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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经济



工资补贴计划(WSP) 将会延长多3个月
（2020年6月中至9月尾）为所有符合条
件的雇主提供每位雇员600令吉的补贴.

赋权人民

此计划的加强功能如下:-
1. 允许获得工资补贴的雇主实行减少工作周（例如

每周工作4天同时减少工资20％)和减少工资（最
高为30％）

2. 允许雇主为无薪休假的员工领取工资补贴，前提
是该员工需直接获得此补贴（仅适用于在有条件
性行管期间被禁止经营的旅游企业）



在聘请员工奖掖计划下, 雇佣失业
者的企业每月将获得如下津贴，有
效期长达6个月:

1. 每雇佣40岁以下的员工，企业将获得
每月津贴800令吉.

2. 每雇佣40岁及以上或伤残人士
（OKU）的员工， 企业将获得每月
津贴1,000令吉.

赋权人民



为了激励雇主为离校生和毕业生提
供学徒机会，政府也会发给企业每

月津贴600令吉.

赋权人民



失业者可以从马来西亚社会保险机
构（SOCSO）索取每人4,000令吉的
培训津贴，包括未涵盖在就业保险

计划（EIS）中的人士.

赋权人民



总值20亿令吉的基金将专门为青年和
失业人士，以通过短期课程等方式提
升自身技能. （进限在认可机构）

为提高青年，特别是离校生和应届毕业生的
就业能力，政府将:-

1. 提供2亿5千万令吉的1对1配对基金，人力资源发
展基金（HRDF）共同资助其他培训计划以及地方
培训.

2. 优化政府培训设施，例如MARA，社区学院，IKBN
和ILP里的培训设施.

3. 通过证券业发展公司（SIDC）提供每月高达800
令吉的培训补贴，为期6个月.

赋权人民



为了援助以及支持临时工和自由工作
者的增长，政府将通过如下方式提供
总值7,500万令吉的拨款:

1. 拨款 5千万令吉为配对补助金给予零
工经济平台，这些平台向其工人提供
PERKESO工伤计划（最高162令吉）
和EPF的i-Saraan年度供款（最高250
令吉).

2. 为MDEC拨款2500万令吉，用于全球
在线劳动力（GLOW）计划，该计划
将培训马来西亚人居家在线工作通过
服务国际客户获取收入.

赋权人民



为支持居家工作 (WFH) 的新常态而
提供的扣税和职业保障等支援.例如:

雇主: 对于实施弹性工作安排（FWA）
或加强现有FWA的雇主进一步扣
税（2020年7月1日生效).

员工: 从雇主方收到电子产品的雇员可
获得高达5,000令吉的个人所得
税免税 (2020年7月1日生效).

私下购买如手机，笔记本电脑和
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者将获得高
达2,500令吉的特别个人所得税
减免 (2020年6月1日生效).

赋权人民



为在职父母补贴托儿费用:

1. 每户将获得800令吉的代金券，可用
于手机儿童保育服务. （使用期限
至2020年8月）

2. 父母在托儿服务费用方面的所得税
减免增至3,000令吉. （有效期为
2020课税年及2021课税年）

赋权人民



为鼓励托儿中心遵守新标准操作程
序并激励早期教育从业人员认证的
激励措施如下：

1. 高达5,000令吉的一次性补助金给予
每个与妇女、家庭和社区发展部注
册的托儿所以符合新标准操作程序.
(有效至2020年12月31日)

2. 新从业员培养激励措施，用于参加
妇女、家庭和社区发展部下的幼儿
护理与早期教育培训.

赋权人民



由相关电信公司提供，每天早上8
点至下午6点之间免费1GB的互联网

连接，用于教育，提高效率
（视频会议应用程序）

和跟进新闻报道.

免费互联网连接和无限制使用
政府的COVID-19应用程序

以及游览卫生部和
其他的政府网站

赋权人民



My30公共交通补贴计划：
政府推出只需每月30令吉的无限月
卡便可无限使用所有铁路服务，

BRT，RapidKL巴士和MRT接驳巴士.
(2020年6月15日起)

赋权人民



伤残人士（OKU）和单身母亲将获
得一次性的经济援助

为300令吉.

赋权人民



拨款7亿令吉为协助和激励SME和MTC
数码化运营和贸易渠道：

1. 1亿令吉的数码化配对补助金(与电信公
司合作)

2. 5亿令吉的中小企业(SME)技术转型基金
(2020年7月可开始申请贷款)

3. 1亿令吉的智能自动化补助金（Smart 
Automation Grant），每家公司最高可
得100万令吉

促进商业



银行业将提供额外的20亿令吉资金，
以3.5％的优惠率协助受疫情

严重影响的中小型企业.
（每中小型企业最高贷款额为50万令吉）

促进商业



为旅游业提供10亿PENJANA旅游业
贷款以协助此业内的
中小型企业转型. 

(该基金的细节将于2020年7月公布)

促进商业



为支持微型企业而提供总值4亿令吉
的微型贷款：

1. 为中小企业(SME)和微型企业(Micro 
Enterprise)提供新贷款计划（3.5%利
率）

2. 每家企业可获最高贷款额为5万令吉

3. 为女企业家预留5,000万令吉贷款金

促进商业



以通过财政支持而确保符合伊斯兰教法
的土著企业家的可持续发展性，政府分
配 了 5 亿 令 吉 作 为 “ Bumiputera
Relief Financing”.

1. 政府也会通过MARA分配总共3亿令吉的营
运资金贷款来协助受疫情影响的土著企业
家包括培训学院

2. PUNB会提供总值2亿令吉的资金援助给符
合伊斯兰教法的土著企业

促进商业



中小企业银行将根据2020年经济振兴
配套和PRIHATIN振兴配套下获得政府
小型项目（总价值40亿令吉）的承办
商和供应商提供融资援助：

1. 此计划将使16,000名G2和G3的承办商受益

2. 无需存款或抵押

3. 中小企业银行将根据发票/索偿单直接向
承包商和供应商付款

促进商业



拨款24亿令吉用以下措施减轻企业财
务压力：

1. 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应付的销售税
和服务税的迟缴罚款可减免50%

2. 营业场所的装修及翻新特别扣税期延长至2021年12
月31日

3. 合格资本费用，包括信息和通信技术设备的加速资
本津贴延长至2021年12月31日

4. 降低租金所获特别扣税延长至2020年9月30日（租
金须降低30%）

促进商业



为支持社会企业活动，政府将:

1. 通过马来西亚全球创新与创意中

心（MaGIC）分配总值1,000万令

吉的配对补助金

促进商业



为激励建立新业务，政府将通过以下
方式提共财政援助：

1. 从新成立的中小企业的所得税中进行
长达3年的扣税，最高为每年2万令吉
（适用于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12月
31日成立的公司)

2. 中小企业并购免征印花税（适用于
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期间的
中小企业并购）

促进商业



拨款6亿令吉为预防新冠肺炎有
关开销的商家税务减免. 

例如Covid-19测试及购买个人防
护装备（PPE）和非接触探温器
的相关费用将被列入可预防

COVID-19所允许的扣税或资本津
贴的开销.

促进商业



为提倡零接触付款,政府将提供:

1. 价值RM 50的电子钱包积分

2. 额外价值RM50的代金券、现金返还和
电子钱包折扣

3. 仅适用于线下/实体购物

所有18岁及以上的马来西亚人；年收入少于10万令吉
可获此便利

振兴经济



再次推出HOC拥屋计划：

1. 购买价格介于30万至250万令吉之
间的住宅的转让和贷款协议工具免
征印花税，并享有开发商至少10
％的折扣.

在2020年6月1日至2021年5月31日期间签署的
买卖协议可全额豁免印花税

振兴经济



在2020年6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期间出售住宅房屋可获

产业盈利税豁免. 

(此豁免仅限于每人三间住宅屋)

振兴经济



为鼓励购买汽车，政府将减免销售税:

1. 购买本地组装的汽车全额豁免销
售税

2. 进口车豁免50％销售税

振兴经济



公司迁往大马的税收优惠:

1.资本投资介于3亿至5亿令吉之间的制造
业新投资可享10年0％税率

2.资本投资超过5亿令吉的制造业新投资
可享15年0％税率

3.资本金超过3亿令吉的马来西亚现有公
司将海外设施迁往马来西亚可享5年100
％的投资税津贴

4.制造业和特定农业活动特别再投资津贴
（2020课税年到2021 课税年有效）

振兴经济



旅游业的税收优惠：

1. 从2020年7月1日到2021年6月30日免
征旅游税

2. 将酒店的服务税免税期延长至2021年
6月30日

3. 将1,000令吉的旅游费用个人所得税
减免期限延长至2021年12月31日

4. 延长旅游业的所得税分期付款延期至
2020年12月31日

振兴经济



为持援农业和粮食领域，政府提供了
如下便利：

1. 农业银行将为农业企业家提供3.5亿令
吉微型贷款，利率为3.5％

❖ 最高贷款额: 5万令吉
❖ 贷款期: 5年

为都市农业提供实物福利（例如：肥料，种子，基础
设施，设备，咨询和培训）价值每人500令吉，

每个社区5万令吉

振兴经济



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通过免除100％的出口关税来支持商
品行业：

1. 毛棕榈油

2. 棕榈油仁油

3. 加工棕榈仁油

振兴经济



通过以下方式推动本地产品和服务的
消费:-

1. 政府及相关机构将推动“买本地货”
活动

2. 确保大型连锁超市必须在本地货上贴
上本地产品标签或标识

3. 在主要的数码平台上创建专设的马来
西亚产品渠道

振兴经济



政府将与电商平台合作（如Boost, 

Lazada, Foodpanda, Grab etc.），共
同资助数码折扣券，鼓励消费者

网购本地零售商的产品
（大马网购）

振兴经济



为艺术、文化、娱乐、活动和展览领域
提供专用资金和援助例如:

1. 在MyCreative Ventures下向创意、活动和展览业提
供1亿令吉贷款（3.5％利率），并提供3,000万令
吉补助金，以及向CENDANA拨款1,000万令吉

2. 从MyCreative Ventures的1000万令吉数码营销和
促销补助金中可获得价值5,000万令吉的数码营销，
每个活动的上限为5,000令吉，至少2000场活动、
展览和作品将受益

3. MDEC下的3,500万令吉Dana Kandungan Digital基
金用于创意领域的项目（重点支援动画和视觉效果）

振兴经济



为增强PEKA B40医疗支援而提供
5,000万令吉的医疗费用，以资助：

1. 医疗检查

2. 医疗设备援助

3. 治疗癌症的激励措施

4. 保健运输补贴

振兴经济



为使人民能够在疫情后的国家恢复措
施上尽一份力，大马财政部（MoF）
将发行一项伊斯兰债卷名为Sukuk 
Prihatin.详细资料如下：

1. 此债卷的收益将用于特定发展计划如
学校的连通性(特别是农村区), 资助微
型企业 (专注于女企业家) 和作为传染
病研究的补助金

2. 计划于2020年第3季度（Q3）发行，具
有全数字订阅流程

振兴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