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2019年财政预算案概述
税务特刊
2018年11月2日

马来西亚2019年财政预算案概述 | 税务特刊

前言
财政部长林冠英于2018年11月2日公布了2019年财政预算案，其主题为“重扬国威，活络经
济，让民昌乐”。 风云变幻的全球趋势下，财政整顿的必要性日益凸显，因此，新政府即
将推行制度改革以提高政府收入和支出的效率和透明度。制度改革的目标包括实现总体平
衡的4.9%增长率，以及2019财年3.4%的财政赤字率。
正如我们的预期，政府寻求通过剥离非战略性投资、增加房地产销售税负、对含糖饮料以
及数字交易征税来增加额外收入。本次财政预算案还特别强调了在中小企业、创新和数字
化方面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关系 。此次提出的税收减免措施包括中小企业的企业所得税
率合理化，针对公司融资活动以及工业4.0的激励措施。此外，今年预算案的另一个目标是
致力于人民的技能提升与再造。在社会支出方面，基于发展人民的指导方针，教育将成为
优先关注领域。
2019年的财政预算案是一份旨在增加收入、维持财政秩序、支持B40群体的福祉、鼓励创
业和加强治理的全面预算案。 这一预算案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政府实现其重建秩序的优先
目标并再次为马来西亚的长期增长与繁荣注入能量。
预算案的摘要请见后续内容 – 祝您阅读愉快！

谭丽君
德勤马来西亚中国服务部税务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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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健全的财政管理，
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稳
定的生活和住房成本以
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
财政预算案 - 致力于实
现马来西亚发达国家地
位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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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4.0
纳闽岛
纳闽岛实体的税率为3％，并且可以与马来西亚居民通过
令吉进行交易

间接税

针对准备状态评
估，供应商发展计
划以及人力资本发
展的税务优惠

将引进对含糖饮料的货物税，按每升40仙令吉征收
对同为注册服务税提供商的企业之间互相提供特定服务，可豁
免服务税
引进销售税抵扣系统，以解决小型制造商向进口商采购时产生
的税务成本问题
将对进口应税服务征收服务税（例如：Netflix网络视频服务）

PARK

AIRPORT
其他方面

旅游业

槟
城
的
Swettenham 码 头
引进免税优惠并把
邦咯岛列为免税岛
屿

向国民学校和公立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用于升级和基建
的捐赠将享受税务减免
对社会企业的捐赠将可享受高达总收入10％（公司）/
7％（个人）的所得税减免
推出特殊自愿披露计划，并减少罚款

金融市场
延长发行"Ijarah"和"Wakalah"伊
斯兰债券，零售债券和零售伊
斯兰债券的税务奖励
终止货币市场基金的利息收入
豁免

不动产利得税
创业投资
延长创业投资优惠的申请

HOTEL
SHARE MARKET

BANK

公司和非法人型合资企业

中小企业在首 50万令吉的可征税收
入税率绛至17%
未使用的业务和初创损失，以及未
使用的资本津贴，再投资津贴及投
资税收津贴，结转期限连续长达7个
课税年
支付给60岁以上和前罪犯员工的薪
水，月薪不超过4千令吉，将获得额
外税务减免
以生物树脂和生物聚合物生产环保
塑料将享有税务优惠

针对5年后脱售房产和不动产公司股份的不动
产利得税分别提高至10% (公司和外国人) 和
5% (马来西亚个人)
针对5年后脱售廉价屋、中廉价屋及20万令吉
以下的可负担房屋给予不动产利得税豁免
转让超过价值100万令吉的产业的印花税提高
至4%
推出机场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HOSPITAL

雇主
雇主为60岁以上雇员所缴付的公积金，将下降至4%。
60岁以上雇员无须缴付公积金
全国最低工资为1100令吉
为雇员偿还其国家高教基金贷款的雇主将获得税务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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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
公积金的个人所得税减免额4000令吉
人寿保险的个人所得税减免额3000令吉
公务员退休金的个人所得税减免额7000令吉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的个人所得税减免额8000令吉
购买Tenang保险产品可享受印花税豁免
购买不超过50万令吉房屋的首次购屋者可享受印花税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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