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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免税期规定
印尼财政部（MoF）于2018年4月4日颁布了No.35/PMK.010/2018（PMK-35）之新免税
期规定，该法规撤销了原规定于No.159/PMK.010/2015的修改版，即
No.103/PMK.010/2016
谁有资格？
免税期适用于符合下列要求的新投资。
1. 先锋产业如下：
a. 整合的上游基本金属行业；
b. 整合油气精炼行业；
c. 来自石油、天然气或煤炭的整合石化行业；
d. 整合的无机基础化学行业；
e. 农业、种植业、森林业的整合的基础有机化学品；
f. 整合的药材原料行业;
g. 整合计算机制造用的半导体及其他电脑的主零件行业；
h. 整合智能手机制造用的通讯设备的主零件行业；
i. 整合放射性、电子医疗制造用的医疗设备的主零件行业；
j. 整合机械机器制造用的工业机械的主零件行业；
k. 整合机动车制造用的机械的主零件行业；
l. 整合制造业用的机器人零件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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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整合造船用的主零件；
n. 整合飞机制造用的主零件；
o. 整合火车制造用的主零件；
p. 发电厂机械；或
q. 经济基础设施（推动经济活动的基础设施建设）。
值得一提的是，免税期目前开放于公私合伙PPP（KPBU）模式共同经营之经济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在符合其他要求的申请前提下，政府也开放免税期给其他上述未列入的先锋产
业。
资本投资委员（BKPM）法规条例将会详细规定每个先锋产业的业务经营范围。
2. 新资本投资规划
新投资规划的门槛金额降至5,000亿印尼盾。PMK-35并不要求新投资规划是以纳税居民
（如，公司）的形式或通过银行存款作投资承诺满足。
3. 债权比例
就所得税的目的，纳税居民需要满足印尼财政部No.169/PMK.010/2015 规定的债权比。
4. 纳税居民的免税期申请不曾被财政部通过或拒绝。
5. 纳税居民设立于印度尼西亚（无成立日期的限制）。
其他要求：


完税—申请免税期的当地股东必须获取由印尼税务局（DGT）出具的完税证明。

优惠政策
以下表单是新、旧的免税政策规定的对比。
规定

旧

新

企业所得税
（CIT）降税率

10 – 100% 范围

100%（单一比率）

免税期限5-20年取决于投资价值：

免税期限

过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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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投资额（印尼盾）

期限（年）

• 5-15年；或

1

5,000亿至10,000亿

5

• 由财政部决定，可延至
20年

2

10,000亿至50,000亿

7

3

50,000亿至150,000亿

10

4

150,000亿至300,000亿

15

5

大于300,000亿

20

无

免税期结束后的两个财年将享受企业所得税50%
的税率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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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流程的变更
免税期的申请工作必须在开始商业生产之前向BKPM完成申请，或可以和新投资规划申请一起提交或
最晚是投资批文下来的一年之内提交。免税政策的申请需要通过BKPM投资委员会审阅，再到财政部
（MoF）批准。
财政部（MoF）将在收到BKPM审阅完成通知后的5个工作日内发出审批结果。
批准后的条款
开展现场稽查工作时如果发现实际的投资低于起初投资规划，免税期限可能会被调整。
居民纳税申请的免税批文在以下情形下可能被撤销：
a. 开始商业生产的实际投资低于5,000亿印尼盾；
b. 开展现场稽查工作时发现实际的投资和起初业务经营规划有差异；
c. 进口或采购二手资本货物，除非这是一整套从其他国家进口的新投资且不在本地生产，和/或
基于政府指导实施国家战略项目；
d. 开始营运与起初业务经营范围规划不一致；
e. 在免税期间发生资产转移或所有权变更，除非新资产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并且不降低投资价值及
/或
f.

迁移投资至别国。

发生上述情形之一，居民纳税人需要返还免税期所享的税额及其罚金。
具体地，实际投资低于5,000亿印尼盾而免税期受撤销的居民纳税人，但其实际的投资与起初主业务
活动计划一致的，居民纳税人仍可以享受其他税务优惠政策。
过渡期间的条款
PMK-35规定了以下过度期间的条款：
1. 享受财政部旧规定税务优惠的居民纳税人可以继续享用直至税务优惠期限结束为止。
2. 在2015年8月16日后，按照财政部旧规定向BKPM提交申请但未受批准者，将依PMK-35受
理。
申请期限
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BKPM）只能在PMK-35生效的5年之内向印尼财政部（MoF）提交免税申请
（直至2023年4月3日）。
正在享受税务优惠政策的居民纳税人不能同时享用该免税期，反之亦然。
正在享受免税期的居民纳税人，可以于免税期结束之后申请其他税务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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