金、设备及一次性物品;  

 对私立医院的捐赠不再获得批准；及 

 申请期限延长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原为 2021 年 6 月 30 日）或宣布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病结束时，以较

早者为准。 

最新的指南仅提供马来语版本。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财政部官方网站 

 

  

https://www.mof.gov.my/portal/pdf/cukai/prosedur-pengecualian/garis-panduan/permohonan-untuk-kelulusan-dibawah-subseksyen-4411c.pdf
https://www.mof.gov.my/portal/pdf/cukai/prosedur-pengecualian/garis-panduan/permohonan-untuk-kelulusan-dibawah-subseksyen-4411c.pdf
https://www.mof.gov.my/porta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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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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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税 
有关当局已发布以下内容： 

印花税减免 - 出售上市股票的成交单据 

《2003 年印花税规则 (减免) （修订）》与《2022 年印花税规则 (减免) 》已被立法。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出售上市股票相关的成交单据的印花税上限已被提高至 1,000 令吉 （原为于 200 令
吉）。 

出售有价证券的成交单据的印花税仍维持在 200 令吉。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印花税减免 - 沙巴发展走廊与东海岸经济区 

沙巴发展走廊 

《2018 年印花税法令(豁免)(第 8 号)》为用于开发沙巴发展走廊的酒店或度假村，且经批准的旅游项目相关的不

动产转让文书，提供印花税豁免。该文书必须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签署。豁免申请应获得由沙巴经济发展

及投资局所发出的信函支持，以确认文书的用途。 

《2018 年印花税法令(豁免)(第 8 号)(修订)》已被立法，并将豁免期延长 2 年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东海岸经济区 

《2016 年印花税法令(豁免)(第 2 号)》为在东海岸经济区开展符合条件活动相关的不动产转让文书或土地及建筑

物的租赁票据提供印花税豁免。 该文书必须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签署。豁免申请应获得由东海岸经济区发

展理事会所发出的信函支持，以确认文书及票据的用途。 

《2016 年印花税修订法令(豁免) )(修订)(第 2 号) 》 已被立法，并将豁免期延长 2 年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所得税及印花税豁免 - 伊斯兰中期票据计划 

《2022 年贷款担保法令(法人团体)(税务和印花税豁免)》已被立法，并于 2022 年 4 月 2 日起生效。 

该规则给予以下相关的票据所应付的税务和印花税全额豁免： 

(1) 由 TRX City Sdn Bhd 发行或将发行的伊斯兰中期票据(根据伊斯兰中期票据计划)，面值高达 29 亿令吉 

(2) 从 TRX City Sdn Bhd 获得或将获得的伊斯兰银团循环贷款安排，本金总额不超过 10 亿令吉； 及 

(3) 由马来西亚政府就于上述的第 (1) 和 (2) 项提供或将提供的担保。 

上述的第 (1) 和 (2)项的未偿还面值的总额不得超过 29 亿令吉。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29648/PUA111.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29646/PUA112.pdf
https://lom.agc.gov.my/index.php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pua_20190102_PUA%20397.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24737/PUA%2074%20(2022).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pua_20160613_P.U.%20(A)%20164.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30459/PUA123.pdf
https://lom.agc.gov.my/index.php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27202/PUA93.pdf
https://lom.agc.gov.my/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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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及印花税豁免 – 定期贷款-i 设施 

《2022 年贷款担保法令 (法人团体) (税务和印花税豁免) (第 3 号)》已被立法。该法令给予以下相关的票据或担保

所应付的税务和印花税全额豁免： 

(1) 由公共部门家庭融资委员会从联昌国际伊斯兰银行有限公司获得的定期贷款-i 设施。 总贷款额不得超过 10 亿

令吉； 及 
 

(2) 由马来西亚政府就于上述的第 (1) 项提供或将提供的担保。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扩大循环 i-定期贷款设施的所得税及印花税豁免范围 

《2022 年贷款担保法令 (法人团体) (税务和印花税豁免) (第 6 号)》已被立法。该法令给予以下相关的票据或担保

所应付的税务和印花税全额豁免： 

(1) 由联邦土地发展局发行的伊斯兰中期票据 (根据伊斯兰中期票据计划)，面值高达 99 亿令吉； 及 

(2) 由马来西亚政府就于上述的第 (1) 项提供或将提供的担保 

《2022 年贷款担保法令 (法人团体) (税务和印花税豁免) (修订) (第 6 号)》已被立法，以扩大对从联邦土地发展局

获得或将获得的银团循环信贷-i 融资的税务豁免范围。 总贷款额不得超过 60 亿令吉。 上述第 (1) 项的未偿还面

值和银团循环贷款-i 设施的总价值不得超过 99 亿令吉。 

上述修订法令于 2022 年 6 月 4 日起生效。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29214/P.U.%20(A)%20105_2022%20(Perintah%20Jaminan%20Pinjaman).pdf
https://lom.agc.gov.my/index.php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pua_20201217_PUA360.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33597/PUA%20201.pdf
https://lom.agc.gov.my/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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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我们 

八打灵再也总部 

苏联成  
执行董事兼税务主管, 兼税务争议与纠纷解决 

服务主管 
lsoh@kpmg.com.my  
+603 7721 7019  
 

戴溧漍  

执行董事兼企业所得税务主管 
ltai1@kpmg.com.my  
+603 7721 7020  

龙燕萍  

执行董事兼全球人力资源服务(个人税务)主管 
yenpinglong@kpmg.com.my  
+603 7721 7018  
 

 

黄淑玲  

执行董事兼间接税主管 
suelynnng@kpmg.com.my  
+603 7721 7271 

纪凌政  
执行董事，中国客户团队主管兼转让定价主管 
bkee@kpmg.com.my  
+603 7721 7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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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健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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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ng@kpmg.com.my  
+607 266 2213 (ext. 2514)  

怡保办事处 

蔡玉贞  

税务经理 - 怡保办公室 
ycchuah@kpmg.com.my  
+605 253 1188 (ext.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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