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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 
有关当局发布了以下内容： 

双重减免 - 弹性工作安排的实施成本 

根据 PENJANA 计划宣布的提案，《2021 年所得税（弹性工作安排的实施成本减免）法令》已被立法，以对符

合条件的纳税人在实施弹性工作安排时所产生的支出 （需符合条件）提供双重税务减免。 

该规则于 2020 课税年生效。以享有上述的税务减免，纳税人须在 2020 年 7 月 1 日或之后，但不迟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向马来西亚人才公司提出申请。符合条件的支出将会享有（认证的基期内开始进行） 3 个课税年的税

务减免。每个课税年的上限为 500,000 令吉，并且必须由马来西亚人才公司验证。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双重减免 - 国家双重培训系统 

根据 2019 年和 2020 年财政预算案中提出的提案，《2021 年所得税规则（国家双重培训系统 (NDTS) 下的培训

费用减免）》已被立法，以向符合条件并参与国家双重培训系统– 国家工业 4.0 政策的公司提供双重税务减免。 

该规则于 2019 课税年起生效，适用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经人力资源部门实施并批准

的政策。任何已提交 2019 课税年至 2021 课税年纳税申报表的人可以提交修订后的纳税申报表，以申请获得上

述的双重减免。该修订必须在 2026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提交。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采用 MFRS 9 - 金融工具的银行或发展金融机构的所得税处理 

《2021 年所得税规则【采用 MFRS 9 - 金融工具 的银行或发展金融机构的特殊所得税处理）】》已被立法。规

定于《2013 年金融服务法》、《2013 年伊斯兰金融服务》或 《2002 年发展金融机构法》下许可并采用 MFRS 

9 的银行或发展金融机构的所得税处理。条例的生效日期如下： 

银行或发展金融机构的会计期间 生效日期 

于 12 月 31 日结束 2018 课税年 

于 12 月 31 日以外的日期结束 2019 课税年 

 

马来西亚税务局随后发布了技术指南及附录（即附录 1 和附录 2），进一步解释和指导税收处理。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进一步减免 - 给予员工新冠肺炎检测的费用 

根据 PERMAI 配套和经济与人民强化(PEMERKASA) 配套下的提案，《 2021 年所得税规则（给予员工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检测相关费用的税务减免）》已被立法。 该规则适用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

向其员工提供的新冠肺炎检测费用的纳税人将给予进一步的税务减免，必须有收据证明。此外，检测应由在马来

西亚医学委员会注册的医生或在马来西亚境外注册的医生出具的证明，此以证明已向员工提供了新冠肺炎检测。 

该规则于 2021 课税年起生效。任何已提交 2021 课税年纳税申报表的人可以提交修订后的纳税申报表，以申请

获得上述进一步的税务减免。该修订必须在 2026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提交。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以上为 2022 年 1 月 11 日的英文版 2021 第 4 季度马来西亚税务发展之中文译本，如有任何差别，一切将以英文版为准。）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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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马来西亚税务发展 2022 年 2 月 16 日 

所得税规则 - 信息交换 

根据 《2011 年所得税规则（信息交换）》，马来西亚税务局局长可通过通知，以根据双重征税协议（DTA）要

求纳税人（按照主管当局）提供信息。如果马来西亚税务局局长未能从该纳税人获得所要求的信息，则可能会要

求拥有该纳税人信息的银行（按规定）提供该信息。尽管如此，马来西亚税务局局长可以根据相关银行规则向银

行提出请求，并无需先向该纳税人提出请求。 

《2021 年所得税规则（信息交换）》随后已被立法以取代上述规则，显著更改如下： 

 扩大“银行”的范围，包括根据 《2010 年纳闽金融服务和证券法令》或 《2010 年纳闽伊斯兰金融服务和证

券法令》获得许可的纳闽公司或银行；和 

 根据《1967 年所得税法令》下的第 132B 条规定，即行政互助安排而需要披露扩大的信息的纳税人。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扩大非资源活动的研发成果商业化的税收优惠范围 

根据 《2013 年所得税法令（豁免）（第 13 号）》，对马来西亚公共研究机构或公共高等教育机构的研发成果进

行商业化的子公司，将给予 10 个课税年的所得税豁免。该豁免对于细表中列出的非资源的活动/产品（《1986 年

投资促进法令》下的促销清单的约束）。 

继 2021 年财政预算的提案之后，《2021 年所得税法令（豁免）（第 13 号）（修订）》已被立法，以扩大税收

激励的范围，包含马来西亚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研发。 该修订于 2021 课税年起生效。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门户网站 

双重减免 - 赞助马来西亚学生奖学金 

继 2015 年财政预算和 2019 年财政预算所公布的提案，以下所得税规则已被立法，以向公司（需符合条件）提

供双重减免如下： 

所得税减免规则 教育领域 生效日期 

《2021 年所得税规则（为在技术和职业

证书、文凭或学士学位级别攻读工程和技

术领域的马来西亚学生提供奖学金的税务

减免）》 

 

在认可的机构（工程和技术领域）

证书级别或高等教育机构的文凭或

学士学位级别 

于 2019 课税年起生效（适用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或之后

但不迟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与学生签订的奖学金协

议） 

 

《2021 年所得税规则（为攻读技术和职

业证书级别的马来西亚学生提供奖学金的

扣除）》 

 

在认可的机构技术或职业证书级别

的任何领域 

于 2015 课税年起生效（适用

于 2014 年 10 月 11 日或之

后但不迟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与学生签订的奖学金协

议） 

 
 

任何已提交纳税申报表的纳税人可以提交修订后的纳税申报表，以申请获得上述进一步的税务减免。该修订必须

在 2026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提交。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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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费及报税费相关费用减免 

根据 《2020 年所得税规则（秘书费及报税费相关费用减免）》,  从 2020 课税年起，已符合条件的居民可获得在

课税年评税基期内所产生并支付的秘书费及报税费的税收减免，上限为 15,000 令吉（每个课税年）。 

 

《2021 年所得税规则（秘书费及报税费相关费用减免）（修订）》已被立法，无论该费用是否已支付，在任何

课税年评税基期内所产生的秘书费及报税费（需符合条件）将获得税务减免。然而，修订规则仅适用于 2022 课

税年开始产生的费用。 在 2020 及 2021 课税年度评税基期内产生的任何相关费用，应在已支付的基础上进行税

收减免。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纳闽实体的进一步税务发展 

纳闽国际商品贸易公司的实质性活动要求 

在纳闽金融服务管理局推出针对全球贸易激励计划下的纳闽国际商品贸易公司的实质性活动要求的修订方案后，

《2021 年纳闽商业活动税（纳闽国际商品贸易公司要求）规则》随后被立法，以规定纳闽国际商品贸易公司的

实质性活动要求如下： 

生效日期 

实质性活动要求 
 

全职员工人数 年度运营支出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3 名 3,000,000 令吉 

于 2021 年 1 月 1 日开始： 

(i) 5 家或少于 5 家相关纳闽国际商品贸易公司 

 
 
 
 
 

(ii) 超过 5 家相关纳闽国际商品贸易公司 

 

3 名（其中至少 2 名是

纳闽公司集团业务运营

办公室的全职员工） 

 
 
 

每增加 5 家相关纳闽国

际商品贸易公司，须增

加 1 名全职员工 

 

 

马来西亚每个实体的年

度运营支出必须达到

3,000,000 令吉 （其中

包括至少 100,000 令吉

的纳闽支出） 

 

马来西亚每个实体的年

度运营支出必须达到

3,000,000 令吉 （其中

包括至少 100,000 令吉

的纳闽支出） 

 

扩大纳闽国际商品贸易公司所得税豁免范围 

根据《2013 年纳闽商业活动税法令（豁免）》及《2017 年纳闽商业活动税法令（豁免）（修订）》，纳闽国际

商品贸易公司运营首三年与非居民公司交易液化天然气相关的实物产品及相关衍生工具所产生的收入将获得所得

税豁免 （该交易必须以非马来西亚货币执行）。 

根据 2019 年财政预算案中的提案，《2021 年纳闽商业活动税法令（豁免）（修订）》已被立法，以废除以马来

西亚货币以及纳闽实体与马来西亚居民之间进行交易的限制。 

该修订法令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任何纳税人可以提交修订后的纳税申报表，以申请获得上述的税务豁

免。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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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拥有“Tun Razak Exchange Marquee”资格的公司的税收优惠 

拥有“Tun Razak Exchange Marquee”资格的公司早前已获得多项税收优惠，并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结束。

税收优惠（修订）规则已被立法，以扩展税收优惠如下： 

现有规则 修订规则 事项 生效日期 

《2013 年所得税规则

（工业建筑津贴）（拥

有“Tun Razak 

Exchange Marquee”

资格的公司）》 

《2021 年所得税规则（工

业建筑津贴）（拥有“Tun 

Razak Exchange 

Marquee”资格的公司）

（修订）》 

 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因

建造或购买位于“Tun Razak

“交易所的商业大厦或部分商

业大厦而产生的建筑开销（需

符合条件）可获得工业建筑津

贴，并与(调整后的营业收入净

额)进行抵消。 

 

 扩大 10%微量规则。在决定工

业建筑物面积方面的应用，应

包括购买的建筑物。 

 

于 2014 课税年

起生效 

《2013 年所得税规则

（加速资本津贴）（拥

有“Tun Razak 

Exchange Marquee”

资格的公司）》 

《2021 年所得税规则（加

速资本津贴）（拥有“Tun 

Razak Exchange 

Marquee”资格的公司）

（修订》》 

于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对位于“Tun Razak

“交易所用于商业目的的建筑物或

部分建筑物所产生的装修费用（需

符合条件），将获得 20%初始津贴

和 40%年度津贴的加速资本津贴。 

 

于 2014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2013 年所得税规则）

（拥有“Tun Razak 

Exchange Marquee”

资格的公司的搬迁成本

减免）》 

《2021 年所得税规则）

（拥有“Tun Razak 

Exchange Marquee”资

格的公司的搬迁成本减

免）（修订）》 

拥有“Tun Razak Exchange 

Marquee”资格的公司将其全部或

部分业务搬迁往“Tun Razak“交

易所所产生的搬迁费用将获得税收

减免，前提是搬迁不迟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于 2021 课税年

起生效 

《2013 年所得税规则）

（拥有“Tun Razak 

Exchange Marquee”

资格的公司租金支出减

免）》 

《2021 年所得税规则）

（拥有“Tun Razak 

Exchange Marquee”资

格的公司租金支出减免）

（修订）》 

业务开始运营首 10 年之内，

在 ”Tun Razak" 交易所用于商业目

的的租赁商业建筑所产生的租金支

出的 50%，将获得进一步的税务减

免，前提是该业务不迟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开始。 

 

于 2021 课税年

起生效 

 

任何已提交纳税申报表的纳税人，但未申请获得上述的税收优惠, 可以提交修订后的纳税申报表。该修订必须在

2026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提交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在敦拉萨國際貿易中心内进行开发的公司的所得税豁免 

根据 2013 年所得税规则（豁免）（第 4 号），在敦拉萨國際貿易中心内进行开发的经批准的开发商可豁免高达 

70% 的来自以下的法定收入： 

(1) 经批准的开发商首次从此类出售中获得法定收入的课税年开始， 多可连续 5 个课税年至 2022 课税年之

前，所出售任何建筑物或对任何建筑物或建筑物的一部分的权利；及 

(2) 经批准的开发商首次从租赁活动中获得法定收入的课税年开始， 多可连续 5 个课税年至 2027 课税年的建

筑物或部分建筑物的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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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更正语法和引用错误外，2021 年所得税规则（豁免）（第 4 号）（修订）已被立法，将上述第（1）项的所

得税豁免期延长至 2025 课税年。在 2013 年所得税规则（豁免）（第 4 号）规则中的特殊规定也进行了修订，

以明确 2007 年所得税条例（房地产开发）应适用于经批准的开发商从第 (1) 上述，不包括第 6 条关于采用先建

后售方法的项目收入的规定。 

该修订令自 2013 课税年起生效。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延长私人医疗保健服务出口的所得税豁免 

根据 2002 年所得税规则（豁免）（第 9 号），自 2002 课税年起生效，个人居民从私人医疗保健服务的出口中

获得的收入将获得所得税豁免。 豁免额相当于增加的出口价值的 50%，可以抵消该课税年法定收入的 70%。 

2002 年所得税规则（豁免）（第 9 号）（2020 年修订）随后将私人医疗保健服务的出口所得的豁免额，在满足

附加条件的前提下，从增加的出口价值的 50% 提高到增加的出口价值的 100%。 修订令的有效期为 2018 课税年

至 2020 课税年。 

 

在 2021 年财政预算案后，2002 年所得税规则（豁免）（第 9 号）（2021 年修订）将私人医疗保健服务从 2002 

年所得税规则（豁免）（第 9 号）中的合格服务列表中删除，自 2021 年起生效。2021 年所得税规则（豁免） 

（第 13 号）随后已被立法，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将私营医疗保健服务的出口增加值的 100% 所得税豁免再延

长 2 年，至 2022 课税年。 

已提交 2021 课税年纳税申报表的纳税人可以提交修改后的纳税申报表以申请上述所得税豁免。 修订必须在 

2026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提交。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授予公司或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在《1967 年所得税法令》第 6D 条款下的所得税

退税的附加条件 

从 2021 年课税年起，符合条件的公司或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可在 1967 年所得税法令第 6D 条款下，享有从开始营

运的课税年起，连续 3 年高达 20,000 令吉的所得税退税。此所得税退税额将等于该公司的营运或资本开支，但

每个课税年的上限为 20,000 令吉。除了在 1967 年所得税法令第 6D 条款下所规定的条件外，财政部可通过法定

命令施加任何其他条件。 

2021 年所得税规则（根据所得税法令第 6D 条款下授予所得税退税的条件）已被立法，制定了为此所得税退税申

请而需符合的附加条件。 

该规则自 2021 课税年起生效。已提交 2021 课税年纳税申报表但未申请上述所得税退税或已申请上述所得税退

税的纳税人应通过审查该附加条件来审查其申请退税的资格。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2022 年财政预算提案生效 

在 Safe@Work 计划下用于员工住宿的房屋租金费用的进一步扣除 

继根据 PEMERKASA 计划下宣布的初步提案并在 2022 财政年预算提案中进一步延长后，期待已久的 2021 年所

得税规则（提供员工住宿的支出扣除）已被立法。符合条件的制造公司和与制造相关的服务公司在 Safe@Work 

计划下用于员工住宿的场所租金费用可进一步扣除。该员工住宿必须获得根据《1990 年员工住房、住宿和便利

设施 低标准法》所颁发的住宿证明。董事住宿租金费用并不被包括在此进一步扣除内。该规则适用于在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产生的租金费用，每家公司的扣除上限为 50,000 令吉。 

该规则自 2021 课税年起生效。已提交 2021 课税年度纳税申报表的纳税人可以提交修改后的纳税申报表以申请

上述扣除。 修订必须在 2026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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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豁免 - 在马来西亚举办艺术、文化、体育和娱乐活动 

继 2020 年财政预算提案中提出并在 2022 年财政预算提案中进一步延长后，2021 年所得税规则（豁免）（第 12 

号）已被立法。在马来西亚注册并成立的公司或根据《社团法令》注册的社团或组织并组织以下活动可享有 50%

法定收入的所得税豁免。 

 由旅游、艺术和文化部批准的艺术或文化活动，并由在其国家以外的任何国家进行过至少三场演出的外国人

参与。 该艺术或文化活动必须在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国家剧院 (Istana Budaya)、国家视觉艺术画廊或 国油

管弦乐厅 (Petronas Philharmonic Hall) 举行。 

 

 在马来西亚举行并有来自多个国家的外国人参加的经青年和体育部批准的任何形式的国际标准体育或娱乐比

赛。 

此所得税豁免的有效期为 2020 课税年至 2025 课税年。 

延长向中小企业和非中小型企业租户提供的租金减免特别扣除 

2021 年所得税规则（中小型企业租金减免特别扣除）（修订）和 2021 年所得税规则（中小型企业以外租户租金

减免特别扣除）（修订）对于将营业场所出租给马来西亚居民中小型企业和马来西亚居民非中小型企业的房东，

将租金减免的特别扣除优惠期再延长 6 个月，直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但每月租金减免必须至少 30%。 

延长营业场所装修和翻新费用的特别扣除 

2021 年所得税规则（营业场所装修和翻新费用）（修订）将符合条件的营业场所装修和翻修费用的特别扣除延

长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每个实体的 高扣除额为 300,000 令吉。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公共条例条例 

马来西亚税收局发布了以下公共法令和技术指南： 

公共条例/ 指南 被替换的公共法

令 

备注/显着变化 

公共条例 5/2021: 个人居民的税收（第 I 

部分）- 礼物或捐款和允许的扣除额 

公共条例 8/2020  纳入在 2021 年财政预算提案和在

PENJANA 中提出的立法修订。 

 

 没有显着变化。 

公共条例 6/2021: 公司/有限责任合伙企

业/信托机构/合作社的会计期间变更通知 

公共条例 8/2019  纳入对马来西亚税收局操作指南 1/2021 - 根

据 1967 年所得税法令第 107C 条款提供估

计应缴税款的估计所做的修订。 

 

 清算中的公司必须在指定清算人后的 30 天

内提交 CP204B 表格（之前需要在指定清算

人时提交）。 

 

公共条例 7/2021: 合伙企业的税收(第 I 

部分) - 确定合伙企业的存在 

 
公共条例 8/2021: 合伙企业的税收(第 2 

部分) - 收入的计算和分配 

 

-  确定合伙企业的存在、合伙企业的所得税计

算以及确定各自合伙人的收入或损失份额的

解释（为所得税的目的）。 

 

 符合现行法规。 

 

公共条例 9/2021: 私人退休计划 公共条例 9/2014  纳入自前公共法令发布以来对立法所做的更

改。 

 

 没有显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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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条例 10/2021: 研发支出的税收处理

(第 2 部分) - 特殊扣除 

 
 
 

符合条件的研发活动的特别扣除申请程

序指南 

公共条例 6/2020 

 
 
 
 

 纳入自前公共法令发布以来对立法所做的更

改。 

 

 没有显着变化。 

 

 纳入自前指南发布以来对立法所做的更改。 

 

 新的申请标准，其中《1967 年所得税法

令》第 34A 条款的扩张项目预计持续时间

超过 12 个月。 

 

 申请表也已更新。 

 

公共条例 11/2021: 双向税收抵免或单向

税收抵免 

公共条例

11/2011 
 

 没有纳入到 2021 年财政法案中关于废除外

国来源收入所得税豁免的变化。 

 

 纳入自前公共法令发布以来对立法所做的更

改。 

 

 没有显着变化 

 
 

公开裁决来源：马来西亚税收局官方网站 

所有企业在基期的第 11 期的所得税估算的特别修改和延期中小微型企业所得税

估算的分期付款 

根据 2022 年财政预算提案中提出的建议，马来西亚税收局已于 2021 年 11 月 25 日发布其常见问题解答，以澄

清在 2021 课税年和 2022 课税年基期的第 11 个月内对所有企业的所得税估算的修改以及延期中小微型企业的

CP204 和 CP500 所得税分期付款。 

在马来西亚税收局于 2021 年 12 月 3 日更新的 新常见问题解答中，观察到以下显着变化： 

 第 11 个月修改后的所得税估算金额将用于计算该课税年的低估所得税估算的罚金； 

 下一个课税年的初始所得税估算不得低于前课税年的初始所得税估算或修改后的所得税估算（包括第 11 个

月的修改）（如有）的 85%； 

 如果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可满足在 1967 年所得税法令附表 1 第 2D 条款下所规定的条件（即在一个课税年的

基期开始时，其出资额低于或相当于 250 万令吉，以及该课税年的总营业收入为五千万令吉或以下），即可

在被定义为中小微型企业并可享有延期所得税分期付款。 

根据从马来西亚税收局获得的澄清，在 1967 年所得税法令附表 1 第 2E 和 2F 条款下的相关公司的附带条件

并不适用于确定所得税分期付款的延期的资格。 

此常见问题解答仅提供马来语版本。 

常见问题解答来源：马来西亚税收局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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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给予在因新冠肺炎旅行限制而引起的国际税务问题的常见问题解

答下的税收优惠 

马来西亚税收局早前发布/更新了上述常见问题解答，以应对因于新冠肺炎旅行限制而引起的国际税务问题，为个

人或公司税务居民、常设机构以及跨境就业收入等问题提供指导。 其中提到的行动管制令期限是从 2020 年 3 月 

18 日起，并根据在不时发布的《1988 年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法》第 11 条款下的部长命令和延长。 

通过以立法的《2021 年传染病预防和控制规则（宣布感染地区）（延长运营）（第 3 号）》，政府已将行动管

制令期限延长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之前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尽管如此，根据马来西亚税收局所发布的 新常见问题解答，因新冠肺炎旅行限制而引起的国际税务问题的税收

待遇优惠将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结束。 

常见问题解答来源：马来西亚税收局官方网站 

实施纳税人识别号的常见问题解答 

在于 2022 年 1 月 1 日以立法的 2021 年财政法案中，分别在 1967 年所得税法令、1976 年不动产收益法令和 

1949 年印花税法令中引入了关于使用纳税人识别号的规定。 对此马来西亚税收局发布了常见问题解答，以进一

步提供纳税人识别号的实施和申请或检查纳税人识别号注册的程序。 

常见问题解答来源：马来西亚税收局官方网站 

慈善或社区项目申请为抑制新冠肺炎的所得税减免的特别指南 

财政部已发布上述更新指南。 其中，值得注意的变化如下： 

 合格的慈善/社区项目包括新冠肺炎疫苗接种 

 符合条件的捐款范围扩大到包括空气净化器/过滤器、生食、即食食品、帐篷等临时基础设施的租赁、社区项

目包括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场所的准备，例如空大厅/空间和服务/设施 与疫苗接种中心有关的/设备/用品； 和 

 更新后的指南适用于从 2021 年 4 月 19 日至马来西亚政府宣布 COVID-19 大流行结束之日期间向全国合格

疫苗接种中心提供的捐款。 可以从 2021 课税年开始申请所得税减免。申请必须在捐款之日起 30 天内提交

给财政部。 

指南来源：财政部官方网站 

绿色技术的所得税优惠指南 

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已发布上述更新的绿色技术所得税优惠指南。 其中，值得注意的变化如下： 

 增加了绿色投资津贴的合格标准。 

 阐明绿色投资津贴可以在一课税年的同一基期内和以下所得税优惠（如果有）同时申请： 

a) 在 1986 年投资法令下的投资津贴，1967 年所得税法令附表 7A 下的再投资津贴，1967 年所得税法令附

表 7B 下的服务业投资津贴，或在 113/2006 法令下不同的资产上的投资津贴；和 

b) 在 1986 年投资法令下的先锋地位或在 112/2006 法令下所得税豁免，并绿色投资津贴只能在先锋/豁免期

届满后吸收。 

 进一步阐述和明确符合条件的太阳能租赁活动范围以及符合绿色所得税免税优惠条件的服务的合资格人员要

求。 

指南来源：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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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纳闽商业活动税务条例（纳闽商业活动需求）》下“其他贸易活动”

范围的常见问题解答 

根据近期公布的《 2021 年纳闽商业活动税务条例（纳闽商业活动要求）》，纳闽商业活动清单已扩大到包括

“其他贸易活动”，正如纳闽国际商业金融中心 (“LFSA”) 关于增加修订业务活动条例的通函所拟议的。 涵盖的

其他活动包括行政服务、会计服务、法律服务、后台处理服务、工资服务、人才管理服务、代理服务、破产相关

服务及纳闽公司管理以外的管理服务。 

LFSA 随后发布了以上常见问题解答，以进一步澄清及指导上述范围内的商业活动类型。根据《1996 年纳闽金融

服务管理局法令》第 4A 条款发布的指南现阶段还未发布。 

常见问题解答来源：纳闽国际商业金融中心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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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税 
马来西亚税务局发布了以下内容： 

各类机制的印花税豁免 

下述提供中小型企业各类机制的印花税豁免规则已被立法： 

豁免规则 享有豁免的机制及文书种类 执行文书的各方 豁免有效期 

《2021 年印花

税规则（豁

免）（第 12

号）》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基金批准的有针对性

救济和恢复机制 

– 根据金融机构发出的要约书签署的贷

款或融资协议文书，并阐述该货款或

融资已获得批准 

符合《1995 年中小型工

业发展公司法令》第 2 

条款定义的中小型企业及

参与的金融机构 

于 2021 年 12 月 1 日

（含）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含）期间所

发出的意向书 

《2021 年印花

税规则（豁

免）（第 13

号）》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基金批准的有针对性

救济和恢复机制 

– 贷款或融资协议文书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及参与

的金融机构 

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

（含）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含）期间执

行的的文书 

《2021 年印花

税规则（豁

免）（第 14

号）》 

已获得马来西亚中央银行基金批准的

“高科技设施 - 国家投资愿望” 

– 根据金融机构发出的要约书签署的贷

款或融资协议文书，并阐述该货款或

融资已获得批准 

符合《1995 年中小型工

业发展公司法令》第 2 

条款定义的中小型企业及

参与的金融机构 

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

（含）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含）期间所

发出的意向书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印花税豁免 ‐ 贷款或融资重组及重新安排 

根据 《2020 年印花税规则（豁免）（第 11 号）》，借款人/客户与金融机构之间有关重组或重新安排贷款或融

资的贷款或融资协议文书，在申请时可免征印花税。 该文书必须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执行。该豁免申请应

有与该贷款或融资的重组或重新安排有关的相关文件支持。 

继公布 2022 年财政预算案后，《2021 年印花税修定规则（豁免）（第 11 号）》已被立法，将印花税豁免期再

延长 1 年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印花税豁免 – 安心保障(Perlindungan Tenang)产品 

根据 《2018 年印花税规则（豁免）（第 5 号）》及《2020 年印花税修定规则（豁免）（第 5 号）》，年保费

或贡献价值不超过 100 令吉的 Perlindungan Tenang 产品可获得印花税豁免。 该印花税豁免适用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签发的保险单及回教保险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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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 2022 年财政预算案所公布的，《2021 年印花税修订规则（豁免）（第 5 号）》已被立法，增加 

Perlindungan Tenang 产品下符合印花税豁免条件的年度保费或贡献价值，即从 100 令吉提高到 150 令吉。此

修订规则于 2022 年 1 月 1 日生效。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个人及中小微型企业保险单或回教保险证书的印花税豁免 

继 2022 年财政预算案公布之后，以下豁免规则已被立法，以提供马来西亚中央银行所批准并由持牌保险公司或

回教保险运营商提供的产品的保单或回教保险证书的印花税豁免： 

豁免规则 

 

符合资格单位 年度保费/贡献值 

《2021 年印花税规则（豁免）（第 15 号）》 

 

中小微型企业 不超过 250 令吉 

《2021 年印花税规则（豁免）（第 16 号）》 

 

个人 不超过 150 令吉 

 

上述印花税豁免适用于 2022 年 1 月 1 日（含）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含）期间所签发的任何保险单或回教保

险证书。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印花税豁免 -点对点贷款或融资协议 

为了促进中小微企业更广泛地获得替代融资并降低融资成本（正如 2022 年财政预算案中所拟议的），《2021 年

印花税规则（豁免）（第 17 号）》已被立法，以豁免中小微企业之间或中小微企业及投资者（或授权代表投资

者行事的单位）之间所进行的点对点融资的投资票据文书或伊斯兰投资票据文书的印花税。  

印花税豁免的条件是点对点平台须由在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注册的点对点运营商运营，并适用于 2022 年 1 月 1 

日（含）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含）期间执行的上述文书。  

豁免规则于 2022 年 1 月 1 日生效。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印花税豁免 - 中小型企业执行并经批准的合并或收购文书 

根据《2021 年印花税规则（豁免）（第 3 号）》，中小型企业于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

执行并经批准的合并或收购有关的文书（按规定）免征印花税。 该合并或收购应于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期间获得企业家发展和合作社部长的批准。 

继 2022 年财政预算案公布后，《2021 年印花税规则（豁免）（第 18 号）》已被立法，以延长 1 年印花税豁免

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合并或收购须不迟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获得企业家发展和合作社部长的批准。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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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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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税 
《2021 年暴利税修订法令》 

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1998 年暴利税征税法令》已被运用，对在马来西亚境内的某些产品产生的暴利征

税。目前正在对油棕果及电力生产征税。 不过，独立发电商可选择向政府一次性支付相当于一年的暴利税，而不

受该课税年暴利税的影响。 

《2021 年暴利税修订法令》于 2021 年 11 月 18 日被立法。该修订旨在通过提供减免及退还税款和罚款的方式

来改善暴利税的管理。 

该修订法令尚未生效，有待财政部在官方公报中通知。  

修订法令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对油棕果征收的暴利税 

马来西亚于 2008 年起向油棕征收暴利税。  

正如 2022 年财政预算案所宣布的，为了支持油棕业的持续发展，《2021 年暴利税修订规则（油棕果）》已被立

法，以提高征收暴利税的原棕油价格门槛以及精简征费率如下： 

地点 

现有 修改 

原棕油价格门槛 

(令吉/公吨) 

征费率 
(%) 

原棕油价格门槛 

(令吉/公吨) 

征费率 
(%) 

马来西亚半岛 2,500 令吉 3.0 3,000 令吉 3.0 

沙巴及砂拉越 3,000 令吉 1.5 3,500 令吉 3.0 

 

该修订规则于 2022 年 1 月 1 日生效。 

修订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新指南及修订指南  

以下指南于 2021 年第四季度发布： 

 咨询、培训或辅导服务指南（截至 2021 年 10 月 11 日） 

 

 服务税概括指南（于 2021 年 10 月 11 日修订） 

 

 电力服务输配电指南（于 2021 年 10 月 13 日修订） 

 

 信用卡及签账卡指南（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修订） 

 

 专业服务指南（于 2021 年 10 月 31 日修订） – 仅提供马来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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