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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和评论 

 
黄淑玲 
执行董事兼间接税主管 

关键信息 
首相兼财政部长拿督斯里安華·依布拉欣在赢得 2022 年大选后首次提

交 2023 年财政预算案中，提议在今年推行对特定类型和价值的商品

征收奢侈品税。上述商品包括名贵手表和名贵时尚物品。其目标是扩

大有能力负担人士的税基，并使马来西亚的税收制度更累进制。这是

一项针对富人的税收，一旦实施，有趣的是它将如何影响消费者的行

为。 

 

奢侈品税是什么？ 
奢侈品税是一项针对高价值商品的税收；它对价

格超过特定数额且不被视为必需品的商品征收。

此税收通常会以间接税的形式征收并由购买这些

奢侈品的购买者缴纳税款——因此它将影响那些

有能力负担奢侈品的人。 

奢侈品税的实施通常是了让政府创造收入。在某

些国家，奢侈品税的实施是为阻扰奢侈品进口和

促进国内生产的一种方式。在马来西亚，拟议推

行奢侈品税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增加政府收入并使

税收制度更累进制。 

虽然在马来西亚这是一项新的税务，但这种形式

的税收在其他国家并非闻所未闻。例如中国、台

湾、印度尼西亚、韩国、挪威、意大利和智利等国家已经对高价值商品实施了某种形式的税收。在全球范

围内，比较常见的是通过消费税征收奢侈品税（或同等税收）—— 例如消费税 (GST) / 增值税 (VAT) 或通

过进口税或国内税对奢侈品征税，比如汽车、游艇、珠宝、名贵服装、手提包、香水和手表等。在某些情

况下，税率是固定百分比，而在其他情况下也可能是累进制（税率随着商品价值的增加而增加）。奢侈品

税在世界各地各不相同，具体取决于该国家及其经济、税收政策和政治环境。 

以下是奢侈品税在其他国家的一些例子： 

国家 / 地区 受制于奢侈品税的奢侈品例子 税率 

中国 化妆品、手表、包、酒类 高达 50+%（取决于商品） 

台湾 乘用汽车、私人飞机、直升机、游艇 10% 

印度尼西亚 豪华住宅、飞机、游轮、汽车 范围从 10% 至 95% 



奢侈品税 –对高价值商品征税   3 
 

（以上为 2023 年 2 月的英文版奢侈品税 –对高价值商品征税之中文译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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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 / 地区 受制于奢侈品税的奢侈品例子 税率 

韩国 珠宝、手表、相机、包 固定税额 + 50% 可变税额 

挪威 昂贵的电动车 提议 25% 

意大利 私人包机 固定税额（取决于距离） 

智利 游艇、直升机、车辆 2% 

 

你受影响了吗？ 
除了增加收入以外，奢侈品税也被视为一种累进税，因为它只应用于那些有能力负担的高收入群体可能会

购买的奢侈品。因此，这项税收应该会影响富人而不是绝大多数人口。 

奢侈品税将如何在马来西亚实施的详情还未公布。 在这个初步的阶段，各企业和消费者可能都想了解奢侈

品税对他们有何影响。以下内容需要进一步澄

清： 

• 如何实施税收，例如提高销售税率？ 
 

• 实施的生效日期是什么？ 
 

• “奢侈品”的定义是什么？ 
 

• 税率是多少？ 
 

• 被视为奢侈品的门槛是多少？ 
 

• 由谁负责收取税款，例如该商品的零售商？ 
 

• 何时应该征税?  
 

• 是否会有过渡规则？ 
 

• 是否会导致税收级联？ 
 

• 是否有任何豁免（或同等）以避免税收级联？ 

 

对于企业 

在这现阶段，也许值得 “预判” 一下奢侈品税的实施制度及它将如何影响利益相关者——或许这能用于

集思广益。作为开始的第一步且不把事情复杂化，我们在下图中描述了两种可能的制度（请注意，这些制

度并不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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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 1： 

奢侈品税在进口货物清关时征收。采用此方法预料将会面对下列挑战： 

• 依据现状，进口的货物已经根据关税代码 ( HS Code ) 征收进口税和销售税（按规定税率）。若要

提高对特定类别货物的现有税率可能并不简单，因为这将需要审查其中所受到影响的关税代码，这

可能会很耗时。 

• 如果有任何新的要求可能会影响当前的清关程序，这目前对于一些相关人士可能已经是很复杂且具

有挑战性。 

 
可能性 2： 

奢侈品税通过零售商向消费者征收。然而，依据马来西亚目前的情况，值得考虑以下几点： 

• 马来西亚的消费税等同制度是销售税（对于货物）。销售税是单阶段税，并没有进项税抵免。如果

奢侈品税以销售税的形式，通过在零售阶段对奢侈品征收销售税，同时如果进口税和销售税已经在

进口时缴纳或由当地销售税注册制造商征收，这可能会导致税收级联。 
 

• 在消费税 (GST) / 增值税 (VAT) 方面，绝大多数企业都已经注册并征收消费税、增值税。奢侈品税

的推行仅仅是意味着提高消费税、增值税率。在马来西亚，销售税主要涵盖在马来西亚制造的应税

货物。目前，零售商不需要注册并征收销售税（除了新实施的低价商品销售税以外）。如果采用此

方法，这意味着零售商可能需要注册销售税并征收销售税。因此，必须关注的是如何实施以及其中

可能涉及的成本/资源。 

 

对于消费者 

在缺乏详情的情况下，很难预测它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也希望很快会有更清晰的澄清。根据其他国家的

经历，如果税率太高（而最终导致价格提高），可能会将买家推到马来西亚以外。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在此

发生，因为马来西亚一直以旅游和购物目的地而自豪。 

奢侈品税将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各个利益相关者（无论是个人或是企业）。这不可否认是一种累进税，也

希望在实施之前进行仔细研究。 

 

  

奢侈品税？ 奢侈品税？ 

海外卖家 进口商 零售商 消费者 

可能性 1： 

进口时？ 

可能性 2： 

零售商注册并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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