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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
2019财政预
算案

2019年财政预算案
2019年财政预算案主题为“重扬国威、活络
经济、让民昌乐”，聚焦于三个领域，即：
•• 落实体制机构改革；
•• 确保马来西亚人民在社会经济上的福祉；以及
•• 打造企业经济

你可知道？
1 预算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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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可持续经济发展，马来西亚新政府制定
了12项策略，以恢复马来西亚作为“亚洲之虎”
的竞争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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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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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义政府在商界中所扮演的角色
确保公平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

“

2019年财政预算案旨在面
临经济和财政挑战的情况
下，寻求加强财政、维持
经济增长和确保人民福祉
之间作出平衡。
Dato' Abdul Rauf Rashid

安永马来西亚首席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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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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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行政和发展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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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内数字或百分数由于四舍五入的缘故，其合计数未必与总计数相等。
e = 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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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从2012年至2019年的财政预算案演讲
•• 马来西亚国家财政部(MoF)经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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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方向
尽管面临着国内外挑战，马来西亚2018年囯內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目前预计为4.8%。虽然低于之前所预
测的5%至5.5%增长率，但在当前充满挑战的时期，仍是值得表扬的。私人领域继续扮演马来西亚经济增长
的火车头，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马来西亚经济前景保持乐观，2019年增长率预计为4.9%。这
预计的增长率将需要依靠内需推动和强劲的出口来协助达成，尤其是电子电气产品出口。较高的油价也将
发挥一定作用。
实际囯內生产总值 (GDP) 与消费者价格
指数 (CPI) 成长百分比

在2018年里，马来西亚实际GDP预计将增至4.8%，
其中私人消费增至7.2%，投资增至4.5%，且拥有外
围的有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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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里，随着燃油补贴新机制的实施，以及从
消费税（(GST)）制度转向销售与服务税（(SST)）制度过渡后
的价格调整，马来西亚的CPI预计将呈下行趋势。

CPI: 1.5—2.5%1

2018年估计数

贸易 (产品与服务)
十亿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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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里，贸易总数估计将增至1.85万亿令吉，
同去年比成长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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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电子、电气和石油产品的稳定需求预计将支持
出口增长。尽管中美等贸易关系日益紧张升级，但
马来西亚强大的贸易网络将持续支持其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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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囯际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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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10月15日，马来西亚净囯际储备总数共
4,260亿令吉，这相等于7.3个月的保留进口值和短
期外债的0.9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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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领域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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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石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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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尽管国内外需求情况
具有挑战性，但服务业、制造业和建筑业将继
续保持正面增长。
然而，农业和采矿业则呈现相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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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2019年的财政预算案演讲
•• 马来西亚国家财政部(MoF)经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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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领域的倡议
农业与生产

•• 拨款5,200万令吉用于农业和农业食品行业，包括青年创业培训。
•• 拨款4,700万令吉用于研发，以提升农业生产力。
•• 拨款1,800万令吉用于激励农业食品行业的自动化。
拨款602亿令吉（占预算分配的19.1%）用于实施教育部的各项措施，包括：

教育与培训

•• 强化高等教育：
•• 拨款38亿令吉用于奖学金以及放贷给马来西亚全体国民。其中，20亿令吉将
通过人民信托局（MARA）资助给土著。
•• 4亿令吉以竞争基金的方式拨给高等教育机构开展科研工作。
•• 拨款2.06亿令吉用于发展和提供理工艺学院与社区学院的培训计划。
•• 改善与维修学校：
•• 拨款6.52亿令吉用于校园升级改造。
•• 拨款1亿令吉，通过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项目资助重建破旧学校。
•• 国家高等教育基金（PTPTN）：
•• 逐步贷款偿还计划—将以贷款者月入扣薪2%至15%。
•• 从2019年起，协助雇员偿还PTPTN贷款的雇主,将获得税务减免，前提是雇员
将无需偿还雇主。对此，雇主还需考量个人所得税对雇员的影响。
•• 其他：
•• 拨款29亿令吉用于食物、课本和现金援助给低收入家庭的学生。
•• 在“赋权土著议程”的一部分里拨款2.1亿令吉用于加强教育和人力资本发
展计划。
•• 拨款1亿令吉用于本土运动员备战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训练。
•• 人力资源发展基金（HRDF）将推出两个新计划给于离校生和毕业生，如
“学徒计划”和“毕业生就业能力加强计划”(GENERATE）)。针对于这两项计
划，HRDF将拨款2,000万令吉。
•• 拨款1,000万令吉给数码经济机构(MDEC)用于电子竞技运动。

金融服务和资本
市场

•• 将会在2019年3月之前，发行由日本政府担保为期十年的74亿令吉武士债券，
指定优惠利率为0.65%。
•• 政府投资基金的20亿将与私募股权基金和创投基金共同投资。该投资将集中于
马来西 亚的战略领域和新增长领域。
••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BNM）将成立10亿令吉的基金来帮助低收入的首次购房者
购买价格最高150,000令吉的住房。这基金会在2019年1月1日起的两年内（或
直至金额用尽为此）由参与的金融机构提供。融资年利率将低至3.5%。
•• 拨款5亿令吉用于公共交通贷款基金，向公共交通业者（包括计程车和巴士公
司）提供2%的利息补贴，并通过马来西亚发展银行发放。
•• 2019年初，将发布“资本市场与服务（证券法）指南”，旨在审批和监督数字
货币和代币的交换。
•• 向政府机构管理的创投基金支付资助款项，以与其从私营部门获取配套资金的
能力相匹配。
•• 通过与私营保险（包括伊斯兰保险）行业的合作来实施国家B40医疗保健基金。
•• 延长政府公务员的还款期限：
•• 首次贷款—30至35年
•• 二次贷款—25至30年
•• 通过废除以下领域的贸易限制来提升纳闽国际商业与金融中心的竞争力1:
•• 马来西亚令吉
•• 纳闽与马来西亚纳税居民之间的交易
注：1需仔细评估税务影响。更多详情，请参见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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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领域的倡议

绿色技术

信息通信技术
(ICT)
••工业革命4.0

物流与基础设施

•• 为以生物树脂和生物聚合物为原料的生产塑料制品公司提供5年先锋地位奖掖
（70%）或投资补贴（60%)。
•• 符合“绿色投资补贴计划”（GITA）资格的资产名单数量将从9个增至40个。
•• 拨款20亿令吉用于“绿色工艺企业贷款基金”（GTFS），将在首5年提供2%的利
息补贴。
•• 由马来西亚发展银行提供10亿令吉的永续发展贷款，补贴利率为2%。
•• 拨款6,000万令吉用于保护和扩展现有自然保护区的国家项目资金。
•• 500万令吉微型奖掖用于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合作实施原住民社区环境
管理与保护计划。
•• 于2018年底前，执行“强制性定价标准”(MSAP)，以固定并降低宽频价格25%。
•• 通过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高度影响力基金，提供工业4.0配对援助。
•• 根据工业4.0蓝图（国家工业4.0政策）
•• 拨款30亿令吉，通过马来西亚发展银行提供工业数字化转型资金，补贴利息2%
，以加快智能科技的采纳。
•• 拨款20亿令吉于商业融资担保计划（SJPP）并由政府担保最高达70%的融资
额，以激励中小企业的自动化和现代化投资。
•• 2019年至2021年期间，拨款2.1亿令吉用于支持工业4.0的过渡和转型。
•• 拨款10亿令吉于国家光纤通讯计划并发展国家宽频基础设施。
•• 由马来西亚国库控股公司开发于梳邦（Subang），占地80英亩的世界级航空工业
中心。
•• 实施24个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基础设施项目，价值52亿令吉。
•• 将雪兰莪州（Selangor）英达岛（Pulau Indah）的380英亩土地划为自由贸易
区，以支持和促进巴生港（Port Klang）的航运和物流业务。
•• 开发位于吉打（Kedah）黑木山（Bukit Kayu Hitam）的将相城（Kota
Perdana）特别 边界经济区，作为马来西亚和泰国之间的贸易和物流枢纽。
•• 通过私营化基础设施资产并成立世界首个“机场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
通过这项创举于私人投资机构出售30%的REIT来筹资40亿令吉。
•• 分别拨款50亿令吉和43亿令吉用于发展沙巴州 (Sabah) 和砂拉越州 (Sarawak)
•• 拨款24.6亿令吉用于升级和修复铁路轨道。
•• 拨款9.26亿令吉用于建造和升级道路桥梁。
•• 分别拨款7.38亿令吉和6.94亿令吉用于向乡村以及偏远地区水电供应。
•• 拨款1亿令吉用于阔展本地橡胶使用性“杯胶改良沥青(Cuplumb Modified
Bitumen）”并以阶段性于港口和工业区修建道路。
•• 拨款8,000万令吉用于电费补贴给已登记的贫穷和赤贫群体。
•• 增加公共交通的使用率
•• 拨款7亿令吉用于支持2019年马来西亚城内过路费的全面冻涨。
•• 拨款5亿令吉作为公共交通贷款基金，补贴利率2%。
•• 拨款2.4亿令吉用于推出100令吉的无限量公共交通通行证。
•• 每年拨款2,000万令吉，以废除槟城第一大桥、第二大桥以及马新第二通道的
摩托车过路费，于2019年1月1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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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领域的倡议
医疗和保健

房地产

零售

中小型企业
(SME)

旅游（包括医疗
旅游和酒店旅
游）

•• 扩大政府（提供设施）与私营部门（提供优质服务）之间的PPP医疗投资计划。
•• 拨款290亿令吉给卫生部，用于提供药品以及提升和改善诊所与医院的医疗服务
质量，包括拨款1亿令吉用于国家医疗保健计划（(PEKA)）。
•• 房地产发展商会（(REHDA)）提出全国自置居所运动承诺，即在新项目中，不受价格
管控的房地产住房将降价10%。
•• 创建“众筹投资买房(（Property Crowdfunding）)”平台，作为首次购房者的另一个
融资来源，并将于2019年第一季度实行，并由证监委员会按照对点融资框架实
施监管。
•• 政府将通过公开招标对土地交易实施PPP模式。
•• 拨款15亿令吉用于各种计划，以保障实惠房屋的建设完工。
•• 拨款4亿令吉用于升级和修缮警察、武装部队和教师的政府住房、以改善生活条
件及确保职业体能。
•• 将在2019年1月1日起扩大马来西亚“无烟”区的数量，旨在2045年将马来西亚
打造成无烟国家。
•• 实施“Price Catcher”移动应用程序，以通过众筹来减少不法定价行为。
•• 拨款1.5亿令吉用于均衡关键性商品（包括所选的食品和燃料项目）的价格差
异。
•• 中小企业（按照定义的）首500,000令吉的可征税收入，其所得税税率将从18%
降至17%。更多详情，请参见第10页。
•• 拨款45亿令吉作为中小企业贷款基金，由Skim Jaminan Pembiayaan Perniagaan
(SJPP) 提供60%的担保，包括拨款10亿令吉保留给土著商的中小企业。
•• 拨款10亿令吉用于中小企业伊斯兰法合规融资计划，以及政府补贴2%的利润
率。
•• 拨款20亿令吉，由进出口银行提供信贷和伊斯兰保险设施，以支持中小企业的
出口业务。
•• 分别拨款2亿令吉和1亿令吉给Permodalan Usahawan Malaysia Berhad和创业集团
商业基金(（TEKUN)），以提供资金予小企业家。
•• 拨款1亿令吉用于提升中小企业在清真行业的能力。
•• 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措施包括：
•• 将邦咯岛（(Pulau Pangkor)）列为免税岛。
•• 提升浮罗交怡(（Pulau Langkawi）)的免税岛地位。
•• 在槟城乔治城码头（(Swettenham Pier）)开设免税店。
•• 旅游税收益的50%（估计为5,000万令吉）将由马来西亚各州共享。
•• 将吉隆坡苏丹亚都沙曼大楼重建和修缮为一个文化遗产中心。
•• 拨款5亿令吉给予中小企业旅游基金，补贴利率2%，旨在惠及工艺品制造商和民
宿运营商。配套拨款1亿令吉给私营部门用于开展海外市场营销活动，以提升来
马来西亚的海外游客数量。
•• 拨款2,000万令吉给马来西亚医疗旅游理事会（MHTC），以促进马来西亚成为医疗
旅游首选目的地。
•• 2019年6月1日起，向飞往其他国家旅行的境外游客征收离境税。前往东盟国
家，征税20令吉，前往东盟以外国家，征税40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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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领域的倡议
•• 对1,500cc或以下排量的私家车主给予燃油补贴。
•• 2019年，在交通领域实施B10生物柴油计划，并在工业领域实施B7生物柴油计划。
•• 拨款59亿令吉用于国防部和内政部的发展支出，以加强国家安全。
•• 实施监管规定，要求公开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关键支付标准，包括“支付
的最低工资”、“人均工资”和“最高与最低工资比率”。这些公司还需提供一
份关于其将如何提高平均工资水平的声明。
•• 鼓励雇佣60岁以上的员工
•• 对于雇佣超过60岁退休年龄的员工的雇主，雇主在公积金（(EPF)）供款比例从6%降
至4%，2019年1月1日起生效。
•• 取消针对在职退休人员的强制性员工缴费。
•• 对于雇佣的个人员工月工资不超过4,000令吉的雇主，可享有双倍税务减免。
•• 最低月工资额升至1,100令吉，自2019年1月1日起生效。
•• 全面实施就业保险计划，自2019年1月1日起生效。
•• 社会保障机构(（SOCSO)）向失业人员提供补助，包括提供求职技能培训补贴。
•• 鼓励更多女性加入上市公司的董事会。

外围领域

“

总体而言，2019财政预算案是对投资者有利
的，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开放非传统融
资方法（如房地产投资信托）有助于弥补资
金需求。
一些特定税收优惠的提议旨在改进优先事
项，如实现工业领域的数字化，维持房地
产市场的稳定性和通过改善销售与服务税
（SST)制来降低在马来西亚营商的成本。其
他税务提案则将影响创收，且大体上符合国
际趋势。

“

杨英萍

安永东盟税务服务首席合伙人

Take 5: 马来西亚2019年度财政预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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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数字税收改革
当今的数字革命、即时全球化、行业
融合以及数字化政策的全球性变革，
不断打造数字税收政策的新方案。
数字税收改革争论的焦点在于，在税
收方面，价值生成之处和收入确认之
处两者间感知的错配。为了采取措施
纠正这一失衡现象，税务机关须首要
解决的棘手任务是定义数字化环境中
的“价值”。

数字税收前景为何？

即时全球化
数字化使企业能够即时触及全球
消费者并产生收益，这重塑了市
场及供应链，并创造了新的机遇
和风险。

这种错配归因于数字化经济中普遍存
在的问题，例如：
•• 脱离实体运营的规模化
•• 用户参与和数据价值（包括用户生
成的数据）
•• 依赖知识产权（(IP)）

数字税收
改革问题

随着包括马来西亚新政府在内的全球
政府着手探索对数字经济进行征税的
方式，企业在考量其当前税务概况和
制定商业战略的同时，也需要考虑政
府对当前和拟开展的数字活动征收新
税的可能性。

2019年预算案更新：
自2020年1月1日，向马来西亚消费
者提供数字产品或服务，如下载软
件、音乐、视频或数字广告的外国
供应商，必须向马来西亚皇家关税
局登记，然后征收服务税。

变革力量

脱离实体运营的规
模化
能够在一个国家不设立
大型实体运营机构但却
收获重大经济效益

针对数字交易征收间接税
•• 符合国际税务惯例
•• 要求外国供应商就数字交易纳税

针对特定的数字交易征收预扣税

用户参与和数据价值
许多较新的业务模式均
涵盖数据元素、用户参
与、用户生成内容以及
网络效应

世界银行对
马来西亚
数字税收政
策方案

•• 必须明确界定预扣税的范围，以适当限制征税范围
•• 需要一种机制来征收上述税款，即扣缴义务人

Take 5: 马来西亚2019年度财政预算案

7

重要考虑事项
数字革命
新兴产品、消费模式和新技术正影响着各
行各业

1

审视数字化战略
••贵公司的数字化商业战略是什么？
••那些项目和试点工作正在筹备中？

行业融合
现有企业正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颠覆。新
的联盟也在改变行业格局。

数字化政策的重大全球性变革

2

各国政府要求提高透明度和推出新的数字经
济规则和监管规定。

评估税务影响
••考虑到当前和预期的数字化业务模式和市
场渗透率，可能征收的税项以及课税范围
是什么？
••那些拟议的税收变更可能会对业务产生影
响？
••征收这些税项可能导致的潜在税收规模是
多少？

$

3

重估商业可行性
••鉴于当前和拟定的税务环境，企业如何确
保其业务计划仍具商业可行性？
••相关的利益关联方是否了解适用的税务问
题和风险？

依赖知识产权
高度依赖无形资产
（包括知识产权）

4

合规与监控
••谁将负责这些税款的申报、征收和解缴；
潜在处罚是什么？

重新定义常设机构(PE)规则
•• 马来西亚已迈出了第一步，签署了经合组织发布的BEPS1多
边税收工具(MLI)
•• 仅适用于符合以下条件的贸易伙伴国家:
•• 已批准多边税收工具;
•• 无条件地接受相关规定;和
•• 已与马来西亚签订定义常设机构的“担保”税收协定
•• 如我国接受常设机构的重新定义，那更多工作须做了

注：
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 (BEPS)

1

资料来源:

针对数字交易收入单独征税

•• 《跨越数字鸿沟》Crossing the digital divide， 2018年9月，安永

•• 可能适用的收入来源包括网络广告版面销售、中介活动
（如电子商务台）或数据销售

•• 《马来西亚的数字经济》，2018年9月，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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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个人税和间接税提案
个人税

审核已批准的公积金
供款或伊斯兰保险费/
人寿保险费的缴费税
务减免

增加国家教育储蓄计
划（SSPN）年度储蓄
净额的税务减免

•• 提出提升已批准的公积金供款或伊斯兰保险费/人寿保险费的税务减免，从6,000令吉增
至共计7,000令吉，细分如下：
•• 对于已批准的公积金供款给予最高4,000令吉的税务减免；以及
•• 对于伊斯兰保险费或人寿保险费给予最高3,000令吉的税务减免
•• 对于退休金计划下的公务员,伊斯兰保险或人寿保险缴费的税务减免最高额可达7,000令
吉上述提案自2019课税年生效。
注：
缴纳上述金额或更多金额的纳税人将享受共计7,000令吉的较高税务减免，未缴纳任何伊斯兰保险费/
人寿保险费但缴纳大额公积金的纳税人则将享受较低的税务减免。

•• 提出将SSPN年度储蓄净额的税务减免从6,000令吉增至8,000令吉。
•• 此税务减免将有效于2019和2020课税年。

间接税
提高本土企业竞争力

•• 企业在向国外进口的应税服务将缴纳服务税，自2019年1月1日起生效。这将遵照之前的
消费税（GST）制度，按照与“逆向征收”机制类似的方式进行管理。
•• 提供数字产品和服务（如，外国服务提供者向马来西亚消费者提供软件、音乐、视频下
载或数字广告）将自2020年1月1日起缴纳服务税。

降低营商成本，避免双
重征税

•• 自2019年1月1日起，政府将豁免特定商业的服务税
•• 为协助小型企业面对跟进口商购货而非向注册厂商购货的问题，将推出销售税减免积
分系统。

对加糖饮料征税

•• 自2019年4月1日起，将针对加糖饮料征收"含糖饮料税"（(Excise duty)）。征收标准为，对
于超过特定阈值的含糖量,以每公升40仙征收。

结算未支付的GST（及所
得税）退税

•• 2019年，预计将从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收取一笔一次性特别股息，金额
为300亿令吉。政府会将该笔金额分别用于偿还194亿令吉和160亿令吉未支付的GST和
所得税退税。

“

“

精心编制的2019财政预算案旨在改
善马来西亚的财政状况，并提升其
竞争力。其提案有收紧公司税的相
关规定，推行了自愿申报税务计
划，并通过消费税（糖税、在线服
务）拓宽税基，以帮助增加税收。

此外，还提出了针对区域中心、教
育、旅游、航空、绿色技术和工业
4.0的财政预算拨款和优惠政策，以
提供一个能够吸引投资者和企业的
有利环境。
Amarjeet Singh

合伙人兼马来西亚税务主管

Ernst and Young Tax Consultants Sdn. Bhd.

注：
在本出版物发行时，财政部的 "Finance Bill" 尚未公布。 本出版物中的税务意见依据为2019年财政预算案演说稿及其附录。
Take 5: 马来西亚2019年度财政预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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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公司税提案
降低符合条件的中小
企业（(SME）)公司所得税
税率

•• 目前，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就其首个500,000令吉的可征税收入正享有18%的所得税优
惠税率。而剩余的可征税收入将一律按照现今24%的所得税税率缴纳。
•• 此财政预算案提议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就其首个500,000令吉的可征税收入享有的优惠
税率将从18%降至17%。这自2019课税年生效。
•• 此财政预算案将鼓励纳税人自愿申报任何未记录在案的收入，如在2018年11月3日至
2019年6月30日期间申报，将降低其罚款税率。

适用于所有税种的特别
自愿申报计划

申报期间

罚款税率 (%)

2018年11月3日— 2019年3月31日

10
2019年4月1日之前缴纳税费和罚款

2019年4月1日— 2019年6月30日

15
2019年7月1日之前缴纳税费和罚款
80%至300%（对于未提交纳税申报表的纳税人
80%至100% （对于少报收入的纳税人)

2019年7月1日后

•• 此财政预算案提议，对于在第6年和之后脱售的房地产或房地产公司的股权，其盈利需
缴交更高的RPGT税率如下,将从2019年1月1日起生效:
房地产脱售人

在第6年和之后脱售
的房地产业盈利税
(RPGT)）税率

现今税率
(%)

拟定税率
(%)

公司

5

10

除了公司以及非公民和非永久居民的个人之外

0

5

非公民和非永久居民的个人

5

10

提高印花税税率

•• 此财政预算案提议，转让总值超过100万令吉的房地产，所征收的印花税税率将提高至
4%（现今税率为3%)。
•• 该提案自2019年1月1日起生效。

审核团体豁免规定

•• 此财政预算案提议，公司需运营超过12个月后才能转让损失，仅限于连续3个课税年。
•• 再者,享有投资奖掖(ITA)或新兴工业地位(PS)的公司，有未使用ITA或未吸收的PS损失
的公司，没有资格申请团体豁免。
•• 该提案由2019课税年生效。

审核未使用的业务损失
和未使用的资本补贴的
税务处理

•• 目前，未使用的业务损失和未使用的资本补贴可无限期结转。
•• 此财政预算案提议，将未使用的业务损失和未使用的资本补贴(包括未使用的税务优
惠)的结转期限为七个连续课税年。
•• 该提案由2019课税年生效。

审核针对纳闽国际商业
与金融中心（IBFC）的
税务处理

•• 此财政预算案提议如下:
•• 纳闽公司不再有权选择20,000令吉的固定所得税，而是将按照3%的税率缴纳所得
税。
•• 可以使用马来西亚令吉进行交易。
•• 允许与马来西亚纳税居民进行交易；但等马来西亚纳税居民的税务减免将限制在许
可支出的3%。
•• 来自于纳闽公司持有的知识产权资产的收入将按照马来西亚现今的所得税税率（而
非纳闽优惠税率）缴纳所得税。
•• 这些提案自2019课税年生效，并对涉及纳闽公司的交易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针对国家工业4.0政策(
制造业及制造业相关的
服务)的税收优惠

•• 针对I4.0就绪性评估（I4.0-RA）的税务减免最高为27,000令吉。
•• 对于实施国家工业4.0政策供应商发展计划的费用，将给予双倍税务减免，以每年最高
数额100万令吉，期限为连续三个课税年。
•• 人力资本发展所得税优惠。
•• 上述内容受限于各种条件。

延长各种税收优惠的
期限

延长创投税收优惠的申请期限
•• 申请期限将延长至2019年12月31日。
延长税收优惠期限
•• 针对发行伊斯兰债券的租赁(（Ijarah)和委托管理(Wakalah)原则下的现有税收优惠将延长
两年,至2020课税年。
•• 针对发行零售债券和零售伊斯兰债券的现有税收优惠将延期两年,至2020课税年。

Take 5: 马来西亚2019年度财政预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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