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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 
有关当局发布了以下内容: 

绿色科技优惠指南 

根据 2020 年财政预算案，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 (“MIDA” )发布了上述最新指南，内容如下： 

• 扩大绿色技术活动所产生的合格资本支出的投资税务减免优惠； 

• 扩大合格绿色科技服务的法定收入所得税豁免优惠；及 

• 给予从事太阳能租赁活动的公司法定收入所得税豁免。 

该指南阐释所得税减免/豁免优惠的类型及相应的资格标准，并适用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

间向 MIDA 所提交的申请。根据最新指南，该公司须在 MIDA 收到其申请之日或之后产生第一笔符合条件的资本

支出以申请投资税务减免。此外，若该公司已享受该优惠而需要延长优惠期限，须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含）

以前向 MIDA 提交延期申请。 

指南来源：MIDA 官方网站 

服务业自动化资本津贴的申请指南及程序-仅适用于现有公司 

MIDA 在 2020 年财政预算案将现有的自动化设备税务优惠扩展至服务业之后发布了上述指南。 
 
该指南阐释该公司于 2020 课税年至 2023 课税年期间支出首 200 万令吉的合格资本支出，可享有 200%的自动

化资本津贴。此外，该指南也列出优惠的资格标准，申请流程及所需提交的文件。除此之外，该公司必须运营至

少 36 个月，其合格的机械/设备/软件必须在安装后使用至少 1 个月，并且不得于 5 年内出售该机械/设备/软件，

以享有此税务优惠。 
 
这项税务优惠以法定指令的最终发布为准。在制造业现有的税务优惠的基础上，该法定指令应为合格的机械/设备

/软件提供 100%的加速资本津贴及等值于该加速资本津贴 100%的所得税豁免金额。 
 
请与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向 MIDA 递交上述税务优惠的申请。 

指南来源：MIDA 官方网站 

国际税务纠纷相关的最新常见问题解答 

基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所致的旅游限制，马来西亚税务局已发布国际税务相关的最新常见问题解答。最新常

见问题解答的显著更改如下：   

• 马来西亚行动管制令期间的“暂时停留在马来西亚”的定义已更新，以涵盖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 
 

• 马来西亚税务局所用的标准以确定是否在马来西亚有常设机构，（常见问题第 5 项）也适用于与马来西亚没

有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的公司税务居民。 
 

• 最新常见问题解答提供了更多示例以阐明跨境就业收入的征税如下： 
 

(a) 非纳税居民在马来西亚行动管制令期间被录取在马来西亚工作，但目前正在海外工作而无法进入马来西

亚；及 
(b) 非纳税居民因受马来西亚行动管制令的旅游限制而在马来西亚工作，但随后终止了与其外国雇主的雇佣

关系，并接受了在马来西亚的公司的工作机会。 
 
常见问题解答来源：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https://www.mida.gov.my/wp-content/uploads/2020/12/Green-Technology-Incentive-05102020.pdf
https://www.mida.gov.my/
https://www.mida.gov.my/wp-content/uploads/2020/12/20201213011651_GD_ACAServices11122020.pdf
https://www.mida.gov.my/
http://lampiran1.hasil.gov.my/pdf/pdfam/FAQ_on_International_Tax_Issues.pdf
http://www.hasil.gov.my/index.php?bt_lg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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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税务局的公共条例 

公共条例-针对税务评估的上诉及申请减免 

马来西亚税务局已发布《2020 年第 7 号公共条例–针对税务评估的上诉及申请减免》。该公共条例阐述了有关

税务评估的上诉及减免申请与 1967 年所得税法令 (“所得税法令”) 内的规定，Q 表格（指定的上诉表格）的

上述程序及 N 表格（指定的逾期上诉表格）的上诉程序一致。 

这项公共条例已取代了由 2017 年 12 月 29 日所发布的《2017 年第 12 号公共条例》，并纳入所有发布至今的

更改。该公共条例还阐述《相互协商程序》的协商申请的上诉程序。 

公共条例-纳税居民个人税收 

马来西亚税务局已发布《2020 年第 8 号公共条例-纳税居民个人税收第 1 部分-礼物或捐款及允许的税务减

免》。本公共条例解释了： 
 
(i) 纳税居民用于确定指定课税年总收入的捐赠礼物或捐献；及 
(ii) 纳税居民用于计算指定课税年的可征税收入的税务减免。 
  
这项条例已取代了由 2018 年 9 月 13 日所发布的《2018 年第 4 号公共条例》，并纳入所有发布至今的更改。 
 
公共条例-信托税收 

马来西亚税务局已发布《2020 年第 9 号公共条例-信托税收》。这项公共条例阐述信托税收，包括确定信托受

益人从信托中获得的法定收入。该公共条例还提供有关信托类型或结构的基本信息。而且与目前的法令相差无

几。 

公共条例-再投资津贴 (“RA”) 

马来西亚税务局已发布再投资津贴相关的公共条例如下： 
  
(1) 《2020 年第 10 号公共条列-再投资津贴第一部分-制造业活动》；及 
(2) 《2020 年第 11 号公共条例-再投资津贴第二部分-农业及综合活动》。 
 
再投资津贴是一项特殊的税务优惠，适用于从事制造业活动和指定农业活动的纳税居民公司，且该公司是以扩

大，自动化，现代化或多样化发展为目的而再投资于同一行业内的任何相关产品。公司须营运营不少于 36 个

月，并且为合格的项目产生合格的资本支出，以享有再投资津贴。 
 
以上公共条例取代了由 2017 年 12 月 22 日所发布的《2017 年第 9 号公共条例》和《2017 年第 10 号公共条

例》，并纳入所有发布至今的更改。《2020 年第 10 号公共条例》也进一步阐明以租购协议购买的工厂或机械所

产生的资本支出 [公共条例第 9.5 项] 和财政部规定的进程效率 (PE) 比率 [公共条例第 37 及 38 示例] 。 

公共条例-天使投资者税务优惠 

马来西亚税务局已发布了《2020 年第 12 号公共条例-天使投资者税务优惠》。本公共条例解释向已对公司进行

投资的天使投资人提供的税收优惠。它取代了 2015 年 12 月 16 日发布的《2015 年第 11 号公共条例》，并纳

入所有发布至今的更改，包括如 2020 年预算案中宣布将税务优惠延长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与目前的做法

相比没有明显的变化。  

公共条例来源：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http://lampiran1.hasil.gov.my/pdf/pdfam/PR_07_2020.pdf
http://lampiran1.hasil.gov.my/pdf/pdfam/PR_08_2020.pdf
http://lampiran1.hasil.gov.my/pdf/pdfam/PR_08_2020.pdf
http://lampiran1.hasil.gov.my/pdf/pdfam/PR_09_2020.pdf
http://lampiran1.hasil.gov.my/pdf/pdfam/PR_10_2020.pdf
http://lampiran1.hasil.gov.my/pdf/pdfam/PR_11_2020.pdf
http://lampiran1.hasil.gov.my/pdf/pdfam/PR_12_2020.pdf
http://www.hasil.gov.my/index.php?bt_lg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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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保留计划 (“ERP”) 所获援助金的豁免 

为巩固 2020 年经济刺激配套，马来西亚政府已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推出由社会保险机构 (“SOCSO”) 管理的

就业保留计划。根据该计划，马来西亚政府将提供于 2020 年 3 月 1 日起被通知无薪假期的员工每个月 600 令

吉的财政援助金。 

就业保留计划实施后，以下豁免指令已于 2020 年 10 月 22 日立法： 

(1) 《2020 年所得税(豁免)(第 4 号)指令》; 及  
(2) 《2020 年所得税(豁免)(第 5 号)指令》。 
 
上述指令为雇主和雇员根据就业保留计划所获得的任何财政援助金提供税务豁免。这项税务豁免仅适用于符合以

下标准的雇员： 
 
(1) 已向马来西亚就业保险制度供款， 
(2) 于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获得无薪休假通知； 及 
(3) 月薪不超过 4,000 令吉。 
 
此外，经济援助的申请必须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至 2020 年 6 月 15 日提交至社会保险机构，以享有此项税务豁

免。 

指令来源：马来西亚总检察院的联邦政府宪报网站 

税务局局长对根据所得税法令下第 44(11D) 条款做出的捐赠及向州宗教机构或由

州宗教机构成立的管理回教捐献 ("Wakaf”) 设定的批准指南 

马来西亚税务局已发布税务局局长对根据所得税法令第 44(11D)条款的捐赠及 Wakaf 设定的批准指南如下： 
 
(1) 税务局局长对根据所得税法令下第 44(11D)条款的捐赠的批准指南; 及 
(2) 税务局局长对根据所得税法令下第 44(11D)条款的 Wakaf 的批准指南。 
 
根据所得税法令下第 44(11D)条款，任何以捐赠或 Wakaf 形式所提供的金钱礼物通常都可以在指定课税年的基础

期内扣除公司总收入 1 的 10％。捐赠或 Wakaf 必须赠于由税务局局长根据所得税发令下第 44(11D)条款所批注

的宗教机构，团体或公立大学。此外，上述指南也阐明资格标准，申请程序及条件。 
 
1 可扣除的金额不得超过总收入的 10％与根据所得税法令第 44(6), 44(11B)及 44(11C)条款所扣除的总金额之间

的差额。 

指南来源：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http://www.federalgazette.agc.gov.my/outputp/pua_20201022_PUA306.pdf
http://www.federalgazette.agc.gov.my/outputp/pua_20201109_PUA3072020.pdf
http://www.federalgazette.agc.gov.my/index.php
http://phl.hasil.gov.my/pdf/pdfam/GP_Endowmen_06102020.pdf
http://phl.hasil.gov.my/pdf/pdfam/GP_Endowmen_06102020.pdf
http://phl.hasil.gov.my/pdf/pdfam/GP_S44_11D_Wakaf_08102020.pdf
http://www.hasil.gov.my/index.php?bt_lg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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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闽国际商业金融中心 (“LFSA”) 所得税豁免的通告 

纳闽国际商业金融中心已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发布《纳闽国际商业金融中心的所得税豁免的通告》，通知以下

免税项目的限期是 2020 年 12 月 31 日而不会再延展： 
 
(1) 在纳闽向纳闽实体提供并符合条件/合格的专业服务所获得的法定收入的 65％《2011 年所得税(豁免)(第 6 号)

指令》； 
(2) 在位于纳闽的纳闽实体，同一地点的办公室或市场办事处担任管理职位所获得的总收入的 50％ 《2011 年所

得税(豁免)(第 8 号)指令》；及 
(3) 在纳闽为纳闽实体工作时所获得的总房屋津贴和总纳闽联邦津贴的 50％《2011 年所得税(豁免)(第 9 号)指

令》。 
 
但是，《2011 年所得税(豁免)(第 7 号)法令》将提供在纳闽实体任职董事的非公民所收到的董事费的 100%的税

务豁免。此法令的有效期将再延长 5 年至 2025 课税年。上述延期有待于所得税豁免修正法令的发布。 

资料来源：纳闽国际商业金融中心官方网站 

2020 年第 4 号操作指南 – 1994 年所得税(扣除薪酬)规则的每月预扣税 (“MTD”) 

马来西亚税务局已发布最新的指南，确认每月预扣税的金额以及雇主在汇款每月预扣税所须承担的责任。最新的

指南与每月预扣税的规则相符。 
 
在最新的指南中必须注意的是有关通过 e-CP39 系统以提交每月预扣税的电子表格（可通过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

网站访问）。 

指南来源：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国家经济复苏计划 (“PENJANA”) 的智能自动化政府补助指南 

MIDA 已根据 PENJANA 计划的提案发布上述指南，以用来协助和激励采用数码化的公司。 
  
该津贴将提供政府补助于合格的支出，比例为 1:1，且该补助价值不超过 100 万令吉。 
  
此外，该指南也一并列出各项符合条件的申请者，支出，项目期限和申请流程。符合条件的申请者须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期间向 MIDA 提交申请以列入享有上述津贴的考量之中。 
  
请参阅指南以获取更多详细的信息。 
 
指南来源：MIDA 官方网站 
 
PENJANA 计划的特殊税务津贴和申请程序的更新指南 
 
MIDA 已发布最新的指南，即将现有的海外业务迁移至马来西亚或进行新投资的公司将获得特殊税务津贴，分别

为新成立公司将获享受 0% 所得税税率，和现有公司将获得 100% 的投资税务津贴。值得注意的是在最新的指南

中，新成立公司将要符合以下的新条件： 

(1) 固定资产投资； 

(2) 在公司开始生产的第三年，有至少 80%的员工是马来西亚公民；及 

(3) 拥有超过 250万令吉的已付资本。 

 
指南来源：MIDA 官方网站 
 

https://www.labuanfsa.gov.my/clients/asset_120A5FB8-61B6-45E8-93F0-3F79F86455C8/contentms/img/documents/Legislation_and_Guidelines/Guidelines/general/2020/Circular%20on%20Income%20Tax%20Exemption%20for%20LIBFC_FINAL_04122020.pdf
http://www.federalgazette.agc.gov.my/outputp/pua_20111227_Perintah%20Cukai%20Pendapatan%20(Pengecualian)(No%20%206)%202011.pdf
http://www.federalgazette.agc.gov.my/outputp/pua_20111227_Perintah%20Cukai%20Pendapatan%20(Pengecualian)(No%20%206)%202011.pdf
http://www.federalgazette.agc.gov.my/outputp/pua_20111227_Perintah%20Cukai%20Pendapatan%20(Pengecualian)(No%20%208)%202011%20(2).pdf
http://www.federalgazette.agc.gov.my/outputp/pua_20111227_Perintah%20Cukai%20Pendapatan%20(Pengecualian)(No%20%208)%202011%20(2).pdf
http://www.federalgazette.agc.gov.my/outputp/pua_20111227_Perintah%20Cukai%20Pendapatan%20(Pengecualian)(No%20%209)%202011.pdf
http://www.federalgazette.agc.gov.my/outputp/pua_20111227_Perintah%20Cukai%20Pendapatan%20(Pengecualian)(No%20%209)%202011.pdf
https://www.labuanfsa.gov.my/default.aspx
http://phl.hasil.gov.my/pdf/pdfam/GPO_4_2020.pdf
http://www.hasil.gov.my/index.php?bt_lgv=2
https://www.mida.gov.my/wp-content/uploads/2021/01/GD_SAG22122020.pdf
https://www.mida.gov.my/
https://www.mida.gov.my/wp-content/uploads/2020/12/GD_PENJANA-SpecialTaxIncentive_20201218.pdf
https://www.mida.gov.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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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 4 号实践指引 - 针对公司或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的营业总收入不超过

500 万令吉的澄清和判断   

马来西亚税务局已上载上述 2020 年第 4 号实践指引，以取代之前的 2020 年第 3 号/2020 实践指引。 马来西亚

税务局也对此进一步地澄清，以下的公司或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在能满足设定条件之下)， 可享有税收回扣政策。 
 
(1) 拥有调整后的业务亏损；或 

(2) 因暂时关闭业务而导致没有任何业务来源的总收入。 

  
实践指引的来源：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商业用途的房屋装修及翻新支出的税务减免  

为落实在 2020 年经济刺激计划和 PENJANA 所宣布的建议，2020 年所得税《商业用途的房屋装修及翻新指

令》已经立法，并从 2020 课税年开始实施。于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之间所装修及翻新的合

格资本支出，将可以享有最高为 30 万令吉的税务减免。如果该公司已根据所得税法令的附表 2 或 3 已享有资本

津贴，该公司则不会被给予此税务减免。 
 
 《2020 年商业用途的房屋装修及翻新指令》也一并列出合格与不合格的装修及翻新支出清单。该合格资本支出

也需要由外部的审计师证明才能被给予税务减免。 
  
指令来源：马来西亚总检察院的联邦政府宪报网站 
  

http://phl.hasil.gov.my/pdf/pdfam/PN_4_2020.pdf
http://www.hasil.gov.my/index.php?bt_lgv=2
http://www.federalgazette.agc.gov.my/outputp/pua_20201228_P.U.%20(A)%20381.pdf
http://www.federalgazette.agc.gov.my/outputp/pua_20201228_P.U.%20(A)%20381.pdf
http://www.federalgazette.agc.gov.my/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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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税 

特别救济基金贷款的免征印花税 

2020 年经济刺激计划曾宣布，政府和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将提供中小企业 20 亿令吉的特别救济基金。 
 
现在，《2020 年印花税(豁免)(第 6 号)指令》已被立法。所有（马来西亚国家银行与参与金融机构）为特别救济

基金而执行的任何贷款或融资协议书，将会给予印花税豁免。 
 
该指令于 2020 年 6 月 1 日生效。该印花税豁免仅适用于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间签署的贷

款或融资协议书。 
 
指令来源：马来西亚总检察院的联邦政府宪报网站 

延长印花税豁免期限 

为落实 2021 年的财政预算案，以下的指令已被立法：  
 
延长被遗弃的房屋项目的印花税豁免期限 
《2020 年印花税(豁免)(第 5 号)指令》和《2013 年印花税(豁免)(第 6 号)(修订)指令》延长经认证的废弃房屋计

划的印花税豁免，适用于营救废弃项目的承包商/开发商或原始购房者。印花税豁免的延长期限适用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签署的贷款协议和转让票据。 
 
延长安心保障产品 (Perlindungan Tenang Products)印花税豁免期限  
《2020 年印花税(豁免)(第 5 号) 修订指令》延长年度保费或缴款额不超过 100 令吉的安心保障产品的印花税豁免

期限。印花税豁免的延长期限适用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发行的保险单和回教保险证

书。  
 
延长交易买卖基金的印花税豁免期限 
《2020 年印花税(豁免)(第 2 号) (修订)指令》延长印花税豁免期限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

间所执行的所有交易买卖基金的交易票据。该修订指令于 2021 年 1 月 1 日生效。 
  
指令及修订来源：马来西亚总检察院的联邦政府宪报网站 
 
  

http://www.federalgazette.agc.gov.my/outputp/pua_20201118_P.U.%20(A)%20328.pdf
http://www.federalgazette.agc.gov.my/index.php
http://www.federalgazette.agc.gov.my/outputp/pua_20201231_PUA395.pdf
http://www.federalgazette.agc.gov.my/outputp/pua_20201231_PUA396.pdf
http://www.federalgazette.agc.gov.my/outputp/pua_20201231_PUA397.pdf
http://www.federalgazette.agc.gov.my/outputp/pua_20210101_PUA421.pdf
http://www.federalgazette.agc.gov.my/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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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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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税 
新指南及修订指南 

在2020年第四季度发布了以下指南： 

 《管理服务指南》(修订于 2020年 10月 1 日) - 仅提供马来文 

 《专业服务指南》(截至 2020 年 10月 6日) 

 《仓储管理服务指南》(截至 2020 年 10月 6 日) - 仅提供马来文 

 《服务税指南》(于 2020年 10月 6 日修订) - 仅提供马来文 

 《住宿指南》(于 2020年 10月 13日修订) 

 《销售与服务税的申报表和纳税指南》(修订于 2020年 10月 13 日) 

 《消费税 T-02 申报表指南》(手写提交)(截至 2020年 10月 13 日) 

 《消费税-02A 声明指南》(手写提交)(截至 2020年 10 月 13 日) 

 
指南来源：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的官方网站 - MySST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在2020年11月15日，东南亚国家联盟十个成员国连同澳大利亚，中国，日本，新西兰及韩国签署了最大的自

由贸易协定之一，即RCEP。该协定提供了一个框架，以促进签署国之间自由及更加简化的贸易安排。 
 
单击此处下载毕马威亚太平洋地区团队准备的评估副本，以帮助您了解该协定的潜在影响。 
 

 

  

http://mysst.customs.gov.my/IndustryGuides
https://home.kpmg/my/en/home/insights/2020/11/signing-of-regional-comprehensive-economic-partnership-rce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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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npinglong@kpmg.com.my  
+603 7721 7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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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ee@kpmg.com.my  
+603 7721 7029 

黄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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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 7721 7271  

苏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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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坡办事处  

槟城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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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董事 - 槟城办公室 
evewflee@kpmg.com.my  
+604 238 2288 (ext.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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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董事 - 古晋办公室 
reglau@kpmg.com.my  
+6082 268 308 (ext. 2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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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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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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

有关当局发布了以下内容:

绿色科技优惠指南

根据2020年财政预算案，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 (“MIDA” )发布了上述最新指南，内容如下：

· 扩大绿色技术活动所产生的合格资本支出的投资税务减免优惠；

· 扩大合格绿色科技服务的法定收入所得税豁免优惠；及

· 给予从事太阳能租赁活动的公司法定收入所得税豁免。

该指南阐释所得税减免/豁免优惠的类型及相应的资格标准，并适用于2020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向MIDA所提交的申请。根据最新指南，该公司须在MIDA收到其申请之日或之后产生第一笔符合条件的资本支出以申请投资税务减免。此外，若该公司已享受该优惠而需要延长优惠期限，须于2020年12月31日（含）以前向MIDA提交延期申请。

指南来源：MIDA官方网站

服务业自动化资本津贴的申请指南及程序-仅适用于现有公司

MIDA 在2020年财政预算案将现有的自动化设备税务优惠扩展至服务业之后发布了上述指南。



该指南阐释该公司于2020课税年至2023课税年期间支出首200万令吉的合格资本支出，可享有200%的自动化资本津贴。此外，该指南也列出优惠的资格标准，申请流程及所需提交的文件。除此之外，该公司必须运营至少36个月，其合格的机械/设备/软件必须在安装后使用至少1个月，并且不得于5年内出售该机械/设备/软件，以享有此税务优惠。



这项税务优惠以法定指令的最终发布为准。在制造业现有的税务优惠的基础上，该法定指令应为合格的机械/设备/软件提供100%的加速资本津贴及等值于该加速资本津贴100%的所得税豁免金额。



请与2020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向MIDA递交上述税务优惠的申请。

指南来源：MIDA官方网站

国际税务纠纷相关的最新常见问题解答

基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所致的旅游限制，马来西亚税务局已发布国际税务相关的最新常见问题解答。最新常见问题解答的显著更改如下： 	

· 马来西亚行动管制令期间的“暂时停留在马来西亚”的定义已更新，以涵盖于2020年3月18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



· 马来西亚税务局所用的标准以确定是否在马来西亚有常设机构，（常见问题第5项）也适用于与马来西亚没有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的公司税务居民。



· 最新常见问题解答提供了更多示例以阐明跨境就业收入的征税如下：



(a) 非纳税居民在马来西亚行动管制令期间被录取在马来西亚工作，但目前正在海外工作而无法进入马来西亚；及

(b) 非纳税居民因受马来西亚行动管制令的旅游限制而在马来西亚工作，但随后终止了与其外国雇主的雇佣关系，并接受了在马来西亚的公司的工作机会。



常见问题解答来源：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马来西亚税务局的公共条例

公共条例-针对税务评估的上诉及申请减免

马来西亚税务局已发布《2020年第7号公共条例–针对税务评估的上诉及申请减免》。该公共条例阐述了有关税务评估的上诉及减免申请与1967年所得税法令 (“所得税法令”) 内的规定，Q表格（指定的上诉表格）的上述程序及N表格（指定的逾期上诉表格）的上诉程序一致。

这项公共条例已取代了由2017年12月29日所发布的《2017年第12号公共条例》，并纳入所有发布至今的更改。该公共条例还阐述《相互协商程序》的协商申请的上诉程序。

公共条例-纳税居民个人税收

马来西亚税务局已发布《2020年第8号公共条例-纳税居民个人税收第1部分-礼物或捐款及允许的税务减免》。本公共条例解释了：



(i) 纳税居民用于确定指定课税年总收入的捐赠礼物或捐献；及

(ii) 纳税居民用于计算指定课税年的可征税收入的税务减免。

 

这项条例已取代了由2018年9月13日所发布的《2018年第4号公共条例》，并纳入所有发布至今的更改。



公共条例-信托税收

马来西亚税务局已发布《2020年第9号公共条例-信托税收》。这项公共条例阐述信托税收，包括确定信托受益人从信托中获得的法定收入。该公共条例还提供有关信托类型或结构的基本信息。而且与目前的法令相差无几。

公共条例-再投资津贴 (“RA”)

马来西亚税务局已发布再投资津贴相关的公共条例如下：

 

(1) 《2020年第10号公共条列-再投资津贴第一部分-制造业活动》；及

(2) 《2020年第11号公共条例-再投资津贴第二部分-农业及综合活动》。



再投资津贴是一项特殊的税务优惠，适用于从事制造业活动和指定农业活动的纳税居民公司，且该公司是以扩大，自动化，现代化或多样化发展为目的而再投资于同一行业内的任何相关产品。公司须营运营不少于36个月，并且为合格的项目产生合格的资本支出，以享有再投资津贴。



以上公共条例取代了由2017年12月22日所发布的《2017年第9号公共条例》和《2017年第10号公共条例》，并纳入所有发布至今的更改。《2020年第10号公共条例》也进一步阐明以租购协议购买的工厂或机械所产生的资本支出 [公共条例第9.5项] 和财政部规定的进程效率 (PE) 比率 [公共条例第37及38示例] 。

公共条例-天使投资者税务优惠

马来西亚税务局已发布了《2020年第12号公共条例-天使投资者税务优惠》。本公共条例解释向已对公司进行投资的天使投资人提供的税收优惠。它取代了2015年12月16日发布的《2015年第11号公共条例》，并纳入所有发布至今的更改，包括如2020年预算案中宣布将税务优惠延长至2023年12月31日。与目前的做法相比没有明显的变化。 

公共条例来源：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就业保留计划 (“ERP”) 所获援助金的豁免

为巩固2020年经济刺激配套，马来西亚政府已于2020年3月16日推出由社会保险机构 (“SOCSO”) 管理的就业保留计划。根据该计划，马来西亚政府将提供于2020年3月1日起被通知无薪假期的员工每个月600令吉的财政援助金。

就业保留计划实施后，以下豁免指令已于2020年10月22日立法：

(1) 《2020年所得税(豁免)(第4号)指令》; 及 

(2) 《2020年所得税(豁免)(第5号)指令》。



上述指令为雇主和雇员根据就业保留计划所获得的任何财政援助金提供税务豁免。这项税务豁免仅适用于符合以下标准的雇员：



(1) 已向马来西亚就业保险制度供款，

(2) 于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获得无薪休假通知； 及

(3) 月薪不超过4,000令吉。



此外，经济援助的申请必须于2020年3月20日至2020年6月15日提交至社会保险机构，以享有此项税务豁免。

指令来源：马来西亚总检察院的联邦政府宪报网站

税务局局长对根据所得税法令下第 44(11D) 条款做出的捐赠及向州宗教机构或由州宗教机构成立的管理回教捐献 ("Wakaf”) 设定的批准指南

马来西亚税务局已发布税务局局长对根据所得税法令第44(11D)条款的捐赠及Wakaf设定的批准指南如下：



(1)	税务局局长对根据所得税法令下第44(11D)条款的捐赠的批准指南; 及

(2)	税务局局长对根据所得税法令下第44(11D)条款的Wakaf的批准指南。



根据所得税法令下第44(11D)条款，任何以捐赠或Wakaf形式所提供的金钱礼物通常都可以在指定课税年的基础期内扣除公司总收入1的10％。捐赠或Wakaf必须赠于由税务局局长根据所得税发令下第44(11D)条款所批注的宗教机构，团体或公立大学。此外，上述指南也阐明资格标准，申请程序及条件。



1 可扣除的金额不得超过总收入的10％与根据所得税法令第44(6), 44(11B)及 44(11C)条款所扣除的总金额之间的差额。

指南来源：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纳闽国际商业金融中心 (“LFSA”) 所得税豁免的通告

纳闽国际商业金融中心已于2020年12月4日发布《纳闽国际商业金融中心的所得税豁免的通告》，通知以下免税项目的限期是2020年12月31日而不会再延展：



(1) 在纳闽向纳闽实体提供并符合条件/合格的专业服务所获得的法定收入的65％《2011年所得税(豁免)(第6号)指令》；

(2) 在位于纳闽的纳闽实体，同一地点的办公室或市场办事处担任管理职位所获得的总收入的50％ 《2011年所得税(豁免)(第8号)指令》；及

(3) 在纳闽为纳闽实体工作时所获得的总房屋津贴和总纳闽联邦津贴的50％《2011年所得税(豁免)(第9号)指令》。



但是，《2011年所得税(豁免)(第7号)法令》将提供在纳闽实体任职董事的非公民所收到的董事费的100%的税务豁免。此法令的有效期将再延长5年至2025课税年。上述延期有待于所得税豁免修正法令的发布。

资料来源：纳闽国际商业金融中心官方网站

2020年第4号操作指南 – 1994年所得税(扣除薪酬)规则的每月预扣税 (“MTD”)

马来西亚税务局已发布最新的指南，确认每月预扣税的金额以及雇主在汇款每月预扣税所须承担的责任。最新的指南与每月预扣税的规则相符。



在最新的指南中必须注意的是有关通过e-CP39系统以提交每月预扣税的电子表格（可通过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访问）。

指南来源：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国家经济复苏计划 (“PENJANA”) 的智能自动化政府补助指南

MIDA已根据PENJANA计划的提案发布上述指南，以用来协助和激励采用数码化的公司。
 
该津贴将提供政府补助于合格的支出，比例为1:1，且该补助价值不超过100万令吉。
 
此外，该指南也一并列出各项符合条件的申请者，支出，项目期限和申请流程。符合条件的申请者须于2020年12月4日至2021年12月31期间向 MIDA 提交申请以列入享有上述津贴的考量之中。
 
请参阅指南以获取更多详细的信息。

指南来源：MIDA官方网站

PENJANA 计划的特殊税务津贴和申请程序的更新指南

MIDA已发布最新的指南，即将现有的海外业务迁移至马来西亚或进行新投资的公司将获得特殊税务津贴，分别为新成立公司将获享受0% 所得税税率，和现有公司将获得100% 的投资税务津贴。值得注意的是在最新的指南中，新成立公司将要符合以下的新条件：

(1) 固定资产投资；

(2) 在公司开始生产的第三年，有至少80%的员工是马来西亚公民；及

(3) 拥有超过250万令吉的已付资本。



指南来源：MIDA官方网站



2020年第4号实践指引 - 针对公司或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的营业总收入不超过500万令吉的澄清和判断  

马来西亚税务局已上载上述2020年第4号实践指引，以取代之前的2020年第3号/2020实践指引。 马来西亚税务局也对此进一步地澄清，以下的公司或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在能满足设定条件之下)， 可享有税收回扣政策。



(1) 拥有调整后的业务亏损；或

(2) 因暂时关闭业务而导致没有任何业务来源的总收入。

 

实践指引的来源：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商业用途的房屋装修及翻新支出的税务减免 

为落实在2020年经济刺激计划和PENJANA所宣布的建议，2020年所得税《商业用途的房屋装修及翻新指令》已经立法，并从2020课税年开始实施。于2020年3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之间所装修及翻新的合格资本支出，将可以享有最高为30万令吉的税务减免。如果该公司已根据所得税法令的附表2或3已享有资本津贴，该公司则不会被给予此税务减免。



 《2020年商业用途的房屋装修及翻新指令》也一并列出合格与不合格的装修及翻新支出清单。该合格资本支出也需要由外部的审计师证明才能被给予税务减免。
 
指令来源：马来西亚总检察院的联邦政府宪报网站






印花税






印花税

特别救济基金贷款的免征印花税

2020年经济刺激计划曾宣布，政府和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将提供中小企业20亿令吉的特别救济基金。


现在，《2020年印花税(豁免)(第6号)指令》已被立法。所有（马来西亚国家银行与参与金融机构）为特别救济基金而执行的任何贷款或融资协议书，将会给予印花税豁免。



该指令于2020年6月1日生效。该印花税豁免仅适用于2020年6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之间签署的贷款或融资协议书。



指令来源：马来西亚总检察院的联邦政府宪报网站

延长印花税豁免期限

为落实2021年的财政预算案，以下的指令已被立法： 

延长被遗弃的房屋项目的印花税豁免期限
《2020年印花税(豁免)(第5号)指令》和《2013年印花税(豁免)(第6号)(修订)指令》延长经认证的废弃房屋计划的印花税豁免，适用于营救废弃项目的承包商/开发商或原始购房者。印花税豁免的延长期限适用于2021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签署的贷款协议和转让票据。



延长安心保障产品 (Perlindungan Tenang Products)印花税豁免期限 
《2020年印花税(豁免)(第5号) 修订指令》延长年度保费或缴款额不超过100令吉的安心保障产品的印花税豁免期限。印花税豁免的延长期限适用于2021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发行的保险单和回教保险证书。 



延长交易买卖基金的印花税豁免期限
《2020年印花税(豁免)(第2号) (修订)指令》延长印花税豁免期限于2021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所执行的所有交易买卖基金的交易票据。该修订指令于2021年1月1日生效。
 
指令及修订来源：马来西亚总检察院的联邦政府宪报网站









间接税



间接税

新指南及修订指南

在2020年第四季度发布了以下指南：

· 《管理服务指南》(修订于2020年10月1日) - 仅提供马来文

· 《专业服务指南》(截至2020年10月6日)

· 《仓储管理服务指南》(截至2020年10月6日) - 仅提供马来文

· 《服务税指南》(于2020年10月6日修订) - 仅提供马来文

· 《住宿指南》(于2020年10月13日修订)

· 《销售与服务税的申报表和纳税指南》(修订于2020年10月13日)

· 《消费税T-02申报表指南》(手写提交)(截至2020年10月13日)

· 《消费税-02A声明指南》(手写提交)(截至2020年10月13日)



指南来源：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的官方网站 - MySST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在2020年11月15日，东南亚国家联盟十个成员国连同澳大利亚，中国，日本，新西兰及韩国签署了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之一，即RCEP。该协定提供了一个框架，以促进签署国之间自由及更加简化的贸易安排。



单击此处下载毕马威亚太平洋地区团队准备的评估副本，以帮助您了解该协定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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