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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份印尼税务资讯 

Energy, Resources and Industrial (ER&I) 
Regulation 

关于转让石油天然气区块参与权益的新规定 
 

根据成本回收安排，上游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分成合同（PSCs）的印尼税务处理受 2010 年第 79 号政府条例（GR）的监

管，并经 2017 年第 27 号政府条例（PP-79）修订； 
 
虽然 PP-79 和 PP-53 以及第 257/PMK.011/2011 号财政部（MoF）条例（PMK-257）涵盖了与 PSC 参与权益（PI）转让相关

的税务处理，在 2021 年 8 月 31 日，印尼政府颁布了 2021 年第 93 号 GR（PP-93），以取代 PP-79 和 PP-53 中的相关 PI

转让条款。 
 

颁布 PP-93 的目的是提供法律确定性，在上游行业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并支持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的重组。  

 

PP-93 说明了 PSC 中的 PI 是可直接或间接拥有的不动资产。转让 PI 被视为 PSC 承包商产生收入，因此需缴纳最终所得

税。如果转让满足某些条件, PP-93 还提供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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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总结了 PP-93 的主要规定:  
 

  主题 直接转让 间接转让 

转让说明 (PP-93 为间接

转让提供了进一步指导) 

承包商将其在 PSC 区块中的 PI 转让给另一方 PSC 区块中的 PI 通过出售拥有 PI 的承包商的股份或承包

商的直接或间接所有者的股份转让给另一方，不管持股

情况如何。 

最终所得税率 (PP-93 与

PP-79/PP-53 没有变化) 

• 5%,如果转让是在勘探阶段进行的；或 

• 7%,如果转让是在开发阶段进行的. 

税基 (PP-93 阐明间接 PI

转让的税基) 

• 任何名称和形式的实际转让价格；或 

• 公平价值（关联方转让） 

PSC 的公平市场价值，考虑股权比例和转让的 PI 百

分比。 

纳税时间到期 （PP-93 修

改了间接 PI 转让应纳税

的时间） 

较早的 

• PI 的付款时间； 

• PI 转让生效时；或 

• 能源和矿产资源部批准转让 PI 时。 

发生在 PI 转让的财政年度结束时。 

转让 PI以获得最终所得

免税资格的条件（PP-93

为间接 PI转让引入了新

的免税）   

如果满足以下所有条件，则在勘探阶段直接转让 PI

可免税； 

• 承包商未将其全部 PI 转让给另一方； 

• 承包商拥有 PI超过三年； 

• 已开展勘探活动；和 

• 转让不是为了盈利。 

 

在开采阶段，为满足承包商在 PSC 合同或相关法律

下的义务而进行的 PI 直接转让可免税。 

如果满足以下一个或多个条件，则在勘探和开发阶段间

接转让 PI 可免税： 

(a) 根据现行的常规所得税制度，股份转让收益已

缴纳所得税; 

(b) 根据现行所得税法，转让已在印尼缴纳最终所

得税； 

(c) 转让作为重组的一部分进行，其中税务中性重

组已获得税务总局（DGT）的批准；和、或 

(d) 转让是重组的一部分，不是为了盈利，最终母

公司保持不变。 

 

PP-93 提供了上述每种条件的示例。 

 

对于上述（d）点内的转让： 

• 转让必须在财政年度结束后的第四个月内通知

DGT； 

• 向 DGT 发出的通知必须附有某些证明文件，如交易

文件、经审计的财务报表、重组批准等。；和 

• DGT 有权对承包商进行审计，以确保转让不会产生

利润，且最终母公司保持不变。 

 

关于 PP-93 的一些观察结果包括： 
 

• PP-93 颁布后，PP-79 和 PP-53 中与 PI 转让相关的规定被撤销。将发布财政部条例作为 PP-93 的实施条例； 
 

• 在 2011 年，财政部颁布了 PMK-257，作为原 PP-79 的实施条例。根据 PMK-257（指原始 PP-79），转让 PI 的最终所

得税后利润应缴纳第 26（4）条所得税（分支机构利润税（BPT））。虽然 2017 年 PP-79 修订时取消了 BPT 要求，但

PMK-257 并未更新以反映该变化。PP-93 包括 PP-79 和 PP-53 中与 PI 转让相关的实施条例仍然有效的规定，除非它们

与 PP-93 相矛盾。由于 PP-93 明确规定，在缴纳最终所得税后转让 PI 的收入不需要缴纳进一步的所得税，因此 PMK-

257 下的 BPT 要求应不再有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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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PMK-257，实际转让价值用作计算 PI 间接转让最终所得税的基础。该价值不一定反映被转让区块的市场价值。

PP-93 通过说明石油和天然气区块的公平市场价值（考虑到股权比例和转让的 PI 百分比）作为计算 PI 间接转让最终

所得税的基础来解决这一问题。然而，PP-93 没有说明是否需要独立第三方的估价报告来确定 PSC 的市场价值。 

 

PP-93 对上游石油和天然气业务具有重大影响。希望在 PSC 中转让或获得 PI 的 PSC 承包商和潜在投资者应审查 PP-93 对 PI

交易的税务影响。如果您对 PP-93 及其对您业务的影响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Deloitte Touche Solutions 的税务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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