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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案件被带到高等法庭，而高等法庭需要审理的问题如下： 

• S 公司出售 30年底起的土地所得，内陆税收局 [DGIR] 把它视为属于 

“出租” [Letting Out] 类型的商业收入，他们是否有作出相关的考量? 

 

• 当现有法令存在着其他补救措施时，例如：1967年所得税法令第 99

条文，是否会构成司法审查的障碍 [a bar to judicial review]，导致纳税

人无法提出司法审查  [judicial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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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件，高庭的判决： 

如果有证据显示： 

• 内陆税收局 [DGIR] 没有把“相关” 的事项 [Relevant 

Matters]考虑在内，却去看“非相关” 的事项[Irrelevant 

Matters]， 

• 然后作出错误地和/或不正确的决定， 

• 从而导致纳税人被施加额外的税务和罚款， 

• 在这种情况下，法庭将倾向于允许纳税人提出司法审查 

[judicial review] 申请。 

同时: 

• 1967年所得税法令第 99条文虽然提供了内部上诉渠道

给纳税人，但却不会因为这样，阻止纳税人提出司法审

查的要求。 

• 简单来说，即使纳税人采用了 [1967年所得税法令第 99

条文所赋予的] 内部上诉渠道，也不能将他或她，排除在

司法审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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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上述判决的原因： 

 

 

 

S 公司所展开的房地产开发活动 

S 公司已经在有关的土地上进行了各种开发活动，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DGIR需要考虑到的这点。这些活动包括： 

• 申请将有关土地转换为“工业用地” [“industrial land”]， 

• 向有关当局获取了开发土地的规划批准 [planning approval]， 

• 获得环境影响评价书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的批准， 

• 进行基础设施 [basic infrastructure]。 

 

除此之外，DGIR 还需要考虑到的事实是，S 公司作为房地产发展商的身份，

也已经获得州政府的承认与认可 [acknowledged and confi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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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公司组织大纲 [Memorandum of Association] 的“目的條款” (Object Clause) 

 

S 公司组织大纲 [Memorandum of Association] 的“目的條款” (Object Clause) 

的第一条，可以明显看出，S 公司的成立，就是以从事房地产开发为主要业

务。  

虽然有关的条款并非结论性，但是 DGIR在鉴定 S 公司的业务性质时，应该

会注意到此第一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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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所得税法令的规定 

2007年所得税（房地产开发）条例第 3条对“房地产发展商”和“房地产

开发”的定义如下：  

 

“房地产发展商”是指“从事或进行或承担或促使房地产开发的公司、个

人、合伙企业、合作社、个人团体”；和 

 

“房地产开发”是指“购买土地作为发展、建造或促使其能被待建，并出

售完整的住宅、商业或工业建筑物（无论是整体还是部分），以及开发和

出售可以在其上方建造此类 (包括：农庄、业余农场、果园或其他类似的目

的) 建筑物的空地 [‘sale of vacant lots’] 的活动。”  

 

DGIR 争辩说，柔佛州土地的租赁权益不属于“出售空地”的范围，由于土

地拥有权是 99年，而 S 公司出售的仅是 30年，DGIR认为最终剩余的权益

将会回归 S 公司。 

 

但是，法庭认为，“房地产开发”定义中的“空置地段的出售” [‘sale of 

vacant lots’]，并没有将“出售空置地段的租赁权益” [“sale of leasehold 

interest in vacant lots”] 排除在外。   

 

尽管可能会争辩说“空置地段的出售”的定义本身存在着分歧，因为它没

有明确包括或排除“出售空置地段的租赁权益” [“sale of leasehold interest 

in vacant lots”]。然而，在  Exxon Chemical (Malaysia) Sdn Bhd v Ketua 

Pengarah Hasil Dalam Negeri [2005] 一案后，根据税收法规的诠释原则 

[principle of interpretation]，当出现这种分歧时，诠释应该归属投诉人。 

 

因此，“空置地段的出售”的定义，高庭的裁决是，应该包括“出售空置

地段的租赁权益” [“sale of leasehold interest in vacant l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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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国家土地法的规定 

 

 

 

由于有关土地的拥有权是 99年，而 S 公司只是出让了当中的 30年。 

 

因此，DGIR的立场是，有关土地从 S 公司转让到 T 公司，并不属于“出

售”，除非他们所出售的是 99年的权益。 

 

高庭认为，DGIR 的这种看法，已经违反了 1965 年《国家土地法》第 221

（3）条。 

 

该条规定：对于 Alienated土地，如果转让是一整块地的话 [if it relates to 

the whole of any alienated land]，那么任何的租赁 [出售]， 可以授予最高 99

年的期限 [any lease may be granted shall be 99 years]。 

 

然而，如果这是把 Alienated 土地当中的一部分出让，可授予的期限，则最

长为 30年。 

 

有鉴于 1965年国家土地法第 221(3) 条文的限制，S 公司是无法属于柔佛州

政府的土地，出售超过 30年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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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判例法  Relevant Case Law 

 

在作出决定是，DGIR并没有考虑到两个关键的判例法，分别是: 

 

 Strawberry Park Resorts Sdn Bhd v Ketua Pengarah Hasil Dalam Negeri 

(R1-14-17-96) (“Strawberry Park”) ；以及 

 

 American Leaf Blending Co Sdn Bhd v Director-General of Inland Revenue 

[1979] 1 MLJ 1 

 

在这两个案件，法院裁定： 

 

物业发展费用 [Property Development Expenses] 是可从物业租

赁所产生的收入中扣除 [deductible from the income arising 

from the leasing of properties.]。 

在 Strawberry Park 这个案例： 

 

纳税人在其持有的 85年租赁土地上建造了 63个公寓单位。 

 

然后，它把公寓单位出租 [售]，租期 [Lease Period] 为 30年 [It then leased 

the condominium units for a duration of 30 years.]。 

 

法院裁定，出售 30 年的租赁权益所获得的收入，是按照 1967 年所得税法

令第 4（a）条文下所规定的营业收入征税，并可扣除物业发展所产生的费

用 [Property Development Expenses]。 

 

Credit to: Skrine 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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