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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财政预算案

在深具挑战性的国际环境里, 马来西亚经济在
2017年呈现强劲的增长趋势,国内生产总值（GDP（
增长率估计在5.2%至5.7%之间。此增长趋势预
测会持续到2018年,其GDP增长率预测会达至
5.0%至5.5%之间。

政府所采取的财政整顿措施正上轨,目标是在
2018年将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从2017年估计的
3%降至2.8%。

马来西亚2018年财政预算案的主题为"促进包容
性经济繁荣发展  平衡世俗与后世,以实现人民的
福祉及迈向TN50目标 。

财政预算案的重点包括:
 • 振兴投资 贸易和各个行业
 • 迈向TN50宏愿,并成为世界排名前20名的国家
 • 促进教育  技能和培训以及人才发展
 • 推动包容性发展(包括提供优质的基础设施和互

联互通)
 • 优先考虑人民福祉及创造更多就业和创业的机会

以增加收入
 • 强化工业革命4.0和数码经济
 • 提升公共领域和政府关联公司的传递和服务效率 

如要成为社会和经济上
取得平衡的发达经济体,   
马来西亚需要持续培训
人才基础, 以让其成长为
迅速发展的数码经济中
的重要角色。

“ “

Dato' Abdul Rauf Rashid
安永马来西亚首席合伙人

注:
*表内数码或百分数由于四舍五入的缘故，其合计数未必与总计数相等。 
e = 估计
f = 预测

数据来源:
 •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 (BNM) 年度报告
 • 从2011年至2018年的财政预算案演讲
 • 马來西亚囯家财政部 (MoF) 经济报告

复合年增长率2011- 2018: 3.6%

行政支出  
 (十亿令吉)

发展支出 

复合年增长率 2011- 2018: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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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知道?

预算分配11

政府收入2
1不包括应急储备金

财政赤字3

政府债务占GDP比率4

行政和发展支出5



Take 5: 马来西亚2018年度财政预算案 2

來源:
 •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 (BNM) 年度报告
 • 马來西亚囯家财政部 (MoF) 2018年财政預算案演说
 • 财政部 (MoF) 经济报吿书

经济方向

马來西亚实际囯內生产总值预测在2018年可成长5%
至5.5%,其私人投资的成长达9.3%,消費的成长达6.9%,
以及拥有有利的外围领域 。

在更高的运输成本及饮食成本下,马來西亚消费者价格
指数預计在2018年可达到2.5%至3.5% 。

在2017年,贸易总数被看好可提升至1.74兆令吉          
(从1.48兆令吉起),录得17%的同比成长。尤其是对制
造业的需求,包括电动产品,电子产品,以及石油产品,預
计将有所增加。主要的贸易伙伴包括东盟 (ASEAN),  
中国,美国和日本。

至2017年10月13日为止,马來西亚净囯际储备总数共
4,287亿令吉,这相等于7.5个月的保留进口值和短期外
债的1.1倍。

服务业和制造业将继续成为马來西亚经济成长的
主要貢献者。

在2017年,所有行业預期将各自步上正面的成长
轨道。建筑业的成长也将由多项大型基础设施,
住宅以及非住宅项目不断的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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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5.0—5.5%

CPI: 2.5—3.5%

出口: 9,480亿令吉

进口: 8,510    亿令吉

十亿令吉

各领域的成长百分比

净囯际储备 

贸易 (产品与服务)

实际囯內生产总值 (GDP) 与消费者价格
指数 (CPI) 成长百分比

农业 采矿业及
采石业

建筑业制造业 服务业

*至2017年10月13日为止

在全球经济,无论是新兴,发展中或先进国都呈现复苏的大前提下,马來西亚的经济将在2017年放眼迈
向5.5%的增长。私人领域继续扮演马來西亚国內需求的火车头,主要集中在服务,矿业及制造领域。
展望2018年,通过出口导向型行业及持续转型,以改进各领域的效率,马來西亚的经济預计維持在5%至
5.5%的水平。



Take 5: 马来西亚2018年度财政预算案 3

农业与生产

 • 65亿令吉的拨款用于协助农民, 渔民, 小园主和胶工, 其项目包括：
 • 给稻农, 橡胶小园主和渔民提供23亿令吉的援助以及奖励 (包含化肥和生产投入奖掖）
 • 拨款5亿令吉用于提升灌溉基础设施与种植园区道路
 • 拨款2亿令吉用于农业计划, 执行开拓新收入来源计划
 • 拨款2亿令吉用于橡胶翻种计划, 及提供增加胶汁的生产设施

 • 2亿令吉将发放给联邦土地发展局 (FELDA), 用于道路维修, 提升水供系统和街灯设施

教育与培训

 • 2050国家转型计划 (TN50) 一代的教育素质将获总额2.5亿令吉的拨款:
 • 拨款1.9亿令吉用于提升现有的两千个教室为 "21世纪精明教室"
 • 拨款2千万令吉于文化经济发展局
 • 成立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中心
 • 提升电脑科学系单元,包括编码程序

 • 技术和职业教育培训(TVET):
 • 拨款49亿令吉于执行马来西亚TVET总体规划

 • 强化高等教育:
 • 拨款22亿令吉奖学金
 • 拨款4亿令吉用于公共高等教育机构（(IPTA)（的研发(R&D)资助
 • 拨款9千万令吉与"MyBrain计划",提供10,600名额,让研究生和博士生继续进修

 • 改善与维修学校:
 • 通过工业化建筑系统（IBS（提供25亿令吉于重建以及提升2千所破旧的学校
 • 拨款6.54亿令吉于建设育幼院, PERMATA中心, 小学和中学, 技术学院以及大学先修班
 • 拨款5.5亿令吉特别基金用于改善与维修学校

金融服务和资本市场

 • 巩固马来西亚成为一个全面和有竞争力的金融中心:
 • 通过企业融资担保公司(SJPP)分配15亿令吉用于使用知识产权（(IP)（出具为高达80％的融

资担保
 • 豁免交易型基金指数 （(Exchange-Traded Funds)及结构凭单（(Structured Warrants)的印花

税，并于2018年1月开始生效

 • 推出 "另类交易系统" 以刺激资本市场及提供投资机会

 • 鼓励特定领域的创投基金:
 • 将由大型机构投资者投入的10亿令吉由证券委员会（ (SC) （协调于特定领域的创投基金

（(Venture Capital)
 • 特定领域的创投基金管理公司所获得的管理和业绩费用收入将从2018年至2022年的课

税年度免征所得税
 • 在新创投资金投资的个人或公司,每年可获得高达2千万令吉的扣税 
 • 天使投资者现行税务减免优惠将延长至2020年12月31日

 • 从2018年开始,马来西亚国家银行 （ (BNM) （将通过本地银行户口来监督外国劳工的工资支付,
但这不包括家务助理。

特定领域的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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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领域的倡议

绿色-可持续性发展

 • 准备50亿令吉在绿色科技融资计划以鼓励环保科技的投资
 • 免除所得税项:

 • 获得"特别绿色可持续性和负责任投资基金 (SRI) Sukuk总共6百万令吉的补助金的受
益人

 • 常规SRI基金经理管理费收入

 • 拨出14亿令吉推行 "非收入水利计划", 以减少平均水损耗成本
 • 拨出13亿令吉于建设离岸储存作为替代水源
 • 拨出5.17亿令吉于全国防洪计划

信息通信技术 (ICT)
 • 工业革命4.0

 • 数码自由贸易区 (DFTZ):
 • 拨款8.35亿令吉用于 (KLIA Aeropolis) 的 DFTZ 建设
 • 将与 DTFZ 相关连* 的进口货物免征消费税和进口税的最低价值从500令吉增加到

800令吉
 • 在国内投资战略基金下提供2.45亿令吉津贴以增强智能制造设施
 • 强化在赛城的 "Futurise中心" : 设立一个一站式中心作为企业和大学用于开发产品原型

并促进创新
 • 延长税收优惠 — 从2018课税年到2020课税年

 • 200%的加速资本减免 （ (ACA) （给予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自动化设备
 • 凡在2017至2020的课税年里购置ICT设备和电脑软件可获得20％的首期减免和20%年

度减免。开发定制软件的费用在2018的课税年启也可获得以上的减免
 • 扩大 "监管沙箱" (Regulatory Sandbox) 的方式, 测试新颖创新的想法和商业模式

物流与基础设施

 • 推动物流业转型:
 • 拨出30亿令吉交通发展基金
 • 拨出10亿令吉于公共交通基金作为运营资金和采购巴士和的士
 • 拨出2.3亿令吉于中枢大道工程
 • 拨出5.5千万令吉作为郊外火车运输服务补贴 (道北 - 话望生)
 • 拨出4.5千万令吉打造生物识科技制系统以监控长途巴司司机驾驶服务
 • 连接吉隆坡和新加坡的高铁项目 (350公里)
 • 东海岸衔接铁道 (ECRL（) 项目将连接巴生港口至吉兰丹州的彭加兰古堡
 • 邦咯岛将被纳为免税岛屿
 • 在黑木山的特别边境经济区
 • 槟城和兰卡威国际机场的升级
 • 苏丹伊斯梅尔佩特拉 (哥打巴鲁), 穆卡和山打根机场的升级

 • 提供优质基础设施:
 • 拨款20亿令吉于泛-婆罗洲大道
 • 拨款11亿令吉以人民为中心的基础设施项目
 • 拨款10亿令吉于马来西亚多媒体委员会 (MCMC) 的发展通讯基础设施
 • 拨款9.34亿令吉于建设郊外道路
 • 拨款6.72亿令吉于郊外电流供应,包括在沙巴和砂拉越的6.20亿令吉
 • 拨款5亿令吉于公共基础设施维护计划和基础设施项目
 • 拨款4.2亿令吉提供清洁水供,包括东马的3亿令吉拨款
 • 拨款5千万令吉于测量和绘制的有关用地: 砂拉越3千万令吉和沙巴2千万令吉

注:
*预计会有更多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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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领域的倡议

医疗和保健

 • 拨款41亿令吉作为医疗用品, 耗材和医疗支援 
 • 拨款14亿令吉作为改善和维修医疗保健设施, 医疗设备和供应救护车给予麻坡医院, 万津

医院和浮罗山背医院
 • 拨款5亿令吉于双溪大年医院兴建癌症中心(两百床位)
 • 拨款3.8亿令吉于吉隆坡中央医院打造法医服务中心
 • 拨款1亿令吉于改善医院和诊所 (包括接线系统） 

房地产(包括房屋)

 • 个人纳税居民住宅的租金收入可获50%减免
 • 延长对废弃房屋复原项目的印花税豁免期
 • 建筑商向分层住宅建筑提供的管理和维修服务被列为豁免供应(为了调齐由联合管理机构

和管理公司提供此类服务)
 • 通过合法筹款所进行的学校或宗教场所建筑工程服务, 将豁免消费税, 但须符合条件

 • 2亿令吉分配于维修和翻新房屋, 包括一马维修基金
 • 确保所有新办公楼必须设有育儿中心, 这从吉隆坡开始

中小型企业

 • 在商业融资担保公司 (SJPP) 计划下拨出70亿令吉融资便利, 如下：
 • 50亿令吉的流动资金
 • 20亿令吉,由政府担保70%是给予服务领域, 包括工业革命4.0 (IR 4.0)

 • 10亿令吉贷款便利于中小型企业以促进生产自动化和减少聘用外劳, 并由政府担保70%
贷款

 • 符合伊斯兰法中小型企业融资计划方案,也获得额外10亿令吉的拨款 (将增加至25亿令吉
基金规模)

 • 2亿令吉分配给培训计划,补助和中小企业软性贷款 (soft loan)
 • 额外2亿令吉给予 Amanah Ikhtiar Malaysia (AIM) (将增加至27亿令吉基金规模）
 • 大马出入口银行将提供2亿令吉信贷融资设施给中小型企业出口商

旅游(包括医疗旅游
和酒店旅游)

 • 延长新建四星和五星级酒店税务优惠申请期限至2020年12月31日
 • 延长旅游团运营公司税务优惠至2020课税年
 • 扩大区域中心的电子签证以方便全球签证申请 (外籍人士,外籍学生和马来西亚: 我的第二

家园计划群体 (MM2H))
 • 延长医疗旅游100% 投资奖掖 (ITA)申请期限至2020年12月31日(更严格条规须求）
 • 被医疗认证机构的牙科和门诊服务的文凭花费将获得双重扣税
 • 特别医疗旅游税务优惠: 私人医疗服务出口所得收入的增加的税收减免将从50%提升到

100%。这项减免可以抵销70%的法定收入, 有效期为: 2018至2020课税年。

 • 为了提供软性贷款予旅游团运营公司, 20亿令吉将分配予中小企业旅游基金 (涵2%利息
补贴)

 • 拨发10亿令吉于旅游基础设施发展基金为软性贷款
 • 拨发5亿令吉以提升基础设施和推广寄宿家庭和生态旅游计划
 • 拨发3千万令给马来西亚保健旅行机构 (MHTC) 以实行以下计划,如：

 • 推广马来西亚为亚洲生育治疗中心, 包括IVF和心脏病治疗中心
 • 推介旗舰医疗旅行医院计划(将提供特别奖励于私家医院以吸引医疗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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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围领域

 • 区域中心 (Principal Hub)的优惠申请期被延长至2020年12月31日

 • 10亿令吉分配给马来西亚五大发展走廊 (Five Main Corridors), 这包括大马依斯干达 
(Iskandar Malaysia), 北马经济走廊特区 (NCER), 东海岸经济特区 (ECER), 沙巴发展廊 
(SDC)以及砂拉越再生能源走廊 (SCORE) 。一些的特定工程包括霹雳州南区的汽车工
业城 (Proton City), 教育城(Educity)和青年城(Youth City); 吉打黑木山的免税区; 吉兰
丹的督巴里工业园区; 和砂拉越的巴类水坝。

 • 大马进出口銀行 (EXIM Bank) 将提供10亿令吉作为信贷设施的保险。
 • 2亿令吉将分配给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 (MIDA) 的重大影响战略基金。

马来西亚的税收法规随着国际税务和数码业务的发
展趋势而不断的在进化。加上国内公交连结及数码
连结上的快速转型, 马来西亚将成为跨国公司的主要
区域中心。“ “

杨英萍
安永东盟税务服务首席合伙人

特定领域的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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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进度曾是稳定和可预测的。归功于数码技术, 现今社会的进度已是充满
爆炸性和扰乱性的。无论您的业务发展如何, 税务将是设计数码世界战略的关
键考量因素。一个对税务敏感的业务战略将能推动创新, 增强客户互动, 重新
计划您的物业并保护您的数码资产。以下, 让我们一起看看数码科技如何影响
您的内部和外部的税务功能 。

促进您的税务数码化转型的

扰乱关键

全球市场数码化

高智能税务

数码纳税局3

2

1

税务的复杂性

税务数据准备

税务团队必须赶上他们公司快
速数码化和全球化的业务线和
运营。

高智能数码化税务功能
让收集过程自动化和能
对大量数据进行深入的
分析.

政府正在对其税务机关进行
数码化提升，并更新税收政
策，以应付虚拟和无边界的
商业世界。

持续的业务创新让税务功能的跟进充满挑战：

 • 间接税影响 来自无边界, 基于云端交易和全球商业
化的知识产权

 • 所得税的问题 在于辨识哪个地区创造了多个税务司
法管辖下提供的数码产品和服务中应缴税的价值

这可能是数码税的未来吗？

电子文档 电子会计 电子匹配 电子审计 电子评估

传统的报税单和表格必
须在规定的时间内以电
子方式提交

在特定时间范围内达到
提交所需的电子源据

政府开始加强分析能
力, 允许跨税务类型分
析, 纳税人和税务管辖
区域的实时数据匹配

政府实时分析和交叉核
对税务申报。 政府会
给予纳税人制定时间做
出回应

税务局能直接联系企
业制度, 分析数据, 确定
适当的税率和决定付
款金额

数码科技如
何影响您的
申报税务功
能？

从一开始，将税收视角纳入任何系统的设计将能，确
保对税务数据的准备：

 • 促进深入及战略性的分析

 • 消除人工与重复性的工作

 • 确保数据正确性

 • 制定路线图以解决当前和可预见的税务问题

重塑您在数码世界里的税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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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税务战略是否合适用于这个数码世界?
领先实践的税务功能将成为贵公司数码化转型中的战略性业务
合作伙伴。

税务数据准备

数码税收功能的注重反映了当今日益数码化和无国界的全球
格局的事实。 公司需要发展适当的竞争力和能力, 将其税收
功能转变为强大的兼能适应新科技, 法规和商业模式。
Amarjeet Singh
合伙人兼马来西亚税务主管，
Ernst & Young Tax Consultants Sdn. Bhd.

“ “

数码化税务

策略
数码税务管理

数码化税务效益

码变化的商业策略，模式和
供应链的税收影响是什么？

数码杠杆技术如何帮助建
立更好的工作税功能？

您能做些什么来满足政府数
码税务管理的需求，持续监
管变革和法律风险管理？

数码化如何通过利用数据
提供增值洞察力和更好的

可视性？

税务大数据

税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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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个税及司税的建议

降低低收入群的个人
所得税税率

 • 应纳税收入等级处于20,000至70,000令吉 之间的纳税人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将降低2% 。

 • 此建议将在2018课税年生效 。

住宅租金收入免税  • 此财政预算案提议减免马来西亚居民的住宅租金收入50% 的税收, 条件是每间住宅的每月
租金不可超过2,000令吉及屋主和租户之间必须有合法的租赁协议。

 • 此优惠税项仅于2018至2020课税年有效。

女性离开职场重返工
作岗位的优惠税项

 • 此财政预算案提议在截至2017年10月27日已离开职场至少两年的女性, 如重新受雇, 其薪
资将获免税优惠。优惠仅限于连续长达12个月的薪资收入。此优惠需于2018年1月1日至
2019年12月31日期间向马来西亚人才机构 (Talent Corporation Malaysia Berhad) 提交申请。

 • 此优惠税项仅于2018至2020课税年有效。

延长所得税减免期限  • 现今, 纳税人为子女在 "一个马来西亚教育关怀计划"(Skim Prihatin Pendidikan 1Malaysia)即 
SPP1M（ [此前名为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kim Simpanan Pendidikan Nasional)（]的净储蓄可获高
达 6,000令吉的当年税务减免。此税务减免项的限期将延长3年, 至2020课税年。

个人税

引入收益剥离规则
来取代资本弱化规
则，马来西亚对税
基侵蚀和利润转移
(BEPS)倡议的承诺

 • 资本弱化规则曾在2009年财政预算案里被提呈。随后在所得税 (1967年)法令中也引入了第
140A条款。这项规则旨在限制资本弱化公司利息的过度扣除。然而, 资本弱化规则的实施后
来被推迟到2017年12月31日 。

 • 此财政预算案建议用 "收益剥离规则" 替代资本弱化规则。根据这项规定, 关联公司之间的贷
款利息扣除将限于利息和税前收益（ (EBIT)（或利息, 税费, 折旧和摊销前利润 (EBITDA) 的10% 至
30%。这项建议符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或OECD) （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 (BEPS)倡
议行动4中提出的建议 。

 • OECD制定了BEPS计划, 以对抗气势汹汹或侵略性的跨国税务规划 。
 • 2018年财政预算案演讲里强调马来西亚是有意实施BEPS规划和自动交换司法管辖区之间的

信息 。

信息通信技 (ICT)设
备和电脑软件的加
速资本减免 (ACA)

 • 目前, 购买任何ICT设备和电脑软件的ACA将被延长至课税年2020。不过, 此ACA的首期减免
和年度减免将各别是20%, 相较之前所给予的80%年度减免。

 • 开发定制软件的支出, 包括质询费用, 执照费用和与软件开发相关的附加费用将会给予ACA,
有效期为课税年2018至2020。

优惠税于工业革命
4.0

 • 企业被鼓励通过转型走向工业革命4.0来提升价值链和提高生产率;这将涉及采用先进技术如: 
人工智慧, 机器人和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技术。

 • 这建议给于在2018至2020课税年度的加速资本补贴（(ACA)（和自动化设备补贴（ (AEA)的首个1
千万令吉的合格资本支出。在2年内,补贴完全可以申报。预计在适当的时候进一步澄清。

 • 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必须在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收到申请书。

公司税

应纳税收入等级 (令吉) 目前税率 (%) 建议税率(%)

20,001 — 35,000 5 3

35,001 — 50,000 10 8

50,001 — 70,000 1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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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税和其它提案

扩展零税率及免税的
供应范围

 • 地方政府所提供的所有服务将豁免征收消费税。此建议将从2018年4月1日或2018年
10月1日起生效, 并由地方政府作出选择。

 • 阅读刊物的零税率供应将扩展至所有杂志, 学术期刊, 期刊读物和漫画, 从2018年1月1
日起生效。

 • 为了统一由联合管理机构和管理单位所提供的分层建筑物管理及维修服务的消费税税
务处理, 该免税率范围将扩大至房屋发展商所提供的管理及维修服务, 从2018年1月1
日起生效。

扩展消费税免税(GST 
relief) 的供应范围

 • 消费税被建议免税的供应范围如下:
 • 马来西亚港口营运商向游轮所提供的装卸服务, 从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

日期间生效。
 • 通过合法筹款所进行的学校或宗教场所建筑工程服务开销。此项免税将包括从2017

年10月27日起提交给财政部的申请, 并适用于2017年4月1日或之后所签署的工程
合同。

 • 从2018年1月1日起, 航空, 海运, 石油和天然气行业营运公司所进口的高价值设备的
大票项目(big ticket items) 。高价值设备清单和批准条件将由财政部规定。

 • 由石油和天然气行业营运公司从特定区域（纳闽, 浮罗交怡和刁曼岛）在租赁协议
下所进口的物品, 从2018年1月1日起生效。物品清单和批准条件将由财政部规定。

精简消费税和海关的
行政管理

 • 自2019年1月1日起, 消费税上诉仲裁庭和海关上诉仲裁庭将合并为单一的海关上诉仲
裁庭, 以便纳税人可以在海关和消费税两个方面提交上诉。

促进经济发展

 • 政府建议将免消费税进口的商品价值 (de minimis value) 从最低限额500令吉提高至800
令吉, 以符合政府促进电子贸易增长及建立数码自由贸易区的意向。

 • 邦格岛将被列为免税岛, 但免税商品不包括酒精饮品, 香烟和引擎交通工具。
 • 为了推动北马地区的经济发展，政府将发展黑木山工业自由贸易区以促成为边境经济

特区(Special Border Economic Zone), 以吸引国内外投资者。

注:
在本出版物发行时, 财政部的 "Finance Bill" 尚未公布。 
本出版物中的税务意见是根据2018年财政预算案演说搞及其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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