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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省時間成本

Let's Click

JomKlikHASil鼓勵電子報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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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6日讯）相
信纳税人对内陆税收局的
JomKlik H A S i L 计 划 里 的 报
税和缴税并不陌生a
JomKlik HASiL是-项鼓励纳税人提交纳税申
报表(BorangNyata ) 或
者使用简易、准确及安全
的手机应用程式MyTax。
MyTax是ezHASiL服务的
主要平台，如电子报税
(e-Filing ) 、 注 册 纳 税 档
案（e-Daftar ) 、 支 付 税 款
(ByrHASiL ) 和 其 他 功 能
等。
JomKlik H A S i L 旨在鼓
励纳税人以电子方式提交
纳税申报表，并准确地填
写申报表，以此方式可以
节省时间和成本。纳税人
受促使用内陆税收局提供
的网上服务，通过政府建
议的新规范进行申报，并
向纳税人提供税务建议。
JomKlik H A S i L 计 划 从
即日起至4月30日，让纳税
人提交BE报税表（非经营
生意及没有商业收人），
至于B报税表在6月30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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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必须提交。

电子报税
截止日期更迟
为了鼓励纳税人使用
网上服务，如网上填写及
提交BE报税表，纳税人可
以在5月15日之前提交表
格，比起传统的纸张报税
截止日期4月30日来得更
久。至于B报税表则被允许
在7月15日之前提交，而传
统的纸张报税的截止日期
是6月30日。
个人没有经营生意或
受薪人士，通常每个月有
PCB预扣税。PCB预扣税在
计算实际税款时，有助减
轻员工缴纳税款的负担。
在纳人了应得的减免或回
扣，如果预先缴纳的税款
超过实际应缴的税款，纳
税人提交报税表后将获得
差额的退税。

30个工作曰内
获退税
电子报税表将在30个
丁作日内获得退税，而邮

纳税人点击内陆税务局网站上的eduZONE,可以获
得Jom Klik HASiL的最新消息。
寄或个人递交报税表则需
90个工作日。
ezHASiL让纳税人方便
透过网上处理税务，无需
亲自到内陆税收局分行。
从2020年起，内陆税收局
分行不再开放电子报税的
柜台，加上政府制定了标
准作业程序，该措施可以
遏制病毒传播。

认你已注册成为纳税人。
通过e-Daftar功能得到电
子报税的密码，收到密码
后即可展开电子报税，以
及透过ByrHASiL支付税
款0评估和支付可以透过
e-Lejar査询。
欢迎民众浏览内陆税
收局的官方网站：https://
mytax. has il. gov. my/0

使用电子报税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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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ES
節省時間成本 JomKlikHASil鼓勵電子報稅Let''sClick(f e - F i l m q ]iM y*- JTVI
Jom Klik HASiL is a program to encourage filing of Borang Nyata or using of easy, accurate and safe mobile application, MyTax
among taxpayers. MyTax is the main platform of ezHASiL services with features for e-Filing, e-Daftar and ByrHAS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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