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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
马来西亚位于赤道稍北，在东南亚的正中心。由十一州组成的马来西亚半岛是在亚洲大陆的最南端，
而沙巴及砂拉越则位于婆罗洲岛的北部及西部海岸。
MIDA办事处地点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贸工部）领先发展马来西亚的
工业活动，以进一步提高国家的经济成长。马来
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是隶属贸工部的一个机
关，负责促进和协调国内的工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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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投资者在落实和操作他们的投资项目方面提供协
助。
如果您有意探讨在马来西亚的投资机会，请联络
MIDA以取得更多的信息和决策方面的协助。(请参
阅最后一页的MIDA总部和其国内外办事处的联络
细节)。

起步准备 ......................................................................................................

投资奖掖 ......................................................................................................

课税 .............................................................................................................

入境手续 ......................................................................................................

制造业的劳动力 ..........................................................................................

银行、金融业与外汇管理 .........................................................................

知识产权保护 ..............................................................................................

环境管理 ......................................................................................................

基础设施的支撑 ..........................................................................................

实用地址

目录表
第一章
起步准备
1.
		
		
2.
		
		
		
		
3.
		
		

制造业方案的核准
1.1 1975年工业协调法
1.2 工业方案核准指南
公司注册
2.1 在马来西亚经商的方式
2.2 公司注册手续
2.3 外国公司登记
2.4 电子服务
股权政策指南
3.1 对制造业领域的股权政策
3.2 外来投资保护

3
3
4
4
4
5
7
8
8
8
9

第二章
投资奖掖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给予制造业的奖掖
给予农业的奖掖
给予航空航天业的奖掖
给予生物科技业的奖掖
给予旅游业的奖掖
给予环境管理的奖掖
给予研究与开发的奖掖
给予医疗器材业的奖掖
给予培训的奖掖
给予核准服务业项目的奖掖
给予航运与运输业的奖掖
给予马来西亚多媒体超级走廊
(MSC MALAYSIA)的奖掖
给予信息与通信科技的奖掖
给予制造业相关服务的奖掖
给予营运总部的奖掖
给予国际采购中心/地区分销中心的奖掖
代表处/地区办事处
给予财资管理中心的奖掖
给予在马来西亚的工业设计服务提供者的奖掖
给予私立和国际学校的奖掖
其他奖掖

15
22
30
31
32
37
40
42
43
46
47
47
48
49
50
53
56
57
59
60
60

第三章
课税
1.
2.
3.
4.
		
		
5.
6.

马来西亚的课税
应税所得分类
公司税
个人所得税
4.1 居民个人
4.2 非居民个人
预扣税
不动产利得税

71
71
71
72
72
75
75
75

7.
8.
9.
10.
11.
12.

销售税
服务税
进口税
国内税
关税申诉仲裁庭及关税裁决
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76
77
77
78
78
78

第四章
入境手续
1.
		
		
		
2.
		
		
3.
4.

进入马来西亚的规定
1.1 护照或旅行证件
1.2 签证规定
1.3 通行证规定
雇佣外侨员工
2.1 外侨职位种类
2.2 雇佣外侨员工指南
申请外侨员工职位
雇佣外国劳工

83
83
83
85
87
87
87
88
89

第五章
制造业的劳动力
1.
2.
		
		
		
3.
4.
5.
		
		
		
		
		
		
6.
		
		
		

马来西亚的劳动力
劳动力开发
2.1 工业技能培训设施
2.2 人力资源发展基金
2.3 管理层人员
人工成本
员工招聘便利
劳动准则
5.1 1955年雇佣法
5.2 沙巴与砂拉越的劳工法
5.3 1991年雇员公积金法
5.4 1969年雇员社会保险法
5.5 1952年劳工赔偿法
5.6 1994年职业安全与卫生法
劳资关系
6.1 职工会
6.2 1967年劳资关系法
6.3 无职工会的机构内的劳资关系

93
93
93
94
94
95
95
95
95
96
96
97
98
98
100
100
101
101

第六章
银行、金融业与外汇管理
1.
		
		

马来西亚的金融体系
1.1 中央银行
1.2 金融机构
1.3 马来西亚国际依斯兰金融中心

105
105
105
107

2.
		
		
		
3.
		
		
4.
		
		
		
5.
		
		

出口信贷再融资
2.1 融资方法
2.2 融资限期与限额
2.3 偿还
马来西亚的证券市场
3.1 马来西亚证券监督委员会
3.2 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
纳闽金融服务
4.1 纳闽金融服务局
4.2 纳闽国际商业与金融中心的商业活动
4.3 给予纳闽国际商业与金融中心商业的奖掖
外汇管制实施
5.1 适用于非居民的条例
5.2 适用于居民的条例

107
108
108
108
108
108
109
110
110
110
111
112
112
113

第七章
知识产权保护
1.
		
		
		
		
		
		

知识产权保护
1.1 专利
1.2 商标
1.3 工业设计
1.4 版权
1.5 集成电路布局设计
1.6 地理标记

117
117
117
118
118
118
118

第八章
环境管理
1.
2.
		
		
		
		
		
		
		
		
		
3.

政策		
对环境的规定
2.1 指定活动对环境冲击的评估
2.2 谁可进行环境冲击评估
2.3 地点适当性评估
2.4 书面通知或建造准字
2.5 安装焚化炉、燃烧设备及烟囱的书面核准
2.6 使用指定场地及指定运输工具的执照
2.7 排出废气与废水的标准
2.8 臭氧层破坏物的管制
2.9 指定废弃物的处理
给予环境管理的奖掖

121
122
122
126
126
126
127
127
128
128
128
129

第九章
基础设施的支撑
1.
		
		
		
2.
3.

工业地
1.1 工业园
1.2 自由区
1.3 保税工厂
供电 		
供水 		

133
133
133
134
134
135

4.
5.
6.
7.
		
		
8.
9.
10.

电信服务
航空货运设施
海港 		
货物运输
7.1 集装箱拖运
7.2 货运代理
公路		
铁路服务
马来西亚多媒体超级走廊（MSC MALAYSIA ）

135
135
136
137
137
137
137
137
138

实用地址
政府部门		
相关机构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驻国外办事处
马来西亚外贸促进局驻国外办事处
马来西亚外贸促进局国内州办事处
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国内州办事处
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驻国外办事处
封底内袋
附录I.
附录II.
附录III.
附录IV.
附录V.

. 受促进的活动及产品目录－通用
. 受促进的活动及产品目录－高科技公司
. 受促进的活动及产品目录－小型企业
. 受促进的活动及产品目录－特选项目
. 受促进的活动及产品目录－再投资项目

143
144
146
147
150
151
152

1

第一章

起步准备
1.

制造业方案的核准
1.1 1975年工业协调法
1.2 工业方案核准指南

2.

公司注册
2.1 在马来西亚经商的方式
2.1.1 公司结构
2.1.2 股份有限公司
2.2 公司注册手续
2.2.1 对本地注册公司的规定
2.3 外国公司登记
2.3.1 登记手续
2.4 电子服务

3.

股权政策指南
3.1 对制造业领域的股权政策
3.2 外来投资保护

第一章

起步准备
1.

制造业方案的核准

1.1 1975年工业协调法
政府提出1975年工业协调法(简称ICA)的主旨是确保国内制造业有秩序的发展
与成长。
该法规定，凡从事制造业的公司，其股东资金为马币250万令吉(RM250万)或
以上，或其全职受薪雇员为75名或更多者，均须向国际贸易及工业部 (简称
贸工部MITI) 申请工业执照。
所有工业执照的申请须提交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 (简称MIDA)。该局是贸工部
管辖下为促进与协调马来西亚境内工业发展的机构。
依据工业协调法，有关的定义如下：

•

“制造业活动”是指为了使用、销售、运输、交送或处置的目的，而对
任何物品或材料进行制作、改变、混合、装饰、润饰或以其他方式处理
或改装的活动，这包括零件的组装及船舶的修理，但不包括一般与零售
或批发业相关的活动。

•

“股东资金”是指公司的缴足资本、储备金、股份溢价帐余额，以及损
益分配帐余额的总和。
其中：

•

-

缴足资本为优先股及普通股相关的资金，但不包括因固定资产重
估而发出的红股相关的金额

-

储备金不包括因固定资产重估，资产折旧、换新或重置以及资产
递减而设定的准备金

-

股份溢价帐余额不包括因固定资产重估而发出的红股所引起的贷
项

“全职受薪雇员”是指在公司内一年12个月，每个月至少20天，每天正
常工作至少6小时，并有领取薪金的所有员工。

这包括由公司发出薪金及受公司控制的外勤销售、工程和维修人员。
这也包括注册公司的董事，惟只因出席董事会议而领取酬劳者除外。这定义涵
盖定期领取薪金或津贴以及缴纳雇员公积金或其他退休金的家庭工作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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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工业方案核准指南
政府对工业方案的核准指南是基于资本投资额与雇员人数的比率。比率低于
每人5万5千令吉的投资案被划定为劳工密集者而不能获得工业执照或税务奖
掖。不过符合以下任何准则的方案，可免受上述指南的约束：

•
•
•
•

增值为30%或更高者
管理、技术与监督人员指数为15%或以上者
有关方案从事或生产被列入受促进的高科技公司的活动和产品目录者
申请工业执照的现有的公司（先前被豁免者）

扩充产能与产品多样化
己领有执照的公司，如欲扩充生产能力或从事产品多样化计划以制造另外的
产品，须向MIDA提出申请。

2.

公司注册

2.1 在马来西亚经商的方式
在马来西亚经商，可通过下列其中一种方式进行：
i.

由个人独资经营

ii.

由二人或更多人 (但不超过20人) 合伙经营

iii.

依据1965年公司法的规定由在本地注册的公司或在本地登记的外国公
司经营

在马来西亚，一切独资及合伙企业均须依1956年商业注册法向马来西亚公司
委员会（SSM）登记。合伙经营的合伙人于企业资金不足时，须共同及个别
负责企业的债务及承担。合伙人可拟定正式的合伙契约以制定每一合伙人的
权利和义务，但这并非是强制性的。
2.1.1 公司结构
1965年公司法涵盖马来西亚国内所有的公司。该法规定公司须向公司委员会
注册后方能经营任何业务。
该法规定下列三类公司可被注册：
i.

股份有限公司，其成立的原则是其成员的负债，是依据公司组织大纲限
定为已认购但仍未缴足（如有者）的金额

ii.

担保有限公司，其成员于公司清盘时的负债，是依据公司的组织大纲和
章程限定为成员已承诺将捐献于公司资产的金额

iii.

无限公司，其成立的原则是其成员的负债额无限制

起步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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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股份有限公司
马来西亚最普遍的公司结构为股份有限公司。这类公司可注册为私人有限公
司（以其名称的Sendirian Berhad或Sdn Bhd部分识别)，或公众公司（以其
名称的Berhad或Bhd部分识别)。
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大纲及章程如下者，可注册为私人公司：
i.

限制股份转让的权利

ii.

限制其成员人数最多为50人，惟不包括公司或其子公司的雇员及某些已
离职的雇员

iii.

禁止邀请公众人士认购其股票及债券

iv.

禁止邀请公众人士以定期或随时可支出的方式存款于公司，不论有无利
息

公众公司可直接成立；另一方法是依1965年公司法第26条把私人公司转变为
公众公司。此类公司可向公众人士献售股票，惟：
i.

它已向证券监督委员会登记其招股计划书

ii.

它已在发出招股计划书当日或之前提交一份计划书予马来西亚公司委员
会

公众公司可申请让其股票在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上市，惟须遵守该交易所所
制定的条规。其后发行的证券 (例如因购股权而发行者或红股，或因并购而
发行者)，则须获得证券监督委员会的核准。
2.2 公司注册手续
公司注册须以第13A表格向公司委员会提出申请，并为每个所申请的名称缴
付30令吉的费用以核定所拟议的公司名称是否可被使用。若可则申请将被核
准，而所拟议的名称则保留予申请者，为期三个月。
下列文件须在公司名称核准后的三个月内提交公司委员会：
i.

公司组织大纲和章程

ii.

依法声明书(第6表格)

iii.

个人在被委任为公司董事前或发起人在公司成立前所作的宣誓书(第48A
表格)

iv.

另外的证件包括：

•
•
•

第13A表格的正本
公司委员会核准公司名称函件的副本
每名公司董事和公司秘书的身份证或护照的副本，若有委任外籍
董事者

公司组织大纲记录公司的名称、宗旨、拟议的注册资本额 (若有) 以及把资本
额细分为固定金额的股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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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描述监管公司内部事务管理及事业经营的条规。
注册证发出后，公司即成为一法人团体，有能力行使一家经已注册的公司的
各项功能，也可控告他人或被他人控告。它可依公司的印章被永远的继承下
去，有权力拥有土地，惟公司的成员于公司清盘时须依1965年公司法对公司
的资产作出捐献。
目前，注册本地公司可通过交互单柜台在一天内完成。这是自2010年4月1日
引进的措施。
公司注册 – 于2010年4月1日对客户的承诺
公司委员会保证以快速和有效的方式在依据下表的时间内审查、批准、登记
和完成下列的申请：
事宜

时间

公司登记
公司注册

1日

地位改换

1日

公司改名       

1日

上市公司开始营业

1日

抵押登记

2日

信托契约批准

5日

招股计划书登记   

3日

非验证的公司文件

30分钟

经验证的公司文件

1小时

*   申请公司名字无需注册公司。
** 所需时间从缴费收到至证书发出为止。
2.2.1 本地注册公司的规定
公司须在马境内维持一个注册办公处，作为保存依本法规定的一切文件。公
司的印章及文件须以可读的罗马字母显示出公司名字及公司编号。
公司不得从事本身股票的交易或持有其控股公司的股票。公众公司的每一股
在公司的任何股东大会投票时仅有一票，惟私人公司可规定其股东得拥有不
同的投票权。
公司秘书须为已届合法年龄的自然人，他的主要或唯一的住所是在马境内。
他必须是一个指定团体的会员或已获得公司注册官发出的执照。公司也须委
任一家获核准的公司审计师担任其在马来西亚的审计师。
此外，公司应有至少两名董事，他们的主要或唯一的住所是在马来西亚。公
众公司或其附属公司的董事一般上年龄不可超过七十岁。公司董事不需也是
股东。

起步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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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外国公司登记
外国公司可通过
i.

注册一家当地公司，或

ii.

在马来西亚登记一家分行

以在马来西亚经商。
依据1965年公司法，外国公司的定义是：
i.

一家在马来西亚国外登记的公司、企业、社团、协会或其他组织，或

ii.

一家非注册的社团、协会或其他组织，这些组织可依据其发原国的法律
起诉或被起诉，或以其特为此目的而委任的秘书或其他职员的名义以拥
有产业，而这组织的总部或主要营业地点并不在马来西亚。

2.3.1 登记手续
i.

申请者须首先进行名称查核，以鉴定为计划中公司所拟议的名称是否可
使用。用来登记该外国公司的名称应和其在其发原国的一样。
申请须以第13A表格向公司委员会提出，并为所申请的名称缴付30令
吉。所拟议的公司名称被公司委员会核准后有效期为三个月。

ii.

申请者须于名称核准后三个月内提交下列文件予公司委员会：
a.

该外国公司的一份经验证的公司注册证或登记证的副本

b.

该外国公司的一份经验证的公司组织大纲及章程或其他组成公司
章程的文据的副本

c.

第79表格（一份列出该外国公司董事名单和相关细节的申报表）
若名单列出在马来西亚居住的董事也是该外国公司的董事，一份
阐明该董事代表该外国公司所执行的权利的备忘录，须提交公司
委员会。

d.

一份任命状或委托书，授权一名或多名在马来西亚居住的人士代
表该外国公司接收送达任何应交予该外国公司的通知书

e.

第80表格（公司代理人依规定格式所作的宣誓书）和另外的第
13A表格的正本及公司委员会核准该外国公司名称函件的副本。

注：若上述的任何文件是以马来西亚文或英文之外的语言书写，一份经验证
的马来西亚文或英文的翻译必须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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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缴交予公司委员会的注册费如下表：
注册资本（令吉）

应付收费（令吉）

高达100,000

1,000

100,001 － 500,000

3,000

500,001 － 1,000,000

5,000

1,000,001 － 5,000,000

8,000

5,000,001 － 10,000,000

10,000

10,000,001 － 25,000,000

20,000

25,000,001 － 50,000,000

40,000

50,000,001 － 100,000,000

50,000

100,000,001 及以上

70,000

在计算注册费时，外国公司的名义注册资本应首先依据现行的汇率兑换
成马来西亚币（令吉）。
若公司并无指定股本，公司须缴交一千令吉的统一收费予公司委员会。
iv.

符合了注册手续和提交了完整的文件后，注册证书将由公司委员会发
出。

v.

公司核准后，公司或它的代理人负责确保遵守1965年公司法。公司细
节或名称或注册资金的任何改变，须于改变发生日的一个月内向公司委
员会申报，并附上适当的收费。每家公司须保存正确的帐目记录，而公
司须于每历年一次向公司委员会提交年度报告。

注：外国人受促寻求一名律师、会计师或开业中的公司秘书的服务和协助。
2.4 电子服务（E-Services）
电子服务（E-Services）的引进，取代了与公司委员会来往的常规方式（即
通过柜台服务）。通过这管道，文件电子申报（e-lodgment service）和获
取企业与商业信息（e-Info Service）实现了，而缴费可以信用卡、直接借记
或预付户头进行。
电子申报（e-lodgment 或 e-filing）使到公司、企业或其授权人士可通过互
联网的政府门户提交某些法律上所需的文件，而e-Info让购买企业和商业信
息得以在线进行。
欲知更多信息，请浏览马公司委员会的网站www.ssm.com.my或www.ssmeinfo.com.my 。

3.

股权政策指南

3.1 对制造业领域的股权政策
马来西亚向来都欢迎制造业领域的投资。为了增加国民在这领域的参与，政
府鼓励马国民与外来投资者设立合资企业。
起步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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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新投资案，扩充及产品多样化投资案的股权政策
从2003年6月17日起，外国投资者可在所有的新投资案以及现有公司的扩充产
能及产品多样化的投资案中持有100%的股份，无视出口的比率及产品或活动
的种类。
此政策也适用于：
i)

先前豁免申请工业执照，但因其股东资金现已达250万令吉或其全职雇
员已达75名而须领取执照者。

ii)

已领有工业执照但先前被豁免股权分配条件的公司，但由于其股东资金
已达250万令吉而须遵守该条件者。

适用于现有公司的股权政策
在2003年6月17日以前订下的股权分配和出口比率的条件将仍旧保持。
不过公司可申请撤销这些条件，批准与否视个案情形而定。
3.2 外来投资保护
马来西亚对创造一个安全的投资环境所作的承诺，已吸引了来自40多个国家
的逾8千家国际公司把马来西亚作为它们的海外基地。
股份持有权
股权参与已获核准的公司，将不需于任何时候重组其股权结构，但公司须继
续遵守其原本核准的条件，并保有其投资案的原本特色。
投资保证协定
马来西亚随时准备与他国缔结投资保证协定，这是政府渴望增强外来投资者
信心的一个证明。
投资保证协定提供投资者下列保证：

•
•
•
•

不收归国有及征用的保障
若收归国有或征用时，确保迅速及足够的补偿
利润、资本及其他酬金可自由转移
依解决投资争端公约的规定处理投资纷争。马来西亚自1966年起已是
该公约的成员

马来西亚已与下列集团及国家缔结投资保证协定：

集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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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
回教国家组织

国家
阿尔巴尼亚
阿尔及利亚
阿根廷
奥地利
巴林
孟加拉
比利时-卢森堡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博茨瓦纳
布基纳法索
柬埔寨  
加拿大
智利共和国
中国
克罗地亚
古巴
捷克共和国
丹麦
吉布提
埃及
埃塞俄比亚
芬兰
法国
德国

加纳
几内亚
匈牙利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朗
意大利
约旦
哈萨克斯坦
北韩
南韩
科威特
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
黎巴嫩
马其顿
马拉维
蒙古
摩纳哥
納米比亚
荷兰
挪威
巴基斯坦
巴布亚新几内亚

秘鲁
波兰
罗马尼亚
沙特阿拉伯
塞内加尔
斯洛伐克共和国
西班牙
斯里兰卡
苏丹共和国
瑞典
瑞士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台湾
土耳其
土库曼斯坦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美国
英国
乌拉圭
乌兹别克斯坦
越南
也门
津巴布韦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
为了协助促进和保护外来投资，马来西亚于1966年核准了解决投资争端公约
的条款。这项在国际重建与开发银行赞助下设定的公约，通过其设在华盛顿
的主要办公处的国际解决投资争端中心，提供国际调解或仲裁。
吉隆坡区域仲裁中心
吉隆坡区域仲裁中心是在亚非法律咨询组织的支持下于1978年设立。该委员
会是一个与马政府合作且受马政府援助的政府与政府之间的组织。
该中心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它为亚洲太平洋地区服务，为与该地区或在该地
区内从事贸易、商务及投资的各方当事人的利益提供一套解决争端的制度。
任何有关契约、违约、中止契约或契约失效而引起的争端或索赔，将依吉隆
坡区域仲裁中心的仲裁条规解决。

起步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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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投资奖掖
1.		 给予制造业的奖掖
2. 		 给予农业的奖掖
3.		 给予航空与航天业的奖掖
4． 给予生物科技业的奖掖
5.		 给予旅游业的奖掖
6.		 给予环境管理的奖掖
7． 给予研究与开发的奖掖
8． 给予医疗器材业的奖掖
9.		 给予培训的奖掖
10. 给予核准服务业项目的奖掖
11. 给予航运与运输业的奖掖
12. 给予马来西亚多媒体超级走廊
（MSC MALAYSIA）的奖掖
13 . 给予信息与通信科技的奖掖
14. 给予制造业相关服务的奖掖
15. 给予营运总部的奖掖
16． 给予国际采购中心/地区分销中心的奖掖
17． 代表处/地区办事处
18． 给予财资管理中心的奖掖
19． 给予在马来西亚的工业设计服务提供者的奖掖
20． 给予私立和国际学校的奖掖
21. 其他奖掖

投资奖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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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奖掖
1. 给予制造业的奖掖		

15

5. 给予旅游业的奖掖		

32

1.1 给予制造业公司的主要奖掖
		
(i) 新兴工业地位
		
(ii) 投资赋税减免
1.2 给予高科技公司的奖掖
1.3 给予策略性投资案的奖掖
1.4 给予中小企业的奖掖
1.5 给予生产机械与设备的奖掖
		
1.5.1
给予生产特选机械与设备的奖掖
1.6 给予汽车业的奖掖
		
1.6.1
给予汽车业关键和高增值部件
				
的奖掖
		
1.6.2
给予组装和制造混合动力和电
				
动车的奖掖
1.7 给予利用棕榈生物质的奖掖
		
(i) 新公司			
		
(ii) 给予作再投资的现有公司的奖掖
1.8 给予制造业的另外奖掖
		
(i) 再投资减免		
		
(ii) 加速资本减免
		
(iii) 给予确保电供质量设备的加速资本减免
		
(iv) 给予保安控制设备的加速资本减免
		
(v) 给予工业化建筑系统的奖掖
		
(vi) 给予出口额增加的税务减免
		
(vii) 集团减轻		

15
15
15
16
16
16
17
17
17
17

5.1
		
		
		
		
		
		
		
5.2
		
		
		
		
		
		
		

32
32
33
33
33
34
34
34
35
35
35
35
35
36
36
36

2. 给予农业的奖掖		

22

2.1. 给予农业的主要奖掖
		
(i) 新兴工业地位
		
(ii) 投资赋税减免
		
(iii) 给予生产粮食的奖掖
2.2. 给予清真产品的奖掖
		
(i) 给予生产清真食品的奖掖
		
(ii) 给予其他清真活动的奖掖
		
(iii) 给予为清真食品及品管制度和标准取
			
得认证的支出的双重扣除
2.3 给予农业的另外奖掖
		
(i) 再投资减免		
		
(ii) 给予基于本地资源工业的再投资奖掖
		
(iii) 给予食品加工业再投资的奖掖
		
(iv) 加速资本减免
		
(v) 农业减免		
		
(vi) 给予核准农业项目资本支出的100%
			
的减免
		
(vii) 给予出口额增加的税务减免
		
(viii)给予提供食品冷藏链便利与服务公司
			
的奖掖
		
(ix) 给予藤与木基产品出口运费的双重扣除

23
23
23
24
24
24
25
26

18
19
19
19
19
19
20
20
20
21
21
22

37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37
37

给予造林计划的奖掖
给予储存、处理和清除有毒和危险性废弃物
的奖掖
给予废弃物再循环的奖掖
给予节省能源的奖掖
(i) 提供节省能源服务的公司
(ii) 为本身消费而进行节省能源的公司
给予利用可再生能源生产能的奖掖
给予利用再生能源以供自用的奖掖
给予获得绿色建筑指数证书的建筑物的奖掖
给予环境管理的加速资本减免

37
38
38
38
38
39
39
39

7． 给予研究与开发的奖掖

40

7.1 给予研究与开发的主要奖掖
		
(i) 研究与开发承包公司
		
(ii) 研究与开发公司
		
(iii) 内部研究		
		
(iv) 给予研发活动再投资的奖掖
		
(v) 给予把公共领域的研发成果商业化的奖掖
7.2 给予研究与开发的另外奖掖
		
(i) 给予研究与开发的双重扣除
		
(ii) 给予把研究成果商业化的研究者的奖掖
			

40
40
41
41
41
41
42
42
42

8. 给予医疗器材业的奖掖

42

29
29

8.1 给予医疗器材测试实验室的奖掖
		
(i) 投资于新医疗器材实验室的公司
		
(ii) 提升现有医疗器材实验室的公司

42
42
42

30

9. 给予培训的奖掖		

43

9.1
9.2
		
		
		
		
		
		
		
		

43
44
44
44
44
44
45
45
45
45

30

4. 给予生物科技业的奖掖

31

4.1
4.2
		
		
		

31
32
32
3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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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给予环境管理的奖掖

26
26
27
27
27
28
28

3. 给予航空与航天业的奖掖
给予生物科技业的主要奖掖
生科地位公司的筹资
(i) 种子资金		
(ii) 研究与开发对应资金
(iii) 国际商业开发对应资金

给予旅馆和旅游业的主要奖掖
(i) 新兴工业地位
(ii) 投资赋税减免
(iii) 给予旅馆业新投资案的更高奖掖
(iv) 给予旅馆和旅游业再投资的奖掖
(v) 给予保健旅游的奖掖
(vi) 给予保健旅游的另外奖掖
(vii) 给予豪华游艇业的奖掖
给予旅游业的另外奖掖
(i) 给予国外促销的双重扣除
(ii) 给予受核准的商展的双重扣除
(iii) 给予旅行社的赋税豁免
(iv) 给予主催国际会议与商展的赋税豁免
(v) 给予文化表演的扣除
(vi) 给予汽车出租业者的奖掖
(vii) 给予出口额增加的税务减免

给予培训的主要奖掖
给予培训的另外奖掖
(i) 招募员工成本扣除
(ii) 给予就职前培训的扣除
(iii) 给予非雇员培训的扣除
(iv) 给予现金捐献的扣除
(v) 特别工业建筑物减免
(vi) 教育设备免税
(vii) 特许权使用费免税
(viii)给予经核准培训的双重扣除

		
		
		

(ix) 人力资源发展基金
(x) 给予有组织的实习生计划的奖掖
(xi) 给予颁发奖学金的奖掖

45
46
46

18. 给予财资管理中心的奖掖
18.1
18.2
18.3
18.4

57

合格标准		
财资服务/合格的活动
奖掖			
其他优惠		

57
57
58
59

10. 给予核准服务业项目的奖掖

46

10.1 给予核准服务业项目的主要奖掖
		
(i) 依据1967年所得税法第127条的免税
		
(ii) 依据1967年所得税法第7B附表的投
			
资减免
10.2 给予核准服务业项目的另外奖掖

46
46
46

19. 给予在马来西亚的工业设计服务提
供者的奖掖

59

47

20. 给予私立和国际学校的奖掖

60

47

21. 其他奖掖 				

60

11. 给予航运与运输业的奖掖
11.1 给予航运运作的免税
11.2 拖车头与拖车豁免销售税

12. 给予马来西亚多媒体超级走廊
(MSC MALAYSIA)的奖掖
12.1 给予MSC MALAYSIA地位公司的主要奖掖

47
47

47
48

13. 给予信息与通信科技的奖掖

48

13.1 给予应用信息与通信科技的奖掖
		
(i) 加速资本减免
		
(ii) 给予营运支出的单一扣除
		
(iii) 给予出口额增加的免税
					

48
48
49
49

14. 给予制造业相关服务的奖掖
(i) 新兴工业地位		
(ii) 投资赋税减免		

49
49
49

15. 给予营运总部的奖掖

50

15.1 营运总部			
15.2 营运总部地位的核准、奖掖及其他优惠
15.3 股权规定			
15.4 奖掖				
15.5 其他优惠			
15.6 雇佣外侨员工		
15.7 给予拥有核准营运总部地位的居民公司的
		
弹性外汇管理措施
15.8 其他弹性外汇管理措施

50
50
52
53
52
52
53
53

16. 给予国际采购中心/地区分销中心的奖掖

53

16.1 国际采购中心/地区分销中心地位的核准
16.2 股权规定			
16.3 奖掖				
16.4 给予拥有核准国际采购中心和地区分销
		
中心地位的居民公司的弹性外汇管理措施
16.5 其他弹性外汇管理措施
16.6 其他优惠			
16.7 雇佣外侨员工		

54
54
54
55
55
55
55

17. 代表处/地区办事处		

56

17.1 定义				
17.2 代表处				
17.3 地区办事处			
17.4 被准许的活动		
17.5 不被准许的活动		
17.6 合格标准			
17.7 设立的期限			
17.8 雇佣外侨员工		

56
56
56
56
56
57
57
57

21.1 工业建筑物减免		
60
21.2 给予MSC MALAYSIA公司建筑物的工业
61
		
建筑物减免
21.3 查账费扣除			
61
21.4 给予风险资本业的奖掖
61
21.5 给予拆除与迁移资产的成本的奖掖
61
21.6 给予取得知识产权的奖掖
62
21.7 给予中小企业注册专利和商标的奖掖
62
21.8 关税相关的奖掖		
62
(i) 原料与零组件进口税豁免
62
		
(ii) 供配套用的进口医疗器具的进口税豁免 62
		
(iii) 机械与设备的进口税和销售税豁免
63
		
(iv) 备用零件与消耗品的进口税和销售税
63
			
豁免				
		
(v) 外包制造活动的进口税和销售税豁免
63
		
(vi) 保养、修理及翻修活动的进口税和销
63
			
售税豁免
		
(vii) 太阳能发电系统设备的进口税和销售税 63
			
豁免
		
(viii)高能量效率设备的进口税和销售税豁免 64
		
(ix) 混合动力和电动车的进口税和国内税豁免 64
		
(x) 销售税豁免		
65
		
(xi) 进口税、销售税及国内税回扣
65
21.9 出口奖掖			
65
		
(i) 给予促进出口的单一扣除
65
		
(ii) 给予促进出口的双重扣除
65
		
(iii) 给予出口信贷保险保金的双重扣除
66
		
(iv) 给予船运费的双重扣除
66
		
(v) 给予促进马来西亚品牌的双重扣除
67
		
(vi) 给予仓库的特别工业建筑物减免
67
		
(vii) 给予落实络世达网的奖掖
67
21.10 利用环境保护设备的奖掖
67
21.11 对环境保护的捐献
67
21.12 给予雇员宿舍的奖掖
67
21.13 给予雇员幼儿的看顾设施的奖掖
67

投资奖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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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投资奖掖
马来西亚的直接与间接税务奖掖是依据1986年投资促进法、1967年所得税
法、1967年关税法、1972年销售税法、1976年国内税法及1990年自由区法
所制定。这些法令涵盖制造业、农业、旅游(包括旅馆)业、核准服务领域、
研究开发、培训与环境保护活动的投资。
直接的税务奖掖给予在一段指定的时间内全部或部份的所得税豁免，而间接
奖掖则是豁免缴交进口税、销售税和国内税。

1.

给予制造业的奖掖

1.1 给予制造业公司的主要奖掖
给予在制造业领域投资公司的主要奖掖是新兴工业地位与投资赋税减免。
新兴工业地位与投资赋税减免的合格条件是基于一些优先事项，包括增值、
技术与工业链接。合格的计划被称为“受促进的活动“或“受促进的产品“(请参
阅附录I：受促进的通用活动及产品目录)。
(i)

新兴工业地位

核准新兴工业地位的公司享有部分所得税豁免，为期5年，公司按其法定收
入*的30%课税，减免期由“生产日“算起(“生产日“是公司的生产水平达到最高
产能的30%那天)。
新兴工业地位减免期(“减免期“)内未吸收的资本减免和累积亏损可结转延后，
用来抵销减免期后的收入。
* “法定收入”是从总收益扣除收益支出与资本减免后而得。
申请应提交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
(ii)

投资赋税减免

公司可申请投资赋税减免(ITA)，作为新兴工业地位的交替选择。核准ITA的
公司在五年内的合格资本支出(如用在该核准计划的厂房、机械或其他设备
者)，享有60%的减免，从招致首笔合格资本支出当天算起。
公司可利用这减免额去抵销每估税年法定收入的70%。未用的减免额可结转
至以后年度至用完为止。余下的法定收入的30%将依据现行的税率课税。
申请应提交M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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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给予高科技公司的奖掖
高科技公司是指从事新兴技术领域内受促进的活动或生产受促进的产品的公
司(请参阅附录II：受促进的高科技公司的活动与产品目录)。高科技公司可享
有：
i.

新兴工业地位：公司法定收入的100％豁免所得税，为期五年。新兴
工业地位减免期内未吸收的资本减免和累积亏损可结转延后，用来抵
销减免期后的收入；或

ii.

投资赋税减免：公司在五年内招致的合格资本支出可获得60％的减
免，从招致首笔合格资本支出当天算起。这减免可被用来抵销每估税
年的法定收入的100%。未用的减免可结转至以后年度至用完为止。

申请应提交MIDA。
高科技公司须符合下列标准：
i.

当地研究与开发的年度支出，至少应达销售总额的1%。公司可从开始
生产或营业的3年内达到这个规定。

ii.

科学与技术员工的人数应至少占公司员工总数的15%，这些员工必须
拥有学位或文凭资格，并有至少5年的相关经验。

1.3 给予策略性投资案的奖掖
策略性的投资案牵涉到对国家利益有巨大影响的产品或活动，其通常的特点
是投资金额大而回收期长，技术水平高，作业一体化，可引发广泛的工业链
接并对国家的经济具有重大的影响。这类的投资可享有：
i.

新兴工业地位：公司法定收入的100％豁免所得税，为期十年。新兴
工业地位减免期内未吸收的资本减免和累积亏损可结转延后，用来抵
销减免期后的收入；或

ii.

投资赋税减免：公司在五年内招致的合格资本支出可获得100％的减
免，从招致首笔合格资本支出当天算起。这减免可被用来抵销每估税
年的法定收入的100%。未用的减免可结转至以后年度至用完为止。

申请应提交MIDA。
1.4 给予中小企业的奖掖
中小企业
从2009年估税年起，在征收所得税和税务奖掖方面，中小企业的定义已被修
订为一家在马来西亚的居民公司，其在一估税年基期初的缴足资本相等或少
于2百50万令吉，而这公司也不能为一家缴足资本超过2百50万令吉的公司所
控制。
中小企业可就其高达50万令吉的法定收入享有20%的减轻公司税，其余的收
入则照原有的25%计算。

投资奖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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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制造业公司
在马来西亚注册，股东资金不超过50万令吉，而其中马国民持有的股份占至
少60%的小型公司可申请下列奖掖：
i.

新兴工业地位：公司法定收入的100％豁免所得税，为期五年。新兴
工业地位减免期内未吸收的资本减免和累积亏损可结转延后，用来抵
销减免期后的收入；或

ii.

投资赋税减免：公司在五年内招致的合格资本支出可获得60％的减
免。这减免可被用来抵销每估税年的法定收入的100%。未用的减免可
结转至以后年度至用完为止。

独资或合伙经营的企业也可申请这项奖掖，惟须组织一间新的有限公司来接
管现有的生产或活动。
从2012年3月2日起，小型公司须符合下列条件，方可获得这个奖掖：
i.

产品的增值至少达25%；以及

ii.

管理、技术与监督人员的指数最少为20%。

有关公司须从事的活动或生产的产品为小型企业所规定的受促进活动或受促
进产品（请参阅附录III：受促进的小型企业的活动及产品目录）或为“受促
进的活动”或“受促进的产品”（请参阅附录I：受促进的通用活动及产品目
录）。
申请应提交MIDA。
1.5 给予生产机械与设备的奖掖
1.5.1 给予生产特选机械与设备的奖掖
生产特选机械与设备的公司可获得下列奖掖：
i.

新兴工业地位：公司法定收入的100％豁免所得税，为期十年。新兴
工业地位减免期内未吸收的资本减免和累积亏损可结转延后，用来抵
销减免期后的收入；或

ii.

投资赋税减免：公司在五年内招致的合格资本支出可获得100％的减
免，从招致首笔合格资本支出当天算起。这减免可被用来抵销每估税
年的法定收入的100%。未用的减免可结转至以后年度至用完为止。

申请应提交MIDA。（请参阅附录IV：受促进的活动及产品目录－特选项目）。
1.6 给予汽车业的奖掖
1.6.1 给予汽车业关键和高增值部件的奖掖
生产汽车业某些特选关键和高增值零部件的公司可获得下列奖掖：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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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工业地位：公司法定收入的100％豁免所得税，为期十年。新兴
工业地位减免期内未吸收的资本减免和累积亏损可结转延后，用来抵
销减免期后的收入；或

ii.

投资赋税减免：公司在五年内招致的合格资本支出可获得100％的减
免，从招致首笔合格资本支出当天算起。这减免可被用来抵销每估税
年的法定收入的100%。未用的减免可结转至以后年度至用完为止。

合格的汽车业关键和高增值零部件如下：

•
•
•
•

传动系统
制动系统
气囊系统
转向系统

用来生产混合动力车和电动汽车的合格关键零部件如下：

•
•
•
•
•
•

电动机
蓄电池
电池管理系统
换流器
电力空调系统
空气压缩机

这项奖掖适用于截至2014年12月31日收到的申请。
申请应提交MIDA。
1.6.2 给予组装和制造混合动力和电动车的奖掖
进行组装和制造混合动力和电动车的公司有资格获得下列奖掖：

•

新兴工业地位：公司法定收入的100％豁免所得税，为期十年。新兴
工业地位减免期内未吸收的资本减免和累积亏损可结转延后，用来抵
销减免期后的收入；或

•

投资赋税减免：公司在五年内招致的合格资本支出可获得100％的减
免。这减免可被用来抵销每估税年的法定收入的100%。未用的减免可
结转至以后年度至用完为止。

•

豁免本地组装/制造汽车国内税的50%或依工业协调基金的规定。

申请应提交MIDA。

投资奖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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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给予利用棕榈生物质的奖掖
利用棕榈生物质来生产增值产品如碎木板、中密度纤维板、夹板、纸浆及纸
的公司，可申请下列奖掖：
(i)

新公司
a.

新兴工业地位：公司法定收入的100％豁免所得税，为期十年。
新兴工业地位减免期内未吸收的资本减免和累积亏损可结转延
后，用来抵销减免期后的收入；或

b.

投资赋税减免：公司在五年内招致的合格资本支出可获得100％
的减免。这减免可被用来抵销每估税年的法定收入的100%。未
用的减免可结转至以后年度至用完为止。

（请参阅附录IV：受促进的活动及产品目录－特选项目）。
(ii)

给予作再投资的现有公司的奖掖
a.

新兴工业地位：由再投资引起的增加法定收入的100％豁免所得
税，为期十年。新兴工业地位减免期内未吸收的资本减免和累积
亏损可结转延后，用来抵销减免期后的收入；或

b.

投资赋税减免：公司在五年内招致的额外合格资本支出可获得
100％的减免。这减免可被用来抵销每估税年的法定收入的70%。
未用的减免可结转至以后年度至用完为止。

（请参阅附录V：受促进的活动及产品目录－再投资项目）。
申请应提交MIDA。
1.8 给予制造业的另外奖掖
(i)

再投资减免

再投资减免是给予那些从事制造业以及指定农业活动的现有公司，因扩充产
能、进行自动化、现代化或产品多样化而生产同一行业相关的产品而再投资
者，条件是该公司已作业至少36个月，从2009年估税年起生效。
减免额是合格资本支出的60%，并可被用来抵销估税年法定收入的70%，未
用的减免额可结转至以后年度至用完为止。

•

一家公司可将再投资减免用来抵销估税年的全部法定收入，若公司达
到的生产力，超越了财政部规定的水平。请联络内陆税收局以获取有
关各制造业细分行业指定的生产力水平的细节。(请参阅《实用地址－
相关机构》)

再投资减免可连续15年被享用，从第一次的再投资那年算起。公司只能在合
格计划完成后，即建筑物建成后或厂房或机械被启用后，才能提出要求。从
2009年估税年起，向同一集团内另一家关系公司购买资产的公司将不得享有
再投资减免，若有关资产已索求再投资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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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再投资而取得的资产在再投资后的五年内不得转让，从2009年估税年起生
效。
有意在新兴工业地位期届满前进行再投资的公司，可放弃其新兴工业地位或
新兴工业证书，转而享用再投资减免。
申请应提交内陆税收局。欲放弃新兴工业地位以交换再投资减免的申请应提
交MIDA。
(ii)

加速资本减免

享用了15年的再投资减免后，再投资于生产受促进的产品的公司可申请加速
资本减免。加速资本减免提供特别减免，让公司的资本支出在3年内注销，
即40%的初期减免额以及20%的年度减免额。
申请应提交国内税收局，并附上一封MIDA的信件证明公司在生产受促进的
产品。
中小企业可申请下列奖掖：

•

在2009及2010估税年取得厂房和机械而招致开销的加速资本减免。这
减免须在一年内即取得该资产的估税年当年内索求。这奖掖的有效期
为2009及2010估税年，和

•

中小企业不受“低价值资产”的最高一万令吉的资本减免限制，从
2009年估税年起生效。

加速资本减免的申请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iii) 给予确保电供质量设备的加速资本减免
为了减低作业成本，在设备方面招致资本支出以确保电供质量的公司可获两
年的加速资本减免，让公司的资本支出在两年内注销，即20%的初期减免额
以及40%的年度减免额。
唯有由财政部指定的设备可享用这项奖掖。
申请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iv) 给予保安控制设备的加速资本减免
加速资本减免可给予依1975年工业协调法领有执照的公司的工厂范围内装置
的保安控制设备。这减免供在一年内索求。从2009年估税年起，这减免已延
伸至所有的商业场所。可申请这减免的保安控制设备为：

•
•
•
•

防盗警报系统
红内线移动侦察系统
警报器
门禁系统

投资奖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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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闭路电视
视频监视系统
保安摄影机
无线视频发射机
延时录像和视频移动侦察设备

提交内陆税收局的2009 至2012年估税年的申请可享有这项减免。
(v)

给予工业化建筑系统的奖掖

工业化建筑系统将能提高建筑业的质量、创造更安全和更清洁的工作环境，
以及减低对外国劳工的依赖。招致资本开支以购买模具来生产工业化建筑系
统组件的公司，可获得加速资本减免，为期三年。
申请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vi) 给予出口额增加的税务减免
为了鼓励出口，马来西亚的制造业公司可获得：

•

相等于出口增加额的10%的法定收入免税，惟出口货物的增值须至少
达30%，或

•

相等于出口增加额的15%的法定收入免税，惟出口货物的增值须至少
达50%。

依据国家汽车业政策，汽车业制造商可获得：

•

相等于出口增加额的30%的法定收入免税，惟出口货物的增值须至少
达30%，或

•

相等于出口增加额的50%的法定收入免税，惟出口货物的增值须至少
达50%。

这提高的奖掖从2010年估税年起有效至2014年估税年。
为了进一步鼓励马国制成品的出口，在本地注册而马国民又拥有至少60%的
股权的制造业公司可获得：

•

相等于出口增加额的30%的法定收入免税，惟公司须取得显着的出口
增加；

•

相等于出口增加额的50%的法定收入免税，惟公司须成功开拓新的市
场；

•

相等于出口增加额的法定收入免税，惟公司须在同类公司中取得最高
的出口增加额。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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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集团减轻
1967年所得税法为所有当地注册的居民公司提供集团减轻。依据集团减轻，
一家公司的当年未吸收的亏损可被用来抵销同一集团内另一家公司（包括
从事受核准的粮食生产、造林、生物科技、纳米科技、光学及光子学的新公
司）的收入。从2009年估税年起，这集团减轻已从50%增至70%，惟以符合
下列条件为准：
a)

提出要求和放弃的公司的普通股缴足资本须超过250万令吉；

b)

提出要求和放弃的公司的会计期必须一样；

c)

提出要求和放弃的公司在集团内的股权须不少过70％；

d)

该70％的股权在前一年和有关的年度必须是连续的；

e)

由购买外国公司的资产而引起的亏损应就集团减轻不计 ；

f)

现享有下列奖掖的公司不符规取得集团减轻：
-

新兴工业地位

-

投资赋税减免/投资减免

-

再投资减免

-

船务收入豁免

-

依据1967年所得税法第127条款豁免所得税者

-

奖掖投资公司

上述的奖掖被推出后，给予受核准的粮食生产、造林、生物科技、纳米科
技、光学及光子学的现有奖掖将不再继续，惟就上述活动已获得集团减轻的
公司将仍然可以利用它们的收入来抵销它们子公司的亏损。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注：有关给予制造业的其他奖掖，请参阅第21条。

2.

给予农业的奖掖

依据1986年投资促进法，“公司”一词就农业方面包括：

•
•

以农业为基本的合作社与社团
从事农业的独资或合伙企业

投资奖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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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受促进的农业产品或从事受促进的农业活动(请参阅附录I：受促进的通
用活动及产品目录)的公司有资格获得下列奖掖：
2.1. 给予农业的主要奖掖
(i)

新兴工业地位

如同制造业的公司一样，生产受促进的产品或从事受促进的活动的公司可申
请新兴工业地位。
核准新兴工业地位的公司享有部分所得税豁免，公司按其法定收入的30%课
税，为期5年，由“生产日“算起(“生产日“的定义是第一次售出农产品那天)。
新兴工业地位减免期内未吸收的资本减免和累积亏损可结转延后，用来抵销
减免期后的收入。
申请应提交MIDA。
(ii)

投资赋税减免

生产受促进的产品或从事受促进的活动的公司可申请投资赋税减免，作为新
兴工业地位的一个交替选择。核准这项奖掖的公司在五年内的合格资本支
出，可获得60%的减免，从招致首笔合格资本支出当天算起。
公司可利用这减免额去抵销估税年法定收入的70%。未用的减免额可结转至
以后年度至用完为止，余下法定收入的30%将依据现行的税率课税。
申请应提交MIDA。
为了使农业项目获得更大的利益，合格资本支出的定义包括用在下列活动的
支出：

•
•
•
•
•

水产物殖种

•

建造通路(包括桥梁)、兴建或购买建筑物(包括为员工的福利或住宿而
提供者)及对土地或其他建筑物作结构性的改良，以供农作物种植、禽
畜饲养、水产养殖、内陆捕鱼和其他农业或畜牧业活动之用。 这些通
路、桥梁、建筑物以及对土地和其他建筑物的结构性改良，应在有关
农作物种植、禽畜饲养、水产养殖、内陆捕鱼和其他农业与畜牧业活
动所使用的部份土地上建造或进行

牲畜殖种
土地的开辟与准备工作
农作物的种植
在马境内为农作物种植、禽畜饲养、水产养殖、内陆或深海捕鱼及其
他农业或畜牧业活动提供厂房与机械，以及

有鉴于从计划开始至农产品加工之间的时间上的间隔，综合农业投资案对
加工或制造过程所招致的合格资本支出，有资格享有另外5年的投资赋税减
免。
申请应提交M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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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给予生产粮食的奖掖
a)

新投资案的奖掖

特定的奖掖被推出以吸引在田地和生产/加工两方面的粮食项目。这些将提高
食品加工业的原料供应，从而减少对这些原料进口的依赖。
投资于一家子公司以生产受核准食物项目的公司，以及进行生产食品活动的
子公司两个都可享有奖掖。有关的奖掖如下：
i)

投资于一家进行生产粮食活动的子公司的公司，有资格获得相等于其
投资于子公司投资额的扣税；以及

ii)

其进行生产粮食活动的子公司有资格就其新项目的全部法定收入获得
免税，为期十估税年，若扩充项目则可获5年。免税期从取得盈利的第
一年起，而且：

•
•

在免税期之前的亏损可结转至免税期后，
在免税期间的亏损也可结转至免税期后，

欲取得奖掖须符合下列条件：

b)

a)

股权条件，即公司须投资于进行生产粮食活动的子公司的至少70％
的股权，

b)

由财政部长核准的的粮食生产活动为栽种槿麻、蔬菜、水果、药
草和香料，水产物，饲养牛、羊和绵羊以及深海捕鱼,

c)

生产粮食的项目须在奖掖核准后的一年内开始。

给予再投资的现有公司的奖掖

再投资于生产上述粮食产品的现有公司也可享有同样的奖掖，为期5年。
不论是新公司（a）或现有公司（b）的粮食生产计划，都必须在奖掖核准后
的一年内开始落实。
这项奖掖适用于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所收到的申请。
申请应提交农业及农基工业部。
2.2 给予清真产品的奖掖
(i)

给予生产清真食品的奖掖

为了鼓励生产清真食品的新投资以供出口市场，以及在生产这类食品方面增
加现代化机械的使用以符合国际标准，投资于生产此类食品并已获得马来西
亚伊斯兰发展局(JAKIM)品质认证的公司可申请投资赋税减免，其5年内合格
资本支出的 100% 可获得减免。

投资奖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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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减免可用来抵销每估税年法定收入的100%，未用的减免额可结转至以后
年度至用完为止。
欲知更多有关从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获取清真认证的详情，请浏览www.
halal.gov.my/。
申请应提交MIDA。
(ii)

给予其他清真活动的奖掖
(a)

给予清真工业园经营者的奖掖

		

为了促进清真工业园的吸引力，清真工业园经营者有资格获得下
列奖掖：

		

(i)

新兴工业地位：公司法定收入的100％豁免所得税，为期十
年。新兴工业地位减免期内未吸收的资本减免和累积亏损可
结转延后，用来抵销减免期后的收入；或

		

(ii)

投资赋税减免：公司在五年内招致的合格资本支出可获得
100％的减免。这减免可被用来抵销每估税年的法定收入的
100%。未用的减免可结转至以后年度至用完为止。

(b)

给予清真业者的奖掖

		

计划在指定的清真工业园里从事投资计划的公司有资格获得：

		

(i)

投资赋税减免：公司在十年内招致的合格资本支出可获得
100％的减免。这减免可被用来抵销每估税年的法定收入的
100%。未用的减免可结转至以后年度至用完为止；或

		

(ii)

外销收入豁免所得税，为期5年。

		

这些活动必须属于下列4 个行业：

		

a.

特制加工食品

		

b.

药物、化妆品和个人护理产品

		

c.

牲畜和肉类产品

		

d.

清真原料。

(c)

给予清真业物流业者的奖掖

		

为了促进马来西亚的清真业和清真业供应链，清真业物流业者有
资格获得下列奖掖：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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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工业地位：公司法定收入的100％豁免所得税，为期五
年。新兴工业地位减免期内未吸收的资本减免和累积亏损可
结转延后，用来抵销减免期后的收入；或

		

(ii)

		

该业者提供的服务必须与下列活动结合：

		

		

•
•
•

		

申请应提交清真工业发展公司。

		

投资赋税减免：公司在五年内招致的合格资本支出可获得
100％的减免。这减免可被用来抵销每估税年的法定收入的
100%。未用的减免可结转至以后年度至用完为止。

托运
存库
运输

(iii) 给予为清真食品及品管制度和标准取得认证的支出的双重扣除
为了提高马公司在全球清真产品（包括食品）市场的竞争力，公司招致的下
列支出在所得税计算中获得双重扣除：

•

由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JAKIM）发出的品管制度与标准认证以及
清真食品认证

•

国际品管制度及标准认证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2.3 给予农业的另外奖掖
(i)

再投资减免

已从事生产主要粮食如米、玉米、蔬菜、块茎、禽畜、水产物，以及任何其
他经财政部长核准的活动至少36个月的公司，均可申请再投资减免。
再投资减免是以公司在15年内招致的资本支出的60%的减免方式作出，从作
出再投资的第一年算起，这减免可用来抵销估税年内法定收入的70%，未用
的减免可结转至以后年度至用完为止。
合格的资本支出包括用在下列项目的资本开支：

•
•
•
•
•

土地的开辟与准备工作
农作物的种植
水产物殖种
牲畜殖种
在马境内为农作物种植、禽畜饲养、水产养殖、内陆或深海捕鱼及其
他农业或畜牧业活动提供厂房与机械，以及

投资奖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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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造通路(包括桥梁)、兴建或购买建筑物(包括为员工的福利或住宿而
提供者)及对土地或其他建筑物作结构性的改良，以供农作物种植、禽
畜饲养、水产养殖、内陆捕鱼和其他农业或畜牧业活动之用。 这些通
路、桥梁、建筑物以及对土地和其他建筑物的结构性改良，应在有关
农作物种植、禽畜饲养、水产养殖、内陆捕鱼和其他农业与畜牧业活
动所使用的部份土地上建造或进行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ii)

给予基于本地资源工业的再投资奖掖

这项奖掖是提供予有出口潜能的橡胶、油棕与木基工业的本地公司(马国民拥
有至少51%的股份者)。就扩充计划作再投资的此类公司可申请：
i.

新兴工业地位：公司法定收入的70％豁免所得税，为期五年。新兴工
业地位减免期内未吸收的资本减免和累积亏损可结转延后，用来抵销
减免期后的收入；或

ii.

投资赋税减免：公司在五年内招致的额外合格资本支出可获得60％的
减免。这减免可被用来抵销每估税年的法定收入的70%。未用的减免
可结转至以后年度至用完为止。

（请参阅附录V：受促进的活动及产品目录－再投资项目）
申请应提交MIDA。
(iii) 给予食品加工业再投资的奖掖
在本地注册而马国民又拥有至少60%的股权的公司，若再投资于受促进的食
品加工业可申请下列奖掖：
i.

新兴工业地位：公司法定收入的70％豁免所得税，为期五年。新兴工
业地位减免期内未吸收的资本减免和累积亏损可结转延后，用来抵销
减免期后的收入；或

ii.

投资赋税减免：公司在五年内招致的额外合格资本支出可获得60％的
减免。这减免可被用来抵销每估税年的法定收入的70%。未用的减免
可结转至以后年度至用完为止。

（请参阅附录V：受促进的活动及产品目录－再投资项目）
(iv) 加速资本减免
于再投资减免期后再投资于受促进的农业活动或食品的公司可申请加速资本
减免。有关的活动包括种植稻米、玉米、蔬菜、块茎、禽畜，水产物以及其
他经财政部长核准的活动。
这项奖掖让合格资本支出在两年内注销，即第一年的20%的初期减免以及
40%的年度减免。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并附上一封MIDA的信件证明公司在进行受促进的
活动或生产受促进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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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农业减免

从事农业活动的个人或公司，可依据1967年所得税法，就某些资本支出要
求资本减免和特别工业建筑物减免。合格的资本支出包括用在下列项目的开
支：

•
•
•
•
•

水产物殖种

•

建造通路(包括桥梁)、兴建或购买建筑物(包括为员工的福利或住宿而
提供者)及对土地或其他建筑物作结构性的改良，以供农作物种植、禽
畜饲养、水产养殖、内陆捕鱼和其他农业或畜牧业活动之用。 这些通
路、桥梁、建筑物以及对土地和其他建筑物的结构性改良，应在有关
农作物种植、禽畜饲养、水产养殖、内陆捕鱼和其他农业与畜牧业活
动所使用的部份土地上建造或进行

牲畜殖种
土地的开辟与准备工作
农作物的种植
在马境内为农作物种植、禽畜饲养、水产养殖、内陆或深海捕鱼及其
他农业或畜牧业活动提供厂房与机械，以及

只要公司招致这些支出，公司可继续享有这减免，不论公司是否已享有新兴
工 业地位或投资赋税减免。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vi) 给予核准农业项目资本支出的100%的减免
经财政部长核准的农业项目，可依据1967年所得税法第4A附表获得资本支
出的100%的减免，这涵盖开垦及利用一个依财政部长规定的最小面积的农
地，在指定期间内的合格资本支出。
经核准的农业项目是蔬菜、水果(木瓜、香蕉、鸡旦果、杨桃、番石榴与山
竹)、块茎、根茎、药草、香料、供作动物饲料的农作物与水植产品的耕种；
观赏鱼养殖；鱼虾养殖(以水池、桶、海上网箱及岸外海上网箱养殖)；蛤、
牡蛎、淡菜、海藻的养殖；鱼虾孵化场以及某种树木的植林计划。
依据这项奖掖，从事这类计划的人士可选择将有关计划的合格资本支出从他
的总计收入(包括来自其他来源的收入)中扣除，如总计收入不足，未吸收的
支出可结转至以后估税年。如作这选择，有关人士将不可对同一资本支出享
有资本减免或农业减免。
合格资本支出包括用在下列项目的支出：

•
•
•
•

土地的开辟与准备工作
农作物的种植
水产物殖种
牲畜殖种

投资奖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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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境内为农作物种植、禽畜饲养、水产养殖、内陆或深海捕鱼及其
他农业或畜牧业活动提供厂房与机械，以及

•

建造通路(包括桥梁)、兴建或购买建筑物(包括为员工的福利或住宿而
提供者)及对土地或其他建筑物作结构性的改良，以供农作物种植、禽
畜饲养、水产养殖、内陆捕鱼和其他农业或畜牧业活动之用。 这些通
路、桥梁、建筑物以及对土地和其他建筑物的结构性改良，应在有关
农作物种植、禽畜饲养、水产养殖、内陆捕鱼和其他农业与畜牧业活
动所使用的部份土地上建造或进行

已获核准依据1986年投资促进法颁发奖掖而税款减免期尚未开始或尚未满期
的公司，不可获得这项奖掖。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vii) 给予出口额增加的税务减免
出口鲜果与干果、鲜花与干花、观赏植物与观赏鱼的公司可获法定收入的减
免，减免额相等于出口增加额的10%。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viii) 给予提供食品冷藏链便利与服务公司的奖掖
提供冷藏库和冷藏卡车便利，以及相关的服务如收集和处理本地生产的易腐
烂食物的公司，可申请新兴工业地位或投资赋税减免。
a)

给予新公司的奖掖

提供冷藏库便利及服务以处理易腐烂的农产品的新公司，可申请：
i.

新兴工业地位：公司法定收入的70％豁免所得税，为期五年。新兴工
业地位减免期内未吸收的资本减免和累积亏损可结转延后，用来抵销
减免期后的收入；或

ii.

投资赋税减免：公司在五年内招致的合格资本支出可获得60％的减
免。这减免可被用来抵销每估税年的法定收入的70%。未用的减免可
结转至以后年度至用完为止。

b)

给予作再投资的现有公司的奖掖

本地人拥有的现有公司，如再投资于冷藏库便利及服务以处理易腐烂的农产
品，可申请下列奖掖：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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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工业地位：由再投资引起的增加法定收入的70％豁免所得税，为
期五年。新兴工业地位减免期内未吸收的资本减免和累积亏损可结转
延后，用来抵销减免期后的收入；或

ii.

投资赋税减免：公司在五年内招致的额外合格资本支出可获得60％的
减免。这减免可被用来抵销每估税年的法定收入的70%。未用的减免
可结转至以后年度至用完为止。

（请参阅附录V：受促进的活动及产品目录－再投资项目）
申请应提交MIDA。
(ix) 给予藤与木基产品出口运费的双重扣除
出口藤与木基产品（锯木与薄片除外）的制造商可对运费享有双重扣除。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注：有关给予农业的其他奖掖，请参阅第21条。

3.

给予航空与航天业的奖掖

航空与航天业已被政府鉴定为一个策略性和高科技的领域。它涵盖的活动直
接和间接的为航空与航天业产品（太空船、飞机、导弹/火箭/发射器，以及
通信、导航和监视系统）的设计与开发、建造、操作、保养和处置作出贡
献。
从2010年1月起，这领域可享有多种的税务奖掖，其目标是把马来西亚变成
亚太地区的一个航空与航天业的全球中心。奖掖配套将聚焦于设计、生产和
组装、操作群、支援和监控群。
i.

设计、生产和组装群活动，涵盖研究、设计和开发及系统结合，可享
有：

•
ii.

作业群，涵盖常规飞行、出租、商业飞机飞行及休闲飞行（如飞行培
训学校、飞行俱乐部和直升机出租）可享有：

•
iii.

豁免所得税5至15年，视投资额、增值额、技术和其他标准。

公司在10年内招致的合格资本支出可获得100%的投资赋税减
免，惟5年内的固定资产投资额须至少达1.5亿令吉。

支援群， 涵盖保养、修理和翻修 (MRO) 及培训、认证和保养，可享
有：

•

提供MRO服务和生产航空与航天业制成品相关服务的公司，其法
定收入的100%免税，为期可长达10年。

•

参与改装、提升和修复或再制造航空与航天业制成品的公司可获
法定收入的100%免税，为期可长达15年。

•

在马来西亚营运的MRO公司，若进行扩充、现代化和自动化现有
的业务，或向同行业的其它相关产品进行多元，可就5年内招致
的合格资本支出获得60%的投资赋税减免，或

•

就雇主提供的飞行员转换和飞行员导师培训的开销可获双重扣
除。

投资奖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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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雇主为他们的雇员提供的飞行员转换和飞行员导师培训课程的开销可
获双重扣除。

v.

管制群，涵盖进行航空与航天业相关的认证、标准开发、测试、评估
和发出执照的公司可获：

•
•

新兴工业地位，公司的法定收入的100%免税， 为期5年
5年内的合格资本支出可获60%的投资赋税减免。

这些奖掖适用于从2010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由MIDA收到的申请。
注：有关给予航空与航天业的其他奖掖，请参阅第21条。

4.

给予生物科技业的奖掖

4.1 给予生物科技业的主要奖掖
从事生物科技活动，并获得马来西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核准生物科技或生科
地位 (BioNexus Status)的公司，有资格享用以下奖掖：
i.

法定收入的100%豁免所得税：

•

为期连续10个估税年，从公司从新业务取得法定收入的第一年开
始；或

•

为期连续5个估税年，从公司从现有及扩充后的业务取得法定收
入的第一年开始。

ii.

从新的业务或扩充计划所取得的法定收入，可获得100%的赋稅减免，
其数额 相等于五年期间内合格资本支出的100％。

iii.

享有生科地位的公司，在其税务减免期结束后，从其合格活动取得之
盈利将享有为期10年的20%特惠税率。

iv.

由获得生科地位的公司发出的股息免税；

v.

研发的费用可享有双重扣除；及

vi.

纯粹用作生物科技活动的建筑物，可享有工业建筑物减免，并在10年
期间索取。

vii. 有经营生意的公司或个人，若投资在生科地位公司，可享有与其原始
资本及早期融资等投资總额的扣税额。
生科地位的申请应提交马来西亚生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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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生科地位公司的筹资
依据其生科商业化辅助金计划，马来西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生科地位公司
提供资金。
该商业化辅助金的三个部分如下：
(i)

种子资金

•
		
(ii)

高达每家公司2百50万令吉
目的：为设立生科公司提供种子资金或创业开销，及协助开发生
科项目及把它们商业化。

研究与开发对应资金

•
		

最高额为每个项目一百万令吉
目的：为可能开发新的或改良的产品、制程或技术，及能导致马
来西亚的生科焦点范围更进一步开发和商业化的研发项目提供对
应资金。

(iii) 国际商业开发对应资金

•
		

最高额为每个项目1百25万令吉
目的：鼓励生科公司扩充以打进全球市场。

欲知更多详情，请浏览www.biotechcorp.com.my。

5.

给予旅游业的奖掖

旅游业项目包括生态旅游和农业旅游，有资格申请奖掖。这些项目包括旅馆
业务、旅游项目包括室内和室外主题公园、建造假日营、消闲计划包括休闲
营、以及建造能容纳至少3千名参与者的会议中心。
旅馆业项目是指下列事项：

•
•

建造新的旅馆
现有旅馆的扩充与现代化。

5.1 给予旅馆和旅游业项目的主要奖掖
投资于新的1至5星级旅馆的公司，可申请下列奖掖：
(i)

新兴工业地位

核准新兴工业地位的公司享有五年的部分所得税豁免，公司只需按其法定收
入的30%课税，由“生产日”算起，生产日由贸工部长确定。
新兴工业地位减免期内未吸收的资本减免和累积亏损可结转延后，用来抵销
减免期后的收入。
申请应提交MIDA。
投资奖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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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投资赋税减免

公司可申请投资赋税减免，作为新兴工业地位的交替选择。被核准的公司在
五年内招致的合格资本支出可获得60％的减免，从招致首笔合格资本支出当
天算起。
这减免可被用来抵销每估税年的法定收入的70%。未用的减免可结转至以后
年度至用完为止。
申请应提交MIDA。
(iii) 给予旅馆和旅游业项目新投资案的更高奖掖
投资于建立在沙巴和砂拉越的新4星和5星级旅馆的公司，可申请下列奖掖：
a.

新兴工业地位：公司法定收入的100％豁免所得税，为期五年。新兴
工业地位减免期内未吸收的资本减免和累积亏损可结转延后，用来抵
销减免期后的收入；或

b.

投资赋税减免：公司在五年内招致的合格资本支出可获得100％的减
免。这减免可被用来抵销每估税年的法定收入的100%，未用的减免可
结转至以后年度至用完为止。

这项奖掖适用于截至2013年12月31日收到的申请。
		
申请应提交MIDA。
(iv) 给予旅馆和旅游业项目再投资的奖掖
再投资于旅馆和旅游业的扩充和现代化等项目的公司，可申请更多轮的新兴
工业地位或投资赋税减免如下：
a.

新兴工业地位：公司法定收入的70％豁免所得税，为期五年。新兴工
业地位减免期内未吸收的资本减免和累积亏损可结转延后，用来抵销
减免期后的收入；或

b.

投资赋税减免：公司在五年内招致的合格资本支出可获得60％的减
免。这减免可被用来抵销每估税年的法定收入的70%。未用的减免可
结转至以后年度至用完为止。

公司可就首两轮的再投资申请新兴工业地位或投资赋税减免，就第三轮的再
投资 ， 公司只可申请投资赋税减免。
（请参阅附录V：受促进的活动及产品目录－再投资项目）
这项奖掖适用于截至2013年12月31日收到的申请。
申请应提交M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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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给予保健旅游的奖掖

投资于扩充、现代化、修复及翻新现有的私家医院、建造新的私家医院或设
立国际病人部的私家医院：

•

就5年内招致的合格资本支出可获100％的投资赋税减免，这减免可被
用来抵销每估税年的法定收入的70%。未用的减免可结转至以后年度
至用完为止。

这些医院必须向卫生部登记方能享用这奖掖。
这项奖掖适用于截至2014年12月31日收到的申请。
申请应提交MIDA。
(vi) 给予保健旅游的另外奖掖
a)

取得认证开销的双重扣除

私家医院就取得国内或国外受承认的认证（如马来西亚卫生质量（MSQH）
或国际联合委员会（JCI）所发的）的开销可在所得税计算中获双重扣除。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b)

专科医务人员的工作或专业通行证自动批准

从国外回归或来马来西亚医院服务的下列合格专科医务人员可获自动批准工
作或专业通行证：

•
•

马国民和非马国民专科医务人员
依据马来西亚职业分类合格成为专业人士的非马籍配偶

惟有关人士须向相关的专业团体登记。
(vii) 给予豪华游艇业的奖掖
作为受提倡的旅游业产品的一部份，豪华游艇业可享有下列奖掖：

•

建造豪华游艇的公司可获得新兴工业地位。

申请应提交MIDA。

•

在兰卡威岛进行修理和维修豪华游艇活动的公司可获得5年的100%的
所得税豁免。

申请应提交财政部。

•

在国内提供豪华游艇出租服务的公司可享有5年的100%的所得税豁
免。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投资奖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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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给予旅游业的另外奖掖
(i)

给予国外促销的双重扣除

旅馆和旅行社可对国外促销的支出享有双重扣除。合格的支出为：

•
•
•
•

在国外宣传和在大众传媒刊登广告的开销

•
•

举办经部长核准的商展、会议或论坛的开销，以及

出版寄送予国外顾客的免费册子、刊物和指南的开销，包括运费
对国外新市场进行的市场研究的开销，但须事先获得旅游部长的核准
出国谈判或取得宣传合约或参加受旅游部长核准的商展、会议或论坛
所招致的开销，包括机票，但住宿费以每天RM300以及膳食费以每天
RM150为上限

为促进来马旅游在国外维持销售办公处的支出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ii)

给予受核准的商展的双重扣除

公司就参加在国内举行的受核准国际商展的开销，可享有双重扣除。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iii) 给予旅行社的赋税豁免
a.

外国旅客
凡通过旅行团(包括通过海、陆、空交通工具入境与出境的旅行团)每
年带进至少5百名外国旅客的旅行社，其就这旅行团业务引起的收入可
享有免税。这奖掖只适用于受旅游部核准的旅行社。

b.

国内旅客
每年为至少1千2百名国内旅客组织国内旅行配套的公司，可就由此
所赚取的收入享有免税。国内旅游是指在国内通过海、陆、空交通工
具，为本地旅客(入境者不计)提供至少一夜住宿的旅行配套。

这项奖掖有效至2011年估税年。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iv) 给予主催国际会议与商展的赋税豁免
a.

主催在马举行国际会议的本地公司，从带入至少5百名外国参与者取得
的利润可获免税。

b.

在马组织国际商展所取得的利润可免税，惟该商展必须获得马外贸促
进局的核准且外国参与者每年至少达5百人。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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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给予文化表演的扣除

公司可对创立和管理一个音乐或文化团以及主办本地或外国文化表演的开销
获单一扣除，上述活动须获旅游部的核准。
为了更鼓励私营界赞助本地的艺术、文化及传统的表演，赞助这些表演的开
销已从30万令吉增加至50万令吉；惟赞助外国演出的最高核准开销仍是20万
令吉。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vi) 给予汽车出租业者的奖掖
供旅客之用的汽车出租业者可就其采购的国产车豁免国内税。为了让旅客能
探索具挑战性的目的地，旅行社也可申请本地装配的四轮驱动车豁免50％的
国内税。
申请应提交财政部。
(vii) 给予出口额增加的税务减免
为外国顾客通过保健服务而取得的出口增加额的50％，可获每估税年法定收
入的70％免税。外国顾客的定义是：

•
•
•

在马来西亚国外注册或登记的公司、合股企业、组织或合作社
持有马来西亚工作准征的非马国民
在国外居住的非居民马国民

从2010年估税年至2014年估税年，这免税额已被提高至100％，惟就此下列
的外国顾客不被包括：

•
•
•
•

参与马来西亚－我的第二家园的非马国民和他扶养的家属
持有马来西亚学生证的非马国民和他扶养的家属
持有马来西亚工作准征的非马国民和他扶养的家属
在国外居住的非居民马国民和他扶养的家属

虽然如此，提供给上述外国顾客的保健服务仍继续享有现有出口增加额的50
％的免税。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注：有关给予旅游业的其他奖掖，请参阅第21条。

投资奖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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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给予环境管理的奖掖

6.1 给予造林计划的奖掖
i.

进行造林计划的公司可申请依据1986年投资促进法的下列奖掖：
a.

新兴工业地位：公司法定收入的100％豁免所得税，为期十年。
新兴工业地位减免期内未吸收的资本减免和累积亏损可结转延
后，用来抵销减免期后的收入；或

b.

投资赋税减免：公司在五年内招致的合格资本支出可获得100％
的减免。这减免可被用来抵销每估税年的法定收入的100%，未
用的减免可结转至以后年度至用完为止。

申请应提交MIDA。
ii.

可取代上述的另一个选择是：进行造林计划的公司可依1967年所得税
法第127条申请下列奖掖：
a.

投资于相关公司的企业可获得相等于投资额的所得税扣除

b.

进行受核准造林计划的公司可获：

		

•

法定收入的100％免税，为期10年，从公司享有法定收入的
第一年开始

		

•

在免税期间的亏损可结转至10年的免税期后

申请应提交种植与原产部。
6.2 给予储存、处理和清除有毒和危险性废弃物的奖掖
为鼓励设立适当的设施以储存、处理和清除有毒和危险性的废弃物，直接以
一体化方式从事这三项活动的公司可享有：
i.

新兴工业地位：公司法定收入的70％豁免所得税，为期五年。新兴工
业地位减免期内未吸收的资本减免和累积亏损可结转延后，用来抵销
减免期后的收入；或

ii.

投资赋税减免：公司在五年内招致的合格资本支出可获得60％的减
免。这减免可被用来抵销每估税年的法定收入的70%。未用的减免可
结转至以后年度至用完为止。

申请应提交MIDA。
6.3 给予废弃物再循环的奖掖
从事高增值与利用高科技的废弃物再循环活动的公司，可获得新兴工业地位
或投资赋税减免。这些包括农业废弃物或农业副产品及化学物的再循环，以
及生产重组木基板或产品的活动，可申请：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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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工业地位：公司法定收入的70％豁免所得税，为期五年。新兴工
业地位减免期内未吸收的资本减免和累积亏损可结转延后，用来抵销
减免期后的收入；或

ii.

投资赋税减免：公司在五年内招致的合格资本支出可获得60％的减
免。这减免可被用来抵销每估税年的法定收入的70%。未用的减免可
结转至以后年度至用完为止。

申请应提交MIDA。
6.4 给予节省能源的奖掖
(i)

提供节省能源服务的公司

为了减少运作成本并同时促进环境保护，提供节省能源服务的公司可获得下
列奖掖：
a.

新兴工业地位：公司法定收入的100％豁免所得税，为期十年。新兴
工业地位减免期内未吸收的资本减免和累积亏损可结转延后，用来抵
销减免期后的收入；或

b.

投资赋税减免：公司在五年内招致的合格资本支出可获得100％的减
免。这减免可被用来抵销每估税年的法定收入的100％，未用的减免
可结转至以后年度至用完为止。

有关公司必须在核准后的一年内落实计划。
这项奖掖适用于截至2015年12月31日所收到的申请。
(ii) 为本身消费而进行节省能源的公司
为本身的消费而进行节省能源的公司有资格就公司在五年内招致的合格资本
支出，获得100％的投资赋税减免。这减免可被用来抵销每估税年的法定收
入的100％，未用的减免可结转至以后年度至用完为止。
这项奖掖适用于截至2015年12月31日所收到的申请。
申请应提交MIDA。
6.5 给予利用可再生能源生产能的奖掖
利用可再生及对环境友善的生物质、水力(不超过十兆瓦者)和太阳能生产能
的公司可申请下列奖掖：
i.

新兴工业地位：公司法定收入的100％豁免所得税，为期十年。新兴
工业地位减免期内未吸收的资本减免和累积亏损可结转延后，用来抵
销减免期后的收入；或

ii.

投资赋税减免：公司在五年内招致的合格资本支出可获得100％的减
免。这减免可被用来抵销每估税年的法定收入的100％，未用的减免
可结转至以后年度至用完为止。

公司必须在核准后的一年内落实计划。
从2007年9月8日起，同一公司集团内的其他公司也可享有上述同样的奖掖，
虽然集团内只有一家公司获核准该奖掖。这项奖掖适用于截至2015年12月31
日收到的申请。

投资奖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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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奖掖所述的“生物质来源”是指棕油厂或棕油园废弃物、米较废弃物、
蔗糖厂废弃物、板厂废弃物、再生纸厂废弃物、城市垃圾和生物气(从填土、
棕油厂废水、动物的排泄物或其他来源所得)，而能的形式是指电、蒸汽、冷
冻水与热能。
申请应提交MIDA。
6.6 给予利用再生能源以供自用的奖掖
		
利用再生能源生产能以供自用的公司，有资格就公司在五年内招致的合格资
本支出，获得100％的投资赋税减免。这减免可被用来抵销每估税年的法定
收入的100％，未用的减免可结转至以后年度至用完为止。
这项奖掖适用于截至2015年12月31日所收到的申请。
要求应提交MIDA。
6.7 给予获得绿色建筑指数证书的建筑物的奖掖
为了扩大绿色工艺的使用，政府于2009年5月21日推出了绿色建筑指数
（GBI）。GBI是对环境友善建筑物的一个绿色评估指数，这指数是基于一些
准则，其中包括：

•
•
•
•
•

用能量和用水量的效率
室内环境质量
可持续的管理和污染控制及工人便利方面的建筑工场规划
可再循环和对环境友善的材料和资源的使用
新科技的采用

作为鼓励使用绿色工艺来建筑房屋的一项措施：
i.

获得GBI证书的建筑物的业主可享有相等于取得GBI证书所招致的额外
资本支出的免税额。这免税额可用来抵销每估税年法定收入的100％。
这奖掖适用于新建筑物和现有建筑物的提升。

这奖掖只适用于为该建筑物发出的第一张GBI证书。
这奖掖适用于从2009年10月24日至2014年12月31日获颁发GBI证书的建筑
物。
ii.

从房地产发展商购买已获得GBI证书的建筑物和住宅的买主，可豁免转
换建筑物拥有权文书的印花税。豁免额是基于为取得GBI证书的额外开
销。这奖掖只给一次予建筑物的第一个买主。

这奖掖适用于从2009年10月24日至2014年12月31日签署的买卖合约。
6.8 给予环境管理的加速资本减免
		
利用环境保护设备的公司可获得40%的初期和20%的年度减免，由此全额可
在3年内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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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格申请的公司：

•

为废弃物生产者，并有意在有关场地内或场外建立设施以储存、处理
和清除它们本身的废物。

•

进行废弃物再循环活动。

申请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为节省本身能量消耗而招致资本支出的公司，其注销期缩短一年。
申请应提交内陆税收局，并附上一封能源、绿色工艺及水务部的信件，证明
有关设备是专为节省能源之用的。
注：有关给予环境管理的其他奖掖，请参阅第21条。

7． 给予研究与开发的奖掖
1986年投资促进法把研究与开发解释为“对科学或技术领域的任何有系统及
密集的探讨，目的在于把探讨的成果应用于生产或改良材料、装置、产品、
农产品或生产程序，但不包括：

•
•
•
•
•

产品的品质管理或对材料、装置、产品或农产品的例常测试
社会科学或人文的研究
例常的数据收集
效率调查或管理研究，及
市场研究或业务促销。

为了加强马来西亚在综合研究与开发方面的基础，进行独立的设计、开发和
原型制作的公司也可申请奖掖。
7.1 给予研究与开发的主要奖掖
(i)

研究与开发承包公司

研究与开发承包公司(研发承包公司)，即一间在马来西亚为非关系公司提供
研发服务的公司，可获得：

•

新兴工业地位：公司法定收入的100％豁免所得税，为期五年。新兴
工业地位减免期内未吸收的资本减免和累积亏损可结转延后，用来抵
销减免期后的收入；或

•

投资赋税减免：公司在五年内招致的合格资本支出可获得100％的减
免。这减免可被用来抵销每估税年的法定收入的70％，未用的减免可
结转至以后年度至用完为止。

申请应提交MIDA。

投资奖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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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研究与开发公司

研究与开发公司(研发公司)，即一间为其关系公司以及任何其他公司在马提
供研发服务的公司，有资格就公司在十年内招致的合格资本支出，获得100
％的投资赋税减免。这减免可被用来抵销每估税年的法定收入的70％，未用
的减免可结转至以后年度至用完为止。
如研发公司选择不享用该投资赋税减免，关系公司可就支付予研发公司的服
务的开销，享有双重扣除。
申请应提交MIDA。
符合资格
符合下列标准的研发承包公司与研发公司可申请各种奖掖：
a.

所进行的研究须符合国家的需求并利惠国家经济；

b.

公司的收入至少70%须来自研发活动；

c.

以制造业为基本的研发公司，其至少50%的员工必须具有适当的资格
并担任研究与技术性的职务；以及

d.

以农业为基本的研发公司，其至少5%的员工必须具有适当的资格并担
任研究与技术性的职务。

(iii) 内部研究
为本身的需求而从事内部研究的公司可就公司在十年内招致的合格资本支
出，申请50％的投资赋税减免。这减免可被用来抵销每估税年的法定收入的
70％，未用的减免可结转至以后年度至用完为止。
申请应提交MIDA。
(iv) 给予研发活动再投资的奖掖
上述第 (i) 至 (iii) 类的研发公司或活动有资格申请第二轮为期5年的新兴工业
地位或为期十年的投资赋税减免，视何者适用。
（请参阅附录V：受促进的活动及产品目录－再投资项目）
申请应提交MIDA。
(v)

给予把公共领域的研发成果商业化的奖掖

为了鼓励把公共研发机构就本地资源的研发成果商业化，政府提供下列奖
掖：
a.

公司若投资于一家把研发成果商业化的子公司，将可获得相等于它在
子公司投资额的扣税额；以及

b.

从事把研发成果商业化的子公司将享有10年的新兴工业地位，其
100%的法定收入豁免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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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须遵守下列条件：
a.

该投资公司(控股公司)及从事商业化的子公司股权的至少70%由马公
民持有；

b.

投资公司应持有把研发成果商业化的公司的至少70%股权；

c.

把研发成果商业化的计划应在奖掖核准后的一年内落实。

申请应提交MIDA。
7.2 给予研究与开发的另外奖掖
(i)

给予研究与开发的双重扣除

•

公司就其直接进行并获财政部长核准的研究所招致的收益(非资本)开
支，可享有双重扣除。

•

捐献给核准研究机构的现金，以及使用经核准研究机构、研发公司或
研发承包公司的服务的支出，均可获得双重扣除。

•

核准新兴工业地位的公司，可将其在新兴工业地位减免期间受核准的
研发支出累积至减免期后扣除。

•

在国外进行的研发支出，包括马国民的培训，可视个案而获得双重扣
除。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ii)

给予把研究成果商业化的研究者的奖掖

进行注重创造价值研究的研究者，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商业化所得到的收入，
可获得50%的免税，为期五年。这研究须由科学、技术及创新部证明。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注：有关给予研究与开发的其他奖掖，请参阅第21条。

8.

给予医疗器材业的奖掖

8.1 给予医疗器材测试实验室的奖掖
医疗器材测试实验室已被鉴定为一项重要的支援服务，以确保本地制造的医
疗器材具有高质量及达到国际水准。
(i)

投资于新医疗器材实验室的公司

设立新实验室的公司可申请下列奖掖：
a.

新兴工业地位：公司法定收入的100％豁免所得税，为期五年。新兴
工业地位减免期内未吸收的资本减免和累积亏损可结转延后，用来抵
销减免期后的收入；或

投资奖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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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投资赋税减免：公司在五年内招致的合格资本支出可获得60％的减
免。这减免可被用来抵销每估税年的法定收入的100%。未用的减免
可结转至以后年度至用完为止。

这项奖掖适用于截至2012年12月31日所收到的申请。
(ii)

提升现有医疗器材实验室的公司

投资于提升现有医疗器材实验室的公司可申请投资赋税减免，公司在五年内
招致的合格资本支出可获得60％的减免。这减免可被用来抵销每估税年的法
定收入的100％。未用的减免可结转至以后年度至用完为止。
这项奖掖适用于截至2012年12月31日所收到的申请。
申请应提交MIDA。
注：有关给予医疗器材业的其他奖掖，请参阅第21条。

9.

给予培训的奖掖

9.1 给予培训的主要奖掖
为鼓励人力资源的开发，下列奖掖可供申请。
投资赋税减免
新的民办理科高等教育学府和设立技术或职业训练学院的公司可就公司在十
年内招致的合格资本支出，申请100％的投资赋税减免。这减免可被用来抵
销每估税年的法定收入的70％，未用的减免可结转至以后年度至用完为止。

•

上述的奖掖也适用于现有的民办理科高等教育学府和现有的提供技术
与职业训练的公司，若它们进行再投资以提升它们的培训设备或扩充
它们的训练能力者。

合格的民办高等教育学府的理科学系是：
i.

生物科技

•
•
•
•
•
•
ii.

植物生物科技
食品生物科技
工业和环境生物科技
药物生物科技
生物信息学的生物科技

医疗和保健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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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和保健生物科技

老人医疗学

•
•
•
•
•
iii.

临床研究的医疗科学
医疗生物学
生物化学遗传学
环境卫生
社区卫生

分子生物学

•
•
•

免疫学
免疫遗传学
免疫生物学

iv.

材料科学和技术

v.

食品科学和技术

申请应提交MIDA。
9.2 给予培训的另外奖掖
(i)

招募员工成本扣除

招募员工的成本可在税款计算中扣除。
有关成本包括参与招募员工展、给予劳工中介及物色人才公司的开销。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ii)

给予就职前培训的扣除

公司开始营业前提供予员工的培训开支可获单一扣除，惟公司须证明受训的
学员将会被雇用。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iii) 给予非雇员培训的扣除
为非雇员的国民提供实习培训的开支可被考虑作单一扣除。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iv) 给予现金捐献的扣除
捐献予非盈利职业培训机构或由法定机构设立与管理的职业培训机构可享有
单一扣除。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投资奖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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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特别工业建筑物减免

因招致建筑开支以供经核准工业、技术或职业培训之用的公司，可就建筑或
购买建筑物的合格资本支出要求特别的年度10%的工业建筑物减免，为期10
年。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vi) 教育设备免税
经核准的培训学院与内部培训计划，以及所有的民办高等学府可为所需的
教育设备(包括试验室、车间、摄影室和语言实验室等的设备)申请豁免进口
税、销售税与国内税。
申请应提交MIDA。
(vii) 特许权使用费免税
对教育部核准的特许教育节目而支付予非居民(特许权持有人)的使用费可申
请税务减免。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viii) 给予经核准培训的双重扣除
无缴纳予人力资源发展基金的制造业与非制造业公司可就核准培训的支出享
有双重扣除。
制造业公司的培训可在公司内或在受核准的培训机构进行，但非制造业公司
的培训必须在核准的培训机构内进行。在核准机构内的培训可自动获得核
准。
至于旅馆业和旅行社业，为提升技术和专业水平的培训，不论是在公司内或
核准机构内进行，都须获得旅游部的批准。
从2009年至2012年估税年间，因提供下列培训给员工而招致开销的雇主可申
请双重扣除：

•
•
•

信息与通信科技、电子及生命科学的研究生课程
护理与相关保健科的高级课程，及
飞机维修工程课程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ix) 人力资源发展基金
请参阅第五章“制造业的劳动力”。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注：有关给予培训的其他奖掖，请参阅第2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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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给予有组织的实习生计划的奖掖

实行有组织的实习生计划的公司， 可就有关开销获得双重扣除，惟需符合的
其中条件包括：
i.

该计划是公开给公立和民办高等教育学府的全日制本科生，和

ii.

该实习生计划须为期至少10个星期，且须提供至少每月5百令吉的津
贴。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这项奖掖从2012至2016 年估税年有效。
(xi) 给予颁发奖学金的奖掖
本地公司颁发给在经高等教育部登记的本地大专学府，进修文凭和本科学位
的马来西亚学生的奖学金获得双重扣除。
获颁发奖学金的学生需符合下列条件：
i.

全日制学生

ii.

没有收入来源

iii.

学生家长或监护人家庭的每月收入不超过5千令吉。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这项奖掖从2012至2016 年估税年有效。

10. 给予核准服务业项目的奖掖
核准服务业项目，即由财政部长核准的运输业、通信业或公用事业的
项目可享有下列奖掖：
10.1 给予核准服务业项目的主要奖掖
(i)

依据1967年所得税法第127条的免税

依据1967年所得税法第127条的规定，进行核准服务业项目的公司可申请
法定收入的70%豁免所得税，为期5年。如该项目对国家和在策略上极为重
要，公司可申请法定收入的100％豁免所得税，为期10年。
申请应提交财政部。
(ii)

依据1967年所得税法第7B附表的投资减免

依据1967年所得税法第7B附表的规定，投资减免是第127条规定外的另一种
免税选择。进行核准服务业项目的公司可就五年内招致的合格资本支出申请
60%的投资减免，从招致首笔资本支出日算起，这减免可用来抵销法定收入
的70%，未用完的减免可结转至以后年度至用完为止。

投资奖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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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对国家及在策略上具重要性项目的公司可就五年内招致的合格资本支出
申请100%的投资减免，这减免可用来抵销法定收入的100%。
申请应提交财政部。
10.2 给予核准服务业项目的另外奖掖
原料、零组件和机械、设备、备用零件和消耗品豁免进口税、销售税和国内
税
直接用于落实核准服务业项目的原料和零组件，如国内无生产者，可获豁免
进口税和销售税，而本地采购的机械与设备可获豁免销售税与国内税。
为交通运输和电信业提供服务的公司，以及发电厂和港务公司可就对国内无
生产的备用零件和消耗品申请豁免进口税和销售税。
上述的申请应提交MIDA。
注：有关给予核准服务业项目的其他奖掖，请参阅第21条。

11. 给予航运与运输业的奖掖
11.1 给予航运运作的免税
从2012估税年起，航运公司从运作马来西亚船只取得的收入的70%豁免课
税，这奖掖仅适用于马居民。马来西亚船只的定义是依据1952年商船(修订)
法注册的航海船只，但不包括渡轮、驳船、拖船、供应船、载船员船、装卸
驳船、挖泥船、渔船或类似的船只。
因受雇于马来西亚船只上而取得的收入豁免课税。非居民从出租ISO集装箱
予马船运公司取得的收入也免税。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11.2 拖车头与拖车豁免销售税
集装箱拖运公司就国内生产的新拖车头与拖车豁免销售税。
申请应提交MIDA。

12. 给予马来西亚多媒体超级走廊 (MSC MALAYSIA) 的奖掖
马来西亚多媒体超级走廊 (MSC MALAYSIA) 是为开发和培育国家的信息与通
信科技而塑造的世界级中心。对打算创造、分销和应用多媒体产品和服务的
公司，MSC MALAYSIA是一个理想的环境。
MSC MALAYSIA 地位是马来西亚政府通过多媒体发展公司 (MDeC) 给予
在 MSC MALAYSIA 参与和从事信息与通信科技的公司的确认。持有 MSC
MALAYSIA 地位的公司可享有一套奖掖和优惠，这些优惠是以马政府的保证
宣言作为后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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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给予MSC MALAYSIA地位公司的主要奖掖
在马来西亚的MSC MALAYSIA电脑城和电脑中心作业并持有MSC MALAYSIA
地位的公司可申请下列的奖掖和便利：
i.

新兴工业地位，其间法定收入的100%豁免所得税，为期10年；或就
五年内招致的合格资本支出享有100%的投资赋税减免，减免可用来抵
销每估税年法定收入的100％；

ii.

可申请研究与开发补助金（只适用于马国民为多数股东的MSC MALAYSIA
地位公司）

MSC MALAYSIA地位的申请应提交多媒体发展公司(MDeC)。
其他优惠
i.

多媒体设备的进口免税

ii.

知识产权保护和广泛的电子法律架构

iii.

互联网不受检查

iv.

世界级的实体与信息科技基设

v.

具全球性竞争力的电信收费和服务

vi.

多媒体发展公司(MDeC)为多媒体超级走廊内的公司提供咨询和协助

vii.

高质量、有规划的城市发展

viii. 优越的研发设施
ix. 绿化及受保护的环境
		
x.
机械、设备和材料豁免进口税、国内税和销售税

13. 给予信息与通信科技的奖掖
13.1 给予应用信息与通信科技的奖掖
(i)

加速资本减免

就购买电脑与信息科技资产包括软件的支出，公司可申请加速资本减免，这
减免提供20%的初期减免以及40%的年度减免。从2009年估税年起生效至
2013年估税年，就信息与通信设备包括电脑与软件开销而索求加速资本减免
的期间已从两年缩短至一年。
开发网站的开销可享有20%的年度扣除，为期5年。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投资奖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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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给予营运支出的单一扣除

公司就营运支出，包括为改良信息科技运用相关的管理和生产程序而支付的
咨询费，享有单一扣除。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iii) 给予出口额增加的免税
信息与通信科技业的公司可申请相等于出口增加额的50%的法定收入减免。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注：有关给予信息与通信科技的其他奖掖，请参阅第21条。

14. 给予制造业相关服务的奖掖
提供下列制造业相关增值服务的公司可申请新兴工业地位或投资赋税减免
（请参阅附录I：受促进的通用活动及产品目录）：

•

综合物流服务：涵盖整个物流供应链，即出口货物承运代理、存
库、运输和其他关联的增值服务如分销、托盘装运、产品组装或安
装、货物分装、汇总、包装或重新包装、采购、质量管理、标签或
重新标签、测试及供应链管理。

•

冷藏链便利：提供一连串的服务包括冷藏库、冷藏卡车及相关的服
务如收集、储藏和分配本地生产的易腐烂食物。

•

气体和辐射灭菌服务。

(i)

新兴工业地位

从事制造业相关服务活动的公司可申请新兴工业地位，其间法定收入的70％
豁免所得税，为期5年。新兴工业地位减免期内未吸收的资本减免和累积亏
损可结转延后，用来抵销减免期后的收入。
申请应提交MIDA。
(ii)

投资赋税减免

公司可申请投资赋税减免，作为新兴工业地位的一个交替选择。公司在五年
内招致的合格资本支出可获得60％的减免，从招致首笔合格资本支出当天算
起。
这减免可被用来抵销每估税年的法定收入的70%。未用的减免可结转至以后
年度至用完为止 ，余下的法定收入的30%将依据现行的税率而课税。
申请应提交MIDA。
注：有关给予制造业相关服务的其他奖掖，请参阅第2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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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给予营运总部的奖掖
15.1 营运总部
核准的营运总部（OHQ）通常是指一家为其地区及全球的办事处或关系公司
提供合格服务的公司。
在马来西亚设立营运总部的公司可依据营运总部奖掖计划获得奖掖和便利。
公司是依据1967年所得税法的第127条获得营运总部地位和奖掖，为其在马
来西亚国内及国外的办事处和关系公司提供合格服务。
15.2 营运总部地位的核准、奖掖及其他优惠
符合下列标准的公司可申请营运总部地位和奖掖：

•
•
•
•
•
•

依据1965年公司法（第125号法）注册为当地企业

•

提供至少三项合格的服务：

最低的缴足资本为50万令吉
最低的年度营运开销为150万令吉
征聘至少三名高级专业或管理人员
为至少三家在马来西亚国外的公司服务
在马来西亚境外拥有一个稳定和规模相当的公司网络，并雇佣数目相
当的专业、技术及支援人才

合格的服务如下：
－

一般的管理及行政

－

商业规划与协调

－

协调原材料、零部件及制成品的采购

－

技术支援与维修

－

市场管控与促销规划

－

数据/信息管理与处理

－

代表其在马来西亚国外的关系公司和办事处在马国境内进行研究
与开发

－

为其关系公司和办事处提供培训与人事管理

投资奖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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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其关系公司和办事处提供财资与基金管理服务。这包括：

•
•

为关系公司提供马币以外的货币融资便利

•

与在马来西亚的境外银行、领有执照的国际伊斯兰银行或国
外银行进行外币存款投资

•

通过境内银行与纳闽岛上领有执照的银行进行外币对冲利
率/货币互换交易

•

与境内银行进行金融衍生产品及马来西亚交易所的美元计价
的原棕油期货合约进行对冲交易

•

只准通过居民期货经纪行在指定的国外交易所进行外币计价
的金融衍生产品对冲与投资交易

对在马来西亚境内或境外发行的外币股票、证券（包括债
券、票据、存款证和国库券）进行交易与投资

			

上述的财资与基金管理服务所需的资金，必须是从马来西亚
境内的授权银行和纳闽的境内银行取得的贷款，或公司本身
的缴足资本、从合格活动中取得的累积盈利、或其办事处的
累积盈利、或来自马来西亚境外的贷款。

			

由金融机构设立的营运总部被禁止向马来西亚境内的相关
企业提供财资与基金管理服务，除非这些相关企业已依据
1989年银行业及金融机构法（第372号法）获得执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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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关系公司和办事处提供公司財務咨询服务。這包括：

•
•
•
•

提供令吉以外的货币信贷管理

•

所有由关系公司就商品及服务互相发出的发票都可由营运总
部重新开立（另立发票）

•

除了从马来西亚出口货物取得的出口收益之外，关系公司与
营运总部之间可以自由抵销支付

•

营运总部可购买机械、设备或不动产以租赁给其关系公司（租
赁）

•

营运总部可购买其关系公司的机械、设备或不动产以租还给
同一关系公司（销售与租还安排）

为关系公司安排令吉以外的货币信贷便利
安排令吉以外的货币利率或货币互换交易
营运总部可以折扣价接管关系公司及/或在马来西亚境外的
第三者的权利要求（代收账款）

15.3 股权规定
依据1967年所得税法第127条，外资被准许拥有100％核准营运总部地位公
司的股权。
15.4 奖掖
依据1967年所得税法第127条，核准的营运总部可就下列来源取得的收入
享有为期10年的所得税豁免：
-

商业收入
由营运总部向其办事处及相关企业提供服务所取得的收入

-

利息
由营运总部向其办事处及相关企业提供外币贷款而取得的利息收入

-

专利金
由营运总部代表其办事处及相关企业进行研发而取得的专利金

在免税期间，营运总部从其马来西亚的办事处及关系企业提供合格的服务
而取得的收入获得免税，惟这收入不得超过它从合格服务中取得的总收入
的20％。
15.5 其他便利
核准营运总部也可享有下列的优惠：

•
•
•

利用外国公司的专业服务，若是当地没有这种服务
购买固定资产作为本身在马来西亚营运之用
在营运总部工作的外侨员工只需按其个人在马来西亚境内的天数的
应计收入课税

15.6 雇佣外侨员工
雇佣外侨员工涉及两个阶段，即申请外侨员工职位和核准工作通行证。
申请营运总部地位的公司可申请外侨员工职位，包括关键职位。核准将根据
公司的需求，惟公司须拥有至少50万令吉的缴足资本。所有的申请应提交
MIDA。
经MIDA核准了外侨员工职位后，公司需把工作通行证的申请提交移民局。
工作通行证核准后，方可雇佣外侨员工。

投资奖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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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给予拥有核准营运总部地位的居民公司的弹性外汇管理措施
(i)

外币资产1投资

•

可不受限制的投资于外币资产，若资金是来自：
－ 自己的外币资金
－ 外币贷款

(ii)

外币贷款

•

可不受限制的向境内银行、领有执照的国际伊斯兰银行、在马来西亚
同一公司集团2内的其他居民公司，以及任何非居民借入任何数额的外
币，惟该OHQ不得把资金转借给：
－ 其他居民，或
－ 为任何居民筹资

•

可不受限制的向非居民借入任何数额的外币以融资入口付款

(iii) 居民公司之间的付款

•

令吉付款不受限制

15.8 其他弹性外汇管理措施
作为一家居民公司，拥有核准营运总部地位的公司也享有居民的一切弹性外
汇管理措施。欲知更多详情，请浏览http://www.bnm.gov.my/microsites/
fxadmin/0105 policies_htm。
营运总部地位、奖掖和外籍员工的申请应提交MIDA。

16. 给予国际采购中心/地区分销中心的奖掖
国际采购中心
国际采购中心(IPC)是一家在马来西亚当地注册的公司，这公司在马来西亚营
运，为其国内外的相关及不相关的公司集团进行采购和销售原材料、零配件
和制成品。

1 外币资产包括
(a)
(b)
(c)
(d)

外币证券
外币贷款
外币存款
所有由下列各方供销的受核准的外币产品：
(i) 领有执照的境内银行
(ii) 领有执照的国际伊斯兰银行
(iii) 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
(iv) 由外汇统制官核准的任何居民
(e) 通过居民期货经纪人买卖、在交易所交易的外币面值的衍生产品

2 公司集团是指在马来西亚一个集团内有母子关系的所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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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分销中心
地区分销中心(RDC)是一个公司集团为其品牌所生产的制成品、零部件及配
件而设立的收集和汇总中心，这些物品被分配到国内外的代理商、入口商、
附属公司或其他不相关的企业。涉及的活动包括货物分装、重新包装和黏贴
商标。
16.1 国际采购中心/地区分销中心地位的核准
符合下列标准的公司可申请国际采购中心地位：

•
•
•
•
•
•

依据1965年公司法（第125号法）注册为当地公司

•

国际采购中心地位的申请者必须在马来西亚拥有相关的制造工厂。

最低的缴足资本为50万令吉
最低的年度营运开销为150万令吉
逐渐增加使用马来西亚的港口及机场
第三年的最低年度营业额为5千万令吉
在国内市场的销售额不超过销售总额的20％。从马来西亚境外采购的
货物，以直达货运方式向海外的目的港运出的货物，不得超过年度总
销售额的30％。

16.2 股权规定
依据1967年所得税法（第53号法）第127条，外资受准许拥有100％核准国
际采购中心/地区分销中心地位公司的股权。
16.3 奖掖
核准国际采购中心/地区分销中心地位的公司可申请：

•

依据1967年所得税法（第53号法）第127条，10年的法定收入豁免所
得税

•

从免税收入支付予股东的股息也免税

合格标准
欲享有上述奖掖的核准国际采购中心/地区分销中心地位的公司必须符合以下
的额外标准：

•

在一个估税年的基准期内，最低的年度销售额为1亿令吉，其中出口销
售额达8千万令吉，和直接出口额达5千万令吉。

•

国内销售额（包括自由区及保税厂的销售）只限于销售总额的20％。

投资奖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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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给予拥有核准国际采购中心和地区分销中心地位的居民公司的弹性外汇
管理措施
(i)

(ii)

活期帐户交易对冲

•

可不受限制的就进出口货物和服务的支付与境内银行和领有执照
的国际伊斯兰银行进行对冲交易，这些交易必须是：

－

根据确认的基础承诺，或

－

以预期的方式进行

•

所有涉及令吉的对冲交易必须与领有执照的境内银行进行

居民公司之间的付款

•
•

居民之间的令吉付款不受限制
拥有外销收益（来自从货物或服务的出口）的国际采购中心/地
区分销中心可不受限制的利用来自其外币帐户的外币，为货物与
服务结算而付款给其他居民公司。

16.5 其他弹性外汇管理措施
作为一家居民公司，拥有核准国际采购中心/地区分销中心地位的公司也享
有居民的一切弹性外汇管理措施。欲知更多详情，请浏览http://www.bnm.
gov.my/microsites/fxadmin/0105 policies_htm。
16.6 其他优惠
核准的国际采购中心/地区分销中心可享有以下优惠：

•
•

根据国际采购中心/地区分销中心的需求而审批外侨员工职位

•

在国际采购中心/地区分销中心工作的外侨员工只需按其个人在马来西
亚境内的天数的应计收入课税。

把原材料、零配件及制成品以豁免关税的方式引进自由工业区、自由
贸易区、保税厂及保税仓库，以便重新包装、整顿、整合后分配给最
终消费者

16.7 雇佣外侨员工
申请营运总部地位的公司也可申请外侨员工职位，包括关键职位。核准将根
据公司的需求，惟公司须拥有至少50万令吉的缴足资本。所有的申请应提交
MIDA。
经MIDA核准了外侨员工职位后，公司需把工作通行证的申请提交移民局。
工作通行证核准后，方可雇佣外侨员工。
国际采购中心/地区分销中心地位、奖掖和外籍员工的申请应提交M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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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代表处/地区办事处
17.1 定义
一家外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公司/机构的代表处/地区办事处，是一个设立在
马来西亚的办公处，目的是为它的总公司或当事人执行受准许的活动。这个
代表处/地区办事处不进行任何的商业活动，而只在指定的任务上代表总公司
或当事人。它的操作完全由国外的资金支持。代表处/地区办事处不需依照
1965年公司法注册。设立代表处/地区办事处需得到马来西亚政府的批准。
17.2 代表处
一个代表处是一家外国公司/机构的办公处，受核准收集有关国内投资和商机
的信息，尤其在制造业和服务业方面、提升双边贸易关系、促进马来西亚货
物和服务的出口以及进行研究和开发。
17.3 地区办事处
一个地区办事处是一家外国公司/机构的办公处，目的是作为该公司或机构麾
下在东南亚及亚太地区的联号企业、子公司及代理人的协调中心。地区办事
处负责它在作业的地区内被指派的活动。
17.4 被准许的活动
经核准的代表处/地区办事处被设立以代表它的总公司或当事人进行以下被准
许的活动：

•

收集和分析重要的信息或对马来西亚和该地区内的投资和商机进行可
行性研究

•
•
•
•
•

规划商业活动
鉴定原材料、零配件或其他工业产品的来源
从事研究和产品开发
作为该公司麾下的联号企业、子公司以及代理人在该地区内的协调中心
其他不会直接造成实际商业交易的活动

17.5 不被准许的活动
然而，经核准的代表处/地区办事处不被准许从事以下活动：

•
•

参与任何贸易（包括进出口）、商业或任何形式的商业活动

•
•

代表国外公司签署商业合同或提供有偿的服务

租借仓储便利：任何货物的装船、转运以及储藏必须由当地代理人或
分销商代办

参与马来西亚境内任何子公司、联号公司或支部的日常管理

投资奖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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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合格标准

•
•

拟议中的代表处/地区办事处的最低的年度营运开销为15万令吉
该代表处/地区办事处的营运资金须全部来自马来西亚国外

17.7 设立的期限

•

公司和其他（包括无关联贸易的非盈利组织）
至少两年，视个案而定

•

政府与商会
期限根据申请者的要求

17.8 雇佣外侨员工
经核准的代表处/地区办事处将获核准外侨员工职位，数目视其任务和活动而
定。只有经理级和技术性的外侨员工才能获准。
拟议中的外侨员工应目前受雇于申请者公司或其子公司或集团内。在代表处
工作的外侨员工须缴交正常的所得税，但在地区办事处工作的外侨员工则只
需按其个人在马来西亚境内的天数的应计收入课税。
设立代表处/地区办事处和外侨员工职位的申请应提交MIDA。

18. 给予财资管理中心的奖掖
一个经核准的财资管理中心，是指一家本地注册，为其集团内的国内外关系
企业提供中央财资管理服务的公司。
18.1 合格标准
公司须符合下列标准才能成为核准 财资管理中心：

•
•
•

依据1965年公司法注册

•
•

征聘至少三名高级专业人员在该中心工作

最低的缴足资本为50万令吉
每估税年国内最低的总营运开销为150万令吉（不包括该中心的融资
活动相关的利息和折旧）

为至少三家在马来西亚国外的公司提供财资管理服务

18.2 财资服务/合格的活动
i.

现金、融资和债务管理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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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家领有执照的银行的中央账户安排现金集合

b)

把集团内剩余的资金或从马来西亚的金融机构取得的资金融资：
－

以令吉或外币给马来西亚的关系企业

－

给国外的关系企业

			

•
•

以外币作任何用途，以及

以令吉在马来西亚使用
			
			
c)
从下列来源安排具竞争力的融资：

ii.

－

集团内剩余的资金

－

马来西亚的金融机构

－

以令吉或外币发行债券或伊斯兰债券

d)

为集团内的公司提供或安排财务或非财务担保

e)

活期账户管理
－

管理应付账款和应收账款

－

管理公司之间的抵销安排

投资服务
把集团内的资金投资于国内的货币市场以及境内和境外的外币资产

iii.

财务风险管理
为下列作对冲安排
－

兑换率风险

－

利率风险/基准率风险

－

市场风险

－

信贷/对手风险

－

流动风险

－

商品价风险

18.3 奖掖
i.

经核准的财资管理中心从提供财资管理服务给关系公司而取得的下列
法定收入可获得70%免税，为期五年：
a.

从提供合格服务给马来西亚和国外的关系公司所取得的费用/管
理收入

投资奖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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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从借贷或融资给马来西亚和国外的关系公司所收到的利息/融资
收入

c.

从配售资金给境内银行或短期投资（境内和境外）而取得的利息
收入/融资收入/收益，这是管理集团内剩余资金的部分工作。

d.

从管理集团内各种风险而实现的外币收入/收益/利润。风险包括
兑换率风险、利率风险、基准率风险、市场风险、信贷/对手风
险、流动风险和商品价风险。

e.

从购买关系公司和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伊斯兰债券而取得的溢
价/收入折扣/收益

f.

担保酬金

ii.

财资管理中心从金融机构和关系企业借款的利息支付/利润豁免预扣
税，惟所筹集的资金是用在财资管理中心的合格活动上。

iii.

财资管理中心为履行其合格活动而签署的贷款/融资契约和服务合约全
豁免服务税

iv.

在财资管理中心工作的外侨员工只需按其个人在马来西亚境内的天数
的应计收入课税

v.

享有弹性外汇管理措施的待遇

vi.

无本地股权规定

在免税期间，财资管理中心从直接提供合格服务给马来西亚国内的关系企业
而取得的收入免税，惟该收入不得超过财资管理中心从所有合格活动取得的
总收入的20%。
18.4 其他优惠
给予核准财资管理中心的其他优惠如下：

•

根据财资管理中心的需求而审批外侨员工职位

这些奖掖适用于截至2016年12月31日所收到的申请。
申请应提交MIDA。

19. 给予在马来西亚的工业设计服务提供者的奖掖
为了提倡创造力和创新以取得更高的增值，工业设计服务提供者可申请新兴
工业地位，公司法定收入的70％豁免所得税，为期五年。新兴工业地位减免
期内未吸收的资本减免和累积亏损可结转延后，用来抵销减免期后的收入。
所提供的工业设计服务是用在大量生产方面。
这项奖掖适用于截至2016年12月31日所收到的申请。
申请应提交MIDA。

59

20. 给予私立和国际学校的奖掖
为了鼓励私人界参与教育服务以及辅助政府提供教育基础建设的努力，经教
育部登记和符合该部规定的私立学校和国际学校可获税务奖掖如下：
a.

私立学校

i)

法定收入的70％豁免所得税，为期五年。新兴工业地位减免期内未
吸收的资本减免和累积亏损可结转延后，用来抵销减免期后公司的收
入，或

ii)

相等于100%的投资赋税减免，即五年内招致的合格资本支出可获得
100％的减免。这减免可被用来抵销每估税年的法定收入的70%，未
用的减免可结转至以后年度至用完为止。

b.

国际学校

i)

法定收入的70％豁免所得税，为期五年。新兴工业地位减免期内未
吸收的资本减免和累积亏损可结转延后，用来抵销减免期后公司的收
入，或

ii)

相等于100%的投资赋税减免，即五年内招致的合格资本支出可获得
100％的减免。这减免可被用来抵销每估税年的法定收入的70%，未
用的减免可结转至以后年度至用完为止。

(a) 和 (b) 这两项奖掖适用于截至2015年12月31日所收到的申请。
申请应提交MIDA。
c.

给予私立学校和国际学校的另外奖掖

i)

教育设备豁免进口税和销售税。

ii)

国外促销的开销可获双重扣除。

上述（c）的生效日期：
i)

第（i）项的奖掖适用于从2011年10月8日起提交MIDA的申请。

ii)

第（ii）项的奖掖从2012估税年起生效。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21. 其他奖掖
此条涵盖其他未曾叙述的奖掖，这些奖掖可能适用于下列领域：制造业、农
业、旅游业、环境管理、研究与开发、培训、信息与通信科技、经核准的服
务业项目以及制造业相关的服务。
21.1 工业建筑物减免
工业建筑物减免是给予为特定目的建造或购买建筑物而招致资本支出的公
司，这些建筑物可用于制造业、农业、采矿业、基础设施、研究、经核准的
服务业项目，以及经旅游部登记的旅馆。这些公司可享有10%的初期减免以
及3%的年度减免，以致支出可在30年内注销。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投资奖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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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给予MSC MALAYSIA公司建筑物的工业建筑物减免
为了鼓励在赛伯再也建造更多的建筑物以供MSC MALAYSIA地位公司使用，
把新建筑物租借给MSC MALAYSIA地位公司使用的业主，可获得为期十年的
工业建筑物减免。这包括已建好但仍未被MSC MALAYSIA地位的公司租用的
建筑物。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21.3 查账费扣除
为了减轻经商的成本及提升企业的监察，公司查账的开销在所得税计算中被
视为可扣除的支出。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21.4 给予风险资本业的奖掖
一般上风险资本公司(VCC)可申请为期10年的所得税豁免，惟须遵守下列投
资条件:
(i)

投资于创业公司的资金的最少50％必须是种子资金

(ii)

投入于创业公司的资金的最少70％必须是开业或早期融资

为了刺激和更促进创业公司融资，把至少30％的基金投资于种子资金、开业
或早期融资的风险资本公司可申请5年的所得税豁免。
这奖掖适用于从2008年8月30日至2013年12月31日由证券监督委员会收到的
申请。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21.5 给予拆除与迁移资产的成本的奖掖
依据1967年所得税法第3附表，拆除与迁移资产包括厂房和机械，及把资产的
原所在地恢复原状的成本不能获得减免，因为这开销不被认为是资产的一部
分。但财务报告准则第116条（FRS 116）特别规定，一件资产的成本包括在
责任上需拆除与迁移该资产及把该资产的原所在地复原所需的有关估计成本。
因此，为了把依据1967年所得税法和FRS 116的税务处理合理化，一条新的
条款已被纳入1967年所得税法第3附表，为拆除与迁移资产包括厂房和机械
及把该资产原所在地恢复原状的成本提供差额减免*，惟须符合下列条件：

•

这处理法只适用于依据成文法或契约的要求而拆除与迁移该厂房和机
械及把原所在地复原

•

该厂房和机械不能应用在该人士的另一门生意或另外人士的生意上

从2009年估税年起，这项奖掖可供申请。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 总差额减免是于处置该资产时拆除与迁移厂房和机械及把该厂房和机械的原所在地恢复原状的成本的
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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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给予取得知识产权的奖掖
从外国公司取得专利、设计、模型、绘图、商标、品牌或类似权利的资本支
出可从所得税计算中扣除，扣除率是每年20%，为期5年。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21.7 给予中小企业注册专利和商标的奖掖
为了符合政府提倡中小企业创新与开发知识产权的目的，在国内注册专利和
商标的开销可从所得税计算中扣除。
这些注册开销包括支付给依1983年专利法和1976年商标法登记的专利和商标
代理人。
适用于此奖掖的定义如下：
i.

公司是依据1967年所得税法第一附表的第2A和2B的定义

ii.

制造业、制造业相关服务业和农基工业：

•
iii.

全职职员不超过150人，或年度销售额不超过2千5百万令吉的企业

服务业、初级农业和信息与通信科技；

•

全职职员不超过50人，或年度销售额不超过5百万令吉的企业

这奖掖从2010年估税年生效至2014年估税年。
21.8 关税相关的奖掖
(i)

原料与零组件进口税豁免

原料与零组件的进口税可被考虑全免，不论制成品是供内销或出口。
供出口制成品的原料和零组件通常可免进口税，惟该材料等在国内并无生
产，或如有生产，其品质和价格不能被接受。
供内销制成品的原料，国内无生产者可考虑全免进口税；如有课进口税的材
料制成的产品无进口税，进口税也可被考虑全免。
旅馆与旅游计划可就被鉴定的进口材料和设备豁免进口税和销售税，而就被
鉴定的本地采购的设备也可免销售税。
申请应提交MIDA。
(ii)

供配套用的进口医疗器具的进口税豁免

为了鼓励本地医疗器具制造商把他们的产品通过配套来增值，以提高他们的
竞争力，供配合成套或制成完整的医疗程序套用的进口器具可豁免进口税，
惟这些器具在本地并无生产者。
申请应提交M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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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机械与设备的进口税和销售税豁免
对直接用在生产过程和制造业相关活动以及国内无生产的机械与设备，政府
的政策是不征税，因此大多数类别的机械与设备不征税。当进口的机械与设
备有征税但本地并无生产，进口税和销售税将获全免。本地生产的机械与设
备可获得豁免销售税。
申请应提交MIDA。
(iv) 备用零件与消耗品的进口税和销售税豁免
制造业公司可对国内无生产并直接用在制造过程的备用零件与消耗品享有免
税。
申请应提交MIDA。
(v)

外包制造活动的进口税和销售税豁免

为了减低成本和提高竞争力，把制造活动外包的马来西亚品牌的公司(马国民
股权至少达60%者)，可申请下列免税：
a.

被公司的本地或国外承包制造商用来制造成品的原料和零组件，豁免
进口税和销售税

b.

来自公司的国外承包商的半成品，以供公司的本地承包商制造成品
者，豁免进口税和销售税。

申请应提交MIDA。
(vi) 保养、修理及翻修活动的进口税和销售税豁免
从事保养、修理及翻修活动的航天业公司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机械设
备、备用零件及消耗品，可获得豁免进口税及销售税，惟公司于每次进口
这些物品时必须附上下列其中一份原始设备生产商(OEM)发出的零部件证明
书，如：
a.

美国FAA 的8130-3表格

b.

欧盟的EASA 1表格

c.

达标证明

d.

符合证明

e.

供应商证明

f.

分销商证明

申請應提交財政部。
(vii) 太阳能发电系统设备的进口税和销售税豁免
为了推广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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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能源委员会核准的入口商包括太阳能发电服务供应商可就供第三者
使用的太阳能发电系统设备获得豁免进口税和销售税

•

向本地制造商购买太阳能加热系统设备可豁免销售税

这项奖掖适用于截至2012年12月31日提交MIDA的申请。
(viii) 高能量效率设备的进口税和销售税豁免
为了推广高能量效率设备的使用：

•

由能源委员会核准的入口商包括授权代理商可获高能量效率(EE)设备
如EE电动机和绝缘体的进口税和销售税豁免，及

•

采购本地制造的EE消费品如冰箱、空调机、照明灯、风扇和电视机可
豁免销售税

这项奖掖适用于截至2012年12月31日提交MIDA的申请。
(ix) 混合动力车的进口税和销售税豁免
通常进口2,000cc以下的整装车包括混合动力和电动车须征进口税、国内税和
介于10％至80％的销售税。
为了促进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地区性的混合动力和电动车中心，及作为鼓励汽
车制造商和装配商为国内组装这类车作好准备的一项奖掖，混合动力和电动
车的特许权持有者可就新的整装车获豁免100％的进口税和国内税，惟须符
合下列标准与条件：
混合动力车
(a)

符合以下联合国的定义：
“一部在该车辆上装有至少两种不同的能源转换器及两种不同的能源储
藏器（汽油和电力）的车辆，作为推动该车辆之用者”。

(b)

限于引擎容量低于2000毫升的新整装混合车。

(c)

引擎规格至少符合Euro 3科技。

(d)

在获得车辆类别核准并经证明比使用汽油内燃机的类似车辆更省油如
下：
－

在市区内省油度不少于50％

－

在市区高速公路混合区的总省油度不少于25％

		
(e)

之后，由陆路交通局鉴定为混合动力车。

一氧化炭的排出量少于每公里2.3克。

电动车
(a)

符合以下联合国的定义：
“一部具有车身、在马路上使用、唯一由一个电动机推动的车辆，该电
动机的牵引力完全是由装置在该车内的一个牵引力电池所供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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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限于电动机动力低于100KW的新整装电动车。

(c)

在获得车辆类别核准之后，由陆路交通局鉴定为电动车。

这项奖掖适用于截至2013年12月31日提交财政部的申请。
(x)

销售税豁免

依据1972年销售税法领取执照的制造商可就制造所需的投入材料豁免销售
税。年度交易量少过10万令吉的制造商豁免领取执照，因此无需对他们的生
产缴交销售税，但他们可选择领取执照而对投入物获得免税。
某类货物在投入和输出阶段都豁免销售税，这包括所有用于生产下列产品
的货物(包括包装材料)：受管制物品、药物产品、乳产品、峇迪布、香水、
化妆品、照相机、手表、钢笔；电脑、电脑外围器材、部件与配件，纸箱纸
盒、印刷业产品、农业及园艺用的喷雾器、胶合板、复新轮胎、不中断电
源、机械以及供出口的制造业产品。
申请可提交皇家关税局。
(xi) 进口税、销售税及国内税回扣
依据1967年关税法第99节、1972年销售税法第29节和1976年国内税法第19
节，制造商对已缴进口税、销售税和国内税的零件、原料和包装材料可获得
税务回扣，若有关的零件和材料，依据该法规定的条件，在一年内被用来制
造供出口的货物。
国内生产的一些物品征收国内税。有关的物品包括酒类、含烟叶的香烟、机
动车辆、纸牌和麻将牌。
从主要关税区或领有执照的场地(供生产有征国内税的货物者)运往自由工业
区的工厂或保税工厂作为制造其他产品之用，或运往兰卡威岛或纳闽岛的货
物，被视为从马出口的货物。
申请应提交最临近工厂的皇家关税局办公处。
21.9 出口奖掖
(i)

给予促进出口的单一扣除

居民公司为马来西亚的制造业产品、农产品和服务寻求出口商机而招致的某
些开销可获得单一扣除。合格的开销是：

•
•

在国外登记专利、商标和产品许可的费用

(ii)

给予促进出口的双重扣除

提供予受邀来马具有潜能的入口商在马的住宿费，以3晚为限。

居民公司为马来西亚的制造业产品、农产品和服务寻求出口商机而招致的某
些开销可获双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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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的开销是：

•
•
•
•
•
•

在国外打广告、宣传与公关的费用

•

公司代表因公干出国的住宿费（最高限每天3百令吉）和膳食费（最高
限每天150令吉）

•
•
•
•
•
•

为促进出口在国外维持办事处和仓库的费用

寄出国外的样品，包括运费
进行出口市场调查
为国外货物供应投标所作的准备
提供技术资料
展览品及参加商展、工业展、虚拟商展与贸易门户的开销，以及公司
员工出差国外的旅费

出口包装设计的专业费，惟须利用国内的专业服务
为投标国外项目而进行的可行性研究
为参与国际竞争而制造建筑和工程模型、透视图和三维的动画片
在国内与国外参加商展或工业展
参加在国外的马来西亚永久贸易展览馆的商展

已向公司委员会注册的合伙和独资企业也可享有上述的奖掖，惟他们须提供
下列服务：

•
•
•
•
•

法律
会计（包括税务和管理子咨询）
建筑（包括城市策划及景观美化）
工程与综合工程（包括估价与估算）
医药和牙科

新兴工业地位的公司，可累积这些开销以用来抵销免税期后的收入。
(iii) 给予出口信贷保险保金的双重扣除
出口信贷保险的保金可享有双重扣除
(iv) 给予船运费的双重扣除
把货物从沙巴和砂拉越以船运运来马来西亚半岛的任何港口的制造商，可就
运费享有双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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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给予促进马来西亚品牌的双重扣除

为了促进马来西亚的品牌，品牌的注册持有人或其同一集团内的公司，为该
品牌打广告的开支可享有双重扣除，惟：
a.

该公司股权的至少50%为该马来西亚品牌的注册持有人所拥有，

b.

在一估税年中要求只能由一家公司提出，及

c.

产品质量符合出口标准。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vi) 给予仓库的特别工业建筑物减免
用来储存出口及再出口货物的仓库可享有合格资本支出的10%的年度减免。
(vii) 给予落实络世达网的奖掖
络世达网是一个基于互联网的开放式通用商业信息传输标准，它被用于供应
链管理与全球的供应商联系。
为了鼓励中小型公司采用络世达网以增加它们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公司
为管理和操作马来西亚络世达网以及协助中小型公司用络世达网而作出的开
支与捐献，可享有所得税扣除。
合格的开支与捐献是对设备的捐献(电脑与服务器)和调派去马来西亚络世达
网的员工的薪金；对软件、共用软件和编制程序的捐献，以及训练本地中小
型公司的职员使用络世达网的开支。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21.10 给予利用环境保护设备的奖掖
利用环境保护设备的公司就该设备的资本支出享有40%的初期抵减和20%的
年度抵减，总额在3年内注销。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21.11 对环境保护的捐献
支付予经核准为专门保护环境的组织的捐献享有单一扣除。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21.12 给予雇员宿舍的奖掖
在制造业、核准服务业项目以及旅馆和旅游业，建造或购买用作雇员宿舍的
建筑物的支出可享有10%的特别工业建筑物减免，为期10年。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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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3 给予雇员幼儿的看顾设施的奖掖
建造或购买房子为雇员提供幼儿看顾设施的开支可享有10年的10%的特别建
筑物减免。
为了雇员的福利，提供予及维修幼儿看顾中心的现金或物质捐献，可享有单
一扣除。
索求应提交内陆税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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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章

课税
1. 马来西亚的课税
2. 应税所得分类
3. 公司税
4. 个人所得税
4.1 居民个人
4.1.1  个人减免
4.1.2  税款回扣
4.2 非居民个人
5. 预扣税
6. 不动产利得税
7. 销售税    
      
8. 服务税
9. 进口税
10. 国内税
11. 关税申诉仲裁庭及关税裁决
12. 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第三章

课税
1.

马来西亚的课税   

任何人士包括公司在马来西亚应计、从马来西亚取得或从国外取得而在马来
西亚收到的一切所得均须课税。
然而，任何人士（除了在一个估税年里从事银行、保险、空运及船运业的居
民公司外）从马来西亚境外的来源取得并在马来西亚收到的收入豁免课税。
为了使税务管理制度现代化和更有效率，自我估税制已实施于公司、独资及
合伙企业、合作社与受薪阶级，而所得税的评估也已改为当年估税制。

2.

应税所得分类

应税所得是有关下列的所得：

•
•
•
•
•
•

从生意获得之利得或利润，不论经营时间的长短
因受雇所得之利得（薪金、酬劳等）
股息、利息或折扣
租金、专利费或加价
退休金、年金或其他定期付款
其他收益性的利得或利润

应税所得是扣除被准许的生产开销、资本减免及适用的优惠后之所得。1967
年所得税法的第34条对烂账或疑帐有特定条款。帐面折旧的扣除不被准许，
但资本减免可核准。未分摊的营业亏损可无限期的被结转以抵销未来的营业
收入，享有新兴工业的公司也可享有这项待遇，惟其免税期须在2005年9月
30日或之后届满。

3.

公司税

无论是否为居民公司，在马的应计或从马取得的收益均应课税。居民公司从
国外获得及汇入的收益豁免课税，但从事银行、保险、船运及空运业者例
外。若公司事务的控制与管理是在马来西亚行使，则公司被视为居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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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9年估税年起，公司所得税为25％。这税率亦适用于下列个体：
i.

信托团体

ii.

个人遗产的指定执行者，若该个人于去世时居住在马来西亚国外

iii.

由法庭指定的接管人

从事石油业上游作业的人士则课38%的石油业所得税。从2010年估税年起，
依据1967年石油（所得税）法，上游石油业公司取得的收入的估税已改为当
年制和自我估税制。基于2009年收入而计算的2010年估税年的所得税则可以
在5年内分期缴付。
公司、合作社或信托团体扣除的扎卡特(穆斯林每年一次的慈善捐款)不可超
过相关估税年总收入的2.5％。
捐献给下列各项的捐款可被准许：
i.

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或

ii.

经内陆税收局局长核准的机构和组织，或

iii.

经财政部长或体育总监核准的体育活动，或

iv.

经财政部长核准的国家利益项目。

从2009年估税年起，捐献予上述第ii，iii和iv项的捐款不得超过相关估税年公
司总收入的10％。

4.

个人所得税

凡个人在马的应计和从马取得，或来自马国以外而在马收到的收入均应课
税。居民个人汇入马国的收入豁免课税，而非居民个人只须为在马赚到的收
入课税。
课税率视该个人的居民地位而定，而居民地位取决于该个人在马的日数，依
据1967年所得税法第7条所规定。通常在一历年内在马居留至少182天的个人
在税务上被视为居民。
4.1 居民个人
从2010年估税年起，居民个人扣除个人减免后的应税所得依0%至26%的累
进税率课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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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个人减免
居民个人的应税所得是从总收入中扣除个人减免后始达致的。可用的减免种
类如下：
序

个人减免分类

数额（令吉）

1

自身和受扶养家属

9千

2

父母的医疗开销

5千（最高限）

3

基本支撑设备

5千（最高限）

4

残障者个人

6千

5

教育费（个人）

5千（最高限）

6

严重疾病医疗开销

5千（最高限）

7

全身医药检验费

5百（最高限）

8

购买书籍、期刊、杂志及刊物的开销

1千（最高限）

9

购买个人电脑

3千（最高限）

10

依据SSPN 计划的储蓄净额

3千（最高限）

11

购买供体育活动的运动器材

3百（最高限）

12

依个人名义登记的宽带订购费

5百（最高限）

13

融资购买住房支付的利息。减免可高达每年1万令 1万（最高限）
吉，连续 3 年，从支付利息的第一年开始。
须符合下列条件：
（i） 纳税人为马来西亚公民和居民，
（ii） 每人限一个住宅单位，
（iii） 买卖合约须在2009年3月10日至2010年
12月31日间签署，
（iv） 该住宅不被出租。
就此：
（a） 两个或更多人可就同一间产业索求减免，与
（b） 若某年众人支付的利息超过被允许的金
额，个人被核准的减免将依照下列方程式
计算：
              A x B
                 C
其中：
A =  在该年可被允许的利息，
B =  有关个人在该年支付的利息
C =  众人在该年所支付的利息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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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丈夫/妻子/赡养费

3千（最高限）

15

残障的妻子/丈夫

3千5百

16

普通子女的减免

1千

17

18岁及以上、未婚并在接受全日制高等教育的
子女

1千

18

18岁及以上年龄、在马来西亚进修文凭或更高课
程或在国外 进修学士或更高课程的未婚子女，其
课程和高等学府为马来西 亚政府所承认者

4千

19

残障子女
18岁及以上年龄、在马来西亚进修文凭或更高
课程或在国外进修学士或更高课程的未婚残障
子女，其课程和高等学府为马来西亚政府所承认
者，可享有的额外减免

5千

20

人寿保险和公积金

6千（最高限）

21

新年金计划的保金或现有年金计划的额外保金，
从 2010年1月1日起开始支付（金额超过1千令吉
者，可与人寿保险一起索求）

1千（最高限）

22

教育与医药保险的保费

3千（最高限）

4.1.2 税款回扣
居民个人的缴税额将因下列回扣而减低：
i.

应税所得不超过3万5千令吉的居民个人的所得税回扣
从2009年估税年起，个人应税所得不超过3万5千令吉者享有400令吉
的回扣。若其妻子无工作或妻子的收入合并作联合评税，其妻子亦享有
400令吉的回扣。同样的，应税所得不超过3万5千令吉而又选择分别评
税的妻子，亦享有400令吉的回扣。
序
a

所得税回扣
分别评税
妻子
丈夫

b

c

从2009 估税年
起（令吉）

400
400

联合评税
妻子
丈夫

400
400

总额

800

丈夫或妻子都没有任何收入的评税
妻子
丈夫

400
400

总额

800

课税

74

ii.

其他的所得税回扣
序

所得税回扣

（令吉）

a

扎卡特（穆斯林的宗教赋税）

最高额为征税总额

b

外国工人的费用/人头税

最高额为征税总额

4.2 非居民个人
从2010年估税年起，非居民个人的课税率为26%，且不得享有个人减免，但
对其缴付予政府作为取得工作准证的费用可要求回扣。

5.

预扣税

就下列特別分类的收入，非居民个人须缴最终的10％的预扣稅，例如：
a.

作为该人士或其雇员就其财产或权利的使用，或工厂、机器或其他配备
的安装或操作而提供服务的报酬，

b.

由于技术管理或行政而提供的技术指导、援助或服务，或任何科学、工
业或商业计划、投资或项目而作出的报酬，

c.

因依据任何契约或安排而使用动产的租金或其他支付。

为国外或在国外提供上述（a）和（b）项服务而取得的收入不需缴预扣税。
非居民专家从提供下列技术培训服务取得的收入将豁免预扣税，有效期是从
2008年8月30日至2012年12月31日：
a.

信息和通信科技、电子和生命科学的研究生课程

b.

看护和相关保健的高级课程

c.

飞机维修工程课程

从2009年1月1日起，在预扣税的计算中，在马来西亚酒店住宿相关的付还或
支付将不包括在技术酬金的总额内，这是为了减低非居民提供技术服务的成
本。
没缴付预扣税的罚金是10％，这10％的罚金是基于未缴付的税额而不是支付
给非居民的总额。

6.

不动产利得税

在马来西亚，资本利得一般上无需课所得税。但出售在马境内的不动产，或
出售该土地的权益、购买权或其他权利，以及出售不动产公司的股份而产生
的应税所得，则须征不动产利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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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2年1月1日起，从脱售住宅和商业产业的收益将依据产业的持有期而征
税5％至10%如下：    

持有期

不动产利得税税率
企业

个人
（公民与永久居民）

个人
（非公民）

长达2年

10%

10%

10%

超过2年至5年

5%

5%

5%

超过5年

0%

0%

0%

不动产利得税的税率将不会为真正的产业拥有者带来负担，因为他们可获得
豁免而税务支付是基于净利如下：
i.

马来西亚公民或永久居民个人一生中享有一次脱售一间住宅产业的利得
豁免，

ii.

父母与子女之间、丈夫与妻子之间及祖父母与孙之间的产业脱售的利得
免税，

iii.

利得税是基于净利的，即扣除所有的有关开销如买价、装修费与附带开
销例如律师费和印花税等，以及

iv.

个人可获得高达一万令吉或10% 的豁免，视何者为高。

有关公司和个人税的详情，请浏览www.hasil.gov.my。

7.

销售税          

销售税是在进口或制造时征收的单一阶段税。在马来西亚，应税物品的制造
商须依1972年销售税法领取执照，每年销售额少于10万令吉以及持有保税
工厂地位的厂商豁免领取执照，但销售额少于10万令吉的公司则须申请豁免
证。
领有执照的厂商依其产量而课税，而无需或豁免领取执照者则须就其原料缴
税。为了免除小型制造商在采购原料时须付销售税的负担，此类公司可选择
依1972年销售税法登记以便购买免税原料，在这情形下，他们可选择只为制
成品缴付销售税。
销售税通常是10%，但用来制造应税物品的原料及机械通常可获得免税，而
一些无应税物品的原料也可获豁免。
一些非必需的食品、含酒精的饮品、烟草和烟与建筑材料的税率为5%，一般
货物的为10％，用来制造饮品的化合物的为20%，以及某些石油产品和润滑
油有个别的税率。一些原产品、基本粮食、基本建筑材料、一些农业用具以
及供建筑业用的重型机械豁免课税。一些旅游及运动用品、书籍、报章与读
物也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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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服务税

服务税实施于某些在马来西亚提供的物品与服务，这包括饮食与香烟，为住
宿提供房间及为会议、大会、文化与时装表演提供场地，保健服务和私营医
院提供的膳宿。
由会计师、律师、工程师、建筑师、测量师(包括地产估价师和经纪)、广告
公司、咨询公司、管理服务提供者、保险公司、汽车服务与修理中心、电信
服务公司、保安和守卫公司、休闲俱乐部、地产经纪、泊车服务业者以及快
递公司等提供的专业与咨询服务亦须课税。
然而一间公司提供予同一集团内公司的专业服务豁免缴交当前的6%税。从马
来西亚国内投递至国外目的地的快递服务也豁免6%的服务税。
服务税的征收通常取决于一个规定的起征点，即年度交易额介于15万至50万
令吉之间，例如
i.

依1987年商用车辆执照局法登记而年度交易额达15万令吉或以上的汽
车出租公司

ii.

年度交易额达15万令吉或以上的职业介绍所

iii.

年度交易额达15万令吉或以上，提供项目管理及协调服务的管理公司

iv.

拥有超过25间房的旅馆与此类旅馆内的餐馆

从2010年1月1日起，信用卡和赊账卡，包括那些不收费的，征收服务税如
下：
i.

主卡每年50令吉

ii.

附属卡每年25令吉

服务税将于卡发出时、于期满一年时或于更新时征收。

9.

进口税

在马来西亚，大多数的进口税是从价税，但一些产品征收从量税。惟依据贸
易自由化的政策，多种原料、组件与机械的进口税已被取消、减低或豁免。
再者，马来西亚承诺落实东盟共同有效特惠关税的方案。依此方案，所有在
东盟国家间交易的工业产品的进口税只介于零至5%之间。
马来西亚继续在货物贸易、原产地法则及投资方面参与自由贸易安排的谈
判。到目前为止，马来西亚已签署了与日本、巴基斯坦、新西兰和印度双边
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印度的东盟区
域协定。自由贸易区伙伴之间的进口税，须符合这些协议内特定的减低及废
除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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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国内税
国内制造的一些产品征收国内税，它们是烟、烟草产品、酒类、纸牌、麻将牌
及机动车辆。机动车辆、纸牌和麻将牌的国内税是从价税，而烟、烟草产品和
酒类的国内税是从量税和从价税的组合。

11. 关税申诉仲裁庭及关税裁决
关税申诉仲裁庭是一个独立的机构，设立的目的是对关税局局长就1967年关
税法、1972年销售税法、1975年服务税法及1976年国内税法管辖的事项所
作决定的申诉作出判决。
此外，关税裁决也被纳入1967年关税法、1972年销售税法、1975年服务税
法及1976年国内税法，为工商界在规划他们的商业活动时，提供确定及可预
知性。
由关税局发出并经申请者同意的裁决，在指定的期间内对申请者具有法律上
的约束力。关税裁决的主要特征如下：
i.

商家可就货物的分类、需课税服务的鉴定，以及鉴定货物和服务价值的
原则提出申请；

ii.

申请须以书面提出，并附上足够的事实及指定的收费；

iii.

申请可在货物进口或服务被提供之前提出，由此关税局将发出裁决。

12. 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避免双重课税协定是两个寻求避免双重课税国家之间的协定，其主旨在于通
过详细说明每一国家对跨国界收入的征税权利，以及提供税务减免或豁免以
消除双重课税。
马来西亚的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的目的如下：
i.

为入境及出境的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ii.

使马来西亚的特别税务优惠对资本输出国的纳税人完全有效

iii.

从双重课税的减免取得比单方面的措施更有效的税务减轻

iv.

避免避税和逃税事件

如同许多其他已开发或发展中的国家一样，马来西亚不能不通过国际税务协
定网络来利便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加速的工业化步伐，加上
更多在国内的外来直接投资，使到马来西亚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税务协定安排
成为必要，以便为投资者提供税务方面的确定性和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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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2年1月31日有效的双重课税协定如下：

阿尔巴尼亚
阿根廷*
澳洲
奥地利
巴林
孟加拉国
比利时
加拿大
中国
智利
克罗地亚
捷克共和国
丹麦
埃及
斐济
芬兰
法国
德国
匈牙利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朗
爱尔兰

意大利
日本
约旦
哈萨克斯坦
韩国
科威特
吉尔吉斯共和国
老挝
黎巴嫩
卢森堡
马耳他
毛里求斯
蒙古
摩洛哥
缅甸
纳米比亚
荷兰
新西兰
挪威
巴基斯坦
巴布亚新几内亚
菲律宾
波兰

卡塔尔
罗马尼亚
俄罗斯
圣马力诺
沙特阿拉伯
塞舌尔
新加坡
南非
西班牙
斯里兰卡
苏丹
瑞典
瑞士
叙利亚
泰国
土耳其
土库曼斯坦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英国
美国*
乌兹别克斯坦
越南
委内瑞拉

* 有限度的协定

卡塔尔： 所得税和预扣税－从2010年1月1日或之后开始的估税年
              
石油所得税－从2011年1月1日或之后开始的估税年
至于台湾（由在马来西亚的台北经济文化中心代表)，则依据下列公布的所得
税豁免条例，获得双重课税减免：
i.

P.U.(A) 201 (1998)

ii.

P.U.(A) 202 (1998)

利息、专利金和技术服务酬金的预扣税已分别减至10％、10％及7.5%。
欲知更多详情，请浏览www.hasil.gov.my或发电子邮件至lhdn_int@hasil.
gov.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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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入境手续
1.

进入马来西亚的规定

1.1 护照或旅行证件
所有进入马来西亚的人士均须持有受认可进入马来西亚的各国合法护照，或
其他受国际承认的旅行文件。这些文件的有效期，必须从进入马来西亚当天
算起，至少还有六个月。
持有不受马来西亚承认的护照者，须事先向马驻外国代表处申请一份替代护
照的文件以及签证。签证申请可向临近的马驻外代表处提出；在没有马代表
处的国家，申请书可呈交临近的英国最高专员署或大使馆。

1.2 签证规定
签证是在一个外国人的护照或其他旅行文件上的一个批注，说明持有者已申
请并获得准许进入马来西亚。
需要签证方能进入马来西亚的外国人，必须在进入之前向任何马驻外国代表
处申请和获得签证。
按照国家分类的签证规定如下：
需要签证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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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富汗*

•

几内亚比绍

•

安哥拉

•

香港（身份证 ）

•

不丹

•

印度

•

布基纳法索

•

利比里亚

•

布隆迪

•

马里

•

吉布提

•

缅甸（普通护照）

•

中非共和国

•

尼泊尔

•

中国

•

尼日尔

•

哥伦比亚

•

卢旺达

•

科摩罗

•

塞尔维亚和黑山

•

刚果民主共和国

         共和国

•

刚果共和国

•

联合国 （通行证）

•

科特迪瓦

•

西撒哈拉

•

赤道几内亚

•

厄立特里亚

•

埃塞俄比亚

需要签证的英联邦国家

•
•
•
•

孟加拉国
喀麦隆
加纳
莫桑比克

需要签证以居留超过三
个月的国家

•
阿尔巴尼亚
•
阿尔及利亚
•
阿根廷
•
澳大利亚
•
奥地利
•
巴林
•
比利时
•
波斯尼亚－黑塞         
         哥维那
•
巴西
•
克罗地亚
•
古巴
•
捷克共和国
•
丹麦
•
埃及
•
芬兰
•
法国
•
德国
•
匈牙利
•
冰岛
•
爱尔兰
•
意大利
•
日本
•
约旦
•
吉尔吉斯斯坦
•
科威特
•
吉尔吉斯共和国

需要签证以居留超过一
个月的国家

•
•
•
•
•
•
•
•
•
•
•
•
•
•
•
•
•
•

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
巴巴多斯
白俄罗斯
贝宁
玻利维亚
保加利亚
柬埔寨
佛得角
乍得
智利
哥斯达黎加
厄瓜多尔
萨尔瓦多
爱沙尼亚
加蓬
格鲁吉亚
希腊

•
•
•

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黎巴嫩
列支敦士登
卢森堡
摩洛哥
荷兰
挪威
阿曼
秘鲁
波兰
卡塔尔
罗马尼亚
圣马力诺
沙特阿拉伯
斯洛伐克
南非
南韩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突尼西亚
土耳其
土库曼斯坦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英国
乌拉圭
也门

•
•
•
•
•
•
•
•
•
•
•
•
•
•
•
•
•

马达加斯加
摩尔多瓦
毛里塔尼亚
墨西哥
摩纳哥
蒙古
尼加拉瓜
北韩
北也门
巴拿马
巴拉圭
葡萄牙
俄罗斯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塞内加尔
斯洛文尼亚
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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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地马拉
几内亚共和国
海地
洪都拉斯
香港特区
哈萨克斯坦
拉脱维亚
立陶宛
澳门特区
马其顿

•
•
•
•
•
•
•
•
•
•

苏里南
塔吉克斯坦
多哥
乌克兰
上沃尔特
乌兹别克斯坦
梵蒂冈
委内瑞拉
扎伊尔
津巴布韦

•
伊朗
•
伊拉克
•
利比亚
•
澳门（旅行证及葡
          萄牙身份证）

•
•
•
•
•

巴勒斯坦
塞拉利昂
索马里
南也门
叙利亚

•
•
•
•
•
•
•
•
•
•
需要签证以居留超过14
天的国家

美国国民不需签证以作社交、商业或学术目的的访问（受雇者除外）。
以色列的国民需要签证和必须获得内政部的事先核准。然而塞尔维亚共和国
及黑山共和国的国民需要签证但不需内政部的核准。
东盟国家的国民（缅甸的除外）逗留不超过一个月者不需签证，超过一个月
者则需签证（汶莱和新加坡的国民除外）。
上述以外国家（以色列除外）的国民，入境作不超过一个月的社交访问者不
需签证。
注： * 签证需要推荐人，即需要移民局的核准。
1.3 通行证规定
除了为社交或商业访问目的进入马国所作的申请之外，通行证的申请必须在
还未抵达之前提出。
通行证是一个在护照上的批注，说明持有者已获得准许在核准期间居留。除
了签证（如需要）之外，访问马来西亚的外国人必须在进入地点获得通行
证，以准许该人士在马作短暂的居留。
所有此类的申请须有在马的保证人，保证人同意如有需要时负责入境者的生
计与遣送回国的费用。
给予外国访问者的通行证如下：
(i)

短期入境通行证（社交）

入境通行证发出给进行社交或商务活动的外国人如：

•

为参加公司会议、公会会议或研讨会、审查公司账目或确保公司能顺利
运作而入境的公司东主或代表

•
•

为探讨商机及投资机会或设立工厂的投资者或商人

85

为推介打算在马制造的物品的外国代表，但他们不得直接参与销售或分
销

•
•
•
•
•

为商洽、购买或租赁地产的业主
为报导在马事件的外国传媒记者
运动比赛的参与者
参与当地大学考试或作亲善访问的学生
参与其他经移民局局长核准的活动而进入的访客

此类通行证不可用于受雇或监督机械的安装或工厂的建造。
(ii)

长期入境通行证（社交）

长期社交入境通行证可发给外国人，在马来西亚作不少过6个月的暂时居
留。期限可被延长，根据访客的资格及符合某些条件而定。
持有长期社交入境通行证的马国民的外籍配偶，被准许投入任何形式的雇
佣，或参与任何生意或专业工作而无需把她们的社交通行证转换成工作通行
证或入境通行证（短暂受雇）。
(iii) 入境通行证（短暂受雇）
发给入境受雇期限短过24个月的外国人。
(iv) 工作通行证
发给入境受雇期限至少两年的外国人。申请者在获得了有关授权机关核准了
外侨员工职位后，工作通行证才发出。
(v)

入境通行证（专业)

发给与本地机构有短期合约的外国人。
可申请这类通行证的人士如下：
专业或志愿人士

•
•
•
•
•

经政府认可的研究工作者
国际组织的成员
受邀请的讲师或演讲者
为安装或保养机器或电脑的专家
提供技术培训者

艺人

•
•

入境为拍摄影片或演出者
入境为新的唱片或其他产品作宣传者

传教士（伊斯兰或其他
宗教）

•

为宗教目的而入境者

通行证的有效期视合约而定，但一次不可超过十二个月。
申请应由有关的机构提出。

入境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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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家属通行证
这项便利是给予外侨员工的家属的。家属通行证发给予拥有工作通行证持有
者的配偶与子女。此类通行证可与工作通行证同时申请或于后者核准后才申
请。
(vi) 学生通行证
发给欲在马来西亚任何教育机构求学的外国人，惟这些教育机构的课程已被
高等教育部核准并已获得内政部核准接收外国学生。

2.

雇佣外侨员工

马来西亚政府希望其人民最终能获得培训及受雇担任所有级别的工作。因
此，公司受鼓励培训更多国民，以使公司各级员工的组合能反映本国多元
种族组合的特征。
虽然如此，当受过培训的马国民缺乏时，外资公司被允许引进外侨员工。此
外，外资公司亦可获核准“关键职位”，即永久保留予外侨员工的职位。
2.1 外侨员工种类
外侨员工是有资格担任以下职位的外国人：
a.

关键职位
这些都是在马来西亚营运的外资私营公司和企业的高层管理职位。关
键职位是公司至关重要的职位，其任务是保障公司的利益和投资。这
些外侨员工负责决定公司的政策和实现其目的和目标。

b.
     

时限职位
i.  

执行员职位
这些是中层的管理和专业职位。他们需要有专业资格、实际经验
和工作相关的技能与专门知识。这些员工负责执行公司的政策和
监督员工。

ii.
    

非执行员职位
这些职位履行需要具体的技术或实用技能和经验的技术工作。

2.2 雇佣外侨员工指南
雇佣外侨员工涉及两个阶段：
a.  

根据业务的种类和性质向有关的授权机关申请外侨员工职位。

b.  

在获得授权机关核准了外侨员工职位后，公司必须向移民局提交批注工
作通行证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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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外侨员工的准则如下：
a)

外国缴足资本达200万美元或以上的制造业公司：

•
•
b)

d)

执行员职位的外侨员工的雇佣期可长达10年，非执行员的可达5年

外国缴足资本超过20万美元但少过200万美元的制造业公司：

•
•
c)

可自动获准多达10个外侨员工职位，包括5个关键职位

可自动获准多至5个外侨员工职位，包括至少一个关键职位。
执行员职位的外侨员工的雇佣期可长达10年，非执行员的可达5
年。

外国缴足资本少于20万美元的制造业公司，可依据现有的准则审批关键
职位及时限职位如下：

•

外国缴足资本为至少50万令吉者可获考虑关键职位，但此金额只
是一个指南，而可获准的关键职位的数目视个案而定。

•

需要专业资格及实际经验的执行员职位可获考虑时限职位长达10
年，而需要技术及经验的非执行员职位，则长达5年，惟公司须培
训马国民以最终能接任该职位。

•

关键职位及时限职位的数目视个案而定。

马国民拥有的制造业公司，将可依要求而获得所需的技术性的外侨员工
职位，包括研发职位。
从一个职位调至同一家公司另一个职位的外侨员工须领取新的工作通行
证，其原有的通行证将被修改以反映职位的改变。接替外侨员工职位的
新外侨人士也须领取新的工作通行证。
所有的工作通行证的有效期将依照该核准职位的期限，但是关键职位的
持有人可获得长达五年才需更新的工作通行证，下列情况除外：

•
•
•

外侨员工护照的有效期短过五年者
外侨员工的雇佣合约短过五年者
雇主对外侨员工服务的需求少过五年者

所有的工作通行证持有人，均获核发多次入境签证，有效期与通行证相
同。

3.

申请外侨员工职位

制造业及相关服务业的新公司或现有公司(包括那些没有扩充产能或增加产品
的计划者)的外侨员工职位的申请应提交MIDA，这包括必须或豁免申请工业
执照的公司。
有关移民局手续的详情，请浏览www.imi.gov.my。
入境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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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雇佣外国劳工

在马来西亚，外国劳工可受雇于制造业、建筑业、种植园、农业、服务业及
家庭佣人等领域。服务业包含十一个行业，即餐馆、清洁业、货物搬运、洗
衣店、高尔夫俱乐部球童、理发店、批发零售、纺织业、金属/废料/再生活
动、福利收容所及酒店/岛屿度假胜地。
只有下列指定国家的国民可在特选的领域工作：

受核准的领域

以下国家的国民

•
•
•
•
•

制造业
种植园
农业
建筑业
服务业

印尼
柬埔寨
尼泊尔
缅甸
老挝
越南
菲律宾（只限男性）
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
泰国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

•

服务业（厨子、批发零售、      
理发店、金属/废料/再
生活动、纺织业
建筑业（安装高压电缆）
农业
种植园

印度

•
•
•

雇佣外国劳工的核准视个案的情况而定，并附带因时而定的各项条件。雇主
经尽力尝试寻找合格的马公民及永久居民不果后，其外国劳工的申请方能获
得考虑。
对外国劳工征收的年度税如下：
受核准的领域

年度税

制造业

1250令吉

建筑业

1250令吉

种植园

590令吉

农业

410令吉

家庭佣人

410令吉

服务业
• 福利收容所
• 岛屿度假胜地
• 其他

600令吉
1200令吉
1850令吉

所有外国劳工的申请应提交内政部的一站中心，惟家庭佣人的申请则应提交马
来西亚移民局。
欲知更多有关雇佣外国劳工的信息，请浏览内政部的网站www.moha.gov.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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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制造业的劳动力
1.

马来西亚的劳动力

马来西亚为投资者提供勤奋、有纪律、受过教育及可培训的劳动力。进入劳
动力市场的青年都已接受过至少十一年的学校教育，即达到中学水平，因此
他们都能轻易的接受新技能的训练。
为了应付制造业对受过技术训练人员的需求日益增长，马来西亚政府已采取
步骤以增加每年从国内及国外大学、学院及技术与职业训练所毕业的工程
师、技师与其他熟练人员的人数。
此外，马来西亚享有一个自由与具竞争力的劳动力市场，雇主与雇员之间的
关系是热诚与和谐的。与工业化国家比较，马来西亚的人工成本较低，而其
生产力则保持高水平。

2.

劳动力开发

由人力资源部管辖的技能开发局成立于1989年5月，之前它被称为国民职业
培训理事会。该理事会于2006年9月1日于国民技能开发法公布于宪报后改称
为为技能开发局。它为配合国内科技与经济发展的需求而规划、促进与协调
马来西亚的职业与工业培训策略与计划。
技能开发局协调所有公立与民办培训机构的成立，评估现在及未来的技术要
求，鉴定未来的职业与工业培训需要，及继续制订全国行业技能标准。迄今
已有超过700个这类标准，涵盖证书、文凭及高级文凭等资格。依据全国职
业技能标准的计划，国内20个主要制造行业已被鉴定以开发所需的标准。
2.1 工业技能培训设施
马来西亚的职业和技术学校、技术学院与工业培训所为就业青年提供各种职
业培训。大部份培训机构是由政府机关管理，但亦有民办机构主动辅助政府
培训工业界所需的熟练劳工。
有关培训的主要政府机关如下：

•

人力资源部目前管理21所工业训练学院。这些学院提供基本、中级和高
级水平的就业前或入门的职业技能训练，这包括机械、电气、建筑与印
刷等行业的学徒训练，以及技能提升和导师训练课程。该部也管理导师
及高级技能培训中心、日本马来西亚技术学院和四所先进培训中心。

•

高等教育部于2004年3月设立，目前管辖公立和民办的27所技术学院及
72所社区学院，为工业界提供熟练劳动力。这些学院举办的中学后水平
的正规培训，旨在为工程、商业和服务业界提供半专业人材。

•

教育部管理超过90间技术学校，它们提供技术及职业课程。离校生可直
接进入职业市场，或进入技术学院进修中学后文凭课程或社区学院进修
证书课程或由其他部门管辖的培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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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及体育部、通过11间全国青年技能训练中心与高等全国青年训练中
心，该部提供基本、中级与高级的工业技术训练。它们也举办短期与技
术提升课程。

•

土著信托基金理事会（MARA) 隶属乡村及区域发展部的该理事会，在
国内不同的地区经营超过20所技术培训学院，提供基本、中级、高级和
专业的课程。

2.2 人力资源发展基金
人力资源发展基金于1993年成立，并由人力资源发展理事会管理。依据企业
化计划，人力资源发展基金已改名为人力资源发展公司（PSMB）。
这基金是以征收和补助的方式运作，已缴纳予基金的雇主可获得基金的培训
补贴以支付或津贴训练马籍员工的开销。
制造业公司的缴纳方式如下：
雇佣50名及以上雇员的公司

雇员月薪的1%

雇佣少过50名、但至少10名雇员，
而缴足资本为250万令吉或以上的
公司

雇员月薪的1%

雇佣少过50名、但至少10名雇员，
而缴足资本少过250万令吉的公司,
可选择向人力资源发展公司登记

雇员月薪的0.5%

目前的财政援助是国内培训许可开销的100%，或国外开销的50%，但不得
超过公司在人力资源发展公司户头内的缴纳总额。
迄今为止，PSMB已编定和落实了各种计划为制造业提供已培训的人力，这
些是学徒计划、培训补贴计划以及其他基本技能培训计划。
依据学徒计划，雇主可就许可的培训开销如学徒的每月津贴、保险费和培训
消耗品等获得100％的援助。
迄今为止，这些计划迎合了机械电子业、旅馆和旅游业、制造业、信息科技
业、模具制造及木基（家具）制造业的需求。
为了方便雇主在互联网上寻找适当的培训计划，人力资源发展公司开发了一
个人力资源发展网络门户www.hrdportal.com.my。该门户是以一站式中心
的方式操作，让培训提供者通过这门户的互动便利，更有效的行销他们的课
程。
欲知人力资源发展基金的更多详情， 请浏览www.hrdf.com.my。
2.3 管理层人员
在2010年，共有92,978名本科生与57,185名文凭生从马来西亚的20所公立高
等教育学院及其他民办高等教育学院毕业。这些毕业生主修的领域包括商业
管理、信息科技、工程、医学、生物科技、理科、数学、美术与设计。
除了大学与学院外，马来西亚生产力公司、马来西亚管理学院和马来西亚人
事管理学院等机构也为管理层人员提供培训。此外，有很多马来西亚管理层
的人员曾在国外接受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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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工成本

制造业的底薪随工作地点与行业而定，而附加福利如公共假期、年假、病
假、产假、私事假、免费制服、免费交通或车马津贴、绩效奖励、轮班津贴
及其他津贴也因公司而异。
管理层及执行人员的薪金与附加福利也随行业与公司雇佣方针而变异。大多
数的公司提供免费医疗和住院福利、个人意外及人寿保险、交通费偿还、年
度花红、退休福利及增加对雇员公积金的缴纳额。
欲取得更多有关制造业薪金与福利的资料，请浏览马来西亚雇主公会的网站
www.mef.org.my。

4.

员工招聘便利

除了已登记的私营职业介绍所外，雇主与求职者可向分布全国的政府职业介
绍所寻求协助。欲招聘员工的公司可向这些介绍所取得求职者的详情。职业
介绍所的职务包括：

•
•

举办宣传运动以协助雇主的招募活动
安排有关面试及能力倾向测验的准备工作

技术学院和社区学院也提供便利，让有意的雇主在学院内面试即将毕业的学
生。

5.

劳动准则

劳工局负责执行劳工法以确保劳资和谐。劳工法规定所有行业的起码雇佣条
件，惟企业可向劳工局局长申请某些豁免以便企业能灵活的营运。
5.1 1955年雇佣法
主要的劳工法是1955年雇佣法，它适用于马来西亚半岛与纳闽联邦直辖区内
所有月薪不超过1千5百令吉的雇员及所有的体力劳动者，月薪不论。雇主可
拟定服务合约但它不能违反法律上所规定的最低福利。每月收入在1千5百与
5千令吉之间的雇员可对征聘合约上条件的不满，向劳工法庭寻求补偿。
依据1955雇佣法，雇主的一些义务如下：
i.

每个雇员必须有书面的服务合约，阐明雇佣条件，包括有关解雇的条
文。

ii.

保持一份完整的工人登记，记录雇员的个人详情、工资的支付及任何的
工资扣除。

iii.

有关夜班工作及产妇福利的保护女性雇员的特别条文。

iv.

正常的工作时间及有关工作时数的其他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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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有薪年假、病假及有薪公假等应得的权利。

vi.

超时及额外工作的报酬。

vii.

雇主就雇用外国劳工时的手续和责任。

5.2 沙巴与砂拉越的劳工法
沙巴劳工法与砂拉越劳工法分别管制该两州的劳工事项。该两项法令的条文
与1955年雇佣法的相似。然而，其中一些条文有些不同，必须注意。
这些条文如下：有关雇用儿童和少年的特别条文
该法制定可雇用儿童和少年的情况。 “ 儿童 “ 是年龄在15岁以下的人士而 “ 少
年“则是年龄已达到15岁但未到18岁的人士。
雇用非居民雇员
欲雇用非居民雇员的雇主必须先向沙巴或砂拉越的劳工局局长申请一张雇用
非居民雇员的执照。依据1959/1963年移民法第71条的定义非居民是指任何
不属于沙巴或砂拉越的人士。
5.3 1991年雇员公积金法
1991年雇员公积金法规定为雇员强制缴纳雇员公积金(EPF)。依据该法，所
有的雇主与雇员（被列入1991年雇员公积金法第一附表内的人士除外）必须
依据此法缴纳雇员公积金。缴纳率如下：
年龄不足55岁者
雇主份			

-

(a)

月薪为5千令吉及以下者

						

雇员月薪的至少13%

					

月薪超过5千令吉者

(b)

						
雇员份			

-

雇员月薪的至少12%

雇员月薪的至少11%

（参考1991年雇员公积金法第3附表（A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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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55至75岁者
雇主份			

-

(a)

月薪为5千令吉及以下者

						

雇员月薪的至少6.5%

					

月薪超过5千令吉者

(b)

						
雇员份			

-

雇员月薪的至少6%

雇员月薪的至少5.5%

（参考1991年雇员公积金法第3附表（C部分))
所有的外国劳工和外侨员工以及他们的雇主豁免强制性的缴纳，但他们可选
择缴纳，缴纳率如下：
年龄不足55岁者
雇主份			

-

每个雇员每月5令吉

雇员份			

-

雇员月薪的11%

（参考1991年雇员公积金法第3附表（B部分))
年龄55至75岁者
雇主份			

-

每个雇员每月5令吉

雇员份			

-

雇员月薪的5.5%

（参考1991年雇员公积金法第3附表（D部分))
雇主须在雇员上班后立即为雇员向公积金局登记，那些依该法被豁免的人士
除外。
5.4 1969年雇员社会保险法
依据1969年雇员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机构(SOCSO)提供两项保险计划以保
障雇员及其受赡养者的福利。该两项保险计划是：

•
•

职场工伤保险计划
失能养老金计划

职场工伤保险计划
职场工伤保险计划为遭受职业相关疾病或意外的雇员提供保障。该计
划提供的保障包括医疗、短期补助、永久失能补助、长期照顾津贴、
家属补助、 殡葬费、康复治疗费以及教育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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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养老金计划
失能养老金计划为雇员就任何与工作无关的原因而导致的失能和死亡
提供24小时的保障，惟雇员须符合失能养老金的条件。该计划提供的
保障包括失能养老金、失能补助、长期照顾津贴、生存者养老金、殡
葬费、康复治疗费以及教育费。
雇主资格
雇佣一名或更多名依据该法定义为雇员的雇主须向社会保险机构登记和缴
纳保金。符合条件的雇主和雇员须强制缴纳，目前的缴纳率为雇员薪金的
1.75%（雇主份）与0.5%（雇员份）。
雇员资格
月薪为3千令吉或更少的雇员须缴纳给社会保险机构。未曾向社会保险机构
登记和缴纳及月薪超过3千令吉的雇员，可选择向社会保险机构登记和缴
纳，惟雇主和雇员双方都需同意缴纳。但当一名雇员已依据该法缴纳后，他
仍有资格继续缴纳及受保，不管他以后的月薪多少。适用的原则是“一旦受
保，永远受保”。
5.5 1952年劳工赔偿法
该法为工作引起的伤害提供赔偿，它强制雇主为工人投保。此法的附属法，
即2005年外籍工人赔偿计划（保险）条例，规定雇佣外籍工人的雇主须向此
条例指定的保险公司团投保，及为在工作时间内外的意外造成的受伤提供赔
偿。
5.6 1994年职业安全与卫生法
隶属人力资源部的职业安全与卫生局负责管理及执行相关职业安全与卫生法
律，以确保工作中的人员及其他人士的安全、卫生和福利受到保护，以免遭
各领域的职业活动所引起的危险。这些领域包括：

•
•
•
•
•
•
•
•
•
•

制造业
采矿业
建筑业
农林渔业
公共事业（燃气、电供、用水及卫生服务)
运输业、储存和通信业
批发零售业
旅馆餐馆业
金融业、保险业、房地产和商业服务业，及
公共服务及法定服务业。

制造业的劳动力

98

该局对工业活动的管制，是基于三条法律，即：

•
•
•

1994年职业安全与卫生法
1967年工厂与机械法，及
1984年石油法(安全措施)。

1994年职业安全与卫生法的目的，是通过为个别行业或机构而设计的自我调
节的计划，为在马来西亚的雇员和雇主间，在促进和提倡一个卫生又安全的
工作文化方面，提供一个法律架构。
1994年职业安全与卫生法规定了雇主、雇员、自雇者，以及机器和材料的设
计者、制造商、入口商和供应商的一般职责。
依据该法，雇主须尽可能在实际的情况下保障为他们工作的人士的卫生、安
全与福利，特别是在提供和维护一个安全的工厂和作业制度方面。
对机器和材料的使用、装卸、储存和运输，也必须考虑到安全与卫生。“机
器”包括一切机械、设备、器具、工具和零件，而“材料”包括一切天然或
人造的物质，不管是固体、液体、汽体、水汽或上述材料的组合。
利用、储存或运输材料所引起的危险须尽量减低。雇主必须提供安全作业所
需的信息、指示、培训和监督，包括有关法律规定的信息，尤其是在处理特
别危险的工序方面。
雇佣40个或更多人的雇主须在工作地点设立一个安全与卫生小组，该组的主
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与卫生措施得到定时的检讨，以及调查任何相关的事项。
雇主须对在工地上已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任何意外、危险事件、职业上的中
毒或疾病，向最近的职业安全与卫生办公处报告。
涉及危险化学物的过程须由合格胜任的人士来作空气质量测试和人身安全监
督，而一个安全与卫生事务员以及一个职业卫生医生须确保工作地点受到恰
当的监视。
由职业安全与卫生局执行的1994年职业安全与卫生法附属的七项条例是：
1.

1995年雇主的安全与卫生通用政策说明(例外)条例

2.

1996年严重工业意外危害管制条例

3.

1997年危险性化学物的分类、包装与标签条例

4.

1996年安全与卫生小组条例

5.

1997年安全与卫生事务员条例

6.

2000年危害健康化学物的使用和接触标准条例

7.

2004年意外、危险事件、职业中毒与职业疾病通知条例

触犯上述的某些规定将导致被控上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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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1967年工厂与机械法的主旨是在有关工人安全、卫生与福利的
事项方面管制工厂，以及登记和检查机械。一些高度危险的机械如涡炉、不
点燃的压力容器、乘客升降机和其他吊升设备如行动起重机、塔式起重机、
载人吊升机械、顶置行动式起重机和吊篮必须由该局证明合格和检查。所有
的工厂和普通机械必须向职业安全与卫生局登记后方可在马来西亚安装和操
作。
机械及生产过程的某些作业、安装、保养和拆卸需要合格胜任的人员。因
此，一些机械如吊机、升降机及抽风设备系统在安装时强制有合格胜任的人
员在场以确保安全的安装，而高度危险的设备如涡炉则须由涡炉技工和蒸汽
工程师操作。
职业安全与卫生局执行1967年工厂与机械法附属的13项条例。它们是：
1． 1970年电动载人和载货升降机条例
2.

1970年机械围栏和安全条例

3.

1970年通告、合格证明书和检查条例

4.

1970年负责人条例

5.

1970年安全、卫生与福利条例

6.

1970年蒸汽涡炉与不点燃的压力容器条例

7.

1970年合格胜任考试条例

8.

1970年管理条例

9.

1984年铅条例

10. 1986年石棉处理条例
11. 1986年建筑操作和工程建设(安全)条例
12. 1989年矿物灰尘条例
13. 1989年噪音接触条例

6.

劳资关系

6.1 职工会
一般上职工会事务局负责职工会的成立、作用和活动。职工会事务由
1959年职工会法管制。该局的职务如下：
(a)

执行1959年职工会法与职工会条例。

(b)

一般上监督、指示和管制一切有关职工会的事项。

(c)

审查由雇员或雇主设立职工会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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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确保已登记的职工会依照职工会法律与其章程和规章操作。

(e)

就职工会的行政、财政和章程方面为职工会的职员和会员提供意见。

(f)

为人力资源部长提供意见，特别是在职工会法令和政策事务方面和一般
在劳工事务方面。

6.2 1967年劳资关系法
马来西亚的劳资关系体制依据1967年劳资关系法的法律架构操作。该法由劳
资关系局执行。该局管制国内雇主、雇员与他们的职工会之间的关系。该法
概述的一些条文如下：
i.

有关承认职工会的要求和代表范围的条文。

ii.

有关利便职工会与雇主之间有效的集体谈判和随后的集体协议完结的条
文。

iii.

有关预防和解决劳资争端，包括把争端提交给人力资源部长和工业法庭
作决定的条文。

iv.

有关禁止纠察、罢工或封闭工厂的条文。

v.

有关雇员代表和复职要求的条文。

vi.

有关劳资关系局官员调查权限的条文。

此外，该局也通过其分布全国的办公处就劳资关系的事项和疑问提供咨询服
务。
6.3 无职工会的机构内的劳资关系
无职工会的机构内如发生争议，正常的解决方法是由雇员尝试直接向其领
班、督工或雇主寻求矫正。雇员亦可向人力资源部投诉，由后者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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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银行、金融业与外汇管理
1.

马来西亚的金融体系
1.1
中央银行
1.2
金融机构
			
1.2.1 伊斯兰银行业
			
1.2.2 开发金融机构
1.3
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金融中心
2.

出口信贷再融资
2.1
融资方法
2.2
融资限期与限额
2.3
偿还

3.

马来西亚的证券市场
3.1
马来西亚证券监督委员会
3.2
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

4.

纳闽金融服务
4.1
纳闽金融服务局
4.2
纳闽国际商业与金融中心的商业活动
4.3
给予纳闽国际商业与金融中心商业的奖掖

5.

外汇管制实施
5.1
适用于非居民的条例
			
5.1.1 在马来西亚投资
			
5.1.2 获取国内融资
			
5.1.3 货物与服务交易结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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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令吉与外币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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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境内与境外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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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银行、金融业与外汇管理
1.

马来西亚的金融体系

马来西亚的金融体系由多种的机构组成，为国内经济各式各样的需求提供服
务。这金融体系包含传统的金融体系和伊斯兰金融体系，双双并立，并列经
营。
1.1 中央银行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BNM)，即马来西亚的中央银行，是国家货币与金融机构
的最高机构。它的主要目的是促进有助于马来西亚经济可持续成长的货币和
金融稳定。 依据新实行的2009年马来西亚中央银行法，它的主要任务是：

•
•
•
•
•
•
•
•
•

规划和执行马来西亚的货币政策
发行马来西亚的货币
管制和监督那些依法受该银行管制的机构
监督货币和外汇市场
监督支付系统
促进一个健全、进步和包含的金融制度
持有和管理马来西亚的外汇储备金
提倡一个符合国家经济基础的外汇兑换系统
担任政府的财政顾问、银行家和财务代理

为了达到它的委托，国家银行被赋予依据多条法律的权力以管制和监督银行
机构和其他非银行业的中间人。它也管理国家的外汇条规。
1.2 金融机构
下表列出了于2012年2月底由国家银行管制的金融机构的概况：
总计

马国民控制
的机构

外资控制
的机构

商业银行

25

8

17

伊斯兰银行

16

10

6

国际伊斯兰银行

5

0

5

投资银行

15

15

0

保险公司

36

19

17

伊斯兰保险公司

12

9

3

105

总计

马国民控制
的机构

外资控制
的机构

国际伊斯兰保险公司

1

0

1

再保险公司

7

3

4

伊斯兰再保险公司

4

1

3

开发金融机构

6

6

0

由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伊斯兰银行组成的银行体系，是马来西亚主要的资
金调动者，也是支撑经济活动的主要融资来源。银行体系通过分布全国的超
过2千间分行营运。此外还有14家外国银行在马来西亚设有代表处，它们并
不从事正常的银行业务，而只是从事研究、联络服务和信息交流。六家马来
西亚国民的银行集团已透过分行、代表处、子公司、股权参与和合资企业在
19个国家立足。
非银行业的金融机构，即开发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和伊斯兰保险公司辅助银
行机构调动储蓄以应付经济的融资需求。保险和再保险公司经营人寿和普通
保险生意，同样地，伊斯兰保险和伊斯兰再保险业者从事普通和伊斯兰式的
家庭保险业务。这些保险公司和伊斯兰保险公司透过一个分布全国并拥有超
过 8百个办公室和十万个注册代理人的网络，为商业和个人提供风险管理途
径和财务规划方案。
1.2.1 伊斯兰金融业
马来西亚的伊斯兰金融业继续表现强有力的成长，这是由一个健全的管制、
法律和符合伊斯兰教义的监管架构、那多个业者及所需的人才和专才支撑的
广泛伊斯兰金融体系。
伊斯兰金融体系由四个部分组成，即伊斯兰银行业、伊斯兰保险和再保险
业、伊斯兰银行同业货币市场和伊斯兰资金市场。伊斯兰金融业的扩张由目
前提供伊斯兰金融服务的56家机构积极的推动。于2011年12月，马来西亚
的伊斯兰银行业的总资产已达3349亿令吉，市场占有率为22.4%并写下了从
2002年至2011年平均16.07%的年度增长率。至于伊斯兰保险业，其总资产
已达170亿令吉、市占率为8.89%以及平均年度增长率为20.1%。马来西亚的
资金市场也于2011年9月写下了2千亿的未偿付伊斯兰债券，以58%的市占率
超越了传统债券。
目前市场上有超过一百种伊斯兰金融产品和服务。符合全球伊斯兰教理的新
创产品和金融票据已在全球市场发行，其中一个例子是多元货币的伊斯兰债
券，这个以美元、新加坡元和人民币为面额的票据已吸引了国际投资家。马
来西亚已演变成一个多元货币的伊斯兰债券市场，随着更多债券的发行，马
来西亚已成为世上以美元为面额的伊斯兰债券的最大市场，市占率达14.5%。
1.2.2 开发金融机构
马来西亚的开发金融机构是政府专门设立的金融机构，其特定任务为发展和
促进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具有重大策略性的领域包括农业、中小型企
业、基础建设、海运和以出口为主导的领域，以及资本密集和高科技产业。
作为专门机构，开发金融机构提供一系列的专门金融产品和服务，以迎合指
定策略性领域的特定需求。它们也提供以咨询和顾问为体的附属服务以培育
和发展已鉴定的领域。因此这些机构辅助了银行机构，并为长期的社会经济
发展负起了策略性通道的任务，填补为供应金融产品和服务给被鉴定的领域
的缺口。
银行、金融业与外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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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开发金融机构法被制订，以通过可持续的做法和所需的管制与监督架
构，来促进开发金融机构的财务和营运健全度，及确保有关机构能精明、有
效和有效率地执行它们的委托。随着这法律之制订， 国家银行被指派来管制
和监督开发金融机构。作为这架构之一部分，该银行监察开发金融机构的活
动和财务表现，以确保它们以谨慎的方式，和强健的企业监管与最佳作法，
去执行它们受委托的任务。
2011年12月，六家开发金融机构依照该法第2(1)条被划定为指定机构。它
们是：提供金融和咨询服务给制造、服务和建筑业中小企业的中小型企业银
行；通过中期和长期融资基础建设项目、海事业、资本密集与高科技制造
业，以及其它特选行业的马来西亚发展银行，这些行业都符合国家的发展政
策；促进储蓄和提供金融服务给会员与非会员的一家合作社银行，即马来西
亚人民合作社银行；提供贷款以融资和支撑货物的进出口、国外计划，以及
提供出口信贷保险服务与保证便利的马来西亚出入口银行；专注于零售银行
业和个人贷款，尤其是小储蓄者，以及提供微贷款和代理银行业的国民储蓄
银行；以及接受储蓄存款和提供金融与咨询服务以支撑农业和社区开发的马
来西亚农业银行。
1.3 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金融中心
2006年8月，政府推出了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金融中心（MIFC）计划，以促
进马来西亚成为一个国际伊斯兰金融中心，及加强国家作为伊斯兰金融知识
集中点的角色。
这MIFC计划的主动者是由金融与市场管制机构、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人力
资源发展机构及参与伊斯兰金融专业服务的企业所组成的一个社群网络。
这个计划的支撑来自一个国际法律、管制和全球最佳伊斯兰做法，让业者在
整个马来西亚从事伊斯兰金融业务，并同时在一个亲商的环境里享用诱人的
奖掖。
作为金融投资的一个目的地，马来西亚透过MIFC计划为全球的符合伊斯兰教
义的投资机会提供一个平台和门户。马来西亚为全球的机构、人才、投资家
和发行者就每一个符合伊斯兰教义生意的环节提供业务上的连接。
马来西亚处于一个优良的地位，作为一个利便和提升亚洲地区与世界其他地
方之间在伊斯兰金融方面的国际链接和市场整合的门户。位于东亚时区中央
的马来西亚成为一个让拥有盈余资金者和那些从世界各地筹集资金者相遇的
地方。
马来西亚一视同仁的邀请全球的专家、行业中的领导者、发明者与发行者，
借用马来西亚在这方面的超过30年的经验从中受惠，在一个创新和思想领导
的环境中，一起来透过这MIFC计划塑造伊斯兰金融的未来。
欲取得更多有关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金融中心计划的信息，请浏览www.
mifc.com。

2.

出口信贷再融资

出口信贷再融资（ECR）机制提供短期装运前和装运后融资给直接或间接出
口商。正式和商业银行开立出口信贷再融资便利的制造商或贸易公司可利用
这项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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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运前再融资便利帮助物资的采购和经常开销，而装运后再融资为出口商于
装运货物后提供融资。
2.1 融资方法
装运前再融资可通过两种方法提供给出口商，即依订单的方法和绩效证书方
法。
依据订单的方法，装运前再融资是承兑国外买方或直接出口商的出口订单或
采购单；而依据绩效证书方法，装运前再融资是承兑出入口银行发出的绩效
证书。
装运后再融资便利是以承兑呈交给商业银行的出口文件作票据贴现。
2.2 融资限期与限额
装运前与装运后再融资的最长的融资限期分别为四个月与六个月。
依据订单的装运，出口商可取得高达出口订单或ECR国内信用证 / ECR国内订
单 / 国内订单金额的95%的融资；而依据绩效证书的融资额则依出入口银行
绩效证书的条款。
对于装运后再融资，出口商可获得出口帐单金额的100％，视有关商业银行
所核准的限额及出入口银行的行政限额而定。
2.3 偿还
再融资应于收到出口收益后偿还，而装运后融资者， 应于装运后票据到期偿
还，视何者为先。
欲取得更多有关出口信贷再融资的信息，请浏览www.exim.com.my。

3.

马来西亚的证券市场

3.1 马来西亚证券监督委员会
马来西亚证券监督委员会（证监会）负责管制和发展马来西亚的资金市场。
它依据1993年证券监督委员会法于1993年3月1日成立，是一个自供自给的
法定机构，拥有调查与执行权力，并向财政部长负责。它的帐目也每年提交
国会。证监会的多项任务包括：
a.

监督交易所、清算所和中央存票库

b.

公司证券发股书（非上市的休闲俱乐部的除外）的登记机关

c.

公司债券的核准机关

d.

管制一切有关证券和期货合约的事项

e.

管制公司的收购与合并

f.

管制一切有关单位信托计划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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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发出执照和监督所有领取执照的人士

h.

鼓励自我管制

i.

确保市场机构和领有执照的人士依法行事

证监会的最终责任即保护投资者是巩固这些任务的基础。除了执行管制任务
外，证监会也须依照法律的规定鼓励和促进马来西亚证券和期货市场的发
展。
欲取得更多有关证监会的信息，请浏览www.sc.com.my。
3.2 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Bursa Malaysia）
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Bursa Malaysia）是一家交易所控股公司，它是依据
2007年资金市场与服务法第15条核准的。作为一家依据1965年公司法为有
限股票的公共上市公司，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经营一家完全整合的证券交易
所，从事股票、衍生产品、境外产品、债券以及伊斯兰产品的交易，并由此
提供广大范围的全球投资选择。
Bursa Malaysia管制和经营马来西亚的证券交易活动，这是一个拥有涵盖50
个经济领域约一千家公司的股票交易所。来自任何经济领域的公司是在其供
较大资金并确立的公司的主板，或供大小不拘的新兴公司的创业板的其中之
一上市。该交易所采用富时马股综指（FTSE Bursa Malaysia KLCI）的数值为
指数。
Bursa Malaysia衍生产品交易所（BMD）是Bursa Malaysia的子公司，它经
营和维持一个期货与期权市场。它最特出的产品，即原棕油期货合约已成为
全球的棕油和棕油产品价格的基准。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于2009年取得了BMD
的25%的股权 。BMD的产品已被纳入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CME全球电子交易
平台，为国际交易商提供更大的产品能见度和连接。
在利用它在伊斯兰资金市场强项的当时，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的长期目标是
把伊斯兰产品提升到主流的地位。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首先设立Bursa Suq
Al-Sila’，一个由始至终都遵守伊斯兰教义的商品交易平台。
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承诺使马来西亚的资金市场成为一个对全球投资者都具
吸引力的市场。该交易所特别强调确保一个时时刻刻都公平与有秩序、并以
投资者保护为优先的市场。它的强项在于它的进步的管制方式以确保市场业
者实践高水平的做法。
(i)

市场参与者

a)

股票经纪行
目前超过35家股票经纪行为在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证券提供交易服务，
其中14家被归类为投资银行。这些投资银行持有由国家银行依据1989
年银行与金融机构法发出的证券银行执照及由证券监督委员会依据
2007年资金市场与服务法发出的资金市场服务执照。因此投资银行可
提供全面的综合资金市场和财务服务，这包括公司融资、债券交易和证
券交易。一家股票经纪行仍持有综合经纪商的地位。综合经纪商可提供
综合资金市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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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交易参与者
交易参与者是一家拥有至少一股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衍生产品公司的优
先股的公司，以经营领有执照的期货经纪商的业务。期货经纪商是依据
2007年资金市场与服务法由证券监督委员会发出执照，并从事在马衍
生产品交易所买卖合约。

(ii)

投资者保护

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目前维持三个补偿基金，即证
券交易补偿基金、衍生产品交易忠诚补偿基金及存票库补偿基金。这些基金
是用来补偿在有关法律指定的情况下蒙受损失的投资者。这些基金由补偿小
组管理。
(iii) 风险管理
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的企业风险管理架构的主旨，是通过风险管理小组的监
督以适当的管理和控制该集团所面对的风险。主要的风险先被鉴定，并依发
生的几率和冲击的严重度分等级，并开发适当的应对行动以控制余留的风
险。

4.

纳闽金融服务

4.1 纳闽金融服务局
纳闽金融服务局（Labuan FSA）是一个法定机构，负责发展和管理纳闽国际
商业与金融中心（Labuan IBFC）。有意在Labuan IBFC开设业务的投资者可
与Labuan FSA接洽，后者是一个一站式的机构，发出执照和管制在或者从纳
闽做生意的个体。
Labuan FSA的任务是以下列三个主要目标为指南：
(i)

促进和发展纳闽成为一个国际商业与金融服务中心，

(ii)

制定国家目标、政策与优先事项，以有秩序的发展和管理纳闽的国际商
业与金融服务，

(iii) 作为Labuan IBFC的中央管制、监督与执行机构。
Labuan IBFC法人有限公司（Labuan IBFC Incorporated Sdn Bhd）是Labuan
IBFC的行销分部，负责推销该法律管辖区的产品与服务。它有一个专家团，
就国际税务、资金管理、财富管理、保险与伊斯兰金融事项提供技术咨询。
4.2 纳闽国际商业与金融中心的商业活动
Labuan IBFC为基于传统和伊斯兰两种原则的产品与服务提供全面的金融方
案，这包括银行业、保险与保险相关的产品、伊斯兰保险与再保险、租赁、
信托管理与资金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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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于2010年把法律架构提升后，Labuan IBFC更把它提供的利基产品多元
化以包括专属、基金会、财富管理和依据马来西亚国际船舶登记簿名下的船
运作业。还有一系列高成本效益的经营结构如纳闽控股公司、纳闽保护胞式
公司、纳闽有限责任合伙企业与特别信托。收费于2010年调整后，Labuan
IBFC已兴起为亚洲太平洋区最具竞争力的法律管辖区之一。
依据贸易计划全球奖掖，纳闽国际贸易公司于2011年成立，它提供奖掖让从
事油气业的国际贸易公司探讨当地具巨大潜能的市场以尽量提高它们在纳闽
与周边地区的投资回筹。
纳闽国际金融交易所（LFX）补充传统银行业的各种便利，它提供成熟的筹
资服务，透过金融票据的上市、交易和清算，从而进入无限的国际资金市
场。
4.3 给予纳闽国际商业与金融中心商业的奖掖
由纳闽公司进行的商业活动归类为贸易与非贸易活动。贸易活动包括银行
业、保险业、资金管理、租赁、短期贷款经纪及其他贸易相关的活动，而非
贸易活动是指与持有证券、股票等相关的活动。
(i)

(ii)

有竞争力的税务结构

•

依据1990年纳闽商业活动课税法，在纳闽从事贸易活动的纳闽个
体可选择依其审计后净利的3%缴税或每年缴2万令吉的定额税。
目前从事非贸易的纳闽个体无需课税。

•

在纳闽从事商业活动的纳闽个体也可作一个不可改变的选择而依
1967年所得税法课税。这不但给纳闽个体更大的灵活性去有效的
处理它的商业交易，而且通过Labuan IBFC为在纳闽或通过纳闽营
运的投资者创造一个更优惠的税务环境。

•

纳闽个体也可支付商业扎卡特以取代课税。

依据所得税法给予纳闽个体的课税豁免

政府颁布课税豁免以更进一步吸引投资者和专业服务在纳闽设立，纳闽个体
可享用下列依据1967年所得税法的课税豁免：

•
•

纳闽个体支付予居民或非居民人士的股息

•
•
•

支付予非国民董事的酬金的100％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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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来西亚国内公司收到的股息，若该股息是从源自纳闽个体的股息而
发付者

在纳闽的基金和合伙企业分发给受益者和合伙人的红利
纳闽个体豁免缴交下列预扣税：
－

支付予居民个人或非从事银行、金融或保险业的非居民的利息

－

支付予非居民个人或另一个纳闽个体的利息

－

领有执照的纳闽租赁个体支付予非居民的租金

•

•

－

支付予非居民或另一个纳闽个体的技术或管理费

－

支付予非居民或另一个纳闽个体的专利费

－

依据1967年所得税法第4(f) 条支付予非居民的酬费

－

纳闽信托分发给非居民受益者的红利

－

纳闽基金或纳闽合伙企业分发给受益者和伙伴的红利

给予合格的专业服务和受雇人士的课税豁免
－

任何个人或其雇员或公司向纳闽个体提供合格的专业服务，从该
来源的法定收入的65%免税。这些服务包括法律、会计、财务与
秘书服务。

－

受雇于纳闽个体为管理级职位的非公民，并在纳闽和其他地方/ 行
销办公处同时工作（经纳闽金融服务局批准者）享有雇佣总收入
的50%豁免所得税。

－

支付予在纳闽个体工作的马国居民的纳闽及房屋津贴的50％免
税。

印花税豁免

任何纳闽个体就有关纳闽的生意活动所签署的文件（包括公司组织大纲与章
程及纳闽公司股票的转让，纳闽信托、合伙企业及基金的成分文件）豁免支
付印花税。
欲取得更多有关纳闽金融服务局的信息，请浏览www.labuanfsa.gov.my。

5. 外汇管制实施
马来西亚继续维持一个开放的外汇管理政策，这主要是审慎的措施，用来支
撑整体的宏观经济目标，即维持财政和经济稳定，而同时又保障收支平衡。
这政策更逐渐的被开放以提升国家经济的竞争力，以及在处理贸易和投资方
面取得更高的效率。
5.1 适用于非居民的条例
5.1.1 在马来西亚投资
外汇管理对此没有任何限制条例，全球的投资者都可轻易的进入马来西亚的
市场，用于在马来西亚投资的资金可自由的移动。

•
•

非居民可自由的直接或通过投资组合投资于任何令吉资产。
他们可自由的把出售投资的收益或源自于马来西亚投资的盈利、股息或
任何收入汇出。

非居民可不受限制的通过领有执照的境内银行把外币兑换成令吉或反过来兑
换、购买令吉资产或把出售这些令吉投资的资金调回。非居民也准许通过与
马来西亚的银行同一集团内的指定国外银行进行令吉投资的结帐。

银行、金融业与外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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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获取国内融资
i.

外币贷款

•

从来没有限制过非居民（银行或非银行）从领有执照的境内银行获取外
币融资，贷款可用在境外或境内；而且

•

非居民也准许在马来西亚发行外币面值的债券/伊斯兰债券以供在境内
或国外使用。

ii.

令吉贷款

•

非银行的非居民可自由的向领有执照的境内银行借入任何金额的令吉以
融资在马来西亚的实业活动，而且

•

非居民也可通过在马来西亚发行债券/伊斯兰债券以取得令吉融资，该
收益可用在境内或境外。

5.1.3 货物与服务交易结帐
非居民可以以外币或令吉为货物与服务交易与居民结帐。
5.1.4 套期保值
非居民可自由的就其资本账户和活期账户的交易，根据确认的基础承诺，向
领有执照的境内银行和领有执照的国际伊斯兰银行安排套期保值。涉及令吉
的套期保值只准与领有执照的境内银行安排。
5.1.5 令吉与外币账户
非居民不受限制开立下列帐户：

•

外币帐户，这是与领有执照的境内银行和领有执照的国际伊斯兰银行开
立的，用于利便投资和在马来西亚的生意营运。这帐户内的资金可自由
的汇出；以及

•

令吉帐户，这是与领有执照的境内银行开立的，这帐户内的令吉资金可
来自出售外币或在马来西亚的令吉投资赚取的任何令吉收入包括利息、
租金、盈利、股息或出售令吉投资的收益。这些帐户内的资金，在向领
有执照的境内银行兑换成外币后，可自由的汇出。

5.2 适用于居民的条例
5.2.1 外币资产投资
居民可自由的把它们的外币资产、核准的外币贷款以及来自马来西亚证券交
易所主板的首次公开发售所取得的收益，投资于外币资产。有国内令吉贷款
的居民，若把令吉兑换成外币以作投资，则受下列审慎的限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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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公司的总数可高达每历年五千万令吉等值，以整个公司集团计算，及
居民个人的总数可高达每历年一百万令吉。

5.2.2 境内与境外贷款
i.

外币贷款

•

居民公司可自由的从下列个体取得任何金额的外币贷款：
－

领有执照的境内银行

－

非居民非银行的相关公司

－

相关的居民公司

•

居民公司向非居民银行与其它不相关的公司借入的外币被审慎的限制为
一亿令吉等值，以整个公司集团计算。居民个人向领有执照的境内银行
或任何非居民借入的外币的最高限制是一千万令吉等值。

ii.

令吉贷款

•

居民公司可自由的从非居民非银行的相关公司取得贷款以融资在马来西
亚的实业活动，或从非居民非银行公司或个人借入总计一百万令吉以供
在马来西亚使用；

•

居民个人可自由的从非居民直属家庭成员借入任何金额的令吉，以及从
非居民非银行公司或其他非居民个人借入高达一百万令吉供在马来西亚
使用。

5.2.3 货物与服务的进出口
所有出口货物的收益必须依据销售合约全数汇回马来西亚，惟这不能超过出
口日后的6个月。与非居民的结算可以令吉或外币进行。
5.2.4 套期保值
居民可自由的就其资本账户和活期账户的交易，向领有执照的境内银行和领
有执照的国际伊斯兰银行安排套期保值。涉及令吉的套期保值只准与领有执
照的境内银行安排。
5.2.5 外币帐户
居民可自由的在领有执照的境内银行、领有执照的国际伊斯兰银行和境外银
行开立外币帐户作任何用途。

•

居民个人可以个人身份或以联合名分与其他居民个人和一个非居民的直
属家庭成员开立联合帐户；

•

居民公司在领有执照的国际伊斯兰银行和境外银行开立的外币帐户内的
外币来源不拘，惟出口货物的收益除外。存入领有执照的境内银行的外
币帐户的外币来源不受限制。

欲取得更多有关马来西亚外汇管理条例的详情，请浏览http://www.bnm.
gov.my/microsites/fxadmin/index.htm。

银行、金融业与外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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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知识产权保护
1.

知识产权保护

马来西亚的知识产权保护涵盖专利、商标、工业设计、版权、地理标记与集
成电路的布局设计。马来西亚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成员，也是管辖
知识产权的巴黎公约和伯恩公约的签约国之一。
此外，马来西亚也签署了由世界贸易组织主催的知识产权相关贸易的协议
(TRIPS)。马来西亚为本地与国外投资双方提供充份的保护。马来西亚的知识
产权法是遵照国际标准， 它们也定时的经由TRIPS理事会检讨 。
1.1 专利
1983年专利法与1986年专利条例管制专利保护的事宜。住所在马来西亚的个
人可直接提出申请，外国申请者须通过一名已注册的专利代表提出申请。
正如其他国家的法律一样，一项发明若是新颖的，牵涉到一个创造性的步骤
并可应用于工业上者，即可取得专利。依据TRIPS协议，专利法规定专利保
护期为20年，从提出申请日算起。依据该法，应用创新证书提供十年的初
期保护，从提出申请日算起，保护期可更新连续两期，每期五年，惟须被利
用。专利拥有者有权利用其发明以牟利，转让该专利以及订立授权合约。
依据TRIPS协议，在强制性执照的范围内，该法允许已在他国市场出售的专
利品进入马来西亚(并行进口)。政府可基于公共秩序或道德为理由而禁止专
利的商业化开发。该法经已被修订以容纳专利合作条约(PCT)以及允许在强制
性执照范围内的入口。
马来西亚于2006年加入专利合作条约，从2006年8月16日起，国际专利合作
条约的申请可向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公司(MyIPO)提出。
1.2 商标
1976年商标法与1997年商标条例管制商标的保护。
该法提供保护予马来西亚登记的商标与服务标记。登记后的商标，除了拥有
人与被授权者外，他人或公司均不得使用，滥用者可受到侵害法行动的对
付。保护期为10年，之后每次可更新10年。商标或服务标记的拥有者可使用
或转让或授权别人使用该商标或服务标记。
依据TRIPS协议，马来西亚禁止无授权者注册著名的商标，也提供边境措施
以禁止仿造商标被运入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于2007年6月28日加入了于2007年9月28日实施的尼斯和维也纳条
约。尼斯条约是关于物品和服务的分类以作为注册标记之用；而维也纳条约
则设立标记的分类，这标记包含或是由比喻单元组成。这两项条约对方便商
标的注册是非常重要的。
如同专利一样，本地申请者可亲自提出商标申请，而国外申请者须通过已注
册的商标代理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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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工业设计
工业设计的保护由1996年工业设计法与1999年工业设计条例所管制。该法规
定被登记的工业设计被视为个人财产，可依法转让或转手。
可登记的工业设计必须是新颖的，并且不包含单独由功能决定的建造方法或
设计。此外，一件物品的设计不能依赖另一物品的外观，若该物品是后者整
体的一部份。
本地申请者可亲自或通过已登记的工业设计代理提出申请，但是国外申请者
则须通过代理。被登记的工业设计的最初保护期是五年，之后可延长两次，
每次五年，使到总保护期为15年。
1.4 版权
1987版权法提供广泛的保护予拥有版权的著作。该法概述可享有版权的著
作(包括电脑程序)的性质、保护的范围、以及提供保护的方法。版权无需登
记。
文学、音乐或艺术著作的保护期是作者在生之年，加上作者逝世后的50年。
录音、广播及电影的保护期是著作出版或制作后的50年。
该法也保护现场表演的演员的权利，该权利将持续50年，从现场表演后的新
历年算起。
该法的一项特色是执行条款也包含在内。1987年版权法于2003年10月1日生
效的一项的修订，授予国内贸易、合作社及消费事务部（前为国内贸易及消
费人事务部）的官员逮捕权（包括无需拘票的逮捕权）。由该部官员所组成
的一个特别队被指派执行该法，他们被授权可进入被怀疑藏有侵犯版权的复
制品的场地以及搜索和扣查侵犯版权的物品和设备，他们也毋需逮捕状以逮
捕受嫌人士。
1.5 集成电路布局设计
集成电路布局设计由2000年集成电路布局设计法管制，保护是基于其创新
性、创作者自己的发明以及该创新是其自由创作的。布局设计无需登记。
保护期是从商业开发日算起的10年，未开发者的保护期是从创作日算起15
年。该法也准许物主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采取行动。这权利也可全部或局部
通过转让、许可证、遗嘱或法律的执行而转手他人。
此法是符合TRIPS协议而实施的，它为马电子业的投资者提供一项保护，以
确保国内科技的成长。
1.6 地理标记
2000年地理标记法保护以产地名领先货物名的货物，这些货物的某些质量、
声誉或其他特征都可归因于其地理生产地。这保护适用的产品有天然产品或
农产品与手工艺产品。与公共秩序或道德有抵触的地理标记不受此法保护。
触犯地理标记的处理、刑罚及补救与商标者相似。
保护期是10年，之后可延长10年。
欲取得更多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信息，请浏览www.myipo.gov.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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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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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策

2.

对环境的规定
2.1 指定活动对环境冲击的评估
2.2 谁可进行环境冲击评估
2.3 地点适当性评估
2.4 书面通知或建造准字
2.5 安装焚化炉、燃烧设备及烟囱的书面核准
2.6 使用指定场地及指定运输工具的执照
2.7 排出废气与废水的标准
2.8 臭氧层破坏物的管制
2.9 指定废弃物的处理

		
3.

2.9.1 对指定废弃物的环境规定总结

给予环境管理的奖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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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环境管理
为了促进在环境方面既健全且又具持续性的发展，马来西亚政府已为环境的
保护制定了所需的法律与行政架构。投资者受促请在投资案的计划早期注意
到环境因素。污染控制方面包括把制程修改以尽量减少产生废弃物，把预防
污染看作是生产的一部份，以及把焦点放在再循环的可能性上。

1.

政策

国家环境政策的主旨是通过在环境方面既健全而又能持续的发展，为国家继
续取得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进步，同时又提高人民生活的质量。
该政策旨在取得：

•
•

一个清洁、安全及有生产力的环境，为现在也为将来。

•

一个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及消费和生产的模式。

通过社会各阶层的有效参与，保存国家独特及多种多样的文化和天然遗
产。

马来西亚国家环境政策的重点是：

•
•
•

根据最高的理论和道德标准来尊重和照顾环境。

•
•
•
•

妥善管理天然资源的运用，使资源的根基得以持续又防止环境的恶化。

•

踊跃及有效地参与地区性和全球性保护及提升环境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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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天然的生态系统以确保生物多样性及生命支撑系统的完整。
在追求经济成长和人为发展目标的当儿，同时确保环境的生产力和质量
继续获得改善。

把环境因素纳入各领域的政策、目标和职责的规划与落实以保护环境。
增强私营界在环境保护和管理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确保公共和私营界的决策者、资源使用者、非官方组织以及公众人士，
在规划和落实他们的活动时，对环境的保护作出最高的承担和负起责
任。

2.

对环境的规定

1974年环境质量法与其附属条例要求环境冲击评估、项目座落地点评估、污
染控制估计、监督与自我执行。工业活动须于落实之前向环境局局长申请下
列各项的核准：
i.

指定活动对环境冲击的评估，或

ii.

地点适当性评估

iii.

书面通知或建造准字

iv.

安装焚化炉、燃烧设备及烟囱的书面核准

v.

使用指定场地及指定运输工具的执照

2.1 指定活动对环境冲击的评估
投资者应首先查看他们所拟议的活动，是否需要环境冲击评估。依据1987年
环境质量（指定活动）（环境冲击评估）条例，下列被指定的活动须于核准
前进行环境冲击评估：
(i)

(ii)

农业
a.

将森林地改为农业生产地的开发计划，其土地面积达500公顷或以
上者

b.

需移民100个家庭或以上的农业计划

c.

涉及更换农作用途的农业种植园开发计划，其土地面积达500公顷
或以上者

机场
a.

建造机场，其跑道长达2500米或更长者

b.

在州及国家公园内建造跑道

(iii) 排水及灌溉
a.

建造水坝、人工造湖及人工扩造湖，其水面面积达200公顷或更大者

b.

为湿地、野生动物居所或原始森林排水，其面积达100公顷或更大者

c.

涵盖面积达5千公顷或更大的灌溉计划

(iv) 填海造地
沿海填造地，面积达50公顷或更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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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渔业
a.

建造渔港

b.

扩充渔港，其渔产登岸量增长50%或以上者

c.

陆上水产计划，涉及开垦50公顷或以上的红木森林者

(vi) 森林业
a.

把山区森林地改为别的用途，面积达50公顷或更大者

b.

在供应城市用水、供灌溉或水电站的蓄水库的集水区内，或在州或国
家公园及国家海洋公园邻近地区内进行伐木活动或把森林地改为别的
用途者

c.

涉及500公顷或更大面积的伐木活动

d.

把红木沼泽改为工业、建屋或农业用途，涉及土地面积达50公顷或
更大者

e.

开垦国家海洋公园邻近海岛上的红木森林沼泽

(vii) 住宅地
开发住宅地，涉及面积达50公顷或更大者
(viii) 工业
a.
化学物
				

每样产品或多样产品，每日的产能总和超过
100公吨者

b.

石油化学产品

任何计划

c.

非铁金属业

金属的原炼

				

铝

－ 任何计划

				

铜

－ 任何计划

				
其他产品 － 产品每日产量达50公吨及以
						 上者
d. 非金属业
水泥
－ 每小时熟料产量达30公吨及以
						 上者
				
石灰
－ 使用旋转烧窑，日产达100公
						 吨及以上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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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垂直窑，日产达50公吨及
		 以上者

e.
钢铁业
				

以铁矿砂为原料，每日需求量超过100公吨者;
或

				

以废铁为原料，每日需求量超过200公吨者

f.

船坞		

载重量超过5千公吨者

g.

纸浆与造纸业

每日产能超过50公吨者

(ix) 基础设施

(x)

a.

建造医院，其排水口设在供休闲用途的海滩者

b.

开发供中型及重工业的工业园，面积达50公顷或更大者

c.

建造高速公路

d.

建造国道

e.

建设新市镇

海港
a.

建设海港

b.

扩建海港，涉及货物吞吐量增加达50%或更高者

(xi) 采矿业
a.

在新的地区开采矿物，其开矿权涵盖的面积超过250公顷者

b.

矿石或矿砂的加工，包括铝、铜、金或钽的富集

c.

涉及面积达50公顷或更大的挖沙活动

(xii) 石油业
a.

开发油田及气田

b.

建造陆上及岸外油管线，长度超过50公里者

c.

建造油气分隔、提炼、处理与储存设备

d.

建造石油提炼厂

e.

建造汽油、石油气或柴油等石油产品的储存站(不包括加油站)，其距
离任何工商业或住宅区在三公里内且其总储存量达6万桶或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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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i) 发电及传输
a.

建造燃烧矿物燃料的蒸汽发电厂，其发电量超过10兆瓦者

b.

水坝及水电站计划，具有下列两个或其中之一的特征者：

•
•

高度超过15米的水坝及附属构造占地超过40公顷者
蓄水库面积超过400公顷者

c.

建造联合循环发电站

d.

建造核料发电站

(xiv) 采石场
建筑用碎石、石灰岩、石英岩、沙岩、大理石以及装饰用的石板的采石
活动，其距离现有住宅区、商业区或工业区，或已获发出住宅区、商业
区或工业区开发准证或执照的地区在3公里内者
(xv) 铁路
a.

建造新路线

b.

建造新支线

(xvi) 交通运输
公共快速运输项目
(xvii) 开发度假胜地与休闲便利
a.

建造海边度假胜地或旅馆，拥有超过80间房者

b.

山地度假胜地或旅馆计划，占地50公顷或以上者

c.

在国家公园区内建造旅游及消闲设施

d.

在公布为国家海洋公园海域内的岛上建造旅游及消闲设施

(xviii) 废弃物处理与清除
a.

有毒及危险性的废弃物

		

－

就地建造焚化炉

		

－

在场外建造回收设备

		

－

在场外建造废水处理设备

		

－

建造安全的填埋设施

		

－

在场外建造储存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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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城市固体废弃物

		

－

建造焚化炉

		

－

建造堆肥厂

		

－

建造再生或再循环厂

		

－

城市固体废弃物填埋建设

c.

城市污水

		

－

建造污水处理厂

		

－

建造海边排水口

(xix) 水供
a.

建造水坝及水库，面积达200公顷或更大者

b.

开发地下水以供应工业、农业或城市供水，供水量超过每日4,500立
方米者

2.2 谁可进行环境冲击评估
环境冲击评估须由依环境冲击评估咨询师登记方案，由已向环境局登记的有
资格人士进行。已登记的环境冲击评估咨询师名单及登记方案的详情，可在
环境局的网站www.doe.gov.my找到。
2.3 地点适当性评估
拟议中项目坐落地点的适当性是获得环境核准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地点适当
性的评估，是看该地点是否与公布的地区发展蓝图以及邻近土地的用途互相
协调、是否设有缓冲区、该地区接受额外污染的能力，以及废弃物处理规定
等因素。
在审查所有提交环境局的发展项目时，地点适当性评估已成为确定地点适当
性的主要程序。因此，指定和非指定活动都须进行地点适当性评估。而指定
活动更必须在进行环境冲击评估之前完成，以确定被选定的地点适合拟议的
活动并和周围的土地利用获得协调。若该地点被认为不适合，这也将为提出
项目者节省进行环境冲击评估的开销。
2.4 书面通知或建造准字
有意进行下列活动的任何人士须事先向环境局局长提呈书面通知：
i.

在任何场地进行任何工程或建造任何建筑物，若该工程将排放工业或混
合流出物，或造成或导致从现有来源的流出物的本质或数量有所改变，
无论流出物是流入任何土壤或内陆水域或马来西亚水域；惟依据2009
年环境质量（工业流出物）条例的第一附表规定的场地除外；

ii.

排放或允许排放污水流入任何土壤或内陆水域或马来西亚水域；惟依据
2009年环境质量（污水）条例规定的供少于150人等量的住宅或商业或
两者皆备的发展计划除外；

环境管理

126

iii.

依据2009年环境质量（来自固体废弃物转移站和填土的污染控制）条
例的规定，在任何土地建造任何厂房或建筑，若该建筑将变成一个新的
沥出物来源。

有意在任何土地或建筑上建造或进行任何工程的人士，必须事先获得环境局
局长的书面准字，若该建造或工程将把该土地或建筑变成一个依据1974年环
境质量法第19 条规定的指定场地（原棕榈油厂、生橡胶加工厂及指定废弃物
的处理与清除设备）。
这种申请须附上法定的收费。
2.5 安装焚化炉、燃烧设备及烟囱的书面核准
欲进行下列活动的申请者须获得环境局局长先前的书面核准：
i.

依据1978年环境质量（清洁空气）条例的第4条及第一附表详述的邻近
住宅区的新装置

ii.

依据1978年环境质量（清洁空气）条例的36与38条，任何建设（包括
焚化炉）、装置、搬迁或改装燃烧设备，若该设备每小时消耗30公斤或
更多的粉状或固体燃料或每小时消耗15公斤或更多的液体或气体燃料。

iii.

任何烟囱的建造、装置、搬迁或改装，若空气污染物可能从烟囱内被排
出者。

这种申请不需缴费。
2.6 使用指定场地及指定运输工具的执照
占用及操作下列的指定场地须持有执照：
i.

原棕榈油厂，

ii.

生橡胶加工厂，及

iii.

处理和清除指定废弃物的设备。

使用指定的运输工具须依据2005年环境质量（指定运输工具）条例持有执
照。指定的运输工具是指任何如下描述的车辆或船只：
i.

由安装在本身内的装置所推动者；

ii.

为在陆上或水上使用而建造或改装者；及

iii.

用来移动、搬运、放置或存放指定废弃物者。

申请书可在取得书面准字和书面核准（如上2.3和2.4段所述）后提出。发给
每间原棕榈油厂、生橡胶加工厂与处理和清除指定废弃物的设备以及指定运
输工具的执照需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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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排出废气与废水的标准
工业界须遵守在马来西亚被认为可接受的废气、工业废水、污水和沥出物的
排放标准，这些标准在1978年环境质量（清洁空气）条例、2009年环境质量
(工业流出物）条例、2009年环境质量（污水）条例和2009年环境质量（来
自固体废弃物转移站和填土的污染控制）条例里说明。
2.8 臭氧层破坏物的管制
依据1999年环境质量（冷媒管理）条例与1999年环境质量（卤化烃管理）条
例，臭氧层破坏物被列为对环境有危害之物品。涉及利用这些物品的新投资
将不获核准。
2.9 指定废弃物的处理
马来西亚已就有毒及危险性的废弃物处理制订了一套完整的法律条例，这些
条例是基于由始至终的原则的。因此，任何产生、储存、运输、处理或清除
指定的废弃物的设施受到以下条例的管制：
i.

2005年环境质量（指定废弃物）（2007年修订）条例

ii.

2005年环境质量（指定运输工具）（指定废弃物）规定

iii.

2006年环境质量（指定场地）（指定废弃物的处理和清除设施）
(修订) 规定

iv.

2006年环境质量（指定场地）（指定废弃物的处理和清除设施）
(修订) 条例

v.

2008年关税（禁止出口）规定

vi.

2008年关税（禁止进口）规定。

2.9.1 对指定废弃物的环境规定总结
2005年环境质量（指定废弃物）条例取代了1989年环境质量（指定废弃物）
条例。依据这条例，列在第一附表内的77种指定废弃物被归类成5大分类，
即：
i.

SW 1		

金属及含金属的废弃物（10种指定废弃物）

ii.
SW 2		
			

主要含量为无机化学物的废弃物，也可能含有金属及有机化
学物（7种指定废弃物）

iii. SW 3		
			

主要含量为有机化学物的废弃物，也可能含有金属及无机化
学物（27种指定废弃物）

iv.

SW 4		

含有无机或有机化学物的废弃物（32种指定废弃物）

v.

SW 5		

其他废弃物（一种指定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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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废弃物可在废弃物生产者的场地内储存、回收或处理，这些活动不需环
境局的执照。废弃物生产者可把他们生产的废弃物从生产日起储存长达180
天，惟在该场地的累积废弃物量不超过20公吨。虽然如此，废弃物生产者可
向环境局局长申请储存超过20公吨的废弃物。储存指定废弃物的容器应清楚
标明废弃物最初的生产日期，和生产者的名字、地址及电话号码。
用来回收、储存及处理废弃物的废弃物填埋地、焚化、清除及场外设施，
只可在获得环境局的执照后方可运作。惟随着马来西亚政府与Kualiti Alam
Sdn. Bhd.于1995年12月18日签署的特许权合约（15年的特许权）后，所有
在场外的指定废弃物处理和清除（焚化、废水处理、储存及永久填埋地）不
被准许。
就地焚化指定废弃物不被鼓励；若真正认为需要，装置焚化炉的申请必须严
格遵守由环境局出版的“清除指定废弃物的焚化炉的就地安装准则”，包括
进行一个详细的环境冲击评估以及把这评估报告书公开展出以让公众人士评
论。
废弃物生产者可为指定废弃物申请特别的管理方法，即依据2005环境质
量(指定废弃物）条例，把从它的设施或制程所生产的废弃物，豁免在指定的
场地或就地处理或在回收设施以外的场地或设施处理、清除或回收。

3.

给予环境管理的奖掖

有关“给予环境管理的奖掖“，请参阅第二章。有关环境管理规定的更多详情
可向环境局获取（请参阅实用地址 － 相关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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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基础设施的支撑
1.

工业地
1.1 工业园
1.2 自由区

			 1.2.1 自由商业区
			 1.2.2 自由工业区
1.3 保税工厂
2.

供电

3.

供水

4.

电信服务

5.

航空货运设施

6.

海港

7.

货物运输
7.1 集装箱拖运
7.2 货运代理

8.

公路

9.

铁路服务

10. 马来西亚多媒体超级走廊（MSC MALAYS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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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基础设施的支撑
1.

工业地

1.1 工业园
马来西亚境内有超过200个由政府机关开发的工业园区，这些机关是州经济
发展机构、区域发展局、港务局及市政府。此外，政府也不断策划新的工业
园以应付对工业地日益增长的需求。除了政府机关外，私营土地开发公司也
在一些州内开发了工业园。
工业地的价格与租赁方式随地点而异。
1.2 自由区
自由区是马来西亚任何一个经由财政部长依据1990年自由区法第3（1）条宣
布为自由商业区或自由工业区的地区。它的设计重点是为了促进转口贸易及
特别为出口而生产或组装产品的制造业公司。
在该区内的活动和工业只需通过最简便的海关手续，这是因为依据1967年关
税法第2（1A）条该区被视为主要关税区外的地方，除了在依据1967年关税
法第31条的进口及出口禁令方面。
1.2.1 自由商业区（FCZ）
自由商业区是一个划归为进行商业活动包括贸易（零售除外）、分装、分
级、重新包装、重新标签、转运及运送的自由区。
目前有17个自由商业区，它们坐落于巴生港的北港、南港和西港、巴生港
自由区、英达岛MILS物流枢纽、北海、峇六拜、吉隆坡国际机场、Rantau
Panjang、Pengkalan Kubor、Stulang Laut、柔佛港及丹绒柏勒巴斯港。
1.2.2自由工业区（FIZ）
除了最简便的海关手续外，自由工业区内的出口导向制造商可免税进口直接
用在生产程序的原料、零组件、机械和设备，以及以最简便的海关手续出口
它们的成品。
日前有18个自由工业区，它们坐落于Pasir
Gudang，Tanjung
Pelepas,
Batu Berendam I，Batu Berendam II，Tanjung Kling，Telok Panglima
Garang，Pulau Indah (PKFZ)，Sungai Way I，Sungai Way II， Ulu
Kelang，Jelapang II， Kinta，Bayan Lepas I，II，III， Seberang Perai及
Sama J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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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条件
公司可坐落于自由工业区内，当：

•
•

其全部或至少80%的产品是供出口者
其大部份原料与零件需进口。尽管如此，政府仍鼓励自由工业区内的公
司利用当地材料。

1.3 保税工厂(LMW)
为了让公司可在不实际或不理想设立自由工业区的地方享有自由工业区的便
利，公司可设立保税工厂。保税工厂获得与自由工业区内工厂同等的便利。
合格条件
获核准设立保税工厂的公司通常：

•
•

出口全部或不少于80%的产量
进口其大部份的原料和零件

缴付关税
从2011年1月1日起，自由工业区和保税厂公司可享有与东盟共同有效特惠税
一样的关税豁免，若它们能符合下列条件：
i.

当地含量的价值达到40%，

ii.

若当地含量的价值达不到40%，公司还可获得考虑，假如它们能够证明
非源自当地的材料已通过一个预先设定的机制经历了大量的转变才成为
制成品。

2.

供电

马来西亚电力供应充足。马来西亚半岛的电力由国家能源公司供应，而在东
马，沙巴电力公司及砂拉越电力供应公司则分别为沙巴及砂拉越供应电力。
传输电压为500千伏、275千伏及132千伏，分配电压为33千伏、22千伏、11
千伏及415 / 240伏。
国家能源公司也提供基于热电设备和水电计划的电力配套，以利便在产程上
需要多种能源的某些工业。
在居林高科技园，同类中最先进的回路电供系统确保不间断的电供。这保证
稳定的电供符合高科技作业所需的严格公差，反映了政府对促进这类工业的
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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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供水

马来西亚的水供服务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管制。为了提升国内水供的质
量，尤其是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政府已推出了两个法律架构即2006年国
家水务业法（NSW）和2006年国家水供服务委员会法（SPAN）。有了一个
受到良好管制的水供服务，才能促进水供业的效率和长期的持续能力，让用
户、投资者及营运者都能受益。马来西亚国内的用户享有24小时的供应，而
供水在质和量方面都是可靠和安全的，水质依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食水标准
处理。所有的住宅和工商业用水都依表计算，各州的水价不同。

4.

电信服务

移动电信公司和其他网络便利业者提供的固定线、移动和卫星通信基础设施
支撑整套的国内和国际服务，涵盖话音、视频、数据，以及其他先进的通信
服务。
目前胞式电信服务涵盖超过96%的有人居住的地方，移动电信用户超过3千5
百70万。卫星终端站以及卫星和海上服务补充固定线和移动电信。
现今有超过28家互联网服务业者，共有560万名用户，最大的业者是TM，
其次为Maxis及Celcom，分别占市场的35%、19%及18%。电信基设提供全
套的话音、数据与视频服务，其现代化和全数字化的网络利用有线和其他的
扩展无线带宽以提供高容量和高速的话音和数据传输。国内的服务是由超过
40GB的基本设施所供应；在马来西亚多媒体超级走廊（MSC MALAYSIA），
带宽容量可高达10GB。
通过多个光纤和卫星集团如FLAG、SEA-ME-WE、AAG、MCS、APCN、
China-US、Japan-US、Measat以及Intelsat，马来西亚与世界其他地
区链接。为了支撑日益增加的带宽需求，中高技术如ADSL、VDSL2+
FTTP、HSPA、WiMAX 已被广泛应用于全国。
马来西亚现今提供有竞争力收费的本地、全国与国际联系，以及租用电路，
其互联网拨通服务及国际收费为本地区最低之一。

5.

航空货运设施

马来西亚位于东南亚交叉路的中心位置，令她成为具有特别吸引力的转运中
心。她的航空运输设施经已完善发展，尤其是在国内的六个国际机场。
位于雪兰莪州雪邦的高度先进的吉隆坡国际机场（KLIA）能每年处理4千万名
乘客与超过120万公吨的货物。
但是依据规划，到了2020年，它的1万公顷的土地可每年处理6千万名乘客与
3百万公吨的货物，而将来更可增加至每年一亿名乘客与5百至6百万公吨的货
物。
其他的国际机场是位于马来西亚半岛的槟城国际机场、士乃国际机场和兰卡威
国际机场，位于沙巴的亚庇国际机场以及位于砂拉越的古晋国际机场。
MASkargo是其母公司马来西亚航空（MAS）的主要货运部门，它经营定期和
包机货运服务、地面处理服务以及由机场至海港的陆地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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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MASkargo也经营它的控股公司（MAS） 和其他子公司的机腹容量空运
服务。该国家航空公司的路线涵盖6大洲的1百个国际终点。
MASkargo在吉隆坡国际机场的自由商业区内经营一个最优良的先进货运中
心。这中心的特征是其安全与先进的保安系统及最新的自动化过程技术，确保
货物的即时资料跟踪与顺畅的通信。这中心的其中一些设备是动物旅馆和一个
一站式的易腐烂物品中心，以及世界上的第一个优先商业中心，为主要的货运
业者服务。
如今它提供定期货运服务，从吉隆坡、槟城和古晋至悉尼、上海、台北、曼
谷、香港、马尼拉、雅加达、泗水、东京、大阪、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和沙
迦。目前 MASkargo操作它自己的货机队，即两架波音B747-400F和两架空中
巴士A330-200F。
最近，MASkargo已被认证符合国际空运协会的安全货运方案，这方案的主旨
是一个安全的供应链安排，以加强货物的安全性。该公司还有一个称为I-Port
的服务，即世界上第一个在海港转运服务范围内的航空港。这服务让从巴生港
通过吉隆坡国际机场的海运及空运货物能快速的处理。此外，MASkargo也提
供国内机场至机场的卡车运输服务。
国内的空运服务更由Transmile Air辅助。这家公司为在沙巴、砂拉越和马来西
亚半岛的6个国内终点与两个定期和国际终点即香港和新加坡服务。飞往纳闽
和明都鲁的国内航班主要为油气业服务，因该行业需要特别的处理设备。除了
定期服务之外，Transmile Air也提供前往东盟和亚洲太平洋区的包机服务，它
有飞往印度、中东和中国的能力。
欲知更多有关MASkargo的详情，请浏览该公司的网站www.maskargo.com。

6.

海港

马来西亚的海港可分为联邦港和州属港，所有的联邦港由交通部管辖。目前
有七个主要的联邦港，即巴生港、槟城港、柔佛港、丹绒柏勒巴斯港、关丹
港、甘马挽港和民都鲁港。所有的联邦港都拥有先进的设备，而民都鲁港则
是唯一处理液化天然气的海港。
随着近年来经济与贸易的扩展，国内的海港也取得显著的增长。其中两个海
港即巴生港与丹绒柏勒巴斯港已被列入世界首20个集装箱港的行列。
政府对海港的政策集中于：
a.

由供应方面推动，即在海港内提供足够的吞吐量以确保船只不需等待。

b.

通过以下方法提升海港的使用：

•
•
•
•

改进海港作业的效率和生产力
海港私营化
开发和改进附属服务，及
开发和改进陆地方面的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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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货运集中，巴生港已成为国内货运中心和转运中心，而丹绒柏勒巴斯港
则被公认为一个区域转运枢纽。

7.

货物运输

各类的公司在马来西亚提供广泛的集装箱货运服务，这包括集装箱拖运、货
物承运、仓储、添油、配销相关服务、海关放行，以及集装箱的修理、租赁
与维修。
马来西亚的收货人与客户可通过由本地分公司及办事处组成的网络，享有既
快速、有效率又可靠的货运服务。大多数的公司也有良好的国际代理网络。
7.1 集装箱拖运
马来西亚政府通过陆地公共交通委员会管制国内的集装箱拖运。
目前有62家业者应付各种的货运需求，他们的车队拥有多种类的拖车与拖车
头，包括经过改装的车辆，有些还装有跟踪设备能与路上的车辆保持联络。
多家其他中型及小型业者以卡车将传统货物运送至国内的终点。与此同时，
一个组合铁道为通往指定的终点服务，而一个货运铁道服务则把集装箱运送
到偏远的客户。
这多样式(公路与铁路)的运输系统确保货物的快速送交。
7.2 货运代理
遍布全国的数百家货运代理人提供全国性的货物承运服务，而运往国际终点
的货物可交予国际货运代理负责运输。
货运代理也可为制造商提供协助，诸如代办申请各种必需的准证、执照，以
及货物结关时的免税等。

8.

公路

马来西亚大道局监督与执行国内城市与城市间公路的设计、建造、管制、操
作及维修。这些舒适的高速公路连接所有的主要城市及有潜能的发展中心，
也通过加强交通的效率而催化了工业成长。
私营化计划的成功与强劲的经济成长也在过去几年里导致更多的高速公路开
发计划。
如今南北高速大道、槟城大桥、吉隆坡加叻大道与东海岸大道成为马来西亚
公路基建的主干，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9.

铁路服务

在马来西亚半岛营运的马来亚铁道公司(Keretapi Tanah Melayu Bhd)是马来
西亚政府的一家全资子公司。作为国内最大的运输机构，该公司具有运输多
种货物的能力，从谷物至机械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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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铁路网纵横贯通马来西亚半岛全境，从北端的巴当勿刹至南端柔佛的
巴西古当，同一条的北线也为槟城的码头与港口设施服务。

10. 马来西亚多媒体超级走廊（MSC MALAYSIA）
马来西亚多媒体超级走廊（MSC Malaysia）是亚洲最令人兴奋的信息与通信
技术（ICT）的投资地点。这在1996年概念化的MSC Malaysia已成长成为一
个蓬勃的动态信息与通信技术中心，容纳了超过两千家多国公司、外国及土
生土长的马来西亚公司，它们专注于多媒体和通信产品、解法、服务以及研
究与开发。
处于亚洲成长最快的市场的中心，MSC
Malaysia的特色是最先进的基本设
施；它具有一套安全的电子法律、政策和做法，使到营运中的公司能茁壮成
长及不断创新。
依据MSC Malaysia的国家计划（也称为下一个跃进计划），MSC Malaysia已
设定了一些标准，这些标准将培育和留住ICT启用的行业在具竞争力的环境里
设立它们的业务。这些地点被称为电脑城（Cybercity）和电脑中心（Cybercentre）。
到目前为止，这些被MSC Malaysia 指定为Cybercity/Cybercentre的包括：

•
•
•
•
•
•
•
•
•
•
•
•
•
•
•

赛伯再也（Cyberjaya）
马来西亚科技园（Technology Park Malaysia, TPM）
吉隆坡城中城（Kuala Lumpur City Centre）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马来西亚科技开发公司（UPM-MTDC）
吉隆坡中环（KL Sentral）
吉隆坡塔（Kuala Lumpur Tower）
马来西亚电讯公司电子中心（TM Cybercentre Complex）
吉隆坡的谷中城（Mid Valley City, MVC）
沙亚南的i 城（i-city, Shah Alam）
雪兰莪州八打灵的Bandar Utama
吉隆坡的Bangsar South City
槟城第一电脑城（Penang Cybercity-1）
吉打州的居林科技园（Kulim High Tech Park, KHTP）
霹雳州的Meru Raya
马六甲州的马六甲国际贸易中心（Melaka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
MI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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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柔佛港的Menara MSC Cyberport Johor
彭亨州的Putra Square

国内其他符合MSC Malaysia所需的合格准则及表现标准的地区，也将获得MSC
Malaysia电脑城或MSC Malaysia电脑中心其中之一的地位，视其将来的准备
程度而定。
这MSC Malaysia走廊已成为全球的创新者和投资者的最佳选择地点。马来西
亚独特具竞争力的长处源自：

•
•
•
•
•

给予在MSC Malaysia的投资者高度竞争的配套

•
•
•

通晓多种语言、多种文化的人才

依顾客的要求而制定的奖掖与融资
领导层的高度承诺
容易进入东盟及亚洲太平洋区快速成长的市场
可获得合格及受过教育的职员，因每年有超过3万名主修信息与通信科
技的本科生和文凭生毕业

政治上与制度上的稳定
高质量的生活

除了由MSC公司开发创新的解法外，多媒体超级走廊也注重于：

•
•
•
•
•
•
•
•

智能卡技术
精明学校
远距保健
电子政府
电子商务
技术企业家的开发
创意多媒体
共享服务与外包服务

欲知更多有关MSC Malaysia的信息，请浏览 www.mscmalaysia.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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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实用地址

政府部门
首相署

财政部

新闻、通讯及文化部

PRIME MINISTER’S OFFICE
Main Block, Perdana Putra Building
Feder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Centre
62502 Putrajaya, Malaysia
电话: (603) 8888 8000
传真: (603) 8888 3444
网站: www.pmo.gov.my
电邮: ppm@pmo.gov.my

MINISTRY OF FINANCE
Finance Ministry Complex
No.5 Persiaran Perdana, Precinct 2
Feder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Centre
62592 Putrajaya, Malaysia
电话: (603) 8882 3000
传真: (603) 8882 3893 / 3894
网站: www.treasury.gov.my
电邮: pro@treasury.gov.my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Wisma TV, Angkasapuri
5061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 (603) 2282 5333
传真: (603) 2284 8115
网站: www.kpkk.gov.my
电邮: webmaster@kpkk.gov.m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AGRO-BASED INDUSTRY
Level 9, Wisma Tani
No. 28, Persiaran Perdana, Precinct 4
Feder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Centre
62624, Putrajaya, Malaysia
电话: (603) 8870 1000
传真:      (603) 8888 6020
网站: www.moa.gov.my
电邮: pro@moa.gov.my

外交部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No. 25, Persiaran Perdana
Wisma Sumber Asli, Precinct 4
Feder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Centre
62574 Putrajaya, Malaysia
电话: (603) 8886 1111
传真: (603) 8889 2672
网站: www.nre.gov.my
电邮: webmaster@nre.gov.my

国防部

MINISTRY OF HEALTH
Block E1, E6, E7 & E10, Complex E
Feder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Centre
62590 Putrajaya, Malaysia
电话: (603) 8883 3888
传真: (603) 8888 6187
网站: www.moh.gov.my
电邮: kkm@moh.gov.my

农业及农基工业部

MINISTRY OF DEFENCE
Wisma Pertahanan
Jalan Padang Tembak
50634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 (603) 2071 5019
传真:      (603) 2691 4576
网站: www.mod.gov.my
电邮: cpa@mod.gov.my

国内贸易、合作社及消费部
MINISTRY OF DOMESTIC TRADE,
COOPERATIVE AND CONSUMERISME
No. 13, Persiaran Perdana, Precinct 2
Feder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Centre
62623 Putrajaya, Malaysia
电话: (603) 8882 5500/ 1800-886-800
传真: (603) 8882 5762
网站: www.kpdnkk.gov.my
电邮: webadmin@kpdnkk.gov.my

教育部
MINISTRY OF EDUCATION
Block E8, Complex E
Feder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Centre
62604 Putrajaya, Malaysia
电话: (603) 8884 6000
传真: (603) 8889 8431
网站: www.moe.gov.my
电邮: webmaster@moe.gov.my
		 kpkpm@moe.gov.my

能源、绿色工艺及水务部
MINISTRY OF ENERGY, green technology
and water
Block E4/5, Government Complex, Complex E
Feder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Centre
62668 Putrajaya, Malaysia
电话: (603) 8883 6200
传真: (603) 8889 3712
网站: www.kettha.gov.my
电邮: webmaster@kettha.gov.my

联邦直辖区部
MINISTRY OF FEDERAL TERRITORIES
AND URBAN WELLBEING
Level G-7, Block 2, Menara Seri Wilayah, Presint 2
Feder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Centre
62100 Putrajaya, Malaysia
电话: (603) 8889 7888
传真: (603) 8888 0375
网站: www.kwp.gov.my
电邮: admin@kwp.gov.my
		 webmaster@kwpkb.gov.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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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Wisma Putra
No. 1, Jalan Wisma Putra, Precinct 2
62602 Putrajaya, Malaysia
电话: (603) 8887 4000/ 4570/ 8889 2746
传真: (603) 8889 1717 / 8889 2816
网站: www.kln.gov.my
电邮: webmaster@kln.gov.my

卫生部

高等教育部
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
No. 2, Menara 2, Jalan P5/6, Presint 5
62200 Putrajaya, Malaysia
电话: (603) 8870 6000
传真: (603) 8870 8889 / 6834
网站: www.mohe.gov.my
电邮: webmaster@mohe.gov.my
		 portalfeedback@mohe.gov.my

内政事务部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Block D1 & D2, Complex D
Feder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Centre
62546 Putrajaya, Malaysia
电话: (603) 8886 8000 / 3000
传真: (603) 8889 1613 / 1610
网站: www.moha.gov.my
电邮: webmaster@moha.gov.my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LOCAL GOVERNMENT
No. 51, Persiaran Perdana, Presint 4
62100 Putrajaya, Malaysia
电话: (603) 8891 5012
传真: (603) 8891 5022
网站: www.kpkt.gov.my
电邮: am_mpkt@kpkt.gov.my
		 pentadbiran@kpkt.gov.my

人力资源部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Level 6-9, Block D3, Complex D
Feder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Centre
62530 Putrajaya, Malaysia
电话: (603) 8886 5000 / 5200
传真: (603) 8889 2381
网站: www.mohr.gov.my
电邮: ksm1@mohr.gov.my
		
norbaya@mohr.gov.my
		 mohr_web@mohr.gov.my

天然资源及环境部

种植及原产部
MINISTRY OF PLANTATION INDUSTRIES AND
COMMODITIES
No. 15, Level 6-13 Persiaran Perdana, Precinct 2
Feder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Centre
62654 Putrajaya, Malaysia
电话: (603) 8880 3300
传真: (603) 8880 3483
网站: www.kppk.gov.my
电邮: info@mpic.gov.my

乡村及区域发展部
MINISTRY OF RUR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No. 47 Persiaran Perdana, Precint 4
Feder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Centre
62100 Putrajaya, Malaysia
电话: (603) 8891 2000
传真: (603) 8888 2357
网站: www.rurallink.gov.my
电邮: webmaster@rurallink.gov.my

科学、技术及创新部
MINIST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Level 1-7, Block C4 & C5
Feder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Centre
62662 Putrajaya, Malaysia
电话: (603) 8885 8000
传真: (603) 8888 9070
网站: www.mosti.gov.my
电邮: info@mosti.gov.my

旅游部
MINISTRY OF TOURISM
No. 2, Tower 1 Jalan P5/6 Precint 5
62200 Putrajaya, Malaysia
电话: (603) 8891 7000
传真: (603) 8891 7100
网站: www.motour.gov.my
电邮: webmaster@motour.gov.my
		 info@motour.gov.my

交通部
MINISTRY OF TRANSPORT
Block D5, Complex D
Feder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Centre
62502 Putrajaya, Malaysia
电话: (603) 8886 6000
传真: (603) 8889 1569
网站: www.mot.gov.my
电邮: webmaster@mot.gov.my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

工程部

青年及体育部

MINISTRY OF WOMEN, FAMILY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No. 55 Persiaran Perdana Precint 4
62100 Putrajaya, Malaysia
电话:      (603) 8323 1000
传真: (603) 8323 2000
网站: www.kpwkm.gov.my
电邮: info@kpwkm.gov.my

MINISTRY OF WORKS
5th Floor, Block A, Kompleks Kerja Raya
Jalan Sultan Salahuddin
5058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      (603) 2711 1100
传真: (603) 2711 1101
网站: www.kkr.gov.my
电邮: pro@kkr.gov.my

MINISTRY OF YOUTH AND SPORTS
Menara KBS
No.27, Persiaran Perdana, Precinct 4
Feder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Centre
62570 Putrajaya, Malaysia
电话: (603) 8871 3333
传真: (603) 8888 8770
网站: www.kbs.gov.my
电邮: webmaster@kbs.gov.my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

职业安全与卫生局

内陆税收局

BANK NEGARA MALAYSIA
Jalan Dato’ Onn, P.O. Box 10922
50929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 (603) 2698 8044
传真: (603) 2691 2990
网站: www.bnm.gov.my
电邮: bnmtelelink@bnm.gov.my

DEPARTMENT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Level 2, 3 and 4, Block D3, Complex D
Feder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Centre
62530 Putrajaya, Malaysia
电话: (603) 8886 5000
传真: (603) 8889 2443
网站: www.dosh.gov.my
电邮: jkkp@mohr.gov.my.

INLAND REVENUE BOARD
Menara Hasil
Persiaran Rimba Permai
Cyber 8, 63000 Cyberjaya
Selangor, Malaysia
电话: (603) 8313 8888
传真: (603) 8313 7801
网站: www.hasil.gov.my
电邮: callcentre@hasil.gov.my

雇员公积金局

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公司

EMPLOYEES PROVIDENT FUND
KWSP Building, Jalan Raja Laut
503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 (603) 8922 6000
传真: 603) 2694 8433
网站: www.kwsp.gov.my
电邮: enquiry@epf.gov.my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RPORATION OF MALAYSIA
Unit 1-7, Ground Floor, Menara UOA Bangsar
No.5, Jalan Bangsar Utama 1
59000 Kuala Lumpur
电话: (603) 2299 8400
传真: (603) 2299 8989
网站: www.myipo.gov.my
电邮: ipmalaysia@myipo.gov.my

相关机构

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  
BURSA MALAYSIA BERHAD
Customer Service
Bursa Malaysia Berhad
10th Floor, Exchange Square
Bukit Kewangan
50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 (603) 2026 5099
传真: (603) 2026 4122
网站: www.klse.com.my
电邮: customerservice@bursamalaysia.com

马来西亚公司委员会
COMPANIES COMMISSION OF MALAYSIA (SSM)
Menara SSM@Sentral
No. 7, Jalan Stesen Sentral 5
Kuala Lumpur Sentral
50623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 (603) 2299 4400
传真: (603) 2299 4411
网站: www.ssm.com.my
电邮: enquiry@ssm.com.my

环境局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Level 1-4, Podium 2&3, Wisma Sumber Asli
No. 25, Persiaran Perdana, Precint 4
Feder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Centre
62574 Putrajaya, Malaysia
电话: (603) 8871 2000/ 8871 2200
传真: (603) 8889 1973/75
网站: www.doe.gov.my
电邮: webmaster@doe.gov.my

劳资关系局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Level 9, Block D4, Complex D
Feder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Centre
62530 Putrajaya, Malaysia
电话: (603) 8871 1205
传真: (603) 8889 2355
网站: www.jpp.mohr.gov.my
电邮: jppm@mohr.gov.my

人力局
DEPARTMENT OF LABOUR
Level 5, Block D3, Complex D
Feder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Centre
62530 Putrajaya, Malaysia
电话: (603) 8886 5000
传真: (603) 8889 2368
网站: www.jtksm.mohr.gov.my
电邮: jtksm@mohr.gov.my

马来西亚出入口银行
EXPORT-IMPORT BANK OF MALAYSIA
(EXIM BANK)
Level 1, Exim Bank
Jalan Sultan Ismail
502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 (603) 2601 2000
传真: (603) 2601 2100
网站: www.exim.com.my
电邮: exim@exim.com.my

清真工业发展有限公司
HALAL INDUSTR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SDN BHD (HDC)
5.02, Level 5, KPMG Tower, First Avenue
Persiaran Bandar Utama
478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电话: (603) 7965 5555
传真: (603) 7965 5500
网站: www.hdcglobal.com
电邮: refcenter@hdcglobal.com

人力资源发展公司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BERHAD
Wisma PSMB
Jalan Beringin, Damansara Heights
5049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 (603) 2096 4800
传真: (603) 2096 4999
网站: www.hrdf.com.my
电邮: administrator@hrdf.com.my

移民局
IMMIGRATION DEPARTMENT
Level 1 – 7(Podium)
No.15, Persiaran Perdana, Precint 2
Feder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Centre
62550 Putrajaya, Malaysia
电话: (603) 8880 1000
传真: (603) 8880 1200
网站: www.imi.gov.my
电邮: opsroom@imi.gov.my

纳闽金融服务局
LABUAN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LABUAN fsa)
Level 17, Main Office Tower
Financial Park Complex, Jalan Merdeka
87000 Federal Territory Labuan, Malaysia
电话: (6087) 591 200 / 591 300
传真: (6087) 453 442
网站: www.labuanfsa.gov.my
电邮: communication@labuanfsa.gov.my

马来西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lAysian Biotechnology Corporation
Sdn BHD
Level 23, Menara Atlan
161, Jalan Ampang
504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 (603) 2116 5588
传真: (603) 2116 5577
网站: www.biotechcorp.com.my
电邮: info@biotechcorp.com.my

马来西亚兴业金融有限公司
MALAYSI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INANCE BHD (MIDF)
Level 19, Menara MIDF
82, Jalan Raja Chulan
50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 (603) 2173 8888
传真: (603) 2173 8877
网站: www.midf.com.my
电邮: inquiryfeedback@midf.com.my

马来西亚科技發展公司
MALAYSIA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SDN BHD (MTDC)
Menara Yayasan Tun Razak
Level 8-9, Jala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 (603) 2172 6000
传真: (603) 2163 7549
网站: www.mtdc.com.my
电邮: comms@mtdc.com.my

实用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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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高科技局

巴生港港务局

中小型企业銀行

MALAYSIAN INDUSTRY-GOVERNMENT
GROUP FOR HIGH TECHNOLOGY (MiGHT)
Blok 3517, Jalan Teknokrat 5
63000 Cyberjaya
Selangor Darul Ehsan
电话: (603) 8315 7888
传真: (603) 8312 0300
网站: www.might.org.my
电邮: info@might.org.my

PORT KLANG AUTHORITY
Mail Bag Service 202, Jalan Pelabuhan Utara
42005 Port Klang, Selangor, Malaysia
电话: (603) 3168 8211
传真: (603) 3168 9117
网站: www.pka.gov.my
电邮: onestopagency@pka.gov.my

SME BANK
Menara SME Bank
Jalan Sultan Ismail
P.O.Box 12352
50774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 (603) 2615 2020/ 2828
传真: (603) 2692 8520/ 2698 1748
网站: www.smebank.com.my
电邮: enq_y@smebank.com.my

皇家关税局

MALAYSIA TOURISM PROMOTION BOARD
9th Floor, No. 2, Tower 1
Jalan p5/6, Precint 5
62200 Putrajaya, Malaysia
电话: (603) 8891 8000
传真: (603) 8891 8889
网站: www.tourism.gov.my
电邮: enquiries@tourism.gov.my

ROYAL CUSTOMS MALAYSIA
Level 7 North,
Ministry of Finance Complex, Precinct 2
No.3 Persiaran Perdana
Feder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Centre
62596 Putrajaya, Malaysia
电话: (603) 8882 2300/2500
传真: (603) 8889 5901
网站: www.customs.gov.my
电邮: cpa@customs.gov.my

多媒体发展公司

证券监督委员会

MULTIMEDIA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SDN BHD (MDeC)
MSC Malaysia Headquarters
Persiaran APEC
63000 Cyberjaya,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电话: (603) 8315 3000
传真: (603) 8315 3115
网站: www.mdec.com.my
电邮: clic@mdec.com.my

SECURITIES COMMISSION
No. 3, Persiaran Bukit Kiara, Bukit Kiara
5049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 (603) 6204 8777
传真: (603) 6201 5078
网站: www.sc.com.my
		 www.min.com.my
电邮: cau@seccom.com.my

马来西亚生产力公司

SME CORPORATION MALAYSIA
Level 6, SME 1 Block B
Lot E, Jalan Stesen Sentral 2
Kuala Lumpur Sentral
5047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 (603) 2775 6000
传真: (603) 2775 6001
网站: www.smecorp.gov.my
电邮: info@smecorp.gov.my

马来西亚旅游促进局

MALAYSIA PRODUCTIVITY
CORPORATION (MPC)
Lorong Produktiviti, Off Jalan Sultan
462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电话: (603) 7955 7266
传真: (603) 7957 8068
网站: www.mpc.gov.my
电邮: marketing@mpc.gov.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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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工业发展公司

社会保险机构
SOCIAL SECURITY ORGANISATION (SOCSO)
Menara Perkeso, 281 Jalan Ampang
50538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 (603) 4257 5755/ 4264 5463
传真: (603) 4256 7798
网站: www.perkeso.gov.my
电邮: perkeso@perkeso.gov.my

马来西亚电讯公司
TELEKOM MALAYSIA BERHAD
Level 51, North Wing, Menara TM
Off Jalan Pantai Baru
50672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 (603) 2240 1221
传真: (603) 2283 2415
网站: www.tm.com.my
电邮: feedback@telekom.com.my

国家能源公司
TENAGA NASIONAL BERHAD
129, Jalan Bangsar,
59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 (603) 2296 5566
传真: (603) 2282 6754
网站: www.tnb.com.my
电邮: ird@tnb.com.my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Industry (MITI)

Block 10, Government Offices Complex, Jalan Duta 50622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 (603) 6203 3022 传真: (603) 6203 2337 / 6203 1303 网站: www.miti.gov.my 电邮: webmiti@miti.gov.my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驻国外办事处
比利时
Minister Counsellor (Economy)
Mission of Malaysia to the EU
Embassy of Malaysia in Belgium
Avenue de Tervuren 414A
1150 Brussels
Belgium
电话: (322)776 0340/762 5939
传真: (322)771 2380
电邮: pe.miti@skynet.be

日本
Minister Counsellor (Economy)
Department of Trade Affairs
Embassy of Malaysia
20-16 Nanpeidai-Cho
Shibuya-ku, Tokyo 150-0036
Japan
电话: (813) 3476 3844
传真: (813) 3476 4972
电邮: metrade1@ninus.ocn.ne.jp

中国
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经济处）
公使衔参赞（经济）
中国北京朝阳區亮马桥北街2号
邮编： 100600
电话： (8610)6532 2533/7990
传真： (8610)6523 3617
电邮 : mitibj@china.com

菲律宾
Counsellor (Economics)
Embassy of Malaysia (Trade Office)
10-11th Floor, World Centre
330 Senator Gil Puyat Avenue
Makati City,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电话: (632) 864 0761 to 68
传真: (632) 891 1695
电邮: tradecom@mozcom.com

印度
Minister Counsellor (Economy)
High Commission of Malaysia in New Delhi
50-M, SatyaMarg
Chanakyapuri
New Delhi 110021
Republic of India
电话: (91-11) 2611 1291/ 1292/ 1293/ 1297
传真: (91-11) 2688 1538
电邮: muthafa@miti.gov.my
印尼
Counsellor (Economics)
Embassy of Malaysia
(Commercial Section)
Jalan H.R. Rasuna Said, Kav X6
No.1-3, Kuningan
Jakarta 12950
Indonesia
电话: (6221) 522 4947/522 4962
传真: (6221) 522 4963
电邮: mitijkt@cbn.net.id

新加坡
Counsellor (Economics)
Malaysian Trade Commission
80 Robinson Road #01-02
Singapore 068896
电话: (0265) 6222 0126/1356/1357
传真: (0265) 6221 5121
电邮: mitising@singnet.com.sg

泰国
Counsellor (Economics)
Embassy of Malaysia (Trade Office)
35, South Sathorn Road
Tungmahamek, Sathorn
Bangkok 10120
Thailand
电话: (662) 679 2190-9
支线2303/ 2304/ 2305
传真: (662) 679 2200
电邮: trade@samart.co.th
英国
Minister Counsellor (Economy)
Malaysian Trade Commision
17 Curzon Street
London W1J 5HR
United Kingdom
电话: (4420) 7499 7388
传真: (4420) 7493 3199
美国
Minister Counsellor (Economy)
Embassy of Malaysia
3516 International Court NW
Washington DC 20008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电话: (1202) 572 9700/10/34
传真: (1202) 572 9782/882
电邮: isham@mitidc.org

瑞士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Malaysia to the WTO
International Centre Cointrin (ICC)
3rd Floor, Block C
20, Route de Pre-Bois
Case Postale 1909
CH 1215, Geneva 15
Switzerland
电话: (4122) 799 4043 / 4042
传真: (4122) 799 4041
电邮: hiswani.harun@ties.itu.int

实用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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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外贸促进局

Malaysia External Trad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MATRADE)

Menara MATRADE, Jalan Khidmat Usaha, Off Jalan Duta, 5048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 (603) 6207 7077 传真: (603) 6203 7037 免付费电话: 1800-88-7280 网站: www.matrade.gov.my

电邮: info@matrade.gov.my

马来西亚外贸促进局驻国外办事处
澳大利亚

Trade Commissioner
Consulate of Malaysia (Commercial Section)
Level 4, Malaysia Airlines Building
16, Spring Stree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电话: (612) 9252 2270
传真: (612) 9252 2285
电邮: sydney@matrade.gov.my

亚洲
东亚
中国

北京
商务领事
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贸易处）
中国北京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霞光里18号佳程广场B座11层E单元
邮编:    100027
电话: (8610) 8451 5109/5110/1113
传真: (8610) 8451 5112
电邮: beijing@matrade.gov.my
成都
主任
马来西亚外贸促进局（成都代表处）
四川省成都市滨江东路9号
香格里拉中心办公楼1402-1404室
邮编:
610021
电话:
(8628) 6687 7517
传真:
(8628) 6687 7524
电邮:
chengdu@matrade.gov.my
广州
贸易领事
马来西亚驻广州总领事馆贸易处
中国广州市天河北路 233号
中信广场办公大楼5305单元
邮编: 510610
电话: (8620) 3877 3865/ 3975
传真: (8620) 3877 3985
电邮: guangzhou@matrade.gov.my

香港
商务领事
马来西亚驻港总领事馆贸易处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湾仔告士打道50号
马来西亚大厦19楼
电话: (852) 2527 8109
传真: (852) 2804 2866
电邮: hongkong@matrade.gov.my
上海
商务领事
马来西亚驻沪总领事馆贸易处
中国上海市南京西路1515号
嘉里中心 807 - 809室
邮编: 200040
电话: (8621) 6289 4420/4467
传真: (8621) 6289 4381
电邮: shanghai@matrade.gov.my
台湾
商务处处长
马来西亚友谊及贸易中心
台湾台北市 (105) 敦化北路167号
宏国大厦10楼D室
电话: (8862) 2545 2260
传真: (8862) 2718 1877
电邮: taipei@matrade.gov.my

南亚
印度
金奈
Trade Commissioner
Consulate General of Malaysia (Trade Section)
Capitale 2A, 2nd Floor, 554 & 555, Anna Salai
Teynampet, Chennai-600018, India
电话: (9144) 2431 3722/ 3724
传真: (9144) 2431 3725
电邮: chennai@matrade.gov.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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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买
Consul
Consulate General of Malaysia
Trade Section (MATRADE)
Suite 301, 3rd Floor, Naman Centre Block G
BandraKurla Complex, Bandra (E)
Mumbai 400051, India
电话: (9122) 2659 7272 / 3
传真: (9122) 2659 7274
电邮: mumbai@matrade.gov.my

日本

东京
Director
Malaysia External Trad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6th FIoor, Ginza Showadori Building
8-14-14, Ginza Chuo-ku
Tokyo 104-0061, Japan
电话: (813) 3544 0712/ 0713
传真: (813) 3544 0714
电邮: tokyo@matrade.gov.my
大阪
Marketing Officer
Malaysia External Trad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Mainichi Intecio 18F, 3-4-5, Umeda, Kita-ku
Osaka 530-0001, Japan
电话 :		 (816) 6451 6520
传真 :		 (816) 6451 6521
电邮:		osaka@matrade.gov.my
大韩民国
Trade Commissioner
Embassy of Malaysia (Trade & Investment Section)
17th Floor, SC Bank Korea Limited
47, Chongro, Chongro-gu
Seoul 110-702, Republic of Korea
电话: (822) 739 6813/ 6814/ 6812
传真: (822) 739 6815
电邮: seoul@matrade.gov.my

东南亚
柬埔寨

菲律宾

Marketing Officer
Malaysia External Trad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MATRADE)
No. 222, PreahNorodom Boulevard
SangkatTonleBassac
Khan Chamkarmorn, Phnom Penh, Cambodia
电话:   (855) 2372 1224
传真: (855) 2372 1225
电邮: phnompenh@matrade.gov.my

Marketing Officer
Embassy of Malaysia
Trade Office (MATRADE)
Level 4/F, Hanjin Phil Building
1128, University Parkway
North Bonifacio, Global City
1634 Taguig, Philippines
电话: (632) 556 8645/ 8646/ 8647
传真: (632) 401 6387
电邮: manila@matrade.gov.my

印尼
Trade Commissioner
Embassy of Malaysia (Trade Section)
12th Floor, Plaza Mutiara
Jln. LingkarKuningan
Kav E.1.2. No1 & 2, Kawasan Mega Kuningan
Jakarta 12950, Indonesia
电话: (6221) 576 4297/ 4322
传真: (6221) 576 4321
电邮: jakarta@matrade.gov.my

新加坡
Director
Malaysia External Trad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33-01/03, Shaw Towers
100, Beach Road, 189702 Singapore
电话: (0265) 6392 2238
传真: (0265) 6392 2239
电邮: singapore@matrade.gov.my

越南

胡志明市
Trade Commissioner
Consulate General of Malaysia (Trade Section)
1206-1207, 12th FIoor, Me Linh Point Tower
2, Ngo DucKe Street, District 1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电话: (848) 3822 1468
传真: (848) 3823 1882
电邮: hcmc@matrade.gov.my
河内
Marketing Officer
Embassy of Malaysia
Trade Office (MATRADE)
45-46 Dien Bien Phu Street
Ba Dinh District, Hanoi, Vietnam
电话: (844) 3734 7521
传真: (844) 3734 7520
电邮: hanoi@matrade.gov.my

泰国
Marketing Officer
Embassy of Malaysia (Trade Section)
No. 3601, Level 36, Q House Lumpini Building
South Sathorn Road
Tungmahamek, Sathorn
Bangkok 10120, Thailand
电话: (662) 677 7392
传真: (662) 677 7390
电邮: bangkok@matrade.gov.my

西亚
沙特阿拉伯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Trade Commissioner
Consulate General of Malaysia
(Commercial Section)
14th Floor, Saudi Business Centre
Madina Road
P.O.Box 20802
Jeddah 21465
Saudi Arabia
电话: (9662) 653 2143/ 98
传真: (9662) 653 0274
电邮: jeddah@matrade.gov.my

Consul General / Trade Commissioner
Consulate General of Malaysia
Malaysia Trade Centre
Lot 1-3 Ground Floor &
6-10 Mezzanine Floors
Al-Safeena Building Near Lamcy Plaza
Zaabeel Road
P.O.Box 4598, Dubai
United Arab Emirates
电话: (9714) 335 5528/38
传真: (9714) 335 2220
电邮: dubai@matrade.gov.my

欧洲
法国

匈牙利

荷兰

Trade Commissioner
Service Commercial De Malaisie
De L’Ambassade De Malaisie
90, Avenue Des Champs Elysees
75008 Paris, France
电话: (331) 4076 0000 / 0034
传真: (331) 4076 0001
电邮: paris@matrade.gov.my

Trade Commissioner
Embassy of Malaysia (Trade Section)
Trade Office (MATRADE)
Pasareti ut 29
1026 Budapest, Hungary
电话:   (361) 488 0810
传真:   (361) 488 0290
电邮:   budapest@matrade.gov.my

Trade Commissioner
Embassy of Malaysia (Commercial Section)
Rustenburgweg 2
2517 KE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电话: (3110) 462 7759
传真:   (3110) 462 7349
电邮: rotterdam@matrade.gov.my

德国

意大利

土耳其

Trade Commissioner / Consul
Consulate of Malaysia (Trade Section)
Kastor-Hochhaus (Commerzbank)
17th Floor, Platz der Einheit 1
60327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
电话: (4969) 247 5015-10
传真: (4969) 247 5015-20
电邮: frankfurt@matrade.gov.my

Consul and Trade Commissioner
Consulate of Malaysia (Commercial Service)
Piazza Missori 3, 4th Floor
20123 Milan, Italy
电话:   (3902) 669 0501
传真: (3902) 670 2872
电邮: milan@matrade.gov.my

Director
Istanbul Representative Office
Buyukdere Cad. Yapi Kredi Plaza C Block
Floor 17, No 40-41
34330 Levent
Istanbul Turkey
电话: (90) 212 317 4714
传真: (90) 212 317 4701
电邮: istanbul@matrade.gov.my

实用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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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英国

乌兹别克

Trade Commissioner
Embassy of Malaysia (Trade Section)
2nd Floor, R01-209
Dobrynya Business Centre
#8, 4th Dobryninskiy per.
119409 Moscow, Russian Federation
电话: (7495) 933 5626
传真: (7495) 933 5636
电邮: moscow@matrade.gov.my

Trade Commissioner
Malaysian Trade Commission (Commercial Section)
3rd & 4th Floor, 17 Curzon Street
London W1J 5HR
United Kingdom
电话: (4420) 7499 5255 / 4644
传真:   (4420) 7499 4597
电邮: london@matrade.gov.my

Marketing Officer
Trade Office (MATRADE)
Embassy of Malaysia
28, Maryam Yakubova Street
Yakkasaray District
100 031 Tashkent
Republic of Uzbekistan
电话: (99871) 256 67 07
传真: (99871) 256 69 09
电邮: tashkent@matrade.gov.my

美国迈阿密

美国纽约

智利

墨西哥

乌克兰
Marketing Officer
Trade Office (MATRADE)
Embassy of Malaysia
No. 25 Bulivska Street
Perchersk, Kiev 01014
Ukraine
电话: (38044) 286 7128
传真: (38044) 286 8942
电邮: kiev@matrade.gov.my

北美洲
加拿大

Trade Commissioner
Consulate of Malaysia (Trade Office)
First Canadian Place
Suite 3700, 100 King Street West
Toronto, Ontario M5X 1E2, Canada
电话: (1416) 504 6111
传真: (1416) 504 8315
电邮: toronto@matrade.gov.my

Director
Malaysia Trade Centre
703 Waterford Way, Suite 150
Miami, Florida 33126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电话: (1305) 267 8779
传真: (1305) 267 8784
电邮: miami@matrade.gov.my

美国洛杉矶

Trade Commissioner
Consulate General of Malaysia
(Commercial Section)
3rd Floor, 313 East, 43rd Street
New York, NY 10017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电话: (1212) 682 0232
传真: (1212) 983 1987
电邮: newyork@matrade.gov.my

Trade Commissioner
Consulate General of Malaysia
(Commercial Section)
550 South Hope Street
Suite 400, Los Angeles, CA 90071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电话: (1213) 892 9034
传真: (1213) 955 9142
电邮: losangeles@matrade.gov.my

南美洲 - 拉丁美洲
阿根廷

Embassy of Malaysia
Trade Office (MATRADE)
Villanueva 1040
C1426BMD Buenos Aires
Republic of Argentina
电话: (54) 11 4776 0504
(54) 11 4776 2553
(54) 11 4777 8420
传真: (54) 11 4776 0604
电邮: buenosaires@matrade.gov.my

巴西

Trade Commissioner
Embassy of Malaysia (Commercial Section)
771, Alameda Santos, Suite 72
7th Floor, 01419-00141, Sao Paulo
Brazil
电话: (5511) 3285 2966
传真: (5511) 3289 1595
电邮: saopaulo@matrade.gov.my

149

Trade Commissioner
Oficina Commercial de Malasia
Embajada De Malasia Avda
Tajamar 183
Oficina 302, Las Condes
Santiago, Chile
电话: (562) 234 2647
传真: (562) 234 2652
电邮: santiago@matrade.gov.my

Trade Commissioner
Embassy of Malaysia, Mexico City
Paseo de Las Palmas # 425
Torre Optima 3, Office 1101 & 1102
Col. Lomas de Chapultepec
Del. Miguel Hidalgo, C.P.11000
Mexico D.F.
电话:   (5255) 5201 4540
传真:   (5255) 5202 7338
电邮:
mexicocity@matrade.gov.my

非洲
埃及开罗

肯尼亚

南非

Commissioner
Embassy of Malaysia (Commercial Section)
17th Floor, North Tower
Nile City Building
Cornish El-Nil Street
Cairo, Egypt
电话: (202) 2461 9063/ 9064
传真: (202) 2461 9065
电邮: cairo@matrade.gov.my

Trade Commissioner
Malaysian Trade Commission
Block 91/404, Gigiri Groove, Gigiri
P.O. Box 42286
00200, Nairobi
Kenya
电话: (25420) 7120915
传真: (25420) 7120916
电邮: nairobi@matrade.gov.my

Trade Commissioner
Malaysia Trade Centre
Ground Floor, Building 5
Commerce Square Office Park
39, Rivonia Road, Sandhurst
Sandton,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电话: (2711) 268 2380/ 2381
传真: (2711) 268 2382
电邮: johannesburg@matrade.gov.my

马来西亚外贸促进局国内州办事处
柔佛

Director
Matrade Southern Regional Office
Suite 6B, Tingkat 6
MenaraAnsar, 65 JlnTrus
80000 Johor Bahru, Johor
电话:
(607) 222 9400
传真: 		 (607) 222 9500
电邮: 		 johor@matrade.gov.my

槟城

Director
Matrade Northern Regional Office
1st Floor, FMM Building
2767, Mukim 1, LebuhTenggiri 2
Bandar Seberang Jaya
13700 SeberangPerai Tengah
Pulau Pinang, Malaysia
电话: (604) 398 2020
传真: (604) 398 2288
电邮: penang@matrade.gov.my

登嘉楼

Director
Matrade Eastern Regional Office
Tingkat 5, MenaraYayasan Islam Terengganu
Jalan Sultan Omar
20300 Kuala Terengganu
Terengganu
电话: (609) 624 4778
传真: (609) 624 0778
电邮: terengganu@matrade.gov.my

砂拉越

沙巴

Director
Matrade Sabah Office
Lot C5.2A, Tingkat 5, Block C
Bangunan KWSP
JalanKaramunsing
88100 Kota Kinabalu
Sabah, Malaysia
电话: (6088) 240 881/ 242 881
传真: (6088) 243 881
电邮: sabah@matrade.gov.my

Director
Matrade Sarawak Office
Tingkat 10, Menara Grand
Lot 42, Section 46, Ban Hock Road
93100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电话: (6082) 246 780 /248 780
传真: (6082) 256 780
电邮: sarawak@matrade.gov.my

实用地址

150

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 (MIDA)

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MIDA Sentral, No.5, Jalan Stesen Sentral 5, Kuala Lumpur Sentral, 5047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 (603) 2267 3633 传真: (603) 2274 7970 网站: www.mida.gov.my 电邮: investmalaysia@mida.gov.my

MIDA国內州办事处
吉打及玻璃市

森美兰

雪兰莪

Director
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Level 4, East Wing
No. 88, Menara Bina Darulaman Berhad
Lebuhraya Darulaman
05100 AlorSetar
Kedah, Malaysia
电话: (604) 731 3978
传真: (604) 731 2439
电邮: kedah@mida.gov.my

Director
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Suite 13.01 & 13.02
13th Floor Menara MAA
70200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
电话: (606) 762 7921/7884
传真: (606)-762 7879
电邮: nsembilan@mida.gov.my

Director
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22nd Floor, Wisma MBSA
PersiaranPerbandaran
40000 Shah Alam
Selangor, Malaysia
电话: (603) 5518 4260
传真: (603) 5513 5392
电邮: selangor@mida.gov.my

槟城

柔佛

登嘉楼

Director
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4.03 4th Floor, Menara Boustead Penang
39 Jalan Sultan Ahmad Shah
10050 Pulau Pinang, Malaysia
电话: (604) 228 0575
传真: (604) 228 0327
电邮: penang@mida.gov.my

Director
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Lot 5, Tingkat 13, MenaraTabung Haji
Jalan Ayer Molek
80000 Johor Bahru
Johor, Malaysia
电话: (607) 224 2550/ 5500
传真: (607) 224 2360
电邮: johor@mida.gov.my

Director
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5th Floor, Menara Yayasan Islam Terengganu
Jalan Sultan Omar
20300 Kuala Terengganu
Terengganu, Malaysia
电话: (609) 622 7200
传真: (609) 623 2260
电邮: terengganu@mida.gov.my

霹雳

彭亨

沙巴

Director
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4th Floor, Perak Techno Trade Centre (PTTC)
Bandar Meru Raya
Off Jalan Jelapang
P.O. Box 210
30720 Ipoh
Perak, Malaysia
电话: (605) 5269 962 / 961
传真: (605) 5279 960
电邮: perak@mida.gov.my

Director 				
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Suite 3, 11th Floor
Kompleks Teruntum
P.O.Box 178
25720 Kuantan
Pahang, Malaysia
电话: (609) 513 7334
传真: (609) 513 7333
电邮: pahang@mida.gov.my

Director
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Lot D9.4 & D9.5, Tingkat 9
Block D, Bangunan KWSP
Karamunsing
88100 Kota Kinabalu
Sabah, Malaysia
电话: (6088) 211 411
传真: (6088) 211 412
电邮: sabah@mida.gov.my

马六甲

吉兰丹

砂拉越

Director
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Aras 5-C, Menara Pejabat Kelantan Trade Centre
Jalan Bayam
15200 Kota Bharu
Kelantan, Malaysia
电话: (609) 748 3151
传真: (609) 744 7294
电邮: kelantan@mida.gov.my

Director
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Room 404, 4th Floor, Bangunan Bank Negara
No.147, Jalan Satok, P.O.Box 716
93714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电话: (6082) 254 251/237 484
传真: (6082) 252 375
电邮: sarawak@mida.gov.my

Director
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3rd Floor, Menara MITC
Kompleks MITC
Jalan Konvensyen
75450 Ayer Keroh
Melaka, Malaysia
电话: (606) 232 2877
传真: (606) 232 2875
电邮: melaka@mida.gov.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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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A驻国外办事处
亚洲太平洋区
新加坡
Director / Consul Investment
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High Commission of Malaysia
No.7, Temasek Boulevard
26-01, Suntec Tower One
Singapore 038987
电话: (65) 6835 9326/ 9580/7069
传真: (65) 6835 7926
电邮: mida@midasing.sg

泰国
Director/ Consul Investment
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3601, 36th Floor, Q House Lumpini Building
South Sathorn Road, Tungmahamek, Sathorn
Bangkok 10120, Thailand
电话: (66) 2677 7487
传真: (66) 2677 7488
电邮: midabangkok@mida.truemail.co.th

澳大利亚
Director / Consul Investment
Consulate of Malaysia
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Level 6, MAS Building
16 Spring Stree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电话: (612) 9251 1933
传真: (612) 9251 4333
电邮: midasyd@bigpond.net.au

中国
上海

投资领事
马来西亚驻沪总领事馆（投资处）
中国上海市南京西路1515号
嘉里中心 807 - 809室
邮编: 200040
电话: (8621) 6289 4547/
(8621) 5298 6335
传真: (8621) 6279 4009
电邮: midash@mida.org.cn

广州

主任
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
中国广州市天河北路233号
中信大厦办公楼1804B-05单元
邮编: 510610
电话: (8620) 8752 0739
传真: (8620) 8752 0753
电邮: midagz@mida.org.cn

日本
东京
Director
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Mainichi Intencio 18-F
3-4-5, Umeda, Kita-ku
Osaka 530-0001, Japan
电话: (816) 6451 6661
传真: (816) 6451 6626
电邮: midaosaka@mida.or.jp

台湾

慕尼黑

投资处处长
马来西亚友谊及贸易中心（投资处）
台湾(105)台北市敦化北路167号
宏国大楼12楼A室
邮编: 10549
电话: (8862) 2713 5020
传真: (8862) 2514 7581
电邮: midatpe@ms18.hinet.net

Director
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6th Floor, Bürkleinhaus
Bürkleinstrasse 10
80538 Munich, Germany		
电话: (4989) 2030 0430
传真: (4989) 2030 0431/5
电邮: midamunich@aol.de

大韩民国

意大利

Counsellor (Investment)
Embassy of Malaysia
(Investment Section)
17th Floor, SC First Bank Building
100, Gongpyung-dong
Jongro-gu
Seoul 110-702
Republic of Korea
电话: (822) 733 6130 / 6131
传真: (822) 733 6132
电邮: midasel@chollian.net

印度
Director / Consul Investment
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Consulate General of Malaysia
(Investment Section)
81 & 87, 8th Floor, 3rd North Avenue
Maker Maxity
BandraKurla Complex, Bandra (E)
Mumbai 400051, India
电话: (9122) 2659 1155 / 1156
传真: (9122) 2659 1154
电邮: midamumbai@mida.ind.in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Director / Consul Investment
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Consulate General of Malaysia
(Investment Section)
Malaysia Trade Centre
Unit 2204-2206, 22nd Floor
Tower A, Business Central Tower
Dubai Media City (P.O. Box 502876)
Dubai, United Arab Emirates
电话: (971 4) 4343 696 / 4343 697
传真: (971 4) 4343 698
电邮: mida@midadubai.ae

欧洲
法国
Director
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42, Avenue Kleber
75116 Paris, France
电话: (331) 4727 3689 / 6696
传真: (331) 4755 6375
电邮: mida.paris@wanadoo.fr

德国
法兰克福
Director / Consul Investment
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Consulate General of Malaysia
(Investment Section)
17th Floor, Frankfurt Kastor,
Platz der Einheit 1
60327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
电话: (4969) 7680 7080
传真: (4969) 7680 708-20
电邮: mida.frankfurt@t-online.de

Consul (Investment)
Consulate of Malaysia
(Investment Section)
5th Floor, Piazza Missori, 3
20123 Milan (MI), Italy 			
电话: (3902) 3046 5221
传真: (3902) 3046 5242
电邮: midamln@tin.it

瑞典
Economic Counsellor
Embassy of Malaysia
Karlavaegen 37
P.O. Box 26053
S-10041 Stockholm, Sweden
电话: (468) 791 7942
传真: (468) 791 8761
电邮: mida@malemb.se

英国
Director
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17 Curzon Street
London W1J 5HR
United Kingdom
电话: (4420) 7493 0616
传真: (4420) 7493 8804
电邮: midalon@btconnect.com

北美洲
洛杉矶
Consul (Investment)
Consulate General of Malaysia
(Investment Section)
550, South Hope Street, Suite 400
Los Angeles, California 90071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电话: (1213) 955 9183/9877
传真: (1213) 955 9878
电邮: mida@midala.org

圣何塞
Director
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226, Airport Parkway, Suite 480
San Jose, California 95110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电话: (1408) 392 0617/8
传真: (1408) 392 0619
电邮: midasanjose@aol.com

芝加哥
Director
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John Hancock Centre, Suite 1515
875, North Michigan Avenue
Chicago, Illinois 60611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电话: (1312) 787 4532
传真: (1312) 787 4769
电邮: mida@midachicago.org

实用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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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

休斯顿

Consul (Investment)
Consulate General of Malaysia
(Investment Section)
313 East, 43rd Street
New York, New York 10017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电话: (1212) 687 2491
传真: (1212) 490 8450
电邮: mida@midany.org

Director
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6th Floor, Suite 630
Lakes on Post Oak
3050 Post Oak Boulevard
Houston, TX 77056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电话: (1713) 979 5170
传真: (1713) 979 5177 / 78
电邮: mida@midahouston.org

波士顿
Director
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One International Place, Floor 8
Boston, Massachusetts 02110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电话: (1617) 338 1128/ 338 1129
传真: (1617) 338 6667
电邮: midaboston@a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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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约翰尼斯堡
Economic Counsellor
High Commission of Malaysia
Ground Floor, Building 5
Commerce Square Office Park
39 Rivonia Road, Sandhurst, Sandton
Johannesburg, RSA
P.O. Box 2894, Parklands 2121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电话: (2711) 268 2307 / 268 2314
传真: (2711) 268 2204
电邮: midajhb@telkomsa.net

附录 I

受促进的活动及产品目录 － 通用

依据1986年
投资促进法合格
申请新兴工业地位与
投资赋税减免的
受促进活动及产品目录

2012年4月出版。此目录于付印时为准。请浏览www.mida.gov.my以获取最新的信息。

I.

农业生产 		

V.

化学物与石化产品

XII. 钢铁产品

1．

裁种花卉

II.

农产品加工

1．
2．

有机与无机化学衍生物
石化产品

1．
2．
3．

1．
2．
3．
4．
5．
6．
7．

巧克力与巧克力糖果
蔬菜、块茎或根茎与水果
家畜产品
农业废弃物或农业副产品
水产物
水产养殖饲料
供药物、香水、化妆品或食品工业用
的植物提取物，香精油
8． 食品增补剂
9.
添加剂、调味品、色料与有功能的配
料

III. 橡胶产品
1．
2．
3．

供推土机、农、工、商业车辆、摩托
车与飞机轮胎
乳胶产品：
a.
安全/特别功能手套
干橡胶产品：
a.
传动皮带料
b.
管材
c.
橡胶恒断面产品
d.
密封垫、衬垫、垫圈、填封
料、橡皮衬里
e.
防震、阻尼和隔音产品

IV. 粽榈产品与其衍化物
1．
2.
3.

4.

油脂化学物或其衍化物或制剂
基于棕榈油的营养药品、原棕榈油或
棕仁油的成分
基于棕榈油的食品与食品成分：
a.
特别动物油脂代替品
b.
基於棕榈油的蛋黄酱和色拉油
c.
椰浆或椰粉代替品
d.
红棕榈油与相关产品
e.
基于棕榈油的食品成分
f.
改性（相互酯化）棕榈油与棕
仁油产品
g.
人造奶油、固化油脂、起酥油
或其他脂肪制造品
h.
可可油替代品、可可油相等
物、棕榈油中镏分或特别油脂
从下列加工而成的产品：
a.
棕榈仁饼
b.
棕榈油厂废水
c.
棕榈树生物量

VI 药物和相关产品
1．
2．
3．

药品与生物药剂
营养药品
微生物与益生菌

VII 木制品
1．
2．

木制家具的设计、开发与生产
工程监制木产品，夹板除外

4．
5．
6．

XIII. 非铁金属与其产品
1．

VIII 纸浆、纸张与纸板

2．

1．

瓦塄芯纸、纸箱纸板、牛皮纸板或牛
皮纸与纸板

IX

槿麻产品

3．
4．
5.

1.

动物饲料、槿麻粒或纤维、再造镶板
或产品（例如木屑板、中密度纤维
板）与塑成品

X． 纺织品
1．
2．
3．
4．
5．
6．
7．
8．

天然或人造纤维
天然或人造纤维纱线
织造布
针织布
非织造布
布的润饰如漂白、染色和印花
专门用途衣服
技术性或功能性的织布或织布产品

XI. 粘土和砂基及其他非金属
矿物产品
1．
2．
3．
4．
5．
6．
7．

高矾土或硷性耐火材料
化验室、化学或工业用品
人造钻石
结晶或塑成的玻璃如砖、瓦、块、珠
粒、铺地块料和方砖
吸收性矿物粘土
大理石及花岗石产品
以水泥、石膏或其他矿物粘合物把天
然和人造纤维结块而成的镶板、板、
瓦、砖块或类似产品

大方坯或粗钢板
高200毫米以上的型钢
钢板、钢片、钢卷、钢圈或钢带如
下：
a.
热轧
b.
冷轧
无缝钢管
锰铁、硅锰或硅铁
电镀锌钢卷

除锡以外的非铁金属原锭、方坯或板
坯
非铁金属棒、盘条或型材(导电度铜
盘条除外)
非铁金属板、片、卷、圈或带
非铁金属管材
铝合成板

XIV. 机械与机械零组件
1．
2．
3．
4．
5．
6．

特定产业用的专用机械或设备
发电机械或设备
通用工业机械或设备
机械或设备模块与工业零组件
金属加工机械或设备
提升或修复机械与设备包括重型机械

XV．辅助性产品或活动
1.
2.
3.
4.
5.
6.

金属铸件
金属锻件
表面工程
机械加工、夹具与治具
铸模、工具与冲压模具
热处理

XVI. 电气与电子产品及其零
组件
1.

半导体
a.
晶片加工
b.
半导体组装
c.
半导体零部件：
		
i.
先进衬底物
		
ii.
焊料
		
iii.
接合盘
d.
半导体工具：
		
i.
晶片载器
		
ii.
集成电路载器
		
iii.
光掩膜与空白掩模

附录 I

e.
半导体相关服务：
		
i．
芯片或晶片层次准备
			
工作
		
ii.
集成电路测试
		
iii.
晶片探测或分类
		
iv.
晶片凸缘加工
2.
先进显示产品与部件：
a.
先进显示器
b.
先进显示模块
c.
背照系统
3.
信息与通信科技产品、系统与装置：
a.
数字会集产品或装置
b.
数据储存系统或装置		
4.
数字娱乐或信息娱乐产品：
a.
数字电视机
b.
数字家庭戏院系统或产品
c.
数字音响或视频或图像记录器
或播放器
5.
光电设备、系统、装置或零部件：
a.
光子装置或零件
b.
光电设备、系统、装置或零部
件
c.
光纤或光纤产品
6.
电子跟踪或安全系统或装置：
a.
话音或模式或视觉识别或合成
设备、系统或装置
b.
电子导航或跟踪设备、系统或
装置
c.
射频识别系统或装置
7.
电子零部件：
a.
多层或柔性印刷电路板
b.
先进连接器
8.
替代能源设备、产品、系统、装置或
部件：
a.
太阳能电池或面板或模块或系
统
b.
可充电电池或储存系统
c.
燃料电池
9.
省能光照
10. 电气产品：
a.
不间断电源
b.
反相器或变换器

XVII.专业、医疗、科学及测
量器材或零件
1．
2．

XVIII.塑料产品
1．
2．
3．
4.
5．

专用塑料膜和薄片
地质系统产品
工程塑料制品
在无尘环境里塑成的产品
生物聚合物或其部件

XIX. 防护设备与装置
1.
2.
3.

涂装或针织安全手套
先进防弹保护玻璃
跌落防护设备

XX. 制造业相关服务
1.
2.
3.
4.

综合物流服务
食品冷藏链便利与服务
气体与辐射灭菌服务
环境管理
a． 废弃物再循环如
		
i.
有毒与无毒废弃物
		
ii.
化学物
		
iii.
橡胶回收
5.
工业设计服务

XXI. 旅馆与观光业
1.
2.
3.
4.
5.
6.
7.

兴建中价和廉价（至三星级）旅馆
兴建4星与5星级旅馆
现有旅馆的扩充或现代化
兴建旅游项目
旅游项目的扩充或现代化
兴建休闲营
兴建会议中心

XXII. 杂项
1.
2.
3.
4.

运动器材或设备
贵金属珠宝
人造珠宝饰物
能生物分解一次性包装材料和家庭器
皿

医疗、外科、牙科或兽医器材或设备
或零部件或配件
测试、测量、或化验室器材与设备

附录 I

附录 II

		

受促进的活动及产品目录 － 高科技公司

依据1986年
投资促进法合格申请
新兴工业地位与
投资赋税减免的
受促进的高科技公司的
活动及产品目录

2012年4月出版。此目录于付印时为准。请浏览www.mida.gov.my以获取最新的信息。

I． 先进电子与电脑设计、开发和制造
1.
		
		
		
		
		
		
		
		
		
		
		
		

设计、开发和制造：
a.
高密度模块或系统
b.
先进显示器
c.
先进半导体装置
d.
先进连接器
e.
数据储存装置或系统
f.
先进衬底物
g.
信息与通信科技产品、系统或装置
h.
数字娱乐或信息娱乐产品
i.
光电设备、系统或装置
j.
电子安全与监视系统或装置
k.
电子机械、设备、系统或装置
l.
先进电子原件

II． 专业、医疗、科学与测量器材或零件
1.
		
		
		

设计、开发和制造：
a.
医疗设备与零部件
b.
医疗植入物、医疗装置与零部件
c.
测试、测量、或化验室器材与设备

III. 生物科技
1．
		
		
		

开发、测试和制造：
a.
药物
b.
精细化学物
c.
生物诊断产品

IV. 先进材料
1．
		
		
		
2.

V.

开发和生产：
a． 聚合物或生物聚合物
b． 精细陶瓷品或先进陶瓷品
c． 高强度合成材料
纳米粒子及其配方

替代能源科技
1．

设计、开发和生产替代能源领域用的产品、设备、系统、装置或零部件

VI. 钢铁业
1.

直径2毫米及以下的超细线材

附录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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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促进的活动及产品目录 － 小型企业

依据1986年
投资促进法合格申请
新兴工业地位与
投资赋税减免的
受促进的小型企业
活动及产品目录

2012年4月出版。此目录于付印时为准。请浏览www.mida.gov.my以获取最新的信息。

I． 农业活动

VIII．纸张和纸板产品

1.
2.

水产养殖
养蜂场

1.

II.

农产加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咖啡
茶
水果
蔬菜
药草或香料
可可及可可产品
椰子产品，椰干及椰油除外
淀粉及淀粉产品
谷类产品
糖及糖果产品
植物提取物
养蜂业产品
动物饲料的成分
农业废弃物及副产品

III．林业产品
1．
2．
3．

藤制品（藤枝、藤皮和细条除外）
竹制品
其他林业产品

IV. 橡胶产品
1．
2．
3．

模塑橡胶产品
挤压橡胶产品
通用橡胶产品

V． 棕榈产品及其衍化物
1.
2.

棕榈油的加工产品
从棕榈树生物量/废弃物/副产品加工
后的产品

VI. 化学物和药物
1．
2．
3.
4.

颜料配剂、分散剂或专用涂剂
干燥剂
生物树脂（生物聚合物）
喷墨

VII. 木与木制品
1．
2．
3．
4．
5．

饰面合板（素面夹板除外）
木材线脚
建筑木工和细木工制品
木材废料的衍生产品（例如：活性
炭、木炭砖、木绒）
木制家用和办公室器具

塑成纸产品

IX. 纺织品
1．
2．

蜡染印花（峇迪）或songket或
pua（传统布料）
纺织业配件

X． 粘土和砂基及其他非金
属矿物产品
1．
2．

陶瓷或玻璃艺术品、装饰品及物件
供磨碎、磨光和磨利的磨料产品

XI. 钢铁、非铁金属与产品
1．
2．

线材与线材制品
制作品

XII. 辅助性产品与服务
1．
2．

金属冲压件
工业密封垫和密封材料

XIII. 交通工具零组件和附件
1．

交通工具的零组件和附件

XIV. 机械与设备零组件
1.

机械与设备的零组件

XV. 电气与电子产品与其零
组件的制造
1．
2.
3.
4.

家用电气产品与其零部件
家用电子产品与其零部件
工业电气产品与其零部件
工业电子产品与其零部件

XVI. 家具与零组件
1．

家具与其零组件

XVII. 游戏器材与配件
1．

游戏器材与配件

XVIII.纪念品
1．

纪念品、礼品与装饰品

XIX. 塑料产品
1．
2．

装饰板与装饰品
环氧树脂封装化合物

附录 III

附录IV

受促进的活动及产品目录 － 特选项目

依据1986年
投资促进法合格申请
新兴工业地位与
投资赋税减免的受促进的
特选项目活动及产品目录

2012年4月出版。此目录于付印时为准。请浏览www.mida.gov.my以获取最新的信息。

I． 机械与设备

II． 专用机械与设备

IV. 可更新能源

1．
2．
3．
4．

1．
2．
3．

1．

工作母机
材料装卸设备
机械人与工厂自动化设备
工作母机、材料装卸设备和机械人与
工厂自动化设备的模块和部件

特定产业用的专用加工机械或设备
包装机械
特定产业用的专用加工机械或设备与
包装机械的模块和部件

III. 棕榈树生物量
1．

利用更新能源发电

V． 能源保护
1．

能源保护

利用棕榈树生物量生产增值产品

附录 IV

附录 V

受促进的活动及产品目录 － 再投资项目

依据1986年
投资促进法合格申请
再投资减免的
受促进活动及产品目录

2012年4月出版。此目录于付印时为准。请浏览www.mida.gov.my以获取最新的信息。

I． 基于当地资源的产业

III． 研究与开发

V． 棕榈树生物量

1.
2.
3.

橡胶业
棕榈油业
木业

1．

1．

IV. 旅馆业与旅游业活动

VI. 冷藏链便利与服务

II.

食品加工

1．

1．

1．

食品加工活动

研究与开发活动

旅馆业与旅游业活动

利用棕榈树生物量生产增值产品

提供冷藏链便利和服务给易腐烂的农
产品（水果、蔬菜、花卉、蕨类植
物、肉类和水产品）

附录 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