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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阅览税务新知 - 财政预算案

本刊将介绍2021年财政预算案中的

主要税务提案



本版税务新知是以在2020年11月6日公开的2021年财政预算案演讲为依据，包
含财政预案中主要税务提案的跟进刊物将会在财政预案颁布后发行。



关键税务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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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 降低1%个人所得税率 (应纳所得税收入于RM50,001至
RM70,000的范围), 及提高个人税收减免

(从2021课税年开始生效) 

详见第8、9页

药品及疫苗制造商的税收
优惠

药品及疫苗制造商可享有长达20年的0%至10%的企业所得税优
惠税率

(提交申请的有效期为2020年11月7日起）

详见第17页

区域中心和全球贸易中心 放宽区域中心税收优惠的条件和推出新全球贸易中心税收优惠

(提交申请的有效期为2021年1月1日到2022年12月31日）

详见第19至20页

业务迁移至马来西亚可享
有的税收优惠调整

扩大税收优惠名单至指定服务领域，可享有长达10年0%至10%
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向MIDA提交申请的截止日期为2022年12月31日)

详见第23页

自由工业区(FIZ)和特许制

造仓库(LMW)
将年销售额的增值活动或附加活动的限额从10%提升至40%

(自2020年1月1日开始生效)

详见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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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

● 降低个人所得税率

● 税收减免

● 在新战略投资公司中担任要职的非马来西亚公民,可享有特别税率
优惠

● 延长“人才归国计划”(REP)的税收优惠期限 
● 增加失业补偿金的免税额度

● 降低雇员公积金(EPF)缴纳比率

● 公积金(EPF)提取

● 人力资源发展基金(HRDF levy)征收豁免

8

创造并保留就业

● 增强就业保险(EIS)计划

● PenjanaKerjaya 津贴(雇佣津贴)
● 针对性薪资补贴

14

税收优惠

● 药品(包括疫苗)制造商的税收优惠

● 延长私人医疗服务出口的税收优惠期限

● 扩大绿色可持续和社会责任投资(SRI)伊斯兰债券优惠范围

● 区域中心(Principal Hub)税收优惠调整

● 全球贸易中心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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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优惠(续)
● 研发(R&D)成果商业化的税收优惠

● 雇用年长人士、前罪犯、假释者、受监管人员及戒毒成功人员可享
获额外税务扣除

● 股权众筹(ECF)税收优惠

● 业务迁移至马来西亚或进行新投资的税收优惠调整

● 调整工业化建筑系统(IBS)组件制造商的税收优惠

● 延长2020年12月31日到期的现有税收优惠期限

● 延长东海岸经济特区 (ECER)、马来西亚依斯干达经济特区(IM) 及
沙巴经济走廊 (SDC)的税收优惠期限

间接税

● 延长购买本地组装巴士销售税豁免期限

● 扩大旅游税征收范围至网络平台预定的住宿场所

● 改进税款征收策略，包括走私高关税货物

● 提高自由工业区(FIZ)和特许制造仓库(LMW)经营公司的增值活动
及年销售额的门槛

● 授权经济运营商(AEO)设施范围将扩大至物流服务商和仓储运营
商

● 对电子烟或非电子烟装置加征消费税(excise duty)
● 更严格控制香烟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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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税

● 购买首个住宅单位的印花税获豁免

● 延长废弃住宅项目的印花税豁免期限

● 延长Perlindungan Tenang印花税豁免期限

● 延长交易买卖基金(ETF)印花税豁免期限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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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1

税务新知 - 2021年财政预算案 - 第一部分| 7



税务新知 - 2021年财政预算案 - 第一部分| 8

个人所得税

降低个人所得税率

现提议，纳税居民应纳所得税收入于RM50,001至RM70,000的范围，其应纳所得税税率降低1%。

最新纳税居民个人所得税税率如下 :-

非纳税居民的个人所得税税率维持于30%。

（从2021课税年开始实施）

应纳税所得 (RM) 税率

0 - 5,000 0 %

5,001 - 20,000 1 %

20,001 - 35,000 3 %

35,001 - 50,000 8 %

50,001 - 70,000 13 %

70,001 - 100,000 21 %

100,001 - 250,000 24 %

250,001 - 400,000 24.5 %

400,001 - 600,000 25 %

600,001 - 1,000,000 26 %

1,000,001 - 2,000,000 28 %

> 2,000,000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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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

减免种类 现减免额 新提议减免额

父母医疗费用、特殊需要及护理开销 RM5,000 RM8,000 

(自2021课税年开始生效）

个人、配偶及子女重大疾病或 生育治疗
的费用 (其中包括个人、配偶或子女 进
行全面身体检查的费用，费用不得超过
RM500）

RM6,000 RM8,000

符合条件的费用范围扩大至接种疫苗不超过RM1,000的费用。
疫苗类型包括：肺炎球菌、人乳头瘤病毒、流感、轮状病毒、水
痘、脑膜炎球菌、破伤风-双孢菌-无细菌百日咳组合及新型冠
状病毒

身体检查的额度由RM500提升至RM1,000

(自2021课税年开始生效 )

残疾配偶(额外配偶减免 ) RM3,500 RM5,000

(自2021课税年开始生效 )

私人退休基金计划 (PRS) 的供款和递延
年金计划保费 （自2012课税年至2021课
税年生效）

RM3,000 减免期限延长4年

(自2022课税年至2025课税年有效)

优质生活减免 RM2,500 减免额度提升至RM3,000。新增的RM500适用于体育设备的购
买、体育设备的入场费或租赁费及体育比赛的报名费

扩大减免范畴，从纸质报纸扩大至电子报刊订阅

(自2021课税年开始生效 )

国民教育储蓄计划(SSPN）的年度净储
蓄额(自2019课税年至2021课税年生效）

RM8,000
(自2019课
税年至

2020课税
年)

现有税务减免延长2年

(自2021课税年至2022年课税年有效)

自我教育费用 RM7,000 每年RM7,000的税务减免扩大至涵盖参加人力资源部门下技

能发展部认可的任何技能领域的技能提升和自我提升课程的

费用，上限为RM1,000

(自课税年2021年至2022年课税年有效)

税收减免

  

https://www.winrayland.com/2017/04/sspn-i-plu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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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

在新战略投资公司中担任要职的非马来西亚公民,可享有特别税率优惠

为进一步推进马来西亚成为高价值服务活动的目的地，除将业务迁移至马来西亚的公司可享有税收优惠以外，
现提议在这些公司担任关键职位或高级管理层的非马来西亚公民，可连续五年按15%的统一个人税率征税。这
项税收优惠仅限于短期经济复苏计划(PENJANA)，已取得业务迁移税收优惠的公司雇佣的不多于 5名非马来西
亚公民。

以享有15%的统一税率，个人需满足以下条件：
i. 每月薪水不少于RM25,000；和
ii. 享有统一税率的每个课税年度均为马来西亚纳税居民。

(向MIDA提交申请的有效期为2020年11月7日至2021年12月31日)

延长“人才归国计划”(REP)的税收优惠期限 

优惠政策的申请期限延长三年，即向Talent Corporation Malaysia Berhad 的申请截止日期将延长至2023年12
月31日。

● 连续5年按照15%的优惠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
● 购买CBU汽车可豁免进口关税和消费税(excise duty)，购买CKD汽车可享有国内货物税减免，总减免税

额不超过RM100,000。

(向Talent Corporation Malaysia Berhad 提交申请的有效期为2021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增加失业补偿金的免税额度

现提议，雇员在同一雇主或集团，一个完整服务年度内收到的失业补偿金的免税额度由RM10,000提高至
RM20,000。

(自2020课税年至2021课税年有效）



降低雇员公积金(EPF)缴纳比率

从2021年1月开始为期12个月，雇员的公积金缴纳比率将从11％降至9％。现提议更改如下：

(自2021课祱年开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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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

缴款者 雇主 雇员

60岁以下：

收入 > RM5,000 12% 11% 9%

收入 ≤ RM5,000 13%

60岁及以上：

收入 > RM5,000 马来西亚公民 4%
永久居民  6%

马来西亚公民 0%
永久居民  5.5%

收入 ≤ RM5,000 马来西亚公民 4%
永久居民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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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

公积金(EPF)提取

* 备注:-

根据EPF委员会于2020年11月6日针对2021年财政预算公布的发布文，EPF委员会还在敲定EPF成员可从账户
2提款以购买人寿保险和Takaful的细节。这些产品将由 i-Akaun提供，为EPF成员量身订制，并提供可负担的附
加功能。

(自2021年1月1日开始生效）

人力资源发展基金征收(HRDF levy)征收豁免

旅游业及受新冠状病毒影响的公司将被豁免 HRDF levy, 为期6个月。

(自2021年1月1日开始生效）

EPF提取条件

少于55岁

账户1 EPF成员允许每月从EPF账户上支取RM500，并在12个月内总共提取RM6,000

账户2 EPF委员会批准的出于特殊原因的部分提取， 现扩大到包括购买人寿保险和伊斯兰保
险(Takaful)（是经由EPF委员会批准的生命和重大疾病  - 个人和家庭） *



创造及保留就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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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就业保险(EIS)计划

增强就业保险(EIS)计划

为协助求职者，政府将从2021年开始增强EIS内的就业补助金。现提议将为期6个月的就业补助金延长3个月，
如下：

月份 目前 建议

补助比率 (每月预估工资占比)

第一个月 80% 80%

第二个月 50% 50%

第三个月 40% 50%

第四个月 40% 50%

第五个月 30% 50%

第六个月 30% 50%

第七个月 - 30%

第八个月 - 30%

第九个月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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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及保留就业

PenjanaKerjaya 津贴 (雇佣津贴）

政府将继续推行社会保险机构(PERKESO) PenjayaKerjaya 下的雇佣津贴计划，并进行了以下增进：

针对性薪资补贴

政府将把现行给予旅游业和零售业的工资补贴计划(WSP)进行以下拓展：

优惠 现有津贴政策 新提议

雇用月薪RM1,500及以上的雇员 雇主津贴每月RM800 现提议增加至每月收入的 40％，
雇主每月最高可获RM4,000的津
贴，为期6个月。

雇用残疾人士、长期失业及被裁
减人士

雇佣残疾人士  - 雇主津贴每月
RM1,000

雇佣失业人士 - 雇主津贴每月
RM800

现提议给予等同雇员20%月收入
的额外津贴，为期6个月。

给予建筑和种植业等高度依赖外
籍工人的行业特别津贴

现提议给予等同月工资60％的特
别津贴，为期6个月：

● 雇主取得40%

● 本地雇员取得20%作为额
外薪金

现有优惠 新提议

薪资在RM4,000及以下的雇员，雇主可享有每位雇员

一个月RM600的补助，申请雇员的人数不超过200
人。

现提议WSP延长三个月，申请津贴补助的雇员人数由

200人增加至500人。



税收优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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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优惠 - 新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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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包括疫苗)制造商的税收优惠

为鼓励药品(特别是新冠肺炎疫苗 )制造商在马来西亚进行投资，现提议给予以下税收优惠：

(自2020年11月7日至2022年12月31日向MIDA递交申请有效)

税收优惠 其他优惠

所得税税率 税收优惠期

0% 至 10% 前10年 根据公司的战略投资情况，政府将考虑提供其
他优惠政策，包括提供政府拨款，豁免机械设
备及原材料的关税或销售税

10% 后10年



税收优惠 - 拓展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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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延长私人医疗服务出口的税收优惠期限

现有优惠

目前,私人医疗公司提供给外国病人(来自于马来西亚境内或
境外)医疗服务出口服务收入可享有所得税豁免优惠。豁免额
等同于100%的出口服务增加额，以用于抵减70%的法定收
入，优惠在2018课税年至2020课税年适用。公司需满足以下
条件以享有优惠: 

● 每课税年符合条件的医疗游客的数量至少占总患者
数量的10%; 和

● 每课税年符合条件的医疗游客收入至少占公司总收
入的10%

新提议

现有税收优惠的时限将会额外延长至2022课税年

(2021课税年至2022课税年有效)

2 扩大绿色可持续和社会责任投资(SRI)伊斯兰债券优惠范围

现有优惠

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SC)提供SRI伊斯兰债券的发行者提供

资助，以减轻发行债券发生的外部审查的财务成本。

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递交申请SRI伊斯兰

债券发行的发行方，其收到的政府拨款可以豁免所得税。

新提议

● 现有的政府拨款所得税豁免范围将扩大到所有
SC批准的符合东盟绿色、社会和可持续标准的
伊斯兰或非伊斯兰债券;和

● 上述政府拨款的所得税豁免有效期再延长5年。

(自2021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向SC递交申请有
效）



税收优惠 - 拓展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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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区域中心(Principal Hub)税收优惠调整

现有优惠

以马来西亚为中心进行区域及全球业务运营，管理、控制和

支持其关键职能的公司，可享受区域中心税收优惠。以下为

区域中心所适用的优惠税率：

新公司

• 第一级 - 5年内 (可申请再延长5年），如公司符合以下条

件，免征所得税：

a. 雇用至少50名高价值雇员；

b. 雇用至少5名关键岗位人员；

c. 每年的营运开支至少达一千万令吉 (RM10 
million)。

• 第二级 - 5年内（可申请再延长5年），如公司符合以下条

件，可享有5%的所得税税率：

a. 雇用至少30名高价值雇员；
b. 雇用至少4名关键岗位人员；
c. 每年的营运开支至少达五百万令吉 (RM5 million)。

现有公司

5年内（可申请再延长5年），如公司符合以下条件，可享有

10%的所得税税率：

a. 雇用至少30名高价值雇员；

b. 雇用至少5个关键岗位人员；

c. 每年的营运开支至少达一千万令吉 (RM10 
million)。

(向MIDA提交申请的有效期为2019年1月1日到2020年12
月31日)

新提议

为进一步鼓励在马来西亚建立区域中心，提议：

● 申请期限将再延长两年直至2022年12月31日；
和

● 对于申请再延期5年区域中心税收优惠的公司，
放宽高价值雇员人数，关键岗位和年度运营开
支方面的条件。

(向MIDA提交申请的有效期为2021年1月1日到2022
年12月31日)



税收优惠 - 拓展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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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球贸易中心税收优惠

现有优惠

进行贸易和服务活动的区域中心，其合格活动的法定收入可
享受长达10年的0％或5％优惠税率。

(至2020年12月31日向MIDA递交申请有效)

新提议

为了增强和简化目前区域中心提供的贸易活动的税收
优惠（该优惠条件需符合更高的资格标准），现提议全新
的全球贸易中心税收优惠。

全球贸易中心税收的优惠税率为10％，为期5年（可再延
长5年）。

(自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向MIDA递交申

请有效)

5 研发 (R&D) 成果商业化的税收优惠

现有优惠

现有的研发成果商业化的税收优惠如下:-

● 投资者公司 - 等于在子公司进行的针对资源型和非

资源型*的活动或产品进行商业化活动的投资额， 
获得特别减税额

● 被投资公司 - 对资源型和非资源型*的活动或产品

进行研发商业化而获得为期10年的100％法定收入

的所得税豁免。

* 非资源型研发成果商业化税收优惠，自2012年9月7日至
2017年12月31日向MIDA递交申请有效

新提议

为了创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研发生态系统，建议：

● 重新给于非资源型研发成果商业化税收优惠；
和

● 扩展现有税收优惠至私人高等学府。

(自2020年11月7日至2025年12月31日向MIDA递交申
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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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雇用年长人士、前罪犯、假释者、受监管人员及戒毒成功人员可享获额外税务扣除

现有优惠

聘雇年长人士、前罪犯、假释者、受监管人员及戒毒成功人员
可享获额外税务扣除。

(2019课税年至2020课税年有效) 

新提议

此项优惠有效期将延长5年，有限期为2021课税年至课

税年2025。

7 股权众筹(“ECF”) 税收优惠

现有优惠

公司及个人进行投资可享受的税收优惠如下：-

● 投资于创投基金 (VC)

公司或个人的营业收入可享有与投资于创投基金

相等金额的税务抵扣。 

● 投资于风险投资公司 (VCC）

公司或个人的营业收入可享有与投资于风险投资

公司的投资金额相等的税务抵扣，抵扣金额一年不

可超过RM2千万 (RM20 million)。

● 天使投资者 （Angel Investor)

天使投资者可享有与天使投资金额相等的税务豁

免。

新提议

为鼓励更多的个人投资者加入股权众筹平台进行融资，

投资者的个人总税收可享有等同于50%于股权众筹平台

投资金额的所得税减免，但需遵循以下规定：-

(a) 每一课税年度的免税金额不超过RM50,000;
(b) 抵扣金额不超过每课税年总税收的10%，超出

金额将被置之度外;
(c) 投资者、被投资公司及投资金额必须经过马来

西亚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SC)审核通过;
(d) 投资者不得与被投资公司有家庭关系;
(e) 必须通过SC批准的ECF平台进行投资；和

(f) 不得在2年内将该投资项目的全部或部分处置

在投资发生当日的2年内出售。

(适用于2021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的投资项目)

6 Further deduction for employment of senior citizens, ex-convicts, parolees, supervised persons and 
ex-drug dependants

Existing

A further deduction is given to employers for the 
remuneration on the employment of senior citizens, 
ex-convicts, parolees, supervised persons and ex-drug 
dependants

(Effective from YA 2019 to YA 2020)

Proposed

The incentive is to be extended for another 5 YAs 
from YA 2021 to YA 2025.

7 Equity Crowd Funding (“ECF”)

Existing

Tax exemptions available for companies and individuals 
that make investments in companies are as follows:-

● Investment in Venture Capital (VC)

Tax deduction for companies or individuals with 
business income equivalent to the amount 
invested in VC

● Investment in Venture Capital Company (VCC)

Tax deduction for companies or individuals with 
business income equivalent to the amount 
invested in VCC, but capped at RM20 million a 
year

● Angel investor

Tax exemption for angel investor equivalent to 
the amount invested in investee companies

Proposed

To encourage more individual investors to invest in 
ECF, income tax exemption on aggregate income 
equivalent to 50% of the amount of investment made 
in the ECF will be given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a) Amount exempted from tax will be capped at 
RM50,000 for each YA;

(b) Deductible amount is restricted to 10% of 
aggregate income for each YA. Any excess 
amount will be disregarded;

(c) The investor, investee company and amount 
of investment must be verified by SC;

(d) Investor must not have family relationship 
with the investee company;

(e) Investment must be made through ECF 
platform approved by SC; and

(f) The investment must not be disposed of 
either in full or in part within 2 years from the 
date of investment made.    

(Effective for investment made from 1 January 2021 
to 31 December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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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业务迁移至马来西亚或进行新投资的税收优惠调整

现有优惠

将经营活动和生产活动从海外迁移至马来西亚的新成立公

司或现有公司，将有资格享有以下税收优惠:-

此项税收优惠仅限于制造业（除了不合格活动），企业需满

足以下条件:-

● 需要在获得此优惠批准日起 1 年内发生首笔资本

支出；和

● 自发生资本支出之日起 3 年内完成相关的固定资

产投资。

( 自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向MIDA递交申请）

新提议

为鼓励投资活动以促进经济复苏，产生经济乘数效益，

现提议将此项税收优惠修改如下：-

a) 申请有效期将延长1年；和

b) 税收优惠将扩大至从事指定服务领域的公司，

包括落实工业4.0和数字化科技的公司，并投资

以下领域以产生极大的乘数效益：

● 提供技术解决方案，具体如为科技或工程难

题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的科技公司;
● 为云计算提供基础设施和技术的公司;
● 从事研发或设计开发的公司;
● 从事医疗器械检测实验室及临床试验的公

司; 和
● 从事财政部长授予的任何服务或制造相关

服务。

c) 税收优惠详见下表：

(生效日期：-
● 制造业 - 至2022年12月31日向MIDA递交申请

● 指定服务业 - 自2020年7月至2022年12月31日
向MIDA递交申请）

新成立公司 现有公司

固定资产投资 税务优惠 有效期 税务优惠 有效期

投资额RM3亿至
RM5亿 (RM300 
million - RM500 
million) 

0%税率 10年 100%投资

税收津贴

5年

投资额超过
RM5亿 
(RM500 
million)

15年

新成立公司 从事新服务领域的现有
公司 

税务优惠 有效期 税务优惠 有效期

0% - 10% 
税率

10年为上
限

10% 税
率

10年为上
限

8 Review of tax incentives for companies relocating their operations to Malaysia and undertaking new 
investments

Existing

New and existing companies that relocate their 
business or manufacturing activities from overseas to 
Malaysia are eligible for the following tax incentives:-

This incentive is given to eligible companies that 
operate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except for 
non-qualifying activitie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 The first capital expenditure is to be incurred 
within 1 year from the approval date; and

● The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is to be incurred 
within 3 years from the date of the first capital 
expenditure incurred. 

(Effective for applications made to MIDA from 1 July 
2020 to 31 December 2021)

Proposed

To spur the economic recovery through investment 
activities and to create multiplier effects to the 
economy, it is proposed that:-

a) The application period be extended for 
another 1 year; and

b) The tax incentive be expanded to companies 
operating in selected services sector, 
including companies adapting IR4.0 and 
digitalisation technology with investment that 
contributes to significant multiplier effect in 
the following services:-
● Provision of technology solution, or more 

typically technology company which 
develops technology and provides 
technology solutions based on substantial 
scientific or engineering challenges;

● Provision of infrastructure and technology 
for cloud computing;

●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 design and 
development activities;

● Medical devices testing laboratory and 
clinical trials; and

● Any services or manufacturing related 
services as determined by the Minister of 
Finance.

c) The tax incentive is as follows:-

(Effective date: 
● Manufacturing sector - Applications received 

by MIDA until 31 December 2022
● Selected services sector - Applications 

received by MIDA from 7 November 2020 to 
31 December 2022)

New company Existing company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Tax 
incentive

Incentive 
period

Tax 
incentive

Incentive 
period

RM300 million - 
RM500 million

0%  tax 
rate

10 years 100% 
Investment 
Tax 
Allowance

5 years

Above RM500 
million

15 years

New company Existing company 
with new services 
segment

Tax 
incentive

Incentive 
period

Tax 
incentive

Incentive 
period

0% - 10% 
tax rate

Up to 10 
years

10% tax 
rate

Up to 1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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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调整工业化建筑系统(IBS)组件制造商的税收优惠

现有优惠

从事制造IBS部件（如柱，梁，平板，墙和屋顶桁架）以及工

业建筑系统（如预制混凝土系统，模板系统，钢框架系统，

砌体工作系统，木材框架系统，创新系统和模块化系统或组

件）的公司，享有以下税收优惠：

i.   类别(一) - 该公司需要生产至少3种IBS基本组件或使用

至少3种基本组件的IBS系统

a. 可享为期5年的70％法定收入的所得税豁免；或

b. 5年内符合条件的资本支出可享有60%的投资税务

减免，以抵销70%的法定收入

ii.  类别(二) -  该公司需要生产至少4种IBS基本组件或使用

至少4种基本组件的IBS系统

a. 可享为期5年的100％法定收入的所得税豁免；

或

b. 5年内符合条件的资本支出可享有60%的投资

税务减免，以抵销100%的法定收入

(自2015年9月10日至2020年12月31日向MIDA提交申请为
有效)

新提议

● 此税收优惠再延长5年

● 将类别（一）和（二）合并且仅要求制造商生产至少3种
IBS基本组件或使用至少3种基本组件的IBS系统，并
给予5年内符合条件的资本支出可享有60%的投资
税免税额, 以抵销70%的法定收入。

(自2021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向MIDA提交申请
为有效)

9 Review of tax incentive for manufacturers of Industrialised Building System (IBS) components

Existing

Companies undertaking the manufacturing of IBS basic 
components such as columns, beams, slabs, walls and 
roof trusses, and IBS systems such as precast concrete 
system, formwork system, steel framing system, block 
work system, timber framing system, innovative system 
and modular system/components are provided with the 
following incentives -

i.   Category 1 - Company producing at least 3 basic 
components of IBS or IBS systems that use at least 
3 basic IBS components

a. Income tax exemption of 70% of SI for a period 
of 5 years; or

b. Investment Tax Allowance of 60% on the 
qualifying capital expenditure incurred within 5 
years. This allowance can be set off against 
70% of the SI.

ii.  Category 2 - Company producing at least 4 or more 
basic components of IBS or IBS systems that use at 
least 4 basic IBS components

a. Income tax exemption of 100% of SI for a 
period of 5 years; or

b. Investment Tax Allowance of 60% on the 
qualifying capital expenditure incurred within 5 
years. This allowance can be set off against 
100% of the SI.

(Application received by MIDA from 10 September 2015 
to 31 December 2020)

Proposed

● Incentive to be extended for another 5 years.

● Categories 1 and 2 are to be merged where 
companies are only required to produce at least 3 
basic components of IBS or IBS system that use 
at least 3 basic IBS components.  Investment Tax 
Allowance of 60% on the qualifying capital 
expenditure incurred within 5 years will be given.. 
This allowance can be set off against 70% of the 
SI.

(Effective for applications to be received by MIDA 
from 1 January 2021 to 31 December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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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延长2020年12月31日到期的现有税收优惠期限

现有优惠

将到期的优惠包含：

a. 航天航空维修、修护和全面检修活动 （“MRO”）

直接或间接参与MRO、航空制造、系统集成和工程

设计的公司可享有5或10年的投资税收减免。

b. 船舶制造和修护

从事造船和维修船只的公司有资格获得：- 

i. 新兴工业地位 - 可享有5年70%企业法定收入所

得税减免

ii. 投资税收减免 - 公司可享有5年内发生的合格资

本支出的60%，抵减法定收入

c. 生物科技 （Bionexus）

获得 Malaysian Biotechnology Corporation Sdn 
Bhd 认证，从事生物技术活动的公司可享有以下优

惠政策：-

i.10年免征企业所得税；或

ii. 5年内发生的合格资本支出可100%抵减法定收

入

iii. 原优惠期满后，符合条件的活动可享有法定收

入20%的优惠税率。

iv. 加速工业建筑津贴（10年以上），仅限于新业务

或扩建项目用途

v. 免征进口原料、机械进口关税额和销售税。

提议

当前，政府正对现行税收优惠架构开展全面研究。

为完成对现有优惠政策的全面研究，现提议将原于2020
年12月31日到期的现有优惠政策延期至2022年。

10 Existing tax incentives expiring on 31 December 2020 

Existing

This includes the following -

a. Maintenance, repair and overhaul (MRO) 
activities for aerospace

Companies involved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in 
MRO, Aero-Manufacturing, Systems Integration 
and Engineering & Design are eligible for 
Investment Tax Allowance for a period of 5 or 10 
years.

b. Building and repair of ships

Companies involved in shipbuilding and ship 
repairing industry are eligible for -

i. Pioneer Status with 70% income tax 
exemption on SI for a period of 5 years; or

ii. Investment Tax Allowance of 60% on the 
qualifying capital expenditure incurred within 5 
years

c. Bionexus status

Companies undertaking biotechnology activities 
with approved bionexus status from Malaysian 
Biotechnology Corporation Sdn Bhd will be 
eligible for the following incentives -

i. 100% income tax exemption on SI for 10 
years; or

ii. Investment Tax Allowance of 100% on the 
qualifying capital expenditure incurred within a 
period of 5 years.

iii. Concessionary tax rate of 20% on SI from 
qualifying activities for 10 years upon expiry of 
the original tax exemption period.

iv. Accelerated industrial building allowance 
(over 10 years) for buildings used solely for the 
purposes of its new business or expansion 
project.

v. Exemption of import duty and sales tax on 
import of raw materials and machinery. 

Proposed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existing tax incentive 
structure is underway. 

To provide space for the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existing tax incentive to be completed,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existing tax incentives due to end on 31 
December 2020 will be extended until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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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延长东海岸经济特区(ECER)、马来西亚依斯干达经济特区(IM) 及沙巴经济走廊(SDC)的税收优惠期限

现有优惠

除了1986年促进投资法案及1967年所得税法案对某些工

业及批准活动提供的现有税收优惠外，ECER、IM 及SDC
同时享有特殊优惠政策。

新提议

现提议，ECER、IM 及SDC现有的税收优惠有效期延长
至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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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延长购买本地组装巴士的销售税豁免期限

现有政策

持有合法许可证的巴士经营者购买本地组装巴士及空调，免

征消费税至2020年12月31日。此项豁免由财政部长于2018年
10月首次宣布。

豁免范围包含购买本地组装巴士的主要零部件，如装有底盘

的引擎及空调。

新提议

提议将购买本地组装巴士（包括空调）的销售税豁免期限

再延长2年，从2021年1月1日至 2022年12月31日。

（延长期限：2021年1月1日至 2022年12月31日）

2 扩大旅游税征收范围至网络平台预定的住宿场所

现有政策

据短期经济复苏计划（PENJANA），从2020年7月1日至2021
年6月30日免征旅游税。之前在无豁免下，游客（非马来西亚

公民或非永久居民）在办理入住时需缴纳旅游税。

但政府担忧，通过网络平台预定的游客，如在收取住宿费时网

站不征收旅游税，会存在无法收取旅游税的情况。

新提议

现提议，旅游税的征收范围扩大至网络平台预定的住宿

场所。

（2021年7月1日正式生效）

3 改进税款征收策略，包括走私高关税货物

现有政策

目前，由财政部主导， 并由卫生部、国内贸易和消费事务部、

马来西亚海关（RMCD）及相关当地政府部门组成的多机构工

作队，正立志于解决走私高关税货物到马来西亚的问题，以从

中提高政府的纳税收入。

新提议

现提议，马来西亚反腐败委员会和国家反金融犯罪中心

加入此多机构工作以强化工作组。.

4 提高自由工业区(FIZ) 和特许制造仓库 (LMW) 经营公司的增值活动及年销售额的门槛 

现有政策

目前，FIZ和LMW的增值活动和附加活动的批准条件为，增值

活动和附加活动的销售价值不得超过公司全年销售额的10% 
。

新提议

现提议将年销售额的上限从10%提升至40%，以提高公

司的竞争力，实现全球贸易的动态发展。

（2020年11月7日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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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授权经济运营商(AEO)设施范围将扩大至物流服务商和仓储运营商

现有政策

目前， AEO范围仅限于符合资格的制造商、经营者和贸易

商。AEO指的是从事进出口业务，并通过海关相关业务认证

的单位，其有权享受AEO的设施福利。但目前为止，物流服务

供应商和仓库运营商递交的申请暂未得到受理。

新提议

现提议扩大认证经营者的范围至包括批准的物流供应

商和仓库运营商。RMCD已将43个许可证发放机构及贸

易许可证整合并发布到AEO平台上。

（正式落实日期暂未公布） 

6 对电子烟或非电子烟装置加征消费税(excise duty)

现有政策

目前电子和非电子吸烟装置，包括电子烟和液态电子烟，不

征收消费税。

新提议

所有种类的电子和非电子烟装置，包括电子烟，将被征

收10%的消费税。用于电子烟或其他吸烟装备的液体或

凝胶每毫升征收RM0.4的消费税。

(自2021年1月1日生效）

7 更严格控制香烟进口

现有政策

进口香烟目前有进口配额， 并需向RMCD申请进口许可证。

香烟可在本港进行转运活动，如转运再出口的香烟不征收关

税。进口到免税岛的香烟或烟草制品不征收关税。

新提议

现提议采取以下控制措施：

1.  冻结所有新的香烟进口许可证申请；

2.  收紧香烟进口许可证的续签审批流程，包括审核许

可证条件和实施进口配额；

3.  仅允许指定港口从事香烟转运活动；

4.  所有进口转运再出口使用的香烟，需先征收关税，但

将在转运再出口的时候提供退税服务；

5.  禁止使用bot kumpit 转运再出口香烟；和

6.  进口到免税岛的香烟和香烟制品将征收消费税。

（2021年1月1日开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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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首个住宅单位的印花税获豁免

目前，针对首个住宅的转让协议及贷款协议文件可享受100%印花税豁免，请参考下表：

现提议，100%印花税豁免限额将从RM300,000调整至RM500,000，有效期限为5年。

印花税豁免 文件类型 首个住单位的价
值

签订买卖协议所
在时间段

A 100% 转让协议和贷款协议文
件

不高于
RM300,000

01.01.2019 - 
31.12.2020

B 100%，仅限于价值不超过RM300,000
的首个住宅。注意：住宅楼价余额按现行
税率缴付印花税

转让协议和贷款协议文
件

RM300,001 - 
RM500,000

01.01.2019 - 
31.12.2020

印花税豁免 文件类型 首个住单位的价
值

签订买卖协议所
在时间段

A 100% 转让协议书和贷款协议 不高于
RM500,000

01.01.2021 - 
31.12.2025



印花税

税务新知 - 2021年财政预算案 - 第一部分| 31

延长废弃住宅项目的印花税豁免期限

为了进一步促进拯救承包商和开发商参与废弃住宅项目，并减轻原房屋购买者的财务负担，现提议将现行的印
花税豁免期限延长5年。

(适用于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之间签署的贷款协议和转让协议文件，其废弃住宅项目需经过住房机
构与地方政府认证。）

文件类型  援助承包商 废弃住宅的原房屋
购买者

A 贷款协议 为重启废弃住宅项目融
资

额外融资

B 转让协议 转让废弃住宅土地和房
屋的所有权

废弃住宅的房屋
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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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Perlindungan Tenang印花税豁免期限

目前，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签发的“Perlindungan Tenang”保险/斯兰保险的保单和伊斯兰保险证书
（年保费/供款不超过RM100）可豁免印花税。

现提议，此税务豁免期再延长5年。

（适用于自2021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间签发的保单和伊斯兰保险证书）

延长交易买卖基金(ETF)印花税豁免期限

目前，在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交易的ETF买卖合同书可豁免印花税。

现提议，此税务豁免期再延长5年。

（适用于自2021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执行的合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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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 2020年11月17日

时间 : 9.00am 至 12.00pm

联系人 : Fazlina Jaafar / Chow Xin Yi
(03) 2173 3830 / 0267

电邮 : events.info@my.pwc.com 

网上注册地址
：http://bit.ly/PwCMYBudget2021Webinar

mailto:events.info@my.pwc.com
http://bit.ly/PwCMYBudget2021Webi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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