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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和运荡时期间
的考量  

在一般的情况下，如果布伦特原油的交易价格为

每桶26美元
1
早已会在强烈依赖石油收入的国家

里引起广泛关注。这在过去二十年里从未听闻的

原油价格
2
应该早已会在头条新闻，董事会及咖

啡餐室里广泛讨论。但，2020年并不同于一般

时期。  

随着经济停滞不前的情况下，“扁平曲线”已成

为我们的主要目标。在每隔一日的下午五点，面

对着大众逐渐熟悉的卫生局局长所呈现的悲惨数

目时，民众的乐观情绪也会随然的被吞没。而在

明天和往后的日子里，迫在眉睫的全球经济衰退和低

迷将会威胁着我们的经济发展。 

是的，这就是新冠肺炎；一个在短短一个月内就已导

致行动控制令(“控制令”)被延长和两项经济刺激方

案的流行病。在控制令刚生效时，马来西亚的税务局

（“税务局”）和皇家海关署（“海关”)已宣布了一

连串的税收减免和措施。所宣布的主要措施包括：延

长报税期、推迟旅游业的缴税期、和豁免港口经营者

进口或本地购买的设备和机器及进口和贩卖口罩上的

进口税和销售税。  

在2020年3月27日，我国首相也揭幕了第二经济刺激

方案。各业的中小型企业现已获取延迟在2020年四月

份至六月份里的税务缴税期。这类似于在第一项经济

刺激方案里所宣布对旅游业的缴税延期，该类业务被

允许延期缴纳税务 6个月，即 2020年 4月至 2020年 9

月。 

除了控制令和两项经济刺激方案所引入的措施以外，

许多公司都面临着收入和利润下降的必然前景。无论

1 在本文章起草日期（2020年3月27日）时，布伦特原油交易价格为每桶26.57美元。   

2 https://www.nasdaq.com/market-activity/commodities/bz%3anmx/historical; 和 

 https://www.macrotrends.net/2480/brent-crude-oil-prices-10-year-daily-chart 

所得税 
销售和服务税  
关税 

照片： Patrick Langwall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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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集团内部或以外，而融资都将会成为企业生存的必要条件。企业们将会面临履行其征税义务和付款的困难。

在以下文章内，作者们将会探讨在未来几个月里，企业将会面临的困难，特别是与缴税、税收估计修订、面对

税收审计和调查 、申请延缓税务评估效力、申请减免税、收回坏账、集团内部融资引起的转让定价问题、税务

扣除利息支出的花费、收入剥离规则和其他间接税等问题。  

1. 所得税  

修订税收估计  

新冠肺炎对经济的影响不仅限于控制令的期限，而且很可

能影响到所有行业的未来的盈利。虽然中小型企业可以暂

时缓缴納稅款至2020年6月，但不属于此类別的纳税人可

能会面临利润未能反映先前的预测和估计而可能要修改税

款分期付款的情况。 

根据法律规定，纳税人必须在纳税年度的纳税基准期开始

前至少30天提供纳税款的估算。
3
 公司当年度的应纳税款

预估额不可低于上一纳税年度应纳税款预估额的85%。
4 

如果没有提供修订后的预估值，当年的应纳税额不得低于

上一纳税年度预估值的85%。 估计应繳税款须由一個课税

年度的课税基期的第二个月起，按月等额繳納。
5
  

由于行动管制令的原因，税务局已将原定于2020年3月31

日或之前提交的预繳税款表格(表格204)及表格204A(适用

于第6个月及第9个月的修訂)的期限延长至2020年4月30

日。 此外，税务局还允许企业在第3期缴税期间，

如果该月落在2020年3月，也可以修改估税表。我

国首相在宣布第2次经济刺激计划时也重申，受新

冠肺炎影响的企业可以在第3、6、9个月的基期内

修改估税额。 

因此，纳税人有必要审视未来几个月的财务状况，

如果预期利润明显下降，可以考虑下调预缴税款。

这将有助于帮助纳税人的现金流，并可将资金重新

分配到更重要的业务领域。实际上，税务局亦会按

各别案的情況，考虑纳税人申请低于最低款额的分

期付款。 

3  《1967 所得税法 (“ITA”)》 

第107C（2)条。 

4  《ITA》 第107C（3）条。 

5  《ITA》 第107C（5）条。 

照片： Kelly Sikkema 

https://unsplash.com/@kellysikkema?utm_source=unsplash&utm_medium=referral&utm_content=creditCopy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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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TA》 第103 和106 条。 

7  Government of Malaysia v Jasanusa Sdn Bhd [1995] 2 CLJ 701. 

8  http://itatonline.org/archives/uoi-vs-p-d-sunny-supreme-court-coercive-recovery-of-taxes-etc-during-corona-virus-

crisis-the-orders-of-the-allahabad-kerala-high-courts-directing-the-authorities-to-defer-

coercive-recovery-of-taxes/ 

9  https://www.canada.ca/en/department-finance/news/2020/03/canadas-covid-19-economic-response-plan

-support-for-canadians-and-businesses.html 

10  《ITA》 第 78, 79, 80, 81 和 82 条。 

在ITA的条例，税务局具有在税务审计和调查中向

纳税人索取文件的广泛权力。
10
 关于在控制令期

间应提交的文件，提交截止日期已延长至2020年4

月30日。同时，预期在控制令期间需对于税务局

函件作出答复的纳税人的截止日期也被延长 直

2020年4月30日。 

纳税人可以对税收审计或调查所产生的评估提出

上诉。此类上诉必须在收到评估通知后的30天内向所得税

特别专员（“SCIT”）提出上诉通知书（“表格Q”）。

基于控制令，在控制令期间应提交的Q表格的截止日期已

延长至2020年4月30日，并无需提交延期申请（“N表

格”）。 

正如税务局在2020年3月27日的公告所述，所有税务局官

照片： Sharon McCutcheon 

未能缴税 – 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申请缓延： 特殊情况应给予特

殊处理？ 

税务上诉，审计和调查 

在考虑到所有纳税人都将会面临的困难下，政府应意识到当前的流行病并延迟开始或延缓继续进行追回未缴所得税的

民事诉讼案。
6 在此类诉讼中，法庭已经在过往的案件里裁定ITA 并不会禁止法庭在适当的情况下准予缓延。

7 
法庭在

决定是否允许缓延申请时所采取的标准是在纳税人的案件里是否存在着特殊情况。对于受病流所影响的纳税人，当前

情况或许能被判定为特殊情况而获取缓延。 

这同于在印度采取的做法；安拉阿巴德高等法院在近期前下令，鉴于新冠肺炎所造成的非一般情况，暂时推迟所有官

方部门的追回诉讼案。高等法院的这个法令，只在鉴于印度最高法院获取印度政府以“充分意识到当前局势，并且会

自行实行适当的机制来缓解所有面临的关切与困难”
8
 的保证之下才被中止了。同时，加拿大政府也允许了将纳税期延

迟至2020年9月1日，并且免利息或罚款。
9  

https://unsplash.com/@sharonmccutcheon?utm_source=unsplash&utm_medium=referral&utm_content=creditCopy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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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ITA》 第34(1)条。 

12  《ITA》 第34 (3)(a)及 34(3)(b)条, ITA, 和 第(24)(1)及(24)(5)条。  

13 《ITA》 第34(2)(a) 及 34(2)(b)条。 

14 《ITA》 第34(3(a)条。  

15  例如，ICB v Ketua Pengarah Hasil Dalam Negeri (2011) MSTC ¶10-022  

16  Sastep Sdn Bhd v KPHDN (2017) MSTC ¶30-143。 

17  Ireka Corporation Bhd v Ketua Pengarah Hasil Dalam Negeri （R2-14-04-2011）（HC）。 

随着新冠肺炎造成的经济灾难，纳税人面对坏帐的发生率预计

将上升。纳税人应意识此类债务在税务法律下可以获取扣除，

也应意识获取此类扣除的条件。
11
 

债务是指贸易债务,或是纳税人在放贷业务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债

务。
12 
在能获取扣除之前，该坏账必须符合两个条件。首先，该

债务必须被合理估计在所有情况下无法在课税年度的年终之前

完全无法，或者部分的无法被收回。
13 此外，该债务金额也必须

已计入在前一个课税年度的总收入里。
14
 

从此，可获取扣除的坏账显然必须可以被个别地确认。债务是

否能在所有情况下合理估计得是全部或部分无法收回是事实。

我们的法院已经澄清，在进行扣除之前, 纳税人必须先采取合

理步骤以追回债务。
15
 

合理步骤的例子包括发出提醒通知，探索债务重组计划，进行

谈判或仲裁以及及时采取法律行动。
16
 法院还意识到，在某些

情况下，预期的法律费用以追回预期的债务可能是过高的，而且双方之间已尝试替代争议解决方式但没有效果。在这

些情况下，原本的债务和和解金额（如果有的话）之间的差额可以被扣除。
17
  

在税收审计的情况下，纳税人可能会被要求证明其坏账扣除额。因此，纳税人必须保持良好的文件和记录，以证明之

前将某些债务视为坏账的决定是正确的, 包括已考虑过或已采取的步骤来追讨债务。 

员都必须在家中执行各自的任务。因此，建议正在接受审核或调查的公司继续准备和审核需提交的文件，并为进一步

的要求做好充分准备，因为预计税务局将在控制令结束后会继续进行此类审核和调查而不会拖延。税务局若在控制令

期结束后立即开始新的审核和调查也将不足为奇。 

税务扣除坏账  

照片： Annie Spra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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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内贷款：转让定价，利息支出， 和收入剥离规则 

在受新冠状病毒影响的国家中开展大量业务活动的国际公

司可能会发现，成员公司有必要或便利地进入集团内部贷

款以在艰难的经济环境中生存。此类企业应注意相关交易

可能产生的税收影响。 

转让定价是跨境公司间贷款的主要考虑

因素。马来西亚的转让定价法规定，集

团内部融资的应付利息应保持公平。
18
 

确定独立交易的比率涉及评估借款人和

贷方公司的职能和风险，以及确定集团

内部金融交易的商业和经济相关特征。

重要的是确保贷款的条款公平交易，而

不仅仅是利率。
19
 

根据经合组织(“OECD”)最近发布的

《金融交易转移定价规范》，应同时考虑贷方和借款人的

观点，尤其是在提供和接受此类融资方面的风险。
20
 好比

如，关联公司间与贷方可能不会执行与独立贷方相同的流

程；就如收集有关借款人业务的资料，此类资料可能已在

该组内提供。但是，在确定是否已按照独立各方之间同意

的条款提供贷款时，信誉度，信用风险和经济状况等相同

的商业考虑因素仍然重要。此外，特定公司或集团的信用

评级是相关的考虑因素。 

除转让定价要求外，利息费用及其支付也受马来西亚特定

法律的约束。如果集团内贷款的利息由马来西亚公司支

付，则只有当借入的款项已用于产生公

司的总收入或已用于产生总收入的总资

产的借贷额时，才可减税。
21
支付给非

居民的利息也要缴纳预提税，通常为

15％
22
，除非根据马来西亚与接受公司

管辖区之间的双重征税协议适用不同的

税率。 

 

 

马来西亚最近引入了收入剥离规则

（“ESR”）。 ESR致力于将支付给相

关公司的利息扣除额限制在纳税人未计利息，税项，折旧

和摊销前的税收收入 (“EBITDA”)的20％。
23
 ESR适用

于每年总利息支出超过RM500,000的公司。
24
 纳税人可以

无限期结转任何超额利息支出，并在公司的股东保持基本

相同的前提下，在未来的估税年中扣除该支出。
25
 

18  《ITA》 第140A条 及《2012年所得税（转让定价）规则》和《2012年转让定价指导方针》。 

19  《2012年转让定价指导方针》 第IX章，第9.5段。 

20  经合组织发布的 《金融交易转让定价指导方针》 C.1 集团内贷款。  

21  《ITA》 第33(1)(a)条；另请参见第 《ITA》 33(2)条中的限制。 

22  《ITA》 第109条。 

23  《ITA》 第140C条和 《2019年所得税（利息抵扣限制）规则》 第五条。 

24  《2019年所得税（利息抵扣限制）规则》 第2(1)(a)条。 

25  《2019年所得税（利息抵扣限制）规则》 第6条。 

根据经合组织 

(OECD) 最近发布

的《金融交易转移

定价规范》，应同

时考虑贷方和借款

人的观点，尤其是

在提供和接受此类

融资方面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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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减免索赔 

鉴于当前的形势，团体减免也可能有助于减轻团体公司的纳税负担，尤其是于某些

受到大流行影响成员公司经营的行业。退保公司也可能从索赔公司获得付款作为退

回损失的对价。然而，索赔公司不能扣除此类付款的税款。 

在本质上，团体减免机制允许间亏损公司把在某个特定的课税年度高达70%的调整后

损失交予集团内的其他相关公司，
26
从而允许索赔公司减少该课税年度的应纳税额。

生效2018年12月27日，这团体减免仅适用于新公司，并且只能在其运营开始的前三

个课税年度索赔。
27
 

企业必须满足某些条件才能索赔团体减免。
28
 退保以及索赔公司必须是相关公司与

拥有超过250万令的实收资本。综上所述，如果索赔公司直接或间接拥有至少70%退

保公司的实收资本
29
或反之亦然

30
，或者如果至少70%的退保及索赔公司是直接或间

接由另一家马来西亚公司拥有，
31
退保以和索赔公司就会被列为相关公司。此外，拥

有超过70％另一方公司的实收资本的公司还必须实益地享有另一方公司至少70％的

剩余利润，
32 
以及在清盘时享有至少70％的资产。

33 
亏损公司还可以选择以在随后

的课税年
34
中扣除最多七（7）年

35
结转其业务的亏损。 

26  《ITA》 第44A条。  

27  《ITA》 第44A（1）和第44A

（1A）条 。 

28  《ITA》 第44A（2）条 。 

29  《ITA》 第44A（3）（a）条。 

30  《ITA》 第44A（3）（b）条。  

减免申请 - 特殊时期的非凡措施  

公司可以选择的缓解经济影响的方法是根据《1967 所得税法》第129（1）条, 基于

公正和公平, 向财政部长申请减税。 即使已缴纳的税款也可以给予这种减免，并且

所缴纳的税款可以退还给纳税人。部长根据此条款授予的减免权是自由裁量权， 而

且部长很少行使这个此条。但是，新冠肺炎带来的特殊情况可能会要求公司考虑向

部长申请此类特殊措施。部长应考虑到这种减免的可能性，特别是作为对重灾行业

的整体激励和刺激计划的一部分。  

31  《ITA》 第44A（3）（c）条。  

32  《ITA》 第44A（7）（a）条。  

33  《ITA》 第44A（7）（b）条。  

34  《ITA》 第43（2）条。  

35  《ITA》 第44（5F）条。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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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定价文件记录与完整度 

从长远来看，税务局很大可能性会增强审计活动以弥补目

前席卷全球的流行疾病所造成的税收短缺。处于亏损状态

的公司肯定会引起马来西亚税务局的注意。预计许多国际

公司将采取措施来维持整体的运营能力，例如通过公司之

间筹资和股票流通。可以预料马来西亚税务局将对此类交

易进行仔细检查以确保转让定价的合规性。在这方面，转

让定价文件记录特别重要。 

马来西亚税法要求纳税人准备转让定价文件记录，
36

 其中

包括有关业务性质和市场状况以及影响制定任何定价政策

的策略。
37

 此类文件必须在关联方交易的执行过程中准

备。如果特定的估税年度发生任何重大变化，则必须在归

档公司的纳税申报表之前更新相关的文件。
38

 重大变化包

括将影响关联方交易的运营和经济变更。例子包括股权，

业务模式和活动，和融资结构的变化，以及并购，经济下

滑和自然灾害。
39
 

接下来，建议进行关联交易的公司考虑其业务决策中的转

让定价含义 ，并应考虑以下几点： 

 

 

 

 

 

 

 

 

 

 

 

 

 

 

可以理解，目前企业最重要的考量是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

展以及员工和社区的福利。尽管马来西亚税务局应采取务

实的方法处理未来的审计和调查，但仍应敦促公司确保遵

守相关税法，以减轻可能受到的处罚。 

36 《2012年所得税（转让定价）规则 （“ITTPR”）》 第4（1）条。 

37  《ITTPR》 第4（2）条。 

38  《ITTPR》 第4（3）条。  

39  《 2012年转让定价指导方针》 第 11.2.1 段。 

是否按照所得税法第140A条的规定，

按公平原则进入所有交易（未来和过

去的交易）？  

根据当前情况，现有交易的独立交易

价值是否已更改？  

是否需要对现有转让定价策略和模型进

行调整以适应这种偏差和业务环境？  

是否准备了转让定价文件记录，并保留

了所有文件证明？  

现有的转让定价文件记录是否需要更新

以应对任何重大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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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贸易，销售税和服务税 (SST) 与 关税局  

鉴于新冠肺炎的严重性， 世界各国已采取措施实施行动管制并收紧边界. 这种措施肯定会扰乱全球贸易和经济。  因

此，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减轻影响至关重要。  

关税局可能会采取措施缓解新冠肺炎对贸易和制造业的影响。 例如，关税局可以实施一项计划，允许贸易商申请延期

支付关税，以减轻企业的财务负担。美国已经实施了类似的计划，根据该计划，美国关税局将确定延期的期限以及具

体情况下准予延期的程序。
40
 或者, 关税局总监可根据1967年《关税局法》第17B（1）条放宽分期付款申请的要求。 

其次，关税局也可以考虑针对某些商品和有良好合规记录的企业实施简化的报关程序，以达到通关目的，并在通关后

提供补充报关单，以计算应付关税。英国引入了一种简化的申报程序，称为 关税局货运简化程序 （Customs Freight 

Simplified Procedures）或者 “CFSP” 作为常规进入程序的可选方案。
41 
这种简化的程序将有助于加快通关过程，

以在经济不景气期间促进贸易。这也将有助于企业改善现金流，因为仅在提交补充声明时才需要付款。 

第三，关税局可以考虑推迟所有审核和任何执法措施，直到另行通知，以减轻受影响企业的行政负担。 一些国家如，

俄罗斯和意大利等已下令暂时暂停所有税收和关税局审核（除少数例外）和执行措施，以控制疫情对企业的破坏。
42
  

40  https://content.govdelivery.com/bulletins/gd/USDHSCBP-2825bb2?wgt_ref=USDHSCBP_WIDGET_2 

41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notice-760-customs-freight-simplified-procedures-cfsp/

vat-notice-760-customs-freight-simplified-procedures 

42  https://www.agenziaentrate.gov.it/portale/cs-12032020; 及 http://government.ru/en/news/39221/ 

照片： chuttersnap 

https://unsplash.com/@chuttersnap?utm_source=unsplash&utm_medium=referral&utm_content=creditCopy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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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已签发《需求单》的审核, 关税局可以考虑延长企业遵守要求的时间，并允许企业全面延长向总监提出审查申请

的时间。 关税局也可以考虑在这个遇险的期间中免收滞纳金。 

43  Customs Announcement on 25.3.2020, https://mysst.customs.gov.my/assets/document/Annoucement/

MAKLUMAN%20OPERASI%20DAN%20PERKHIDMATAN%20JKDM%20SEMASA%20PKP2.pdf 

44  VAT: Tax Measures Taken Worldwide Related to COVID-19, https://wts.com/global/publishing-

article/20200320-covid-19-measures~publishing-article?language=en 

45  https://www.treasury.gov.my/pdf/pre2020/Booklet_2020_Economic_Stimulus_Package.pdf 

提供销售税和服务税（SST）免税期或延期付税？重新恢复消

费税（GST）的适当时间？ 

伴随着行动管制令的延长，关税局宣布将提交SST申报表

的截止日期由2020年3月31延迟至2020年4月30日，同时也

将免除相关罚款。
43
 尽管如此，政府还是需要采取更积极

的措施，以减轻各界商家们因为新冠肺炎所受的干扰。 

当前，世界各国所采取的增值税（“ VAT”）措施如下：
44
 

在控制令期间，由于各个规模的企业都面临着员工减少的

问题，因此，进一步延长提交SST申报表和缴付SST的限

期,是在帮助企业确保遵守税收合规一项不可避免的措

施。 

在控制令之前，政府已在其2020年经济振兴配套中宣布了

为期6个月（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的服务税免

税期，此优惠适用于《 2018年A组第一项服务税条例》规

定的酒店，旅馆，住宿房，服务式公寓，寄宿家庭和其他

经营者。
45
 我们认为，旅游税也应在2020年全面暂停。 

但是，现在新冠肺炎已影响到旅游业以外的商家，全球经

济下滑的风险似乎迫在眉睫。因此，政府应考虑降低现行

的SST税率，以刺激控制令之后的消费。例如，日本目前

正在考虑将其消费税税率从10％降低至5％的可能性。 

鉴于企业仍在为新冠肺炎带来的市场不确定性而苦苦挣

扎，任何对现有间接税收制度的重大修改都将增加企业不

必要的负担和成本。此外，政府应认真考虑加速归还在

GST时代积欠企业的GST退款，然后才决定是否再次重新恢

复GST，因为迅速处理GST的退款是成功实施GST/VAT这种

德国，奥地利，比利时和葡萄牙允许

VAT缴纳的延期，而希腊已宣布将VAT缴

纳期延迟四个月。 

法国，澳大利亚和罗马尼亚也为各企业

实施了加速的VAT退税，以确保现金的

流动性。另一方面，塞浦路斯已决定降

低其现有的VAT税率。 

意大利则宣布从3月12日起，全面暂停

其税收制度一直到另行通知为止。在此

期间，无需提交VAT申报表和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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