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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闽税法框架

纳闽岛是南中国海域中的岛屿，位于马来西亚东部的沙巴州。它也被誉为提供国际金融和商业服务的离岸金融
中心。

虽然纳闽是马来西亚的一个联邦直辖区，对于从事纳闽商业活动的公司，可享有优惠税务待遇，比如较低的公
司所得税(固定税率 3%或最高税 额马币 2 万令吉)，支付给非纳税居民的款项豁免缴付预扣税，外籍董事 获取
的董事费豁免缴付个人所得税等。纳闽也不征收资本利得税，不动 产利得税或遗产税。

此外，纳闽公司不受外汇管制和外资股权的约束和限制。对于中资企业拓展海外业务，纳闽将会在海外拓展策
略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藉此，我们德勤马来西亚中国服务部提供您以下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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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闽税法框架的概况

纳闽的税收制度

纳闽在哪里?

什么是

纳闽实体?

什么是

纳闽商业活动?

纳闽贸易活动

和非贸易活动

哪一种税制

将被应用?

纳闽有双边

税收协定吗?

纳闽商业活动是指纳闽实体与非纳税居民或其他纳闽实体以其他货币（除马来西亚
令吉）从事纳闽贸易或纳闽非贸易活动。

从事纳闽贸易和非贸易活动－被视为纳
闽贸易活动

以审计后的净利润的 3%来征 税，或者
最高税额马币 2 万 令吉

以审计后的净利润的 3%来征 税，或者
最高税额马币 2 万 令吉

按 1967 年马来西亚所得税法 令征税 - 
24%

一般上，纳闽公司可以联通马来西亚签署超过 70 个双 边征税协定的网络。然而，
纳闽被特别的排除在马来 西亚与澳大利亚，智力，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
卢森堡，荷兰，南非，西班牙，瑞典，塞舌尔共和国和英国签署的双边征收协定之
外。

纳闽非贸易活动

是指与纳闽实体为其本身持有证券，
股票，马来西亚本地公司股份，贷款，
存款，或任何其他位于纳闽的资产投资
有关的活动。

纳闽贸易活动

• 银行
• 保险
• 贸易
• 管理
• 专利许可
• 船舶经营

或其他不属于纳闽非贸易活动的业务。

纳闽距离马来西亚东部的沙巴州海岸仅 18 公里，距离
亚庇(沙巴首府)171 公里。属于马来西亚联邦直辖区，
拥有约 10 万人口。

纳闽实体是指按 1990 年纳闽公司法令下成立或注册的 纳闽实体，以纳闽信托/伊斯
兰信托，纳闽基金/伊斯兰基金和纳闽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合伙公司为实体 从事
纳闽商业活动。

纳闽非贸易活动 不会被征税

纳闽贸易活动

纳闽非商业活动

描述 课税方式

个人

资本利得税

在纳闽受雇于纳闽实体的马来西亚公民，
所获取的房屋津贴和纳闽联邦津贴。

在纳闽实体，包括在经批准的其他地区
的办公室或营业地受委任管理阶层人
员的外籍人士

居住在纳闽的个人，在马来西亚产生或获取的收入将 被征税。在马来西亚获得的国
外收入将被豁免缴纳个 税。马来西亚对纳税居民的税率区间为 0%-28%，对于 非纳
税居民税率为 28%。

以下列出了一些特定的个人税务豁免,有效期直到课 税年 2020 年:

预扣税 纳闽公司支付非纳税居民或另一家需按纳闽商业税法 令（LBATA）纳税的纳闽公司，
有关版权费，利息，技术或管理费和其他 1967 年所得税法令第 4（f）条款下的收益，
将不会被征收预扣税。

间接税 由于纳闽是享有自由贸易港的地位，因此没有征收间接税【如消费税（除汽油，柴
油，液化石油气，航空和电信服务）和关税】。

印花税 以下的文件将被豁免印花税:
• 所有经纳闽实体执行的与纳闽商业活动相关的文件；
• 所有纳闽公司组织章程，法规，宪章，规则，法令，合伙协定或其他文件，以及
列明实体的职务，商业，权限和责任范围的一个或多个文件；和

• 所有纳闽实体股权转让的相关文件。

马来西亚无资本利得税，除了买卖不动产或不动产公司的股票。

其总收入的50%

董事费

其房屋和纳闽联邦津贴总值 的 50%

在纳闽实体受委任董事职责的外籍人士

纳税人 税务豁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