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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税务信息  

 

电子商务交易新规 

 

印度尼西亚政府已颁布 2019年第 80号政府条例（"GR-80"），涉及通

过电子系统或电子商务平台进行交易。 

 

GR-80用意是完善 2014 年第 7 号法律关于贸易（"贸易法"）第 66 

条。由于贸易法没有具体涉及电子商务，现在 GR-80旨在为电子商务业

务提供监管基础。 

 

GR-80 与税务相关的显著要点重点如下： 

 

1. 电子商务从业者 

 

GR-80定义电子商务术语，如电子商务交易、电子系统、电子合同和电子通信。从事电子商务业务缔约方的定义如

下： 

 电子商务提供商是提供电子商务业务通信平台的个人或企业实体。 

 商家是通过电子商务提供商开展业务的个人或商业实体交易者。 

 中介提供商是提供电子商务提供商和商家之间设施（包括通信）的个人或企业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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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方可以是本地实或外国实体。 

2. 外国电子商务从业人员 

 

外国电子商务从业人员如果达到某些标准的门槛，即被视为有国内实体存在： 

 交易数量； 

 交易价值； 

 运输包裹数量；和 

 流量/用户数。 

 

贸易部长在实施条例时将进一步规范这些标准。  

 

外国电子商务从业人员应指定印度尼西亚代表，该代表有权代表外国电子商务从业人员行事。如果符合这一要求，则需

要为代表人登记税务识别号码（Nomor Pokok Wajib Pajak/"NPWP"）。这可能导致潜在印度尼西亚常设机构

（PE）的潜在问题。 

 

3. 税收 

 

根据 GR-80规定，电子商务业务的征税方面将遵循现行税法。目前，政府正在起草《税收综合法》，其中包括对数字

交易征税。 

 

关于 GR-80法律方面，请参阅 Hermawan Juniarto & Partners 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发布的资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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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 2019 年 10 月所得税（PPh）延迟填写申报表行政处罚 

 

税务总局（"DGT"）已发出决定函 KEP-692/PJ/2019，免除对纳税人的行政处罚，并且不向符合下列条件的纳税人发出

2019年 10月延迟申报所得税（PPh）的征税函： 

1. 无法于 2019年 11月 20日通过电子申请系统提交;和 

2. 无法于 2019年 11月 21日至 2019年 11月 26日通过电子统直接、邮寄、快递或集运提交。 

 

由于 DGT的应用系统于上述日期出现技术问题（错误），故豁免行政处罚。 

 

 

印度尼西亚与塔吉克斯坦的税务条约 

 

印尼总统通过颁布第 76号总统条例，批准印尼政府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政府之间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DTA）——2019

年第 76号。DTA于 2003年 10月 28日在印度尼西亚签署。 

 

本 DTA的股息、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最高预扣税率，以及常设成立时间限制，概述如下： 

股息 利息 特权使用费 常设机构税率 (1) 时间限制 (2) 

10% 10% 10% 10% 6个月 或 91天 

 

备注: 

1) 按印度尼西亚所得税法第 26章第 4点的规定征收税后利润总额。 

2) 6个月时间限制适用于建筑工地、建筑、装配或安装项目，或相关监督服务。同时，91天时间限制适用于咨询和其他服务。 

 

协定将在日后生效，两国政府应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正式要求遵守协议。协议提及关于在一月一日或之后的收入，收入扣税

规定将在协议生效后一年内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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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流程方案 
iatmawijaya@deloi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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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tna Lie 商业税与业务流程方案 ratnali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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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