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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份印尼税务信息 
Regulation 
DGT 针对增值税发票新规定颁布的常见问题解答 
 
2022 年 3 月 31 日，税务总局（DGT）颁布了关于增值税发票的条例编号 PER-

03/PJ/2022（PER-03）（请参看 Tax Alert April 2022）。尽管其目标是为增值税

发票的处理和管理提供确定性和简化，但与 PER-03 中规定的实施有关的各种不

明确事项仍然存在。因此，税务总局发布了一份常见问题清单，以提供纳税人

通常寻求的答案。 

 

以下是常见问题解答中提出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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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6月 30日 

本信息亮点: 
 

1. DGT针对增值税发票新规定颁布

的常见问题解答 

 
海关重点: 

2. 东盟货物贸易协定 (ASEAN Trade-

In Goods Agreement - ATIGA) 的更

新情况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id/Documents/tax/id-tax-alert-apr2022-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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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增值税集中的情况下，用于编制增值税发票的地址 
 
增值税企业家可要求 DGT 将增值税管理集中在一个位置（中央增值税企业家/中

央 PKP），但在某些税务局（即大型税务局、特别税务局和中型税务局（Kantor 

Pelayanan Pajak Wajib Pajak Besar/Khusus/Madya（KPP WP BKM））注册的 PKP

除外，增值税管理自动集中在该位置。根据 PER-03 第 6（6）和（7）条，如果

交付给另一家分行，增值税发票中注明的买方/服务接收方身份必须包括： 

• 中央增值税企业家的姓名； 

• 中央增值税企业家的税务识别号（NPWP）；和 

• 实际交付地址。 

 
常见问题解答确认，第 6（6）条和第（7）条仅适用于根据 KPP WP BKM 注册的

买方/接收方，交付至的分行必须已在管理该分行管辖权的税务局进行税务注

册。否则，增值税发票中使用的地址必须是中央 PKP 的地址。如果 PKP 不符合

上述要求，则其将被视为开具不完整的增值税发票，将受到税务处罚，而增值

税发票将不可由购买应税货物和/或应税服务的 PKP 抵扣。 

 
增值税发票上传截止日期 
 
PER-03 要求在特定月份准备的所有增值税发票在不迟于下个月的 15 日上传并由

税务总局验证。增值税发票上打印的日期用于确定上传和验证的截止日期，无

论是初始增值税发票还是增值税发票的修订版。截止日期不适用于未使用 e-

Faktur 编制的文件，例如退货单（nota retur）或等同于增值税发票的文件。 

 
增值税发票交易代码 
 
增值税受制于“最终”增值税机制（PPN yang dipungut dengan besaran tertentu）

（请参看 Tax Info May 2022）的应税货物和/或应税服务的交付应使用增值税发

票中的交易代码“05”。 

 

零售 PKP的增值税发票 
符合零售企业资格的 PKP (pedagang eceran (retail PKP)) 可以开具增值税发票，而

无需包括买方身份信息以及授权签字人的姓名和签名，前提是已满足零售 PKP

标准。常见问题解答文件阐明，零售增值税发票的标准适用于向具有最终消费

者特征的买方交付应税货物和/或应税服务。 

 

  

PER-03 第 6(6) 和（7）条

仅适用于中央 PKP 在

KPP WP BKM 注册的买方

/服务接收方，且交付的

分支机构已获得分支机

构的 NPWP。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id/Documents/tax/id-tax-info-may2022-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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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符合增值税便利条件的交付相关的增值税发票 
 
如果交付的应税货物和/或应税服务符合增值税便利条件，但尚未发布实施该便

利的依据，PKP 应使用交易代码“07”或”08”开具增值税发票，并注明“其他”作为

其监管依据。 

 
政府正在发布适用于交付某些应税货物和/或应税服务的增值税设施的操作规

程。 

 
其他事项 
 
一个月内交付给同一买方的合并增值税发票 (Faktur Pajak Gabungan) 最迟必须在

该月底开具。 

 
 请记住，根据法律规定，常见问题解答文件不包括在印尼现行法律法规的层次

结构中。然而，在没有进一步的有效法规澄清一些实际问题的情况下，纳税人

可以在过渡期间将常见问题作为参考，直到该法规发布。 

 

 

海关重点 

东盟货物贸易协定 (ASEAN Trade-In Goods 

Agreement - ATIGA) 的更新情况 
 
为了适应东盟货物贸易协定（ATIGA）操作认证程序的修订和原产地证书表格 D

的修订，财政部发布了第 81/PMK 号条例。2022 年 4 月（PMK-81）修订财政部

第 131/PMK 号法规。2020 年 4 月（PMK-131），关于根据东盟货物贸易协定对

进口货物征收进口关税的程序。 

 
PMK-81 变化的显著点包括： 

 

追溯发布的条款 
 
以前根据 PMK-131，原产地证书（CO）表格 D 必须在装运或出口日期之前、当

天或最晚三天签发。根据 PMK-81，CO 表格 D 必须在装运或出口日期之前或当

天出具。联合表格 D 是由指定的发证机构签发的货物原产地证明，作为授予优

惠关税的依据。根据 PMK-81，签发机构可以在装运或进口日期后签发联合表格

D，前提是不超过一年。在这种情况下，发行机构应在表格中的“追溯发行”框上

打勾。而之前根据 PMK-131，CO 表格 D 可在装运或出口日期后三天内有限发

行，并在“追溯发行”栏上打勾。 

 
Back-to-back CO 
 
PMK-81 现在确认，可以根据一个或多个 CO 表格 D 和/或货物原产地清单

(Deklarasi Asal Barang (DAB).签发 Back-to-back CO。然而，之前根据 PMK-131，

没有明确说明 Back-to-back CO 可以基于一个或多个 CO 表格 D 和/或 DAB 发行。 

 

PMK-81 提供了有关签发

和追溯签发 CO 表格 D、

Back-to-Back CO 和追溯

支票起始日期的 ATIGA

规定的政策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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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检查流程开始日期 
 
如果对联合表格 D 和/或 DAB 及其内容的合法性有疑问，可以向相关发行机构

和/或相关机构提交追溯检查请求。之前根据 PMK-131，追溯检查必须从提交追

溯检查请求之日起进行处理。现在，根据 PMK-81，追溯检查必须从收到追溯检

查请求之日起进行处理。 

 
 
PMK-81 于 2022 年 5 月 17 日生效。根据 PMK-81 过渡规则，2022 年 10 月 31 日

之前使用 PMK-131 附件 A 中规定格式发布的联合表格 D 应保持有效，并将根据

PMK-81 规则进行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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