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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份印尼税务信息 
Regulation 

关于延长 COVID-19的医疗物品减税和活动 
 

由于 COVID-19 没有消退，2021 年 12 月 31 日，印尼财政部长（MoF）颁布了第

226/PMK.03/2021 号条例（PMK-226）延长至 2022 年 6 月，在规定的

239/PMK.03/2020 的 2021 年 12 月 31 日提供的一些税收减免（经第

83/PMK.03/2021 号法规修订）和 2020 年第 9 号政府法规 （请参看 Tax Alert 

June 2020, Tax Alert July 2021, 和 Tax Info January 2021 ）PMK-226 在 2022 年 1 月

1 日开始生效。 

 

符合这些税收减免条件的机构包括; 

• 政府机构（卫生部(MoH)、省级和地方政府卫生部门、国家和地区灾害管理

机构 (Badan Penanggulangan Bencana Nasional/badan penanggulangan 

bencana daerah)); 

• 医院被指定为 COVID-19 患者的转诊医院; 和、或 

• 通知省级或地方卫生部门其打算向某些政府机构/机构或医院捐赠基本物品

（药品、疫苗和辅助设备、实验室设备、检测试剂盒、防护设备或护理设

备）的其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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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信息亮点: 
 

1. 关于延长 COVID-19 的医疗物品减税

和活动 

2. 新印尼-新加坡税收协定生效 

3. 政府颁布初步退税规定的更新 

 

海关重点: 

4. 根据 D-8 成员国贸易优惠协定对进

口货物征收进口关税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id/Documents/tax/id-tax-alert-en-jun2020.pdf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id/Documents/tax/id-tax-alert-en-jun2020.pdf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id/Documents/tax/id-tax-alert-en-july2021.pdf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id/Documents/tax/id-tax-info-jan2021.pdf
新印尼-新加坡税收协定生效
新印尼-新加坡税收协定生效
新印尼-新加坡税收协定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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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优惠 

符合条件的接受者进口应税基本货物有资格享受未征收增值税优惠。 

以下应税货物的本地交付符合政府承担增值税优惠的条件： 

• 可增值税企业家 (Pengusaha Kena Pajak (PKP)) 向符合条件的接受者交付应税

基本商品（包括免费礼品）； 

• 生产和预防的疫苗和/或药物，用于制药工业内的生产和销售疫苗和/或药物

的 COVID-19； 

• 向某些政府机构/机构或医院捐赠应税基本物品，前提是交付物品的 PKP 首

先通知省级或地方卫生部门其捐赠意图。捐赠 COVID-19 的医疗机构必须使

用政府机构/机构或医院免费管理；和 

• 向 COVID-19 的药物生产商提供与疫苗生产有关的原料和/或药品，并已获得

MoH 的推荐信 

 

为使在当地交付的应税基本货物符合优惠条件，交付货物的一方必须开具增值

税发票，发票上加盖“PPN DITANGGUNG PEMERINTAH EKSEKUSI PMK NOMOR 

226/PMK.03/2021”字样，并在增值税申报表中报告增值税发票。 

 

购买受 PMK-226 项下政府承担的增值税激励的应税基本货物所支付的增值税不

可抵免。 

 

这些增值税优惠在 2022 年 1 月至 6 月的财政期间适用的。 

 

第 22条所得税优惠 
 

符合条件的纳税人进口必要商品，自动免除第 22 条规定的进口所得税。这种优

惠适用于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之间的进口。 

下列活动也免征第 22 条所得税:  

• 购买合格的 2019 冠状病毒疾病的物品； 

• 销售 COVID2019 冠状病毒疾病的商品; 

• 购买原材料 COVID-19 疫苗，由制药工业实体生产疫苗和/或与 COVID-19 有

关的药品, 而获得了 MoH 的推荐信；和 

• 将 COVID-19 疫苗和/或药物销售给制药行业的实体 

 

要免除第 22 条所得税的纳税人必须申请免税函（Surat Keterangan Bebas

（SKB））。优惠自 SKB 发行之日起生效，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纳税人还必

须在下个月 20 日之前提交月度激励实现报告。 

第 21条合格医护人员的员工所得税优惠 
 

2020 年第 9 号政府条例规定的最终所得税税率为 0%，在 2022 年 6 月 30 日之

前，仍适用于符合条件的医护人员。 

 
新印尼-新加坡税收协定生效 
 

2021 年 12 月 7 日，印尼税务总局发布了第 50 号/PJ／2021 号（SE-50）的通知

函，通知 2020 年 2 月 4 日签署的《新印尼-新加坡税收协定》自 2021 年 7 月 23

日起生效。 

MoF 发布了 PMK-226，
以延长 2022 年 6 月 30

日的医疗用品和与
COVID-19 相关的活动的
税收减免，这些措施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到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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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50 确认新条约在以下方面对印尼生效： 

• 从源头扣缴的税款：2022 年 1 月 1 日当天或之后收到或获得的收入； 

• 其他收入税：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或之后的任何财年；和 

• 信息交换：为 2021 年 7 月 23 日或之后提出的请求。 

 

随着新条约的生效，1990 年签署的印尼-新加坡税收条约及其综合文本（包括通

过 SE-21/PJ/2021 引入的适用多边文书）被撤销。 

 

除其他变化外，新条约进一步降低了特许权使用费和分支机构利润的预扣税

率，并为某些资本收益在来源国提供免税。它还纳入了国际商定的标准，以打

击条约滥用。有关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看 Tax Alert February 2020, Tax Info May 

2021, 和 Tax Info June 2021. 

 

政府颁布初步退税规定的更新 
 

2021 年 12 月 29 日，MoF 颁布了第 209/PMK.03/2021 (PMK-209) 号条例，更新

先前由 MoF 的第 39/PMK.03/2018 号条例监管的初步退税实施条例（经财政部

第 117/PMK.03/2019 号条例修订）(PMK-39) （请参看 Tax Info May 2018 和 Tax 

Info September 2019 ）。PMK-209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适用于在该日期

或之后申请的初步退税。 

 

 根据 PMK-209，所谓的 “golden” 纳税人必须由公共会计师或政府金融监管机构

对其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且必须收到无保留意见（golden 纳税人一般指（i）

及时提交纳税申报表，（二）除约定可以分期缴纳或者延期缴纳的税款外，不

存在任何类型的税款拖欠；（三）财务报表连续三年经会计师或者政府金融监

督机构无保留意见审计的，以及（iv）在过去五年中未被判税务犯罪）。税务局

将审查无保留意见的经审计财务报表，作为评估初步退税申请的正式程序的一

部分。该要求在 PMK-39 中不存在。 

 

PMK-209 还规定，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中规定的增值税超额支付的最高金额为 50

亿印尼盾（根据 PMK-39，之前的阈值为 10 亿印尼盾）。 

 
  

作为申请初步退税要求
的一部分，”golden”纳税
人现在必须以无保留意
见审计其财务报表 

SE-50 确认新的印尼-新
加坡税收协定从 2021 年
7 月 23 日起生效。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id/Documents/tax/id-tax-alert-en-feb2020-updated.pdf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id/Documents/tax/id-tax-info-may2021.pdf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id/Documents/tax/id-tax-info-may2021.pdf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id/Documents/tax/id-tax-info-jun2021.pdf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id/Documents/tax/id-tax-info-may2018.pdf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id/Documents/tax/id-tax-info-sep2018.pdf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id/Documents/tax/id-tax-info-sep2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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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重点 

根据 D-8成员国贸易优惠协定对进口货物征收进

口关税 
 

为了通过国际贸易合作加快国家经济增长，印尼政府通过财政部发布了新的第

203/PMK.04/2021 (PMK-203)，根据印尼与孟加拉国、伊朗、马来西亚、埃及、

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等八个发展中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协定，对进口货

物征收进口关税的程序进行规管。 

 

PMK-203 中的要点如下： 

 

1. 能够获得优惠关税的缔约方 
 

对于使用海关货物进口通知（PIB）的货物进口，可以从关区外、保税仓库

（TPB）、保税物流中心（PLB）、自由区或经济特区（SEZ）向关区内其他

地方（TLDDP）提供优惠关税，在入境时使用优惠关税。 

 

2. 关于获得优惠税率的货物原产地的规定 

要获得优惠关税，必须满足以下规定; 

原产地标准 寄售标准 

a. 原产地标准包括； 

(i) 完全在成员国获得或生产的货物；或 

(ii) 并非完全在一个成员国获得或生产的货

物，包括生产过程使用非原产材料的货

物，其最终结果包含至少 40%出厂

（EXW）价值的本地价值或区域价值。 

a. 寄售标准 包括； 

(i) 从签发原产地证书（SKA）表格 D-8 的成员国直接交付至海关区域的进口

货物； 

(ii) 通过出口成员国和进口成员国以外的成员国交付的进口货物；或 

(iii) 通过成员国以外的国家交付的进口货物 

b. 符合上述原产地标准并在其他成员国用作生产

制成品的原材料的原产货物被视为生产过程所

在国的原产材料。 

b. 进口货物可通过出口成员国以外的一个或多个国家交付，用于过境/转运或临时

储存，前提是： 

(i) 这只是出于地理原因； 

(ii) 未在目的地过境国或临时储存国进行交易或消费； 

(iii) 除装卸和其他必要措施以保持货物状况外，不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在转运或临时储存活动中，进口商必须提交成员国以外国家的海关当局出具的直通

提单文件或其他文件或信息，或向海关人员证明符合转运或临时储存规定的文件。 

 

 PMK-203 规定了颁布 SKA D-8 表格的要求，例如： 

a. 以英文出版； 

b. 按照规定使用 SKA D-8 表格的形式和格式； 

c. 如果 SKA 包含一种以上的商品，则说明每种商品的原产地标准； 

d. 在装运日期或出口日期后三天内签发 

 

3. 优惠关税的提交、审查和征收 
 

PMK-203 还规定审查提交的 SKA D-8 表格，以适用优惠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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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为了获得优惠关税，进口商除了遵守有关货物原产地的规定外，还必须

履行以下义务： 

(i) 提交 SKA D-8 表格原件; 

(ii) 在 PIB 上正确填写贷款代码；和 

(iii)  在 PIB 上正确填写 SKA D-8 表格的参考号和日期。 

b. 如果海关和消费税官员的审查结果显示进口货物不符合一项或多项关于

货物原产地的规定，则 SKA D-8 表格将被拒绝，进口货物将受到普遍适

用的进口关税（最惠国/MFN）的约束。 

c. 如果 SKA D-8 表格由几种类型的货物组成，拒绝其中一种货物并不取消

对符合货物原产地规定的其他类型货物征收优惠关税。 

d. 原产于成员国、船上免费（FOB）低于 200 美元的进口货物可享受优惠

关税，无需附上 SKA D-8 表格并使用 PIB 文件，前提是进口符合以下条

件： 

(i) 不是旨在避免提交 SKA D-8 表格义务的一个或多个其他进口产品的

一部分；和 

(ii) 由出口商的声明证明，确认货物是来自出口成员国的原产货物。 

 

4. 过渡规则 
 

对于在本 PMK-203 生效前已获得海关通知，且未从 TPB、PLB、自由区或经

济特区向 TLDDP 放行的进口货物，可给予优惠关税，但 SKA D-8 表格原件应

在 PMK-203 执行之日起四个月内提交，并自本 PMK-203 生效之日起编制。 

 

PMK-203 在 2022 年 1 月 1 日生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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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auwrenz@deloi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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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nalie@deloi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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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amijanto@deloitte.com 

商业税、业务流程方案和 Gi3 

Roy Sidharta Tedja 
roytedja@deloitte.com 
 

转让定价 

Shivaji Das 
shivdas@deloitte.com 

商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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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upriyanto@deloi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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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咨询（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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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urmanto@deloitte.com 
 

转让定价 
Sandra Suhenda 
ssuhenda@deloitte.com 

商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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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widodo@deloi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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