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axFlash

www.pwc.com/id

Tax Indonesia / August 2015 / No.20
More services are subject to Article 23 Withholding Tax

P1

0

更多服务需要根据第 23 条缴纳预扣税

所得税法规第 36 条第 23 条(1)(c) （PPH23）说明一些特定服务的税务扣缴条款，包括三个指定服

务（如技术，管理，咨询等服务）须预扣总额 2％的预扣税。财政部（MoF）近期针对相关实施问

题于 2015 年 7 月 27 日更新 PMK 141，包含了 62 项的服务种类。PMK 141 取代了旧的财政部法规

第 244 条（PMK244），并将于 30 天后开始生效（即 2015 年 8 月 26 日）。

按照印尼财政部 PMK 第 141 条需要预扣税款的服务完整清单如下。增加和更改的部分以粗体字表现。

 估价服务

 精算服务

 会计，记帐和认证

服务

 设计服务

 石油和天然气矿的钻探服务

（常设机构为服务提供者的

除外）

 地热，石油和天然气矿的支

援服务 

 地热，石油和天然气以外的

矿业服务

 为航班和机场提供

的支援服务

 森林砍伐服务

 废料处理服务

 提供劳务/外包服务

 中介/代理服务

 证券交易服务（股票交易

所、印尼中央证券存管局

（KSEI）和印尼结算及担

保公司（KPEI）除外）

 保管和储存服务（股票交

易所、印尼中央证券存管

局（KSEI）和印尼结算及

担保公司（KPEI）除外）

 配音服务

 电影混音录制服务

 与电脑、软件、硬件或系

统相关的服务

 安装服務（如电力，机械，

或电话设备的安裝)( 有牌

照的建筑公司提供的除外)

 维护和改善服務（如电力，

机械，或电话设备的維護

和改善）(有牌照的建筑

公司提供的除外)

 委托生产服务

 调查和保安服务

 活动安排服务

为传播讯息或广告在大众

媒体、户外媒体和其他媒

体提供空间和/或时间

 灭虫服务

 保洁服务

 餐饮服务

 包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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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服务

 建筑服务

 城市规划及美化建筑服务

 创作电影宣传工具，广告海报，照

片，幻灯片，旗帜，小册子及广告

牌服务

 网站开发服务

 网路服务

 资料、资讯或程式之储存、处理或

发布服务

 陆地、海上或空中交通工具之维修

服务

 化粪池清理服务

 泳池及水池维护服务

 货物承揽及代理服务

 物流服务

 文档处理服务

 装货及卸货服务

 实验及测试(教育组织之学术研究除

外)

 停车场管理服务

 建造相关之土壤测试服务

 整地或种植服务

 播种或种子种植服务

 厂房维护服务

 收成服务

 农业、 种植业、渔业、畜牧业或林业

产品加工服务

 装潢服务

 印刷/出版服务

 翻译服务

 除所得税第 15 条规定外的货运服务

 港口相关事务服务

 管道运输服务

 儿童看护服务

 训练及课程服务

 现金运送及 ATM 现金填装服务

 认证服务

 调查服务

 测试人员服务

 除了上述提及需要中央或地区政府

预算支付外之服务

PMK141 定义货物承揽及代理服务，如陆地、海洋或空中运输之商业活动，为商品所有者之利益来安排一切必要

的交付货物活动，包含收付、储存、挑选、包装、标签、测量、秤重、文件处理、货物文件、发行货物成本及保

险之计算以及相關成本之結算直到對方收到貨物。

PMK141 也在针对地热，石油和天然气矿的支援服务增加新的服务类别，其包含所有钻井生产及矿产关闭之服务。另，也

增加了一般矿业服务，如动员及复原，公司注册登记，资金服务，土地清理，储存及一些类似之一般矿业服务。有趣的是，

资金服务也被分类为矿业支援服务。

预扣税款者需要察看上述项目清单以确保符合上述规定。关于已在上述项目清单之服务提供者，他们必须管理现

金流量及覆核税务分期缴纳金额，以便于估计年度所得税申报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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