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花税 – 马来西亚印花税法令 1949 

 

一切签署的正式文件都需要缴付印花税。数额则依据文件的种类来征收相关的印花税。 

 

印花税豁免指令 2016 在 2017 年 1 月 1 日生效。 

欲申请此印花税豁免的人士需要符合以下所有条件方有资格豁免成功：- 

1. 马来西亚公民个人名下购买任何一间低于市值 RM500,000.00 居住用建筑产业; 

2. 该买卖合约须在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内签署； 

3. 该个人购买者不曾拥有任何一间居住用建筑产业包括赠送的，比如父母转让。简单来

说，该购买者必须是居住用建筑产业的首购族；及 

4. 申请者须要签署宣誓声明 

居住用建筑产业 （Residential property） 

意思是指房屋、高级公寓、公寓等专用于住处的居住建筑产业 

个人 （Individual） 

意思是指一个购买者或者共同/联名购买者 

市值  (Value) 

应当根据市场价格而不是文件上所指示的数额 

首购族 （first time residential property buyer） 

第一次购买居住用建筑产业的买家。 

 

印花税豁免数额如下： 

居住用建筑产业市值 豁免数额 

RM300,000.00 或以下 100 % 豁免， 即是无需缴付印花税               **1

 

高于 RM300,000.00 直到 

RM500,000.00 

从需该缴付的印花税总额豁免 RM5,000.00  **2

 

居住用建筑产业市值 印花税缴付% 

首                            RM100,000.00 1% 

接下来的                RM400,000.00 2% 

之后的数额 3% 

 

 

 



 

 

 

例子 1 : 100% 豁免个案讨论 

居住用建筑产业市值为 

RM300,000.00 
印花税缴付% 

数额 RM 

首 RM100,000.00 1%  1,000.00 （1） 

接下来的 RM200,000.00 

(RM300,000.00 减首 RM100,000.00) 

2%  4,000.00 （2） 

印花税豁免前总额   5,000.00 （1）+ (2) 

减去 : 印花税豁免数额 100%   (5,000.00)  **1

最后需要缴付的印花税数额  0.00 

  ======== 

 

例子 2 : 居住用建筑产业市值介于 RM300,000.00 – RM500,000.00 

居住用建筑产业市值为 

RM450,000.00 
印花税缴付% 

数额 RM 

首 RM100,000.00 1%  1,000.00 （1） 

接下来的 RM350,000.00 

(RM450,000.00 减首 RM100,000.00) 

2%  7,000.00 （2） 

印花税豁免前总额   8,000.00 （1）+ (2) 

减去 : 印花税豁免数额   (5,000.00)  **2

最后需要缴付的印花税数额  3,000.00 

  ======== 

 

例子 3 : 2 名买方, 1 个是首购族另外 1 个不是 

居住用建筑产业市值为 

RM450,000.00 
印花税缴付% 

数额 RM 

首 RM100,000.00 1%  1,000.00 （1） 

接下来的 RM350,000.00 

(RM450,000.00 减首 RM100,000.00) 

2%  7,000.00 （2） 

印花税豁免前总额   8,000.00 （1）+ (2) 

减去 : 印花税豁免数额 

(RM5,000.00 / 2) 
 

 (2,500.00)  

最后需要缴付的印花税数额  5,500.00 

  ======== 



 

 

 

 

贷款合约 

同样的，贷款合约也需要缴付印花税。成功申请买卖合约/转让文件印花税豁免的首购族

也一样可以申请贷款合约印花税豁免。 

印花税豁免数额如下： 

居住用建筑产业市值 豁免数额 

RM300,000.00 或以下 100 % 豁免， 即是无需缴付印花税               **1

 

高于 RM300,000.00 直到 

RM500,000.00 

从需该缴付的印花税总额豁免 RM1,500.00  **2

 

例子 1 : 100% 豁免个案讨论 

居住用建筑产业市值为 

RM300,000.00 
印花税缴付% 

数额 RM 

贷款额以 90%计算为 RM270,000.00 0.5%  1,350.00                （1） 

(RM300,000.00 x 90%)   

印花税豁免前总额   1,350.00 (1) 

减去 : 印花税豁免数额 100%   (1,350.00)  **1

最后需要缴付的印花税数额  0.00 

  ======== 

 

例子 2 : 居住用建筑产业市值介于 RM300,000.00 – RM500,000.00 

居住用建筑产业市值为 

RM450,000.00 
印花税缴付% 

数额 RM 

贷款额以 90%计算为 RM405,000.00 

(RM450,000.00 x 90%) 

0.5%  2,025.00                 （1） 

印花税豁免前总额   2,025.00                （1） 

减去 : 印花税豁免数额   (1,500.00)  **2

最后需要缴付的印花税数额  52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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