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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和评论 

 
黄薇薇 
执行董事 
税务争议与纠纷解决服务 

关键讯息 
“通过自愿申报特别计划实现友好解决的方法成为 2023 年财政预算案

的焦点，这与我国首相安华倡导的“昌明”核心价值观中的关爱和同

情一致。2023 年财政预算案延长针了自愿申报特别计划 2.0，涵盖了

从 2023 年 6 月 1 日至 2024 年 5 月 31 日的时期，这将使纳税人得到

100% 税款罚款豁免。这种通过纳税人自愿申报建立起来的信任，也

能促进税务局增加税收收入，进而实现繁荣。” 

 

马来西亚政府已经启动了直接和间接税收方面的

“自愿申报特别计划（SVDP）2.0”，此举是为了回

应纳税人对于过去几年税务审计和调查过于强硬的

抱怨，为非侵入性审计而铺路。 
 
通过自愿申报特别计划 2.0 实现友好解决的方法成

为 2023 年财政预算案的焦点，这与我国首相安华

倡导的“昌明”核心价值观中的关爱和同情一致。

2023 年财政预算案延长了自愿申报特别计划 2.0，
涵盖了从 2023 年 6 月 1 日至 2024 年 5 月 31 日的

时期，这将使纳税人得到 100% 税收罚款豁免。这

种通过纳税人自愿申报建立起来的信任，也能促进

税务局增加税收收入，进而实现繁荣。” 
 

在全球通货膨胀和供应链难题下，马来西亚经济缓慢复苏。此时提出的财政预算案受到赞扬，因为在这个

关键时刻，鼓励纳税人以非压力方式自愿申报其实际收入，促进税收教育，同时利用更少的资源增加税收

收入。这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 
 
重新实施自愿申报特别计划 2.0 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以往的成绩足以证明，通过上一次的直接税的自愿申

报特别计划，大约有 286,428 名纳税人贡献了约 78 亿令吉的税款，其中包括 11,176 名新纳税人。参与情

况表明，现有纳税人和新纳税人都认同在履行税务申报义务方面承担相互负责的理念，以确保税款的公平

征收，从而最终减少税务义务被视为负担的看法。增加纳税意识最终将带来更高的税务合规率。 
 
根据过去的经验和纳税人所掌握的现有知识，对自愿申报过程的重视度可能并不像对信息的保密性和该计

划不会影响纳税人在随后的年度中接受审查那么被强调。 
 
感兴趣且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可能曾提出以下问题，这些问题在以前的自愿性申报计划中引起了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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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自愿性申报计划 2.0 的相关条件是什么？ 

ii) 税务局在多大程度上会接受纳税人申报的事

项，并且在对其他财务领域未进一步审查的

情况下，诚信接受申报的事项？  
 
iii) 在自愿性申报计划 2.0 下进行自愿性申报与

以往的自愿性申报计划相比，主要有什么不

同之处，这可能会成为对该计划有兴趣的纳

税人参与的推动因素？ 
 
iv) 一些曾参加过以往的自愿性申报计划的纳税

人在自愿性申报后经历了税务审计/调查。税

务局在这次的计划中可以采取什么不同的措

施，以使纳税人相信类似性质的事件不会再发生？ 
 
v) 自愿性申报计划 2.0 是否包括与转让定价相关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与其他外国税务局实施自动信息交换（“AEOI”），信息交换和数据流通的加强，纳税

人特别是高净值个人被敦促公开和诚实的面对税务局并主动申报不合规行为。税务局将利用法律允许的所

有必要措施，以追回此类资金，无论是以额外税款、罚款还是罚金的形式。 

最终，纳税人有责任确保税务记录的真实性并遵守法律规定。在自愿性申报计划 2.0 的指导方针发布之

前，纳税人应进行全面的税务风险评估和税务立场评估及做出明智的选择。 

到目前为止，，尽管上述问题引起了许多疑问，但毫无疑问的是，自愿性申报计划 2.0 的回归为增加税收

合规性提供了机会。也许这一次税务官员能够为国家财政带回更多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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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oh@kpmg.com.my 
+603 7721 7019 

龙燕萍   
执行董事兼全球人力资源服务(个人税务)主管  
yenpinglong@kpmg.com.my 
+603 7721 7018 

戴溧漍   
执行董事兼企业所得税务主管  
ltai1@kpmg.com.my 
+603 7721 7020 

黄淑玲   
执行董事兼间接税主管  
suelynnng@kpmg.com.my 
+603 7721 7271 

纪凌政 
执行董事，中国客户团队主管兼转让定价主管  
bkee@kpmg.com.my 
+603 7721 7029 

 

  

  

  

外坡办事处 

槟城办事处 
 

李慧芳 
执行董事 - 槟城办公室 
evewflee@kpmg.com.my 
+604 375 1800 (ext. 299) 

 
古晋及美里办事处 

 

刘佩贞   
执行董事 - 古晋办公室 
reglau@kpmg.com.my 
+6082 268 308 (ext. 2188) 

亚庇办事处 
 
邹健宽   
执行董事 - 亚庇办公室  
titustseu@kpmg.com.my 
+6088 363 020 (ext. 2822) 

 
新山办事处 

 

黄慧俐   
执行董事 - 新山办公室  
flng@kpmg.com.my 
+607 266 2213 (ext. 2514) 

怡保办事处 
 

蔡玉贞   
副总监 - 怡保办公室  
ycchuah@kpmg.com.my 
+605 253 1188 (ext.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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