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中国服务部

我们能如
何帮助您
我们致力于简化
您在马来西亚的
投资

德勤的卓越服务

我们自己以及和客户在海外及本地进行投

我们相信您有过与全球不同时区的不同服

资的时候也曾体会过类似的困境，正因如

务提供商交流沟通的经验。8至16个小时

此，我们能够理解您的难处。我们对于当

的时差对您可能是个时间管理上的挑战。

地商务文化的了解将能助您在马来西亚的
投资一臂之力!

你可能也曾面临过在有限的时间里，于一
个陌生的城市中为投资事宜四处奔波与不

我们可为您在马来西亚的投资提供一站式

同专业人士开会的情形，包括：

服务，包括：



税务专家



税务咨询服务



协助企业设立事宜的专业人员



法定审计服务



政府官员



公司/分支机构注册登记



银行家



外籍人士工作及居留签证服务/移民



律师

服务



人力资源招聘代理人员



优惠鼓励政策的识别及申请



房地产顾问



许可证、执照



其他



薪资服务



会计服务

会议越多，发生时间分配的不合理、错过



消费税/增值税服务

约会、交通堵塞、延误和其他扰人的事情



企业税务合规服务

的机率也就越高。



其他法律允许范围内的服务

您是否期待着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让您的

由于熟悉当地的法规实践以及文化，我们

投资更为轻松便捷?

可协助您与当地政府机构或机关进行有效
的沟通。

全面的服务
提供在马
来西亚投
资的建议

注册登记

公司法和许
可证、执照

税务咨询
及规划

提供在马
来西亚投
资的建议

注册登记

公司法和许
可证、执照

员工税务咨
询和策划/
移民服务

年度合规
和支持服
务

其他

年度合规
员工税务咨
一、设立阶段
和支持服
其他
询和策划/
务
移民服务
设立公司/登记分支机构

指派公司秘书（根据公司法规定）

开设银行账户

二、生产经营及许可证申请

当地参股
需求

生产
许可证

国家建筑
工业发展
CIDB申请

经营场所
使用证

三、税收优惠及税收规划
税收优惠磋商及申请

税收规划 / 构架

四、雇员

外籍雇员签证服务

雇员家属签证服务

雇员税务登记及
合规申报

五、年度合规服务
会计和财务/薪酬
及行政管理服务

审计服务

税务服务
（企业所得税，
消费税，等）

公司秘书服务

税务咨询
及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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