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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税务信息 
 

应课税奢侈品更新：须向机动车辆征收奢侈品销售税（"LST") 
2019 年第 73 条政府法规（"GR-73"）关于应税奢侈品的《机

动车辆须缴纳奢侈品销售税的规定》将在颁布后两年生效。

GR-73 将取代 2013 年第 41 条法规（"GR-41"）和 2014 年第 

22 条法规（"GR-22"）。 

 

政府通过 GR-73 改变机动车辆的 LST 税率基础。政府以往仅根

据车辆类型和气缸加注容量制定 LST 税率。政府现增加燃料消

耗和排放水平为 LST 税率的指标之一。这意味着对环境较差的

车辆，即较高的油耗水平和排放废气，将征收更高的 LST 税

率。 

  

2019 年 11 月 29 日 

  2019 年 11 月份 

本信息亮点: 

 

1. 对应税奢侈品奢侈品机动车辆征收销售税

（"LST"）更新 

 

2. 关于申告外国客户信息的要求更新 

 

3. 关于全面生产可灭绝商品申报条款的更新 

 

4. 对煤矿企业家货物进口免征进口关税和/或

增值税 



印尼税务信息 | 2019 年 11 月份 

第 2 页 

 

GR-73 还为低成本环保汽车（LCGC）计划中包含的机动车辆、使用全和/或轻度混合动力技术的四轮机动车

辆、使用灵活发动机技术（生物燃料 100）的四轮机动车辆以及使用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电池或燃料电池

电动汽车技术的四轮机动车辆提供了进一步的 LST 激励机制。这种奖励已经按照 2019 年第 55 号总统条例

进行，而政府则提供财政奖励，以加快实施电动汽车方案。此奖励的有效期为自本 GR-73 颁布起的 10 年

（十）年。 

 

总之，GR-73 下 LST 费率的主要变化如下： 

机动车类别 LST 利率 

载客少于 10（十）个人的机

动车辆 

 15% - 40% LST（取决于燃油效率和排放水平）适用于发动机容量高

达 3,000 cc 的机动车辆 

 40% - 70% LST（取决于燃油效率和排放水平）适用于发动机容量为 

3,000 cc – 4,000 cc 的机动车辆 

 15% LST 适用于仅在电机系统上运行的机动车辆 

可携带 10 （十）至 15（十

五）个人的机动车辆 

 15% - 20% LST（取决于燃油效率和排放水平）适用于发动机容量高

达 3,000 cc 的机动车辆 

 25% - 30% LST（取决于燃油效率和排放水平）适用于发动机容量为 

3,000 cc – 4,000 cc 的机动车辆 

 15% LST 适用于仅在电机系统上运行的机动车辆 

带双舱的四轮机动车辆 

 10% - 15% LST（取决于燃油效率和排放水平）适用于双驾驶室，发

动机容量高达 3,000 cc 的机动车辆 

 20% - 30% LST（取决于燃油效率和排放水平）适用于双驾驶室，发

动机容量为 3,000 - 4,000 cc 的电机循环 

 10% LST 适用于双驾驶室仅运行在电机系统上的机动车辆 

低碳排放的四轮机动车辆 

 15% 的 LST 税基，适用于低成本绿色汽车 （LCGC） 车辆计划中包含

的机动车辆销售价格的 20% 的税基 

 15% LST 税基 13.33% - 80% 销售价格（取决于燃油类型、燃油效率

和排放水平），适用于采用全混合动力和/或轻度混合动力技术的四轮

机动车辆，发动机容量高达 3,000 cc 

 20% - 30% LST（取决于燃油类型、燃油效率和排放水平）适用于采

用全混合动力和/或轻度混合动力技术的四轮机动车辆，发动机容量为 

3,000 cc - 4,000 cc 

 15% LST 税基 53.33% 的销售价格适用于使用弹性发动机技术的四轮

机动车辆（生物燃料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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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电池或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技术适用于四轮混

合动力汽车、电动电池或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技术的税基为 0% 的税基 

15% 的 LST 

其他 

 95% LST 适用于： 

a. 发动机容量超过 4,000 cc 的机动车辆; 

b. 发动机容量超过 500 cc 的两轮或三轮机动车辆;或 

c. 大篷车类型的拖车和半挂车，用于住房或露营。 

某些机动车辆的 LST 豁免有

效性 
只要符合适用规定的要求，可从五年缩短到四年 

 

随着 GR-73 的发行，政府打算优先使用环保型车辆，以吸引对相关行业的投资，如电动汽车行业和其他与电

动车辆相关的行业。 

 

申报外国客户信息的要求更新 
 

金融服务管理局（"OJK"）已发布第 25/POJK.03/2019 号法规，关于向国家/地区合作伙伴或司法管辖区合

作伙伴申报与税务相关的外国客户信息，以撤销以前的法规，其中包括： 

1. POJK No. 25/POJK.03/2015 关于向合作伙伴国家或合作伙伴司法管辖区报告有关外国客户税务的信

息；和 

2. SEOJK No. 16/seojk.03/2017 关于报告外国客户与具有通用报告标准的国际自动信息交换税务有关

的信息。 

 

该条例支持金融服务机构（"LJK"）在银行、资本市场和保险部门实现金融信息自动交换（"AEOI"）。LJK 通

过 OJK 向税务总局 （"DGT"） 提交有关外国客户的信息。 
 

以下表格是以前法规的更改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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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JK 报告应包括： 

a. 银行部门的 LJK： 

1) 商业银行（包括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银行）; 

2) 农村银行；和 

3) 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农村银行； 

b. 资本市场部门的 LJK： 

1) 股份公司；和 

2) 托管银行； 

c. 保险行业的 LJK： 

1) 人寿保险公司和以伊斯兰教为本的人寿保险公司；和 

2) 一般保险公司和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一般保险公司。 
 

财务信息报告应包括财务账户持有人的身份、财务账户数量、报告 LJK 的身份、财务账户中的余额或金额以

及与 LJK 个人或公司财务帐户相关的收入具有 AEOI 协议中所管辖的特定标准的客户。 

财务信息报告应通过外国客户信息报告系统 （SiPINA）在线提交，不迟于 AEOI 协议期限 60 （六十） 天，

以便印度尼西亚政府和国家合作伙伴/司法管辖区合作伙伴的政府之间交换财务信息。例如，截止日期为每年 

9 月 30 日，而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信息，最迟提交日期为 2020 年 8 月 1 日。 
 

该条例已于 2019 年 10 月 16 日生效。 

No. Description POJK No. 25/POJK.03/2015 POJK No. 25/POJK.03/2019

1 Reporting detail 
Detailed explanation in SEOJK No. 

16/seojk.03/2017
Detail is available in the POJK

2 LJK category Not particularly described

Consist of:

a. LJK in banking sector:

    1. Commercial Bank;

    2. Rural Bank; and

    3. Sharia-based Bank;

b. LJK in capital market sector:

    1. Stock Company; and

    2. Custodian Bank;

c. LJK in insurance sector:

    1. Life Insurance Company and Sharia-

        based Life Insurance Company; and

    2. General Insurance Company and 

        Sharia-based General Insurance 

        Company.    

3 Reporting mechanism
- Through OJK

- Directly to Tax Office

Through online channel by registering in 

order to obtain access rights to Foreign 

Customer Information Reporting System 

(SiPINA) from OJK 

4 LJK obligations

Required to submit information concerning 

account having minimum balance or 

amount in accordance with AEOI agreement. 

To submit the report containing financial 

information prepared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for all financial 

accounts identified as required to be 

reported to Indonesian taxation authority 

5 Person-in-charge Not particularly described

1. 1 (one) person-in-charge for reporting;

    and

2. Person-in-charge may appoint 1 (one)

    officer with obligation only to submit the

    report as 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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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重点 
 

全面生产可灭绝商品申报条款最新规定 
 

财政部（"MoF"）已发布 PMK 第 134/PMK.04/2019 号（"PMK-134"），关于全面生产可灭绝商品的修正

案 PMK No.94/PMK.04/2016（"PMK-94"）。"全面生产可灭绝商品"是指货物完全生产并打算消费的时

间。当货物全面生产时，这一点是至关重要，因为印度尼西亚生产的可灭绝产品需征收消费税。 
 

该修正案旨在对生产切片烟草的企业家给予宽大处理。将前提条件可灭绝切片烟草更改为完全生产和包装产

品时。包装前销售的切片烟草（可由买方单独滚动的成品切片烟草）将不能被灭绝。根据这项规定，切片烟

草有望成为现成卷烟的替代品。 
 

以下是法规的更改明细： 

更改描述 PMK No. 94/PMK.04/2016 

（前法规） 

PMK No. 134/PMK.04/2019 

(新发规) 

切片烟草产品完全生产并打

算消费的时间确定 

当烟叶在制造过程中已被切碎时，

不论用于制造过程的替代品或辅助

产品。 

当烟叶在制造过程中已被切碎并包

装用于零售时，不用于制造过程的

替代品或辅助产品。 

有义务以完全生产切片烟草

制品的形式申报可灭绝的货

物 

如果烟草制品被包装成切片烟草，

以切片烟草的形式申请烟草制品，

其他企业家用作生产构成可灭绝商

品的成品的原料。 

删除 

 

PMK-134 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生效。 

 

对煤矿企业家进口货物免征进口关税和/或增值税 
 

财政部撤销 PMK No. 259/PMK.04/2016，並发行 PMK 第 116/PMK.04/2019 号，关于在工作合同 

（CoW）或煤矿商业协议（Perjanjian Karya Pengusahaan Pertambangan Batubara/ "PKP2B"）中免进

口税（BM）和/或增值税（VAT）。 
 

如果符合以下要求，承包商应免除或提供 BM 优惠，和/或免除增值税，： 

 PKP2B 承包商并且在 1990 年以前签订合同； 

 规定给予 BM 豁免或贷款； 

 规定或不规定 BM 豁免期限或设施；和 

 进口货物归国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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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货物的转让和移走，自进口申报之日起有效期为 2（两）年，但须经海关总署厅长批准。进口货物的转

让应产生应支付的 BM ，这与移走或再出口货物的免征 BM 和 / 或增值税不相同。但是，在拆除后保持其经

济价值的进口货物仍应缴纳 BM 和增值税。执行转移或移走的承包商应向授权海关主管办公室提交货物转移

或移走的变现报告，以便转移或移走货物。 

自 2019 年 8 月 13 日规定起，本条例适用 60（六十）天。



 

联系方法 
 

有关本信息的任何问题，可直接提交给本公司的对接人或以下任何税务合作伙伴： 

Melisa Himawan 

税务管理合作伙伴 
商业税和公司许可证 mehimawan@deloitte.com 

Ali Mardi Djohardi 商业税 alimardi@deloitte.com 

Balim 转让定价 bbalim@deloitte.com 

Cindy Sukiman  商业税 csukiman@deloitte.com 

Dionisius Damijanto 商业税 ddamijanto@deloitte.com 

Heru Supriyanto 商业税 hsupriyanto@deloitte.com 

Irene Atmawijaya 
全球雇主服务和 

业务流程解决方案 
iatmawijaya@deloitte.com 

John Lauwrenz 商业税与并购 jlauwrenz@deloitte.com 

Roy David Kiantiong  转让定价 rkiantiong@deloitte.com 

Roy Sidharta Tedja 
商业税、间接税和 

业务流程解决方案 
roytedja@deloitte.com 

Shivaji Das 转让定价 shivdas@deloitte.com 

Turmanto 
商业税和 

全球贸易咨询（海关） 
tturmanto@deloitte.com 

Yan Hardyana 商业税 yhardyana@deloi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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