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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份印尼税务信息 
Regulation 

关于实施车辆奢侈品销售税的规定 

2021 年 10 月 7 日，印尼财政部长（MoF）颁布了第 141/ PMK.010/2021（PMK-

141），作为更新车辆奢侈品销售税（LST）税率的实施条例。新率已 2021 年 10

月 16 日开始使用。 

税率由政府条例第 73 号 2019（PP-73）初步更新，其后于 2021 年 7 月通过政府

条例第 74 号第 2021 号修订 （请参看 Tax Info July 2021）。PMK-141 提供了受

新 LST 费率约束的车辆的详细列表。 

车辆的 LST 率从 10%到 70%不等，某些车辆（例如：低排放、混合动力和电子

车辆）可享受 LST 征收基础折扣。 

PMK-141 解释了适用的 LST 率由以下因素决定： 

• 车辆气缸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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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消耗的燃料类型或二氧化碳（CO2）排放水平；和 

• 车辆使用的技术类型。 

 

以下车辆不受 LST 限制； 

• 完全被撞倒的车辆； 

• 底盘车辆； 

• 用于货物运输的车辆； 

• 气缸容量高达 250cc 的两轮车辆；和 

• 最小载客量为 16 人的车辆（包括司机） 

 

LST 豁免可用于进口或交付以下车辆： 

• 用作救护车、灵车或消防车、运送囚犯或公共交通工具的车辆； 

• 用于某些国家目的的车辆；和 

• 陆军或警察部队使用的某些车辆。 

 

为符合 LST 豁免条件，车辆进口商或买方必须首先获得 LST 豁免函 Surat 

Keterangan Bebas Pajak Penjualan atas Barang Mewah (SKB PPnBM)). PMK-141 规

定了 SKB PPnBM 的详细应用程序。PMK-141 还规定，如果在四年内车辆未用于

其初始预期用途或转让给另一方，则必须偿还已豁免的 LST. 

 

在下列情况下，已结算 LST 的车辆进口商或购买者有权获得 LST 退款; 

• 在下列情况下，已结算 LST 的车辆进口商或购买者有权获得 LST 退款; 或 

• LST 豁免应适用于进口或交付的车辆（然而，LST 已经解决） 

 

PMK-141 规定，在 2021 年 10 月 16 日之前发布的 SKB PPnBM 仍然有效，直到

输入或交付完成。SKB PPNBM 请求和 LST 退款程序在 2021 年 10 月 16 日仍在进

行中，符合 PMK-141 的规定。 

 

PMK-141 撤销了以下规定:  

• 财政部第 64/PMK.011/2014 号条例（经财政部第 33/PMK.011/2014 号法规

修订），涉及 LST 车辆类型和 LST 豁免程序； 

• 税务总局（DGT）关于报告或征收车辆交付增值税和 LST 的决定函，编号

KEP-199/PJ./2000； 

• DGT 关于车辆增值税和 LST 的决定函，编号 KEP-540/PJ./2000； 

• DGT 第 214/PJ./2001 号决定函第 12(3)条，关于要求随纳税申报单提交的信

息和/或文件；和 

• DGT 关于签发 SKB PPnBM 以及进口或交付车辆的 LST 退款相关程序和管理

的决定函（编号 KEP-229/PJ./2003）。 

 
 
 
 
 
 
 
 
 
 
 
 
 

 

PMK-141 汇编了关于车

辆 LST 的所有相关实施

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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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重点 

关于违反自然资源业务外汇出口收益规定行政处

罚的修改 
 

为了提高实施海关处理和监管的法律确定性，并将有关监管自然资源外汇出口

收益 (devisa hasil ekspor (DHE)) 的规定与相应的非税收国家收入（(penerimaan 

negara bukan pajak (PNBP)) 条例相协调，MoF 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发布了第 135

号法规/ PMK.04/2021（PMK-135），修改 MoF 法规编号 98 / PMK.04/20219（

PMK-98）。 

 

PMK-135 中的主要修改如下: 

 

修改 
PMK-98 

(以前规定） 

PMK-135 

(现在规定) 

对出口商的罚款 • 如果出口商在出口海关登记当月后的第

三个月末之前未将自然资源出口收益存

入指定账户，则出口商将被处以未存入

指定账户的自然资源出口收益价值 0.5%

的罚款。 

• 如果出口商使用指定账户支付非规定款

项，则出口商将被处以自然资源出口收

益价值的 0.25%的罚款，用于支付非规

定款项（例如，出口税和出口、贷款、

进口、股息和/或任何资本投资目的的任

何收款）。 

• 出口商将被处以未在指定账户中结算的

自然资源出口收益价值 0.5%的罚款形式

的征收，如果出口商在出口海关登记当

月后的第三个月底之前未将此类收益存

入指定账户 

• 如果出口商使用指定账户支付非规定款

项，则出口商将被处以自然资源出口收

益价值 0.25%的罚款形式的征收，用于

支付非规定款项（例如，出口税和出

口、贷款、进口、股息和/或任何资本投

资目的的任何收款）。 

向国库缴纳罚款 不受监管 罚款结算将根据有关 PNBP 和国家电子税收

系统的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印尼央行和金融服务管理局 Otoritas Jasa 

Keuangan (OJK)) 的监管结果 

不受监管 如果在出口收益的分配、出口收益支付的分

配以及违反基于监管结果的托管账户使用规

定方面出现差异，出口商将受到行政制裁。 

罚款的计算和罚款结算监控 不受监管 • 罚款将根据印尼银行的交易平均费率计

算； 

• 海关总署署长应通过信息系统监控出口

商罚款的结算情况 

发放托收规定通知函和托收函 未对催收通知函的发放进行规定 

 
 

催收规定通知函的签发如下： 

• 催收规定通知函应在收到监管结果后一

个工作日内发出； 

• 出口商有义务在规定托收通知函之日起

10 天内以罚款的形式结算托收。 

托收函的发放情况如下： 

• 第一封托收函是根据海关总署署长的罚

款计算结果发出的； 

• 如果出口商未根据第一份托收函结算其

义务，则第二份托收函应在第一份托收

函发出之日起 30 天内发出；和 

• 如果出口商未根据第二份托收函结算其

义务，则第三份托收函将在第二份托收

函签发之日起三十天内签发。 

关于托收函签发的规定如下: 

• 如果监管结果显示出口商未进行任何结

算，则应签发第一封托收函； 

• 如果出口商仍然没有根据第一封托收函

进行任何结算，则第二封托收函应在第

一封托收函发出之日起一个月内发出； 

• .如果出口商仍然没有根据第一封托收函

进行任何结算，则第二封托收函应在第

一封托收函发出之日起一个月内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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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PMK-98 

(以前规定） 

PMK-135 

(现在规定) 

如果出口商未结清罚款，则进一步规定 • 如果出口商未在第一份托收函发出之日

起 30 天内结清其义务，则在结清之前

，不得接受随后的货物出口申报 
(Pemberitahuan Ekspor Barang (PEB))  

•  如果出口商未在第三份托收函发出之日

起 30 天内结清其义务，则海关总署

（DGCE）应： 

- 向有权管理国家应收款的机构发出

收款提交函，以便进一步结算； 

- 以延迟提供出口海关服务的形式实

施行政处罚；和 

- 通知印尼央行和/或 OJK。 

• 如果出口商在第一封托收函发出日期后

一个月内未结清其义务，则在结清之

前，不得接受后续 PEB。 

• 如果出口商在第三封托收函发出之日起

三个月内未结清其义务，海关总署署长

应： 

- 将国家应收账款管理移交给国家资

产和拍卖服务代表处/国家应收账

款管理委员会代表处进行进一步处

理； 

- 推迟提供出口海关服务；和 

- 通知印尼央行和/或 OJK。 
 

• 如果向国有资产和拍卖服务代表处或者

国家应收账款管理委员会代表处发出催

收函和移交国家应收账款管理的日期不

包括在上个月，该信函应在相应月份的

最后一天发布。 

逾期缴纳罚款的处罚 不受监管 • 自托收通知函规定之日起 10 天内未以

罚款形式结算托收的出口商，每月应处

以总应付金额 2%的罚款，不足一个月

的部分应计为一个整月 

•  逾期结算罚款规定为到期日后一天。 

• 延迟结算的罚款最长不得超过 24 个月 

关于修改托收函的规定 如果出口商不同意托收函，出口商可以书面

形式向海关总署署长提交托收函修改请求 

• 托收函可以修改为： 

- 罚款的金额；和/或 

- 打字错误 

• 出口商可通过海关总署署长以书面形式

向财政部提交托收函修订请求。 

• PMK-135 为出口商修改托收函的请求提

供了财政部决定函的规定格式 

附加规定 N/A 对于上期已签发但在签发 PMK-135 之前尚未

完成结算流程的托收函，该托收函将根据

PMK-98 规定进行结算。 

 

PMK-135 在 2021 年 10 月 30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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