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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和评论 

 
苏联成 
执行董事兼税务主管, 兼
税务争议与纠纷解决 
服务主管 

关键信息 
“随着最近更新的税务调查框架，似乎税务局正在将所有税务调查转

向为刑事起诉。 这可能是税务局通过逃税活动发现贪污的好途径，且

这符合马来西亚政府实施机构改革和善治的愿景。” 

 

在以建设昌明大马为主题的 2023 年财政预算案演

讲中，拿督斯里安华·依布拉欣宣布，马来西亚的

清廉指数 (“CPI”) 已从 1998 年的第 29 位大幅下降

至第 61 位。 

马来西亚透明国际指出，导致清廉指数下降的主要

因素之一是未能遏制贪污活动。 

包括马来西亚税务局、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和马

来西亚皇家警察在内的执法机构正在积极调查贪污

不当行为，以打击贪污。 这包括调查潘多拉文件

中指认的个人以及那些拥有非凡财富的人。 

随着最近更新的税务调查框架，似乎税务局正在将

所有税务调查转向为刑事起诉。 这可能是税务局通过逃税活动发现贪污的好途径，且这符合马来西亚政府

实施机构改革和善治的愿景。 

那么，如果纳税人现在正在以犯罪为重点而更新的税务调查框架下接受税务局的调查，他们可以期待什

么？ 

文件审查 

税务局有权检查与纳税人的业务和财务事项有关的账目、文件、物品和材料等，甚至包括个人文件。 税务

局还可以从任何相关人员处获取证据或文件，而不仅限于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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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唤权 

税务局有权传唤纳税人或任何相关人员以获取陈述，并且该陈述可在纳税人办公室或住所、税务代理人或

第三方场所或税收局办公室进行。 然而，纳税人、税务代理人、代表或证人在获取陈述时可以自己做笔

记。 

法庭检控 

根据相关法令的规定，如果有证据表明发生了欺诈行

为，纳税人可以在法庭上受到起诉。 如果纳税人未能

出庭，也可能会发出逮捕令。 

如果纳税人对被定罪的刑事犯罪不满意，纳税人需要

向上级法院提出上诉。 

刑罚 

故意逃税的纳税人，一经定罪，将被处以不少于一千

令吉 (RM1,000) 和不超过两万令吉 (RM20,000) 的罚

款或不超过三 (3) 年的监禁或两者兼施并应缴纳为少

征税款三倍 (3 倍) 的特别罚款。 

非凡财富 

税务局可能会强制超高净值个人，特别是被调查公司的所有者或董事提交资本报表，以检测任何少报的应

税收入。 简而言之，资本报表列出了个人的总资产和总负债，以得出他们的净资产。 个人净资产的任何

增加都应得到个人应课税收入、非应课税收入或个人支出的支持。 

做好准备 

发现自己处于税务局显微镜下的纳税人可能需要考虑以下事项，以便控制和管理税务调查和解决过程，以

达到友好解决的目的:- 

i) 您制定了哪些协议来积极管理和解决税务风险？ 
 

ii) 您是否主动并彻底地记录了您不确定的税务状况和您的税务交易？ 
 

iii) 您的税务状况分析是否陈述清楚、完整并得到相关文件的支持？ 
 

iv) 您是否制定了在税务调查中与税务机关接洽的广泛策略？ 

尽管如此，纳税人仍需了解相关各方的权利，以确保不滥用职权，并确保税务调查过程以专业和礼貌的方

式进行。 建议纳税人任命经批准的税务代理人作为他们的代表，以确保税务代理人是专业的并且完全熟悉

税法和惯例，以确保纳税人的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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