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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纳税居民居住证明的更新
于2018年11月1日，印尼税务总局（DGT）颁发No.PER-25/PJ/2018（PER-25）对居住证明
（CoD）进行更新。该条例（PER-25）自2019年1月1日生效且将撤销DGT法规No.PER10/PJ/2017（PER-10）条例。适用PER-10条例下的CoD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日。

________________
居住证明模板变更
PER-25将原DGT-1表和DGT-2表合并为一体，从而为新CoD提供标准。新DGT表包含7个部
分如下，境外纳税居民依据其实际填写:

由…完成
境外纳税居民类型
分类

内容

第一部分

境外纳税居民的
数据

第二部分

由相关国家签发
的居住国证明
（CoR）或居住
地证明（CoD）

第三部分

境外纳税居民声
明和反滥用协定
条款测试

第四部分

境外纳税居民
（个体）的反滥
用协定条款测试

实体
个体

银行/退
休基金

其他

√

√

√

有关当局或税
务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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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境外纳税居民
（非个体）的反
滥用协定条款测
试

√

第六部分

受益所有权测试
若该所得来自于
分红、利息、或
特许权使用费

√

第七部分

境外纳税居民和
居民身份的声明

√

√

DGT表不再需要披露交易性质、交易金额等相关信息。DGT表主要作为居住证明，且只需要
一个DGT表就可以涵盖整个期间。这意味着新DGT表不再需要针对对每笔交易提交一份DGT
表。
DGT表最长涵盖期限为12个月，且PER-25取消历年制的限制，即新DGT表可以适用于非历
年制公司跨年涵盖12个月。
PER-25项下，由印尼保管人为境外个体透过印尼证券交易所转让债券或股票的所得不再归属
于银行机构或养老基金的范畴。 因此，他们需要填写DGT表的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以享受税
收协定的优惠。
DGT表中概念的变更

反滥用协定条款测试
PER-25通过增加问题6（即该实体的设立或交易的执行具有相同的法律形式和经济实质）对
第五部分（旧DGT-1表的第六部分）进行更新，来与PER-25规定的内容保持一致。PER-25
还更新了问题11中的“目的”（或反滥用）测试，表明如果交易目的系直接或间接地透过利用
相关税收协定获得利益，即为违反税收协定本身的目的和宗旨，则将无法享受协定条款。虽
然具体的范围尚不清楚，但如果存在“减税”或双重避税的结果，则可能没有税收协定的减免。
这一改变似乎也遵从印度尼西亚依据“实施与税收协定相关的措施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
多边公约”（Multilateral Convention to Implement Tax Treaty Related Measures to Prevent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中规定的主要目的测试规则（Principal Purpose Test）对
防止协定滥用做出的承诺。

受益所有权测试
其中一项受益所有权测试仍然是实体的所得不超过50％用于支付他人的报酬，除非出于某些
目的（旧DGT也有相关规定）。 PER-25指出更严格的要求，将例外限定为向员工支付公允
报酬或向第三方支付营业相关费用。 这意味着向股东分配的股息超过实体收入50％的部分将
不会通过此特定受益所有权测试。
行政流程的变更
如上所述，DGT表仅需要在所涵盖的相关期限之内提交一次。便于合规之因，DGT表需要在
特定DGT电子系统提交。
DGT表的提交机制如下：
1. 首次代扣方
a. 境外纳税居民准备DGT表并提供至首次印尼代扣方；
b. 首次代扣方提交DGT表相关信息至DGT电子系统。收件确认单在线上提交时会产出，
首次代扣方需要将收件确认单转交至境外纳税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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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代扣方应保留DGT表原件，并在必要时给到印尼税务总局。如果DGT表和提交到
DGT电子系统的信息存在差异，则以原件为准。
2. DGT表涵盖期限内的后续代扣方：
a. 境外纳税居民不需要为后续的交易准备新的DGT表，即便后续代扣方和首次扣代扣不
是同一家实体。境外纳税居民只需要提供后续代扣方提交DGT表的收件确认单即可。
b. 后续代扣方需要检查收件确认单与提交至DGT电子系统的信息是否一致。若发现DGT
表未符合相关要求情况下，境外纳税居民将无法享受税收协定较低税率的优惠。
3. 代扣方对每笔交易需要为境外纳税居民准备相应的扣缴单（电子版，若无电子系统，则为
纸本）。DGT表收件确认单之效力视同于DGT表，且在月度缴交所得税26条时需要附
上。
退税途径规定及某些特定政府机构CoD要求的相关条例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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