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个常见问题 

适用于符合资格并已在生活援助金(BSH)下登记的 B40 收入群体个人、符合资格并已在国

家关怀援助金(BPN)下登记的 M40 收入群体个人以及在大众银行/大众回教银行已获批准贷

款/融资额 <15万令吉的微型企业的 “确认选择参与扩大针对性还款/付款援助（ETRA）”

（从 2020 年 12月 1日起生效） 
 

No. 问题 答案 

1. 倘若只有一(1)位联名户口的个人被

归类为已在 BSH 数据库下登记的 B40

收入群体，是否仍然符合“确认选

择参与 ETRA”的资格？ 

可以。任何一(1)位联名的个人若被归类为

已在 BSH数据库下登记的 B40收入群体，则

符合“确认选择参与 ETRA”的资格。 

2. 倘若我在大众银行/大众回教银行拥

有 2项贷款/融资，而其中一项是在

折损(烂账)状况，我是否仍符合

“确认选择参与 ETRA”的资格？  

您的户口必须是非信用折损(非烂账)户口

才符合资格。  

3. 此“确认选择参与 ETRA”需要提供

什么文件？ 

若为个人顾客，您必须是被归类为已在 BSH

数据库下登记的 B40收入群体个人或被归类

在 BPN数据库下登记的 M40收入群体个人。 

（无须提供文件） 

 

若为微型企业，提供自我声明以及获批准

的原有融资额为 < 15 万令吉，无须提供其

他文件。 

4. “确认选择参与ETRA”的标准条款是

什么？ 

 

 

 

 

选择1 

3 个月递延还款/付款(零分期付款)  

或 

选择2 

现有每月贷款/融资分期付款额减低50%，  

为期6个月 

备注： 

a. 还款/付款安排是从下一个月份起生效。 

b. 选择2不适用于在现有“针对性还款/付

款援助（TRA）“下的B40/M40/微型企业

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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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确认选择参与 ETRA”下的利息/利

润/租金率怎么计算？ 

 

此利息/利润/租金是否有复利？ 

您的贷款/融资的现有利息/利润/租金率保

持不变。 
 

至于传统贷款，利息将每月/每日按复利应

计。 
 

至于回教融资，依据回教教义原则，利润/

租金将继续按照无复利的基础应计。 

6. “确认选择参与 ETRA”是否有额外

的借贷/融资成本？ 

基于递延还款安排（上述第 4项），“确认

选择参与 ETRA”将产生更高的整体借贷/融

资成本，惟在固定利率和 BAE个人融资下的

回教融资则除外。 
 

我们将在发送至您电子邮件的电子通知书

中，通知您关于额外的借贷/融资成本。 
 

无论如何，在您提交“确认选择参与

ETRA”之前，您也可联络我们的援助热

线，查询关于额外借贷/融资成本的事项。 
 

说明范例 

尚欠结余  : RM100,000 

分期付款  : RM1,800 

利息      : 3.07% (即基贷率 -2.4%) 

剩余贷款/融资期 : 60个月 

延长后的剩余贷款/月份：3 个月 + 60个月 

融资期：63个月 

额外借贷/融资成

本         

RM 

选择 1                    900 

选择 2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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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问题 答案 

7. 倘若我已在早前选择不参与自动延

缓还款（2020 年 4 月至 9 月），我

是否仍然符合“确认选择参与

ETRA”的资格？ 

是的，您仍然符合“确认选择参与 ETRA”的资

格。 

8. 倘若我是 B40 收入群体个人/M40 收

入群体个人/微型企业，现在因失业

而仍然在 3个月延长递延还款的援助

下，我是否仍然符合“确认选择参

与 ETRA”的资格？ 

是的，您仍然符合“确认选择参与 ETRA”的

资格。 

9. 倘若我是 B40 收入群体个人/微型企

业 ， 现 在 仍 然 在 TRA （ 即 选 择

1/2/3）下，我是否仍然符合“确认

选择参与 ETRA”的资格？ 

是的，您仍然符合“确认选择参与 ETRA”下

的选择 1的资格。 

备注： 

选择 1 和选择 2 下的 TRA 若与选择 2 下的新

ETRA 比较，前者更为伸缩性并惠及客户。 

10. 倘若本人（微型企业）在大众银行/

大众回教银行获得批准的贷款/融资

限额超过 15 万令吉。我是否仍然符

合“确认选择参与 ETRA”的资格？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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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倘若我在 2020年 12月“确认选择参

与 ETRA”，那么在选择 1 和选择 2

下，我的还款/付款的有效期是何

时？   

选择1   

3 个月递延还款/付款(零分期付款)  

“确认选择参与”

的月份 

3个月 

分期付款递延期 

2020年11月 2020年12月至 

2021年2月 

2020年12月 2021年1月至 

2021年3月 

2021年1月 2021年2月至 

2021年4月 

2021年2月至 

2021年6月 

一如上述，分期付款

递延付款从下一个月

的账单开始 

 

选择2 

现有每月贷款/融资分期付款额减低50%， 

为期6个月。 

 

● 现有每月贷款/融资的分期付款额减低

50%，从下一个月份起的账单生效。 

 

12. 倘若我是在 BPN 数据库下登记的 M40

收入群体，我是否符合此“确认选

择参与 ETRA”的资格？  

是的，您符合资格确认选择参与选择2，即现有

的每月分期付款减低 50%，长达 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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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倘若我(客户)是 M40 收入群体，

但是我的配偶(非客户)是 BSH 下

的 B40 收入群体，我是否符合此

“确认选择参与 ETRA”的资格？ 

  

是的，您仍然符合此“确认选择参与 ETRA”的

资格；即选择 1和选择 2。 

14. 若我有兴趣，我在什么时候以及

如何在线上选择申请有关的 ETRA

援助？ 

 

 

从 2020 年 11 月 23 日起当您收到 SMS 短讯邀请

时，您即可提交您的数位化“确认选择参与”

表格。 

(此援助申请提供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止)  

15. 什么时候我才会收到此数位“确

认选择参与ETRA”的结果？ 

 

当您提交数位“确认选择参与ETRA”后，所有

成功提交的申请将会即刻收到一份电子通知

书，免除繁琐。 

 

因此，在成功提交申请后，请即刻查看您的电

子邮件，以获得电子通知书(无须数位接纳)。 
 

16. 逐步发放贷款/融资下符合资格的

B40/M40 客户，是否符合申请

ETRA选择2的资格？ 

可以。惟该贷款/融资必须是在 2020 年 10 月 1

日当天或之前所批准的。 

 

客户可在 2020 年 12 月 1 日，提交非数位/书面

的确认选择参与表格给本银行。 

 

无论如何，它不适用在大众银行/大众回教银行

已经拥有现有 TRA的 B40/M40 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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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问题 答案 

17. 逐步发放贷款/融资下符合资格的

B40/M40客户在ETRA选择2下为期    

6个月还款/付款减少50%是怎么计

算的？ 

 

 

 

 

 

 

 

 

 

 

 

 

 

 

 

 

 

为期 6个月减低利息 50% 是在确认选择参与的

当下，根据前一个月杪的利息计算。 

 

说明范例 

 

确认选择

参与的 

月份 

 

前一个月杪

的利息 

为期 6 个月减低

利息 50% 是在确

认选择参与的当

下，根据前一个

月杪的利息计算 

2020 年

12月 

2020 年 

11月 

500令吉 

250 令吉 

2021 年 1月至

2021 年 6月 

2021 年 

1月 

2020年 

12月 

500令吉 

250 令吉 

2021 年 2月至

2021 年 7月 

2021 年 

2月 

2021 年 1月 

500令吉 

250 令吉 

2021 年 3月至

2021 年 8月 
 

18. 这项ETRA是否会影响我在马来西

亚国家银行中央信用资讯系统记

录(CCRIS)的信贷评级？  

不会，您的户口不会以重新安排和重组贷款

(R&R)形式在CCRIS申报。   

 

19. 倘若本人不符合BSH下的B40收入

群体、BPN下的M40收入群体和微

型企业还款/付款安排，是否另有

其他的可行选择可帮助我？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设立的的信贷咨询与债务管

理机构 (AKPK)提供关于金钱管理、信贷咨

询、金融教育和债务重组的免费服务。 

 

欲 查 询 详 情 ， 请 拨 电 联 络 AKPK @                         

03-26167766 或 拜 访  AKPK 的 客 户 平 台 

www.akpk.org.my  

 

http://www.akpk.org.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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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问题 答案 

20. 现有的保险，即抵押递减定期保险

(MDTA)/ 抵 押 递 减 个人 意 外 保 险 

(MRPA)/ 抵 押 递 减 定期 回 教 融 资 

(MRTT)/商业融资定期回教保险递减

(BFTTR) (若有) 是否对此扩大针对

性还款/付款援助而延长的贷款/融资

提供保障？ 

否。 

21. 如果我要延长因给予/接受扩大还款

延缓还款/付款安排的贷款/融资期的

保险/回教保险保障，我该怎么做？ 

您应接洽您的保险公司/回教保险公司，以及

时延长有关的保险/回教保险保障。 

 

22. 针对现有的附有保险保障的贷款/融

资，是否强制性必须延长保险保障？ 

客户提交延长保险/回教保险保障是

否有截止日期？ 

并非强制性。 

 

没有截止日期。客户若直接联系保险/回教保

险公司以及按照客户本身的斟酌决定或需求

以延长保险/回教保险保障，会更为方便。 

23. 本人目前是在扩大还款援助 ETRA (B40) 

(选择 2)下的第 1 层次还款 (分期付款额

减少 50%，为期 6 个月)。本人的扩大针

对性还款援助将于 2021年 5 月结束，我

是否能够申请多次针对性还款援助？ 

是的。您可以申请第二/第三次 TRA 还款援

助。您必须在月杪前偿还现有针对性还款援助

(TRA) /扩大针对性还款援助(ETRA)的尚欠每月

分期付款 (若有) (先决条件)。现有尚欠每月

分期付款/每月 ijarah 租金不得资本化/归零。 

24. 在申请表格和附加献议书上有一个

条款‘延长贷款/融资期，并且复

利或应计利润/租金按照申请针对性

还款援助(TRA) /扩大针对性还款援助

(ETRA)的日期时征收的现有合约率/

利润率/租金率计算’。现有的合约

率/利润率/租金率是指什么？ 

现有的合约率/利润率/租金率即是指在您申

请针对性还款援助(TRA)/扩大针对性还款援

助(ETRA)的日期时征收的合约率，也是今

后最新的合约率/利润率/租金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