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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与税务简易讲解 
 1. 在马来西亚成立公司的条件 

 

 2. 马来西亚相关基本雇佣与市政局执照 

 

 3. 马来西亚个人与公司所得税 (Personal & Company Income Tax) 

 

 4. 马来西亚消费税(GST) 

 

 5. 马来西亚产业税 (RPGT) 

 

 6. 马来西亚投资环境与政策 

 

 

 

 



在马来西亚成立公司的条件 
 

 1. 马来西亚的公司总类如下 

  - 个人企业 Sole Proprietor（只有马来西亚公民可以申请） 

  - 合伙企业 Partnership（只有马来西亚公民可以申请） 

  - 有限债务责任合伙企业 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 (Plt) 

  （外国人与马来西亚公民都能申请） 

  - 有限公司 Private Limited Company (Sdn Bhd) 

  （外国人与马来西亚公民都能申请） 

 

 2. 有限债务责任合伙企业 (Plt)是马来西亚政府在2012年立法所创办 

 的新公司总类，由于其特殊的法律设定，在马来西亚并不容易申请
银行设施或开设户口，有些银行甚至完全不接受Plt向其申请商业融
资；再加上目前马来西亚公司注册局在Plt的行政处理上，都采取中
央管理，目前比较少商家选择注册Plt。 

 

 

   

 



在马来西亚成立公司的条件 
  

 3. 随着2017年1月31日，马来西亚政府正式宣布2016年公司法令正式生
效，根据其第196条规，限定每间私人有限公司必须拥有至少一位 (1 

person)董事(director)是马来西亚公民或拥有马来西亚主要地址/唯一居
住地址的外国人。所有董事必须神志清醒并至少满18岁。 

 

 4. 每一年私人有限公司的董事有责任呈报公司的年报，财务报表与审

计报告给予公司注册局，一间无营运的有限公司一年的会计与税务费
用大约在每年RM2,500 – RM4,000之间。如果董事违法并无法准时提

交相关呈报，酱面临严重罚款。因此，如果有限公司没有营运，我们
建议必须马上关闭，关闭公司的费用大约在RM2,000 – RM25,000之间
。 

   

 



  马来西亚相关基本雇佣与市政局执照 
  

 1. 所有的马来西亚雇主如果有聘请马来西亚公民，每个月15日之前
必须为雇员缴付: 

  (a) 公积金 (KWSP): 雇员11%，雇主12%或13% 

  (b) 社会保险(PERKESO)：根据特定的比例，每月不超过
 RM88.80 

  (c) 薪金预付税(PCB): 根据雇员本身的所得税税率，经由政府
 提供的网站计算，每月不超过收入的26% 

 

 2. 如果在马来西亚经营制造工业，符合特定标准（依据员工人数，
行业和公司营业额），每月需缴付员工收入的0.5%-1%给予马来西
亚人力资源部基金(HRDF)。 

 

  



  马来西亚相关基本雇佣与市政局执照 
  

 3. 所有在马来西亚经商的商人都必须为所使用/租用于生意运作用途
的办公司/商铺/工厂/工业地/农业地申请当地的市政局执照，以符合

市政局制定的相关建筑法令与限制，包括消防设施，机械安全，环
境安全，工业安全，医药安全，专业安全，市容清洁，告示板规定
等。  



马来西亚个人与公司所得税 
 

 1. 所有在马来西亚所赚取的收入（例如薪金，租金收入或佣金等）
都必须缴付所得税。 

 

 2. 个人所得税税率有两种： 

  - 非马来西亚税务公民：28% 

  - 马来西亚税务公民：0 – 28% (阶梯制） 

 

 3. 马来西亚税务公民无关国籍或工作准证，只要满足在居留在马来
西亚的相关天数便行（183天与90天条例） 

 

 4. 公司所得税为19% - 24% 

 

 5. 开设有限公司过后，不管公司有没有营运，必须每年呈报公司所
得税。 

  

   

 



马来西亚个人与公司所得税 
 

 1. 所有在马来西亚所赚取的收入（例如薪金，租金收入或佣金等）
都必须缴付所得税。 

 

 2. 个人所得税税率有两种： 

  - 非马来西亚税务公民：28% 

  - 马来西亚税务公民：0 – 28% (阶梯制） 

 

 3. 马来西亚税务公民无关国籍或工作准证，只要满足在居留在马来
西亚的相关天数便行（183天与90天条例） 

 

 4. 公司所得税为19% - 24% 

 

 5. 开设有限公司过后，不管公司有没有营运，必须每年呈报公司所
得税。 

  

   

 



马来西亚个人与公司所得税 
 

 6. 马来西亚税务居民的税率   

 



马来西亚个人与公司所得税 
 

 7. 常用的税务表格和相关呈报期限 

 【所有雇主（包括有限公司，个人企业，合伙企业，有限债务责任合伙企业）】 

1. Form E – 雇主呈报员工的资料给所得局的表格 – 3月31日之前呈报 

2. EA Form – 雇主准备给员工在公司一年的收入的年结单以让他/她呈报个人所得税 - 2月28日之前交给员工 

3. PCB – 雇主每个月从月薪超过RM2800的员工的薪水中所预扣的个人的所得税表格 – 每月15日之前呈报并缴付 

所有公司有给予佣金给其他公司或个人(一个日历年度超过RM5000才需要） 

4. CP58 – 公司准备给代理商，經銷商，分銷商一年的收入的年结单，以呈报他/她的个人或公司所得税 – 3月31日前交给代理商
，經銷商，分銷商 

所有公司支付款项给外国公司或外国居民的时候 

5. CP37 – 如果公司有聘请外国的专业人员在本地进行服务后，公司必须预扣了相关税款后呈报并支付给所得税局 - 支付款项后
的一个月内呈报并缴付 

 【个人】 

6. Form BE - 所有无生意收入 (Sole proprietorship / Partnership income) 的人士所呈报的所得税表格 – 4月30日前呈报并缴付 

7. Form B – 所有有生意收入 (Sole proprietorship / Partnership income) 人士所呈报的所得税表格 – 6月30日前呈报并缴付 

 【合伙企业】 

8. Form P – 老板呈报合伙企业的财政报告给所得税局的表格 – 6月30日前呈报 

9. Form CP30 – 老板准备给合伙人在公司一年的收入的年结单, 以让他/她呈报个人所得税 – 6月30日前交给合伙人 

 【有限公司】 

10. Form C - 公司所得税呈报的表格 - 财政年度关帐后的七个月内呈报并缴付 

11. Form CP204 - 公司所得税预估呈报的表格 - 财政年度开始前的一个月前呈报 

12. Form CP204A - 公司所得税预估呈报的更改表格 - 财政年度的第6和第9个月呈报 

 

 



马来西亚消费税 (GST) 
 

 1. 所有在马来西亚营运的公司，只要在过去12个月内，营业额达致
RM500,000或以上，就强制性必须申请成为消费税商家。 

 

 2. 消费税商家每三个月（或每一个月）必须呈报并缴付消费税
(GST)。 

 

 3. 大部分的商品或服务都必须缴付6% GST，只有少部分的商品或
服务（例如出口，住宅产业, 基本食材，学前教育等）豁免缴付
GST。 

 

 4. GST自2015年4月1日实施以来，在石油价钱接连下跌的情况下，

已经成为马来西亚政府的其中一项主要收入来源，由马来西亚的关
税局所掌管，明显较掌管所得税的内陆税收局来的严厉。 

   

 



马来西亚产业税 (RPGT) 
 

 1. 在马来西亚，所有产业在销售后所产生的资本收益都将被抽产业
税，需要在买卖合同签署后的60天内缴付给予内陆税收局(LHDN). 

 

 2. 以下是产业税的税率（分为公司，马来西亚公民，外国人） 



马来西亚消费税 (GST) 
 

 1. 所有在马来西亚营运的公司，只要在过去12个月内，营业额达致
RM500,000或以上，就强制性必须申请成为消费税商家。 

 

 2. 消费税商家每三个月（或每一个月）必须呈报并缴付消费税
(GST)。 

 

 3. 大部分的商品或服务都必须缴付6% GST，只有少部分的商品或
服务（例如出口，住宅产业, 基本食材，学前教育等）豁免缴付
GST。 

 

 4. GST自2015年4月1日实施以来，在石油价钱接连下跌的情况下，

已经成为马来西亚政府的其中一项主要收入来源，由马来西亚的关
税局所掌管，明显较掌管所得税的内陆税收局来的严厉。 

   

 



马来西亚投资环境与政策 
 

 1. 低估的马币价值与消费水平 

 

 2. 语言优势 

  

 3. 政局稳定  

 

 4. 政府鼓励的行业：制造商，科技，运输，种植 

 

 5. 工作准证与第2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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