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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fr阿都拉萨大学（UNIRAZAK)名誉教授
兼丁商管理硕士课程总监（环球伊斯兰
金融）峑佐雅巴尔达伊指出，宪法规定人民有依
法律纳税之义务，同时也是因为政府透过预算，
统筹运用，如建造公共服务便利设施，惠及人
民。
此外，他说，政府也为人民和业者提供适合
经商的环境，如商业空间、T业园以及其他经商
便利设施，确保业者有收人和盈利，进而依收人
而缴税。

敦

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造福于民
崙佐雅巴尔达伊指出，政府的这些举措，有
助于居家者有T作机会以及有收人，进而能够幸
福安康过活。此外，通过国际连接，创造出口市
场机会，也有助于为业者提供广阔的业务前景。
基于有T.作机会、有经商机会进而能够创造
收人和盈利，每个经济个体，概括个人、商家和
公司便需要以缴税形式回馈政府。个人受促在有
收人情况下缴付个人所得税，公司也需要每年缴
付公司所得税。
马来西亚实行的税务制度是确保收人来源不
会存在重复征税问题，也就是说，公司4在盈利
情况下缴付公司所得税，而股息中的红利则不会
再被征税。
对马来西亚政府来说，公司盈利税（cukai

keuntungan syarikat )以及个人所得税(cukai
pendapatan individu )是两项主要收入来源。

為新經濟_
政府征税的目的来自于为社会提供公共设施和服务，满足人民获
得公共便利设施、安居乐业的需求。
政府有责任确保社会繁荣，人民生活美好。政府因此为人民提供
了各种便利设施如道路、电供、水供、公共交通、学校、医院、诊疗
所、菜市场、回教堂、祈祷所、警察局、公园、交通灯系统等等。

马来西亚管理税收来源的成就
根据2021年联邦政府税务预算，政府
估计明年税收盈利增加至1743亿7000万令
吉，比较2019年减少了大约61亿9600万令
吉。
在1743亿7000万令吉当中，有1318

亿7000万令吉是直接税（Hasil Cukai
langsung) 0

间接税(Cukai tidak langsung )收人
预计将有425亿令吉间接税包括销售服
务税（SST ) 将 贡 献 2 7 9 亿 令 吉 ； 关 税 将
贡献87亿6800万令吉；进口税将贡献20亿
500万令吉；出口税将贡献9亿2200万令
吉 ： 2021年财政预算案的3225亿4000万令
吉财政预算，税收贡献占了54.06%, i f 接
税占40.88%,其中个人所得税占13.15%�
公司所得税20.02%�石油税4.03%�

政府财政资源的预算
除了税收来源，预计政府也要依赖非
税收收人以及借贷，以弥补收人的不足以
及应对日愈增加的政府预算。

马来西亚的所得税框架是依据税
法制定，并基于公平、合理负担、利
息获取、征收便利，征收的准确性的
原则来征税。
虽然我国有超过1500万居家者工
作，但有需要在内陆税收局设立户头
者不超过300万人。
计算一个国家的人民的缴税负
担的最基本方法，就是依税收总额和
国内生产总值之问的比重，也就是国
家征收的税额与纳税人产出总量或总
经济规模的对比关系，具体来说，是
指税收收人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

值。税收负担是指纳税人应履行纳税
义务而承受的一种经济负担。
马来西亚在这方面的比率是
12.5%,而美国、英澳洲、印
度、屮国皆超过20%,新加坡是
14.2%,印尼是12.0%�而所谓的第
一：世界国家如寮国是10.8%、柬埔寨

8.0%�缅甸4.9%:
在马来西亚，个人所得税与国内
生产总值的比值是2.7%;时企业税与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是4.12%。
如果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简称经合组织）的平均个

公司税率和税务负担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比较，马来西亚的所得税率相
对较低。在东盟国家，公司税率平均为20%，而马来
西亚标准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4%，中小型公司的税率是
18%。
亚洲和欧洲国家则拥有较低的税率，例如香港
16.5%、新加坡17%、英国19%。长期来说，马来西亚政
府有需要考虑降低公司税至20%的可能性，以达致世界
的平均水平。
虽然马来西亚的标准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4%，整体
来说平均率还是很低，因为超过90%的马来西亚公司的
缴税率为17% (资本额250万令吉以下的公司按累进税率
征税，即资本额50万令吉的税率为17%,超过50万令吉
的税率为24% ) �

个人所得税与税务负担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比较，马来西亚最高税率一般低
至28%�英国的最高税率47%�美国51.8%�中国45%�
土耳其40%�
低过马来西亚的亚洲国家则有香港15%�柬埔寨
20%�新加坡22%�斯里兰卡15%�
在马来西亚，扣除公积金后的年收人达到3万4000
令吉以上，就必须开档报税。n前，个人所得税的缴付
是依据累进税率征税，每月赚取超过5000令吉收人的人
士需要缴纳所得税，年收人逾200万令吉者征税30%
若和其他经济发展中国家比较，马来西亚的所得税
征收率总体来说还是相对较低_、
若以人均收人和总税率计算，马来西亚内陆税收局
的税率框架比其他国家低。

人所得税23.9%,以及平均公司所得
税9.3%比较，马来西亚的巴仙率远远
低于经合组织o
上述数&显示，个人和业者虽然
获取收入，但在缴付税务贡献方面相
对的低，在销售收入只贡献6.82%
若和经合组织先进国家比较，马
来西亚的上述2.7%以及4.12%比值，
反映出-个人作为所有基本经济资源
的最终所有者（包括人力、资本、土
地等等），税务负担相对很低：

在冠病疫情冲击下，个人所得税和公司
税是否应该降低？
正如前面所说的，个人所得税在国内生
产总值的比值只贡献少过3%，而公司所得税
的贡献则少过5%。
这意味著，在马来西亚缴付个人所得税
和公司税，在直接税方面只占总收人的平均
7%0
马来西亚实行的是累进税率的概念，收
入越高，所得税缴税率也越高。
然而如果因为冠病疫情导致收人缩减，
那么所应缴付税率便应该相对降低。
基于这种原因，冠病疫情造成的不确
定性和经济冲击，预计将会减轻纳税人的负
担，因为纳税人或是企业的所应缴税收入已
经下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针对冠病疫
情带来的冲击的研究显示，很多国家无意降
低所得税缴交率，只有印尼政府在今年采取
降低企业税措施，即从25%降低至22%,并在
2022年时降至20%。
也有几个国家采取豁免征收消费税措施
如增值税，借此振兴和刺激国家经济：
那么，国家是否有延期收税的预算？
先进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屮
国、印度，乃至非洲、亚洲、南美洲等国家
和地区，则采取了延期缴税措施。
基于疫情造成的经济萎缩持续下去，个
人和公司经营者的现金流皆受到影响，短期
内缴税能力也会受影响。
推迟征税达一年，可以让纳税者短期内
稍微透-•口气，以及做出更好的理财方案。
已有-些国家采取这种措施，推迟征收•些
应该收取的税务。

冠病疫情冲击下，税率是否应该降低？

直接税概括3大税收，分别是公司所
得税、石油税、个人所得税。
公司税预计将贡献645亿9600万令
吉；石油税预计将贡献130亿令吉；个人
所得税预计将贡献424亿3900万令吉：

非税收收人367亿7500万令吉气屮
(包括国油公司将向中央政府派发的340
亿令吉股息），将贡献19.4%。另外有127
亿3600万令吉来自执照和准证的收入。
所以，有超过856亿4000万令吉或是
26.55%的预算必须通过借贷来偿还。这对
国家来说有两个重大影响性，即财政赤字
增加预计为国内生产总值的5.4%，以及国
家贷款利率的提高（政府已在国会通过将
债务上限提高到60%)：
基于政府为人民，经商者提供工作，
包括做生意的公共服务和获取各方面收人
的便利设施，确保个人、业者常年有收
人，政府便有权征税。
从另-个层面来说，纳税者往往会觉
得这是•项沉重的生活负担 ： 因为他们需
要从收人中缴税，或是从经商获利中以及
每日开支屮缴税。
面对冠病疫情打击，一些公司因为被
迫暂时关闭，面对生意fi停止或下跌的重
大难关或危机。基于这些原因，有纳税者
认为在缴付税务方面应该获得宽松，例如
降税
纳税者认为赚取收人而缴税是理所、
然的事。不过，他们的问题是每年应该缴
付多少的税务，才可以资助政府的行政费
用或开销。纳税者也认为，有哪些税是应
该减少缴付的？

税率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

疫情冲击下的应对政策
马来西亚政府可以实行这种措施吗？其实，这有赖于政府
的财务状况，因为政府必须支付各种开销。
预计马来西亚将面对财政赤字达5.4%，这将是预计征收的
古接税收的逾64%。如果所有个人纳税者延缓缴税，预算赤字
将进-•步提高2.7%。而8.1%的财政赤字将让国家财政加剧恶
化。因此，马来西亚政府不能就此做出妥协，以免付出更大的
代价。
政府应该意识到，税收不能汽作是应付政府所有开销的
财务来源，为了应对财政预算赤字，政府除了借贷，别无选
择。2021年时，借贷数额将占政府财政资源的26.5% ( 850亿令
吉）o

马来西亚拥有众多天然的经济资源以及商业革新成果：马
来西亚政府拥有的公司和投资机构，可以协助增加国家收人，
而国油、国库控股、国民投资公司以及其他政府拥有的机构，
也有很好的发展势头，可为政府每年带来收人来源。
长期来说，投资方案需要重组，确保永续经营，例如挪威
信托基金的价值便高达10兆美元，有能力支付逾30%的国家预
算。马来西亚有必要设立本身的基金（Dana Emlowment)，类
似WAQF Negara宗教公产 ，并通过来自国油、国民投资机构、
国库控股专业人员的管理，进而协助国家增加收人以及普惠人
民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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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ES
敦古fr阿都拉萨大学（UNIRAZAK)名誉教授兼丁商管理硕士课程总监（环球伊斯兰金融）峑佐雅巴尔达伊指出，宪法规定人民有依
法律纳税之义务，同时也是因为政府透过预算，统筹运用，如建造公共服务便利设施，惠及人民。此外，他说，政府也为人民和业
者提供适合经商的环境，如商业空间、T业园以及其他经商便利设施，确保业者有收人和盈利，进而依收人而缴税。税收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造福于民崙佐雅巴尔达伊指出，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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