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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发布了有关国别报告（CbCR）的实施条例，该条例详细说明了国别报告的程序和

提交报告条件。 

 

在 2017 年初通过财政部（“MoF”）条例 213 / PMK.03 / 2016（“PMK-213”）颁布关于 CbCR 要求后，税务总局

（“DGT”）发布了有关期待已久的国别报告（“CbCR”）的实施条例，即 DGT 条例号 29/PJ/2017 (“PER-29”) 关于

“CbCR 的管理程序”，请参阅我们的税务信息 2017 年 1 月版本。 

 

PMK-213 和 PER-29 都基本符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通过行动 13 的基础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

项目和为了执行国别报告而有 OECD 发布的指导。 

 

PER -29 广泛地就以下事项提供详细的指导： 

(a) 哪些企业集团/跨国企业集团需要在印度尼西亚提交 CbCR; 

(b) 作为 CbCR 申报的一部分，需要准备和提交什么文件; 和 

(c) 在印度尼西亚编制和提交 CbCR 的时间表。 

 

PER-29 自 2017 年 12 月 29 日起生效并覆盖 2016 财务年度（FY）之后对 CbCR 申报的要求。本税务信息总结了 PER-

29 的关键点并且为印尼纳税人对印尼 CbCR 要求提供了全面的分析。 

 

  

2018 年 1 月 22 日 

 2018 年 1 月特别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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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企业集团/跨国企业集团需要在印度尼西亚提交 CbCR？ 

 

与 PMK-213 一致，任何符合以下标准的当地纳税人都必须在印度尼西亚准备并提交 CbCR： 

- 拥有合并总收入为 11,000,000,000,000 印尼盾的企业集团的母公司1 (“主要申报机制”);  

在主要申报机制下， PER-29 说明代理备案的选择部适用于作为企业集团的母公司是当地纳税人。这表明当地母公司

应该在印度尼西亚准备并提交 CbCR，因为它不能在印度尼西亚或海外司法管辖区的其他单位以满足前者的 CbCR 义

务。 

 或 

- 其母公司位于外国管辖范围内的组成实体2， 母公司所在的国家有如下情况：  

 不需要提交 CbCR; 或  

 按照 Qualifying Competent Authority Agreement(QCAA)3,与印度尼西亚政府没有交流信息达成协议;或  

 有协议，但印度尼西亚政府不能获得信息 

(“二级备案机制”). 

 

在二级备案机制的情况下，PER-29 限制了 CbCR 的申报要求，仅只对哪些满足母公司及组织实体的具体标准的当地纳税

人。标准如下表： 

 

母公司的标准 组织实体的标准 

母公司在有关财政年度（根据合并财务报表）拥有合并的总营

业额至少如下： 

 

1) 等于 €750 million 欧元（根据母公司在 2015 年 1 月 1

日的功能货币汇率），如果母公司的国家或管辖范围不要

求申报 CbCR；或 

 

2) 由该母公司所在司法管辖区确定合并总营业额的门槛，其

作为确定提交 CbCR 要求的基础。 

a. 每个跨国企业集团成员的独立企业实体并且合并报表

计入到母公司或每个独立企业实体包括在跨国企业集

团在内并且合并报表计入到母公司 

b. 上述企业实体的每个常设机构均有单独的财务报表。 

 

PER-29 进一步向当地纳税人提供豁免，由海外母公司根据二级备案机制在印度尼西亚提交 CbCR，如果母公司指定一个代

理母公司并满足以下条件： 

a. 当地纳税人向 DGT 提交代理母公司通知；及 

b. 代理母公司所在的国家/管辖地区如下： 

1) 要求提交 CbCR; 及 

2) 印度尼西亚政府可以获得的 QCAA 和 CbCRa. 

 

以上述为例，如果母公司设立在美国，提名下属子公司在符合条件的国家，如英国，以提交跨国企业集团的 CbCr 文件在英

国，则当地纳税人不需要再印尼提交 CbCR. 

 

 

 

 

 

                                                

 

1  “母公司” 是企业集团中的一个成员，即（a）由企业集团中的一个或多个其他成员不直接或间接地拥有，或（b）由另一个实体直接或间

接拥有，但后者没有义务编制此类母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 

2  “组成实体”是指是母公司和 CbCR 所涵盖的企业集团的成员 

3  印度尼西亚政府主管当局（CA）与合作国家/司法管辖区的 CA 之间的协议，要求双方自动交换 C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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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CbCR 申报的一部分，需要准备和提交什么文件? 

 

PER-29 介绍通过 CbCR 通知表6，向 DGT 提交通知。该表格通常要求当地纳税人提供一份声明，说明是否有义务提交

CbCR。下表总结了各个企业集团/跨国企业集团需要提交的文件类型。 

 

公司实体的标准 文件 

一家企业集团的印尼母公司必须在印尼提交 CbCR - 通知表格 

- CbCR; 及 

- CbCR 工作文件（参见 PMK-213 的附录 E） 

印尼组成公司实体（母公司位于外国管辖范围内）不需要在印

尼提交 CbCR 

- 通知表格 

 

印尼组成公司实体（代理母公司位于外国管辖的范围内）不需

要在印尼提交 CbCR 

- 通知表格 

 

印尼组成公司实体（母公司位于外国管辖的范围内）需要在印

尼提交 CbCR 

- 通知表格 

- CbCR 

 

 具有关联交易的印尼纳税人，但没有要求在印度尼西亚提交 

CbCR 

- 通知表格 

 

通过本条例已说明只有企业集团的印尼母公司需要提交 CbCR 的工作文件。 

 

以上文件需要通过 DJP 上线（DGT 官网）或原件提交，如果 DGP 上线不可用。PER-29 PER-29 还规定，提交文件通常应

采用电子方式提交，即使用经合组织推荐的可扩展标记语言（XML）作为 BEPS 行动 13 的一部分，交换税务机关之间的信

息，以及接收来自跨国企业集团报告的信息。  

 

提交通知和/或 CbCR 后，纳税人应收到收据。该收据必须附在年度企业所得税申报表（CITR）上。CbCR 提交的收据可以

附在 CITR 上，作为 CbCR 的替代品。 因此，CbCR 本身不需要附属于 CITR。 

 

  

                                                

 

6 此通知的格式已提供作为条例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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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尼西亚准备和提交 CbCR 的时间表 

 

CbCR 必须在当地纳税人的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12（十二）个月内提供。通知表格以及 CbCR（连同工作文件，如需要）应在

下列期间内同时提交: 

 

 对于 2016 财年，财年结束后的 16（十六）个月 

 对于 2017 财年及之后，财年结束后的 12（十二）个月 

 

PER-29 提到，在印度尼西亚提交 CbCR 的义务应基于母公司开始 2016 年度的财政年度。 

 

PER-29 还指出，如果印度尼西亚政府无法获得 CbCR，当地纳税人应该在 DGT 公布（在其网站）的三个月内提交 CbCR，

其 DGT 拥有 QCAA 的国家/管辖地区名单，但是不能获得 CbCR。如果在 3 个月的期间，当地纳税人未能提交 CbCR，DGT

将发出正式函件，并提交的截止日期是函件日期的 30 日后。 

 

其他重要的考虑 

 

处罚 

 

PER-29 没有明确对于在要求的时间表内无法提交相关 CbCR 文件而导致的处罚或后果。但是，如果在 CITR 没有附上要求

的申报通知的收据和/或 CbCR 的申报，可能会触发 CITR 可能被视为不完整的情况，因此纳税人可能会被罚款 1,000,000

印尼盾，高达任何未付税额的 50％。 

 

在 QCAA 下进行 CbCR 交换 

 

根据 2017 年 12 月的更新情况，交换关系已经启用，印度尼西亚迄今已与 46 个国家签署了 QCAA。到目前为止，已有 68

个国家签署了相关 CbCR 交换的经合组织“多边主管当局协议”（MCAA）8.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某些国家（如新加

坡，巴西等），CbCR 的交换仅在 2017 年 1 月 1 日或之后开始的应纳税年度有效，甚至 2018 年 1 月 1 日（马来西亚，瑞

士等）。在这种情况下，经合组织建议允许跨国企业集团的母公司在该管辖范围内的自 2016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开始的财政

期间自愿提交 CbCR。这将有助于满足在当地国家管辖范围内提交 CbCR 的时间表，以符合提交二级备案机制的条件。但

是，在 PER-29 中没有提到这样的参考。 因此，当地纳税人应就其申报情况和要求与其母公司进行磋商和讨论。  

 

在其他情况下，为了在印尼提交 CbCR 的目的，在母公司和当地纳税人之间的应税年终上也可能出现时间问题。PER-29 没

有就在这段时间内可能产生的当地申报义务提供任何指导或提供解决这个问题的过渡方案。 

 

此外，PER-29 在提交通知要求之日也没有提供任何灵活性，正如经合组织在其关于 CbCR 的实施准则中所建议。 

 

与美国的 CbCR 交换 

 

美国还没有签署经合组织的 MCAA，迄今为止还没有与印度尼西亚达成双边主管当局达成交换 CbCR 的协议9. 因此，所有在

印度尼西亚设有子公司的美国跨国企业集团可能需要根据二级备案机制提交 CbCR 或委任代理母公司以满足上述条件而无需

在印度尼西亚提交 CbCR。 

 

 

 

 

 

                                                

 

8  根据 OECD 官网 http://www.oecd.org/tax/beps/country-by-country-exchange-relationships.htm (关于国别的交换关系) 
9 根据美国税务局（IRS）网站提供的最新更新（最新更新截至 2018 年 1 月 12 日））https://www.irs.gov/businesses/country-by-

country-reporting-jurisdiction-status-table 

http://www.oecd.org/tax/beps/country-by-country-exchange-relationships.htm
https://www.irs.gov/businesses/country-by-country-reporting-jurisdiction-status-table
https://www.irs.gov/businesses/country-by-country-reporting-jurisdiction-status-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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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PER-29 的发布反映了 DGT 继续努力，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通过 BEPS 项目的行动 13 提出的新转让定价规则变得清晰。

DGT 颁布本条例是可预见的并且考虑到即将达到提交 CbCR 合规要求的最后期限，这确实是一个需要性的指导。  

 

在海外母公司超过 7.5 亿欧元的门槛并且运作在不属于 MCAA 一方的司法管辖地区的情况下，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可以在双边

协议下进行交换，包括印尼税收协定和税务信息交换协议。因此，跨国企业集团应在印尼于 2016 财年的 16 个月期间准备

提交 CbCR。或者，它可以指定代理母公司在另一个司法管辖地区（与印尼拥有 QCAA）提交，以获得不必在印尼提交

CbCR 而取得豁免。 

 

根据本条例规定的条件，它充分表明印尼致力于经合组织的 BEPS 项目。此关于 CbCR 实施方面的新规定，为当地纳税人了

解提交 CbCR 申报的合规要求提供了一个明确的途径。考虑到 2016 财年首次提交 CbCR 将在 2018 年 4 月到期，纳税人必

须积极主动地确保合规规定的要求得到满足，并与企业集团或跨国企业集团的负责人进行有效协调，以整理和准备必要的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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