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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与评论 

 
戴溧漍 
执行董事 
企业所得税务主管 

关键信息 
“马来西亚传统上在投资者（尤其是外国投资者）眼中具有竞争优势，

因为它没有资本利得税制度。 

如果未来实施资本利得税，希望立法能够仔细起草，使马来西亚仍然

成为对外国投资者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同时不会让任何纳税人承

受过多的负担。” 

 

 

资本利得税 – 朋友还是敌人 
马来西亚传统上在投资者（尤其是外国投资者）眼

中比其他司法管辖区更具有竞争优势，因为它没有

资本利得税制度。在马来西亚，股票的出售通常是

免税的，除非它涉及根据 1976 年房地产盈利法令

定义的房地产公司的股票，或者出售者主要从事股

票交易业务。   

在重新提交的 2023 年预算案中提出，计划于

2024 年引入某种形式的资本利得税，主要针对出

售未在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的股份。首

相表示，将与相关方进行协商后实施这项提议。 

 
 

 
值得注意的是，引入资本利得税的想法已经存在多年，反对者认为实施广泛的资本利得税可能会对股票市

场和广大投资者造成潜在的危害。此外，人民也会对当局如何管理这种资本利得税以确保遵守规定提出了

疑问。 

引入这种范围较小的资本利得税引起了公平性问题的提出，因为出售上市股票将不受资本利得税的影响，

这肯定会在公众领域引起轩然大波。资本利得税肯定会对打算进行重组活动的组织产生影响，特别是在新

冠疫情时代过后，经济正在复苏，许多组织正在考虑集团重组以提高整体效率。因此，如果实施资本利得

税，希望能够为集团内部重组提供豁免。  

 
 
 



资本利得税 – 朋友还是敌人 

3 
 

（以上为 2023 年 2 月的英文版资本利得税 – 朋友还是敌人之中文译本，如有任何差别，一切将以英文版为准。） 

 © 2023 KPMG Tax Services Sdn. Bhd., a company incorporated under Malaysian law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如果政府引入了公司出售非上市股份的资本利得税，希望立法将解决以下问题： 
 

编号 邻域 评论 

1 资本利得税率 有提议称资本利得税率将会较低。然而，现在还不确定该税率是固定税率

还是累计税率，以及是否与目前实行的房地产利得税率相当。 

2 确认资本利得金额

的机制 
目前仍不确定资本利得金额如何确定，例如，即股份估值的基础、可允许

扣除的任何金额、收购及持有股份的估值确定，特别是对于以名义价值成

立的公司或长期持有的股份。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内部重组中，许多交易可能是以名义金额执行

的，并没有考虑到当时股票的实际价值。如果出于资本利得税的目的而忽

略了这类价值，那么可能会导致受资本利得税影响的潜在收益过高。 

此外，由于股票通常是长期持有的，希望资本利得税的数额可以根据通货

膨胀进行调整，从而只有“真实收益”需要缴纳资本利得税。 

3 资本亏损的可用性 根据企业所得税制度，企业亏损通常可以用于抵扣收入，任何超额的亏损

可以结转在将来使用（但需符合未吸收的企业亏损可延续的时间限制）。

鉴于此，如果资本利得应缴纳资本利得税，那么应该允许任何由出售非上

市股份产生的资本亏损用于抵消未来的资本利得，因为这样才是公平的。 

4 豁免 值得注意的是，是否会有任何资本利得税豁免可用，例如，在公司重组或

合并，或集团内部转让非上市股份的情况下。 

5 与房地产盈利税法

的互动 
应明确表示，被视为房地产公司股份的非上市股票的处置是否属于房地产

盈利税或资本利得税的范畴。 

6 与双重征税协定的

互动 
在跨境交易中，应考虑资本利得税如何与双重征税协定相互作用，例如，

是否有任何豁免或免税条款适用于双重征税协定。 

7 祖父条款 应考虑祖父条款以限制对真正投资者的税务成本，因为这些投资者已经长

期持有其投资。理想情况下，所有在税收引入之前获得的股权应该免除资

本利得税。 

作为另一种选择，设定股份的“取得日期”不早于一个特定的近期日期（例

如 2020 年 1 月 1 日），并且股份的取得价格基于该日期的股份价值而不

是原始成本可能更合理。 

8 处置资产 

 

“处置”这个概念需要被定义为针对不产生任何现金的转移而征收的资本利

得税，例如“股份置换”可能会对组织的现金流动造成负担。 

 
鉴于即将引入资本利得税，计划进行任何重组行动和/或在不久的将来出售非上市股权的公司，应考虑加速

计划，并关注任何发展和更新。希望在未来实施资本利得税时，会认真考虑涉及各方的所有事项，以便不

会有纳税人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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