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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8 年 6 月 1 日起，消费税率将从 6%降至 0%
马来西亚财政部公告
马来西亚新政府为兑现执政后百日内废除消费税的竞选宣言，财政部于 2018 年 5
月 16 日发表声明，宣布从 2018 年 6 月 1 日起正式将现有消费税率从 6%降至 0%
（“财政部公告”）
财政部公告表示，马来西亚本地及进口商品和服务的消费税标准税率将从 2018 年
6 月 1 日起，由原来的 6%降至 0%。
财政部公告还指出，已注册消费税的纳税人仍需要继续遵守现行法规中关于税务发
票开具、纳税申报、进项税抵扣等规定。企业也需确保其商品和服务价格遵循
《2011 年价格控制和反暴利法案》的相关规定。
财政部公告发布后，联邦宪报也相继发表了以下 6 项附属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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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税标准应税项目税率为 0%
根据《消费税（税率）2018 年（修订）条例》，适用于消费税标准应税商品和服
务的税率将从 6%降至 0%。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项目将继续被视为标准应税项目，
税率为 0%；而不是零税率项目。
随着消费税标准应税项目税率的这一变化，《2014 年消费税法案》（“GST 法
案”）第 66 章中规定的过渡原则将适用于涉及税率变动的项目。该过渡原则为具
体应税项目在不同情况下应当适用 6%的旧税率还是 0%的新税率提供了指导。

撤消零税率项目
在 2018 年 6 月 1 日前，适用零税率的项目包括：
（1）根据《消费税（零税率项目）2014 年条例》（“ZR 条例”）中规定的
零税率商品或服务；及
（2）出口商品
《消费税（零税率项目）2018 年（撤消）条例》规定，将于 2018 年 6 月 1 日起
撤消 ZR 条例。
因此从 2018 年 6 月 1 日起，所有在 ZR 条列下的商品和服务将被视为消费税标准
应税项目，其相应归类术语也将随之变化。由于所有标准应税项目今后都将适用于
0%的税率且进项税抵扣也将继续有效，这项条例的撤销将不会对消费税净税负产
生实质性影响。

同样，GST 法案第 66 章中规定的过渡原则将适用于从零税率变至标准税率的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财政部公告，上述变化将不会影响现行《消费税（免税项目）
2014 年条例》下的免税项目。

简化部分项目消费税待遇
以下附属法规已被通过。这些法规旨在简化因本次税率变化而引起的部分项目消费
税待遇问题。
（1）在特定区域内或特定区域之间发生的部分商品和服务交易（《消费税（特定
区域税务征收）2018 年（撤消）条例》）；
（2）在自由贸易区内或自由贸易区之间发生的部分商品和服务交易《消费税（自
由贸易区税务征收）2018 年（撤消）条例》）；
（3）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进行的部分商品和服务交易《消费税（政府方案）2018
年（撤消）条例》）；以及
（4）享受消费税减免的商品和服务（《消费税（减免税）2018 年（撤消）条
例》）

企业应注意事项
鉴于此变化将在未来不到两周内生效，企业需立即采取措施，为 2018 年 6 月 1 日
开始的变化做好应对准备。企业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更新零售价签 确保从 2018 年 6 月 1 日起，在广告、报价表、价签里发布
的价格从现有的包含 6%消费税改为不含税价格。



反暴利注意事项 财政部公告中明确援引了《2011 年价格控制和反暴利法
案》。鉴于消费税率的下调，马来西亚海关、国内贸易、合作与消费事务
部将很有可能密切监控企业和商家，以确保他们的商品和服务价格进行了
相应调整。



后续的合规要求 虽然消费税标准税率降为 0%，但消费税法案和附属法规
下的所有操作规范和申报义务仍继续适用。因此，消费税法案和附属法规
下的所有义务和要求都需要遵守。这其中包括诸如税务发票开具、消费税
纳税申报、消费税款缴纳、交易记录等。



过渡原则 企业应研究与消费税率变化和 ZR 条例撤消相关的 GST 法案第
66 章过渡原则的适用问题。



含消费税的合同 谨慎起见，企业应审核此前签订的含消费税价格且正在执
行的合同中相关消费税条款，以确定消费税率的变化是否会影响这些合同
项下的应付对价。

总的来说，这些法规更新并没有废除现有的消费税制度。消费税法律框架在被进一
步修改或废除之前，将继续保留。

财政部于 2018 年 5 月 17 日进一步发表声明，随着消费税税率的调整，销售与服
务税（SST）将会被重新引入，但明确的实施时间表尚未公布。声明也透露，政府
将在近期公布针对消费税税率降低带来的税收减少问题的应对措施。
马来西亚在引入消费税之前，也实施销售与服务税制度。重新引入的销售与服务税
制度在范围、形式和税率方面是否会与在消费税实施前的类似，还尚待观察。
请点击此处查阅我们 2018 年 5 月 15 日关于“马来西亚计划撤消消费税和潜在的
税制改革”的税务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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