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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税务特赦

等待已久的税务特赦法规国会已于 2016 年 6 月 28 日通过，并将于颁布日起即日生效。

除了本身的争议外，这个计画目的主要是通过资产汇回来加速经济发展及重整、透过扩大税基促进更加公

平的税制改革及增加亟需的税收，尤其是发展国家所需的资金。

税务特赦法规重点摘要如下。

定义

税务特赦是可透过支付赎回款项（Uang Tebusan）来得到针对到期税款、行政罚和税务犯罪制裁的豁

免。

这个税务特赦提供给截至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即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尚未缴税或未完全缴

税的纳税人机会来尽纳税义务。，纳税人可透过税务特赦之资产申报函(Surat Pernyataan Harta untuk

Pengampunan Pajak/SPHPP)来申报资产。此次税务特赦范围涵盖所得税、增值税(VAT)及奢侈税

(LST)。

资格

除了正在接受检察官调查、诉讼正在进行或因税务犯罪正在接受刑事处罚的纳税人外，所有纳税人皆有资

格享受税务特赦。



未申报资产范围

税务特赦意旨在资产申报函（SPHPP）中申报的净资产（资产减负债）。净资产包含印尼海内外的资产及所有使用在

购买资产用途上的负债本金。

应该含在资产申报函（SPHPP）的资产及负债内容资讯如下：

净资产 申报价值

已申报在最近会计年度*的年度

所得税申报(AITR)

 最近年度 AITR 的印尼盾申报总额

 若使用美金入帐–需換成印尼盾，轉換的匯率依照最近年度所得税申报使用财

政部外币汇率转(MoF rate)計算

其他资产及负债未于最近年度

申报年度所得税时申报

 最近会计年度现金资产的名目本金或非现金资产的公允市价之印尼盾总额;或

 若是外币–该现金资产的名目本金或非现金资产的公允市价使用最近会计年度

截止日之财政部外币汇率转(MoF rate)换算成印尼盾

*若非历年制的公司，最近会计年度指：

 2015 –会计年度截止日为 2015 年 7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会计年度截止日为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赎回款项税率及税基

一般纳税人

资产申报函递交期间的赎回款项税率

2016 年 7-9 月 2016 年 10-12 月 2017 年 1-3 月

海外资产申报 – 不汇回印尼 4% 6% 10%

海外资产申报 – 汇回印尼并投资在印尼至少 3 年 2% 3% 5%

境内资产申报 – 停留在印尼至少 3 年 2% 3% 5%

纳税人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收入未超過 48 亿印尼盾

资产申报未超過 100 亿印尼盾 0.5%

资产申报超过 100 亿印尼盾 2%

赎回款项的税基是依据最近年度所得税申报时，尚未被完全申报的净资产价值(NAV)来计算。

赎回款项的税基计算基础，申報负债价值限于：

a) 企业纳税人—新申报资产价值的 75％

b) 个别纳税人—新申报资产价值的 50％



程序

要求

可享受税务特赦资格的要求如下：

a) 拥有税号(Nomor Pokok Wajib Pajak)

b) 支付赎回款项

c) 清偿所有税务负债(Tunggakan Pajak)

d) 清偿未付税款或不应该被退回的税款 - 针对那些正在被初步税务审计或调查的纳税人

e) 申报近期的企业所得税

f) 撤销以下纳税人正在进行中的税务诉讼程序：

 税务溢缴退回

 减少或消除在纳税评估函或税务征收函有应付税款的行政罚

 减少或取消不正确的税务评估

 税务异议

 税务评估函及决定函的修正

 税务救济

 法律诉讼

 司法审查

预计将海外资产汇回印尼的纳税人，他们必须将资产在下列时间汇回：

a) 2016 年 12 月 31 日 - 纳税人可使用 2％及 3％的赎回款项税率

b) 2017 年 3 月 31 日 -纳税人可使用 5％的赎回款项税率

纳税人申报境内资产时，税务特赦核准(Surat Keterangan Pengampunan Pajak/ SKPP)发出后，该资产 3 年内不能

汇至印尼海外。

必须包含纳税人的税号、资产、负债、净值及赎回款项的计算，并要附上：

a) 赎回款项付款单（SSP 的形式）

b) 所有欠税清偿证明

c) 所有权资讯的资产清单（如：地区、购入年度、所有权凭证号）

d) 有佐证文件的负债清单

e) 未付税款或不应该被退回的税款的清偿证明 - 针对那些正在被初步税务审计或调查的纳税人

f) 近期企业所得税申报影本

g) 撤销所有进行中的法律程序声明书

h) 若汇回海外资产 - 至少 3 年内投资在印尼的声明书

i) 若申报境内资产 - 税务特赦核准含（SKPP）发出后 3 年内不会汇至印尼海外的声明书

j) 若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收入未超過 48 亿印尼盾 - 收入总额声明书

递交及核准流程

纳税人所有相关资料及说明必须附在资产申报函（SPHPP）中并递交给财政部指定的税务局或其他办事处。而后，纳

税人支付赎回款项并连同附件递交 SPHPP。

纳税人必须递交个人、公司建立契税最高级别的管理阶层或管理阶层代理人签核的 SPHPP 透过纳税人注册的税务局

或财政部指定的办事处递交给财政部，并取得收据。



取得 SPHPP 收据至 SKPP 发出期间：

a) 申报的会计年度至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纳税人将不会被税务审计、初步证据税务审计及税务犯罪调查。

b) 在相同会计年度，任何进行中的税务审计、初步证据税务审计及税务犯罪调查將会被递延。若财政部发出

SKPP，这些程序将会被终止。

财政部或授权的机关会在取得 SPHPP 10 天后发出 SKPP;否则 SPHPP 会被视为核准并成为 SKPP。

期后申报，税务特赦核准更正及退回

纳税人在税务特赦适用期间可以递交期后申报最多 3 次（如：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税基计算是根据第二次或

第三次的申报。

SKPP 若有错字或计算错误，财政部可能更正 SKPP。

若期后申报或更正导致赎回款项溢缴，溢缴款项必须被退回及/或当作抵减更正 SKPP 发出后必须于三个月内补缴的其

他税务负债 

税务优惠

主要税务优惠

收到 SKPP 的纳税人可适用以下的税务优惠：

a) 除了目前已经收到税务审计裁决书的税务案件，所有截至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底的税务义务将会被免除，包含到

期税款、行政罚和税务犯罪制裁。

b) 免除所有截至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底的税务行政处罚的利息和罚金。

c) 豁免所有截至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底的税务审计，初步税务审计证据调查，和税务犯罪调查。

d) 终止任何截至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底进行中的税务审计，初步税务审计证据调查，和税务犯罪调查。

其他税务优惠

a) 若资产的所有权人不是纳税义务人，包含土地、建筑物，以及股票，资产必须先移转至纳税义务人名下。移转

时资产所有权时将可免除所得税，但须符合以下要件：

 资产所有权移转必须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假使资产所有权无法移转，必须出具公证声明书说明资产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确实为纳税义务人所拥有。

b) 在 SPHPP 报告中的资料和讯息不可以最为犯罪调查和诉讼的佐证文件。

限制

适用税务特赦条款的纳税义务人不能：

a) 使用截至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底的亏损扣抵，用以扣抵以前年度或后续年度的所得

b) 使用截至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底的预付所得税（包含所得税、增值税和奢侈税），用以扣抵以前年度或后续年度

的应纳所得税

c) 申请使用截至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底的退税（包含所得税、增值税和奢侈税）

d) 更正截至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底的税务申报（包含所得税、增值税和奢侈税）



税务评估和决议函

税务评估或决议函（共同称为决议），在这一个段落包含：

a) 税务评估函

b) 初步税务退税决议函

c) 修正决议函

d) 降低税务评估决议函

e) 取消税务评估决议函

f) 税务异议决议函

g) 税务救济决议函

h) 法律诉讼决议函

i) 司法审查决议函

截至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底

假如决议在 SPHPP 发出后确认，纳税义务人将无法适用税务亏损抵减, 税务溢付抵减, 税务退税，以及国家税务总局

(DGT)不能依照上述的决议执行税务征收。然而，假使假如决议在 SPHPP 发出之前确认，纳税义务人将可以适用税务

亏损抵减, 税务溢付抵减, 税务退税。国家税务总局(DGT)能可依照上述的决议执行税务征收

假如上述协议在决议在 SPHPP 发出前确认，DGT 无法律上义务支付利息给纳税义务人

资产汇回国内和转投资

海外资产汇回国内和转投资的期限如下：

a) 2016 年 12 月 31 日--针对适用 2％和 3％赎回款项税率的纳税义务人

b) 2017 年 3 月 31 日--针对适用 5％赎回款项税率的纳税义务人

汇回国内的资产作为转投资目的资产，从汇回日开始起算必须存在财政部指定的银行至少 3 年。

转投资的形式如下：

a) 政府债券

b) 国营企业债券

c) 国营金融公司债券

d) 财政部指定银行发行的金融商品

e) 受金管会监管的所有上市公司发行的公司债 

f) 政府部门和企业合作进行的基础工程建设投资

g) 投资在财政部发行命令定义的行业

h) 其他投资形式

针对以下事项，纳税义务人必须递交报告给财政部

a) 海外资产汇回和转投资的执行状况

b) 不能移转出印尼境外的国内资产存放情形

假使纳税义务人未能：

a) 在期限前，将前述国外资产汇回国内并转投资在前述的投资项目

b) 停留该资产在国内至少 3 年

财政部可能会发出警告函，而纳税义务人必须在 14 天内回覆警告函



假使确认纳税义务人未能执行资产汇回、转投资或停留，则将会以下的后果：

a) 在 SPHPP 申报的资产将会被视为增额 2016 年度的所得，并且会按照现行的税务规定被课征所得税和未能如期

汇回海外资产的罚款

b) 已经支付的赎回税款将可抵减前述应付税款

c) 主要的税务会仍可以适用

后续的会计处理

资产入帐

依照税务特赦法令认定，作为计算赎回税款的税务基础的资产净帐面价值。在会计帐务上，该帐面价值必须记入纳税

义务人资产负债表中的保留盈馀

折旧提列

申报在 SPHPP 上的增额无形或有形资产，都不能提列折旧做为税务抵扣目的

未申报资产

若未来有资讯显示尚有资产未申报在 SPHPP，该未申报资产将会被视为其他收入缴纳所得税，并根据一般税率加上

200％的罚款。

若纳税人不曾递交 SPHPP 且税务局发在法令颁布起 3 年内发现自 198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有未申报

资产，该资产在发现时将会被视为其他收入缴纳所得税，并根据一般税率加上罚款计算。

诉讼

任何关于本法施行的争议仅可在呈报税务法庭的诉讼程序中被解决。

机密性

税务特赦方案的相关数据及资讯将会被视为税务数据。然而，税务局不可将资料分享给其他第三方，除非相关纳税人

同意。

实施条例规定

关于本税务特赦的实施条例、被指定的相关银行、投资的详细程序、报告及授权机关将会被规定在另外一个执政法规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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