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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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使企业的环境、社会与管理 (“ESG”) 实践受到密切关注。越来

越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 ESG 不再是“可有可无”，也意识到如果不着手推

行 ESG，企业将会面临风险和错失机会。 

尽管税务是 ESG 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将税务纳入 ESG 战略的趋势仍处

于起步阶段。税务领导者应该开始考虑实施基于 ESG 的税务策略，以确保

该职能保持相关性，并随着 ESG 的重要性而不断发展。” 

 

 “ESG”中的“T”– 一块拼图 
一般来说，ESG 作为一个框架，为权益人提供有

关该机构应如何管理可持续性问题带来的风险和机

遇的见解。 

虽然没有反映在 ESG 首字母缩略词中，但税务(T)
却对 ESG 的每一环都至关重要。 

环境 
环境要素的关键部分涉及到减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温

室气体的排放（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为达成

2050 年实现净零碳排放的目标，碳定价及碳税等

碳减排放措施已于 2021 年第 12 个马来西亚计划

提交期间提及。除了还处于实施研究中的碳税制

度，排放交易方案 (“ETS”) 是为碳定价的另一种方法。大马交易所于 2022 年 12 月推出类似于 ETS 的自

愿碳市场 (“VCM”) 交易所，以让公司能从气候友好型项目和解决方案中自愿购买碳信用额。这有效地为碳

（和污染）设定了令吉价值，从而“惩罚”产生碳排放的活动。有碳减排目标的公司可以考虑通过在

VCM 购买碳信用来抵消碳排放。迄今为止，碳信用额度交易尚未经过测试，由此需研究其相关的税务事

项，例如成本的可扣除性或资本支出的资本免税额。 

虽然 ETS 是 ESG 中环境元素的一种惩罚性税收方式，但同时也有提供税务优惠的奖励性措施。为配合马

来西亚政府推动马来西亚绿色经济增长的议程，绿色技术税务优惠于 2014 年被推出。寻求购买 MyHijau
列表中的绿色技术资产或从事符合条件的绿色技术项目以供商业或自用的公司可以申请绿色投资税务补贴 
(“GITA”)。绿色所得税豁免 (“GITE”) 也适用于 MyHijau 列表中符合条件的绿色技术服务提供商公司。GITA
和 GITE 的申请期预计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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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政府在 2023 年 2 月 24 日提交的 2023 年预算案中提议将整装进口(“CBU”) 电动车 (“EV”) 以及本地

组装 (“CKD”) 的电动车的进口税、国内税和销售税的豁免分别延长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7 年 12 月

31 日。政府也提议从 2023 估税年 (“YA”) 到 2032 估税年对电动车充电器制造商的法定收入实行 100%免

税，以及为期 5 年的 100%投资税务补贴。已提议的其他与可持续性发展相关的税务措施如下:- 

• 对已获批准、允许或存入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的伊斯兰债券 (Sustainable and Responsible 
Investment-linked Sukuk) 的发行成本进行税务减免； 

• 对用于社区塑料垃圾收集的人工智能(AI) 反向自动售货机的赞助进行税务减免； 
• 租赁非商业电动车的公司可获得高达 RM300,000 的税务减免；和 
• 对从事碳捕集与封存 (“CCS”) 内部活动、提供 CCS 服务以及使用 CCS 服务的公司实施所得税、进口

税和销售税豁免以及税务减免。 

社会 
在社会方面，税务是公司为所在的社会做出贡献

（或回馈）的主要机制之一。对税务和政府政策意

识的增强，以及媒体和公众对公司是否支付合理的

税款的监督，已经使得税收问题成为 ESG 重要的

考量因素。税务责任可能很快成为评估公司的社会

责任感的下一张成绩单。 

基于此，社会方面的税务视角已经显著扩大，远超

出了税务对社会的基本贡献。Covid-19 疫情带来

的出行限制也推进了劳动力的进化，即远程和数码

化劳动力。采用这些雇佣政策的企业应仔细审查是

否在远程员工所在的司法管辖区已经创建了应税机

构或永久机构 (“PE”)。如果在一个或是多个外国司法管辖区出现了应税机构或 PE，企业需要考虑本地司

法管辖区的就业报告和贡献义务，以及应税机构或 PE 所产生的潜在税务风险。当地政府会努力确保远程

工作的个人在其国家合法工作，并在相应的司法管辖区对就业收入进行适当的纳税。 

管理 
可持续性发展引发了外部压力，要求企业更大程度的提高税务透明度，包括主动披露法定义务以外的税务

信息，并且是向更广泛的权益人，包括投资者、客户、媒体和公众披露。因此，税务治理和控制框架成为

企业董事会议程的重点，以寻求减轻税务风险，并展示其业务的责任性和可持续的税务行为。 

马来西亚交易所的可持续性报告指南（第二版）提供了一份可持续性主题清单，与国际可持续性报告框架

或指南，例如 2021 年 1 月发布的全球报告倡议 (“GRI”) 标准，保持一致。GRI 标准中包括 GRI207，涵盖

了定性披露（如治理、控制和风险管理）和定量披露（如国别报告信息和总税收贡献）方面的税务相关披

露。2021 年 10 月，马来西亚会计师协会和马来西亚特许公共会计师协会联合出版了《税务治理指南》，

为上市企业的董事在其年度报告中涉及公司税务事项的管理提供指导，以增强税务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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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马来西亚内陆税收局发布了第一版的企业税务治理框架 (“TCGF”) ，作为税收局为了在马来

西亚实现既公正又有效的税收合规的其中一个倡议。 

符合 TCGF 要求的参与纳税人将享有以下福利： 

• 内陆税收局将减少审查或减少税务审计； 
• 加速退税； 
• 任命一位专职的内陆税收局官员作为纳税人与

税务事 
 项的单一联系点；和 
• 在降低税务罚款率方面给予优先考虑。 

尽管 TCGF 计划从目前至 2024 年 6 月都处于试点

阶段，但感兴趣的纳税人可以向负责处理其税务档

案的税务局分支机构提交信函/ 电子邮件以表兴

趣。完善的 TCGF 有助于将企业的税务战略与其业

务目标保持一致，明确角色和责任，流程和控制以

减少错误和违规行为，并确保税务问题得到适当和及时的解决。因此，纳税人应该现在开始评估其税收治

理框架的充分性和完善性，而不是等到以后，这将有助于管理税务风险并为其企业未来的披露要求做好准

备。 

总的来说，税收在企业的 ESG 策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了解税务和 ESG 策略之间的重要相互作用的公

司可能会发现自己面临意外的税务成本，在筹集资本方面面临挑战，并承担声誉损失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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