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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境外税收抵扣规定
2018年12月31日，财政部出台No. 192/PMK.03/2018（PMK-192）条例对申请
境外税收抵扣（FTC）作出更新，并在2018纳税年度开始适用。PMK-192撤销财
政部（MoF）令No.164/KMK/03/2002（KMK-164）。
PMK-192下申请FTC的主要概念还是与KMK-164一致。然而，相比KMK-164而
言，PMK-192对某些KMK-164没有涵盖的范围提供更多的操作指南。我们对
PMK-192下的关键变化和新增指南进行如下概括：
1. 信托
PMK-192在FTC条例下引入了信托概念，允许纳税居民针对来自信托的收入
申请FTC，尽管税收抵扣可能以信托的名义而非纳税居民本人。
信托是资产委托者（个人/公司）与资产受托者（个人/公司）之间基于双方达
成的计划、安排或关系的书面协议。资产受托者以资产持有人的名义管理资
产，并有义务为受益人创造收益。
信托所在国的确定是依据信托本身成立或建立的国家来认定。
2. 合并境外所得及确认所得的时间点
合并境外所得及相关的时间点如下：
境外所得类别

需要被合并的
所得

确认所得的时间点

企业营运所得，包
括分支机构或代表
处（RO）

净所得

赚取该所得对应的纳税年度

来源于信托的所得

净所得或纳税
居民从净所得
中所属的部分

 若在信托层面征税—赚取该所得对
应的纳税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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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不在信托层面征税—赚取或收取
（早者为准）该所得对应的纳税年
度
其他所得

净所得

收取该所得对应的纳税年度

3. 和境外亏损相抵销
境外亏损一般不能用来抵销印尼应纳所得税额。PMK-192的例子澄
清了从同一个境外国家产生的所得和亏损是不可抵销的。
然而，PMK-192指出如果境外亏损由资产或与分支机构或RO有着实际联系的
相关活动，则可和分支机构或RO的净所得相抵销。
4. 境外税收抵扣的计算和抵扣限额

确认允许的金额
KMK-164 下，境外税收抵扣所允许的金额是境外所得税额实际到期/已支付的
金额或基于 FTC 条例下计算的金额（特定金额），低者为准。
PMK-192 还提及额外较低的限额，主要是基于双边税收协定的税率。如果税
收协定规定某项所得之征税权仅在印尼，则该所得对应的境外税收抵扣则不
适用。
因此，在确定允许的 FTC 金额时有着三个金额，即实际 FTC 金额、特定金额
和税收协定税率（三者最低取之作为 FTC 金额）。与 KMK-164 相同，如果
印尼的总到期税额（合并境外所得后）低于最低的 FTC 金额，则允许的 FTC
金额仅限于印尼的总到期税额。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印尼当地计算所得税时
产生亏损。

计算特定金额—按国家和所得类别
KMK-164 下，计算特定金额是基于境外所得在净所得总额的比率作为每个国
家的所得，乘上印尼总到期税额。PMK-192 下，特定金额按每个国家的所得
类别来计算。

汇率
对于一般纳税居民，允许的 FTC 金额转换印尼盾的汇率需要按照 FTC 到期/
支付/扣缴之日对应财政部令的汇率转换的。
使用美金记账的纳税居民，美金转印尼盾的汇率按照印尼央行（BI）的买入
价和卖出价的中间价格或，如果没有 BI 中间价格，纳税居民可以适用国际市
场上每日外汇的即期汇率。

关于信托的境外税收抵扣
 如果在信托层面征税，实际 FTC 金额是基于所得税额或纳税居民所属比例
的所得税额。
 如果不在信托层面征税，实际 FTC 金额是基于纳税居民所属比例的所得税
额。
5. 关于申请 FTC 的支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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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K-192 为申请 FTC 所需的支持文件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支持文件可以
是境外完税单，扣缴税单或任何其他纳税或足以说明纳税居民的姓名和境外
税额的扣缴证明。 如果 FTC 来自境外分支机构，RO 或信托所得，则支持文
件可以替换为分支机构，RO 或信托对应的年度所得税申报表（AITR）。
6. 范围以外
PMK-192 下的认定分红的 FTC 机制不适用于受控外国公司（CFC），相关机
制额外规定在 CFC 条例中。

关于使用税务账面价值进行资产转移以扩大业务的更新
纳税居民在资产转移中可以使用税务账面价值进行业务并购，合并，扩张，或收
购。 财政部长（财政部）于2018年12月31日发布了No.205/PMK.010/2018
（PMK-205）条例对业务扩张条款作出更新。 PMK-205是财政部No.
52/PMK.010/2017条例（PMK-52）的修正案，PMK-52使用税务账面价值进行并
购，合并，扩张和收购的相关条例。
PMK-205增加了两类可以使用税务账面价值进行资产转移以扩张业务的纳税居
民：
a) 印尼公司，且从境外投资者获取至少5,000亿印尼盾的额外资本 and 和
b) 从政府获得额外资本的国有企业（Badan Usaha Milik Negara 或 SOEs）且
用于设立国有企业控股公司。
PMK-205也更新了申请该税收优惠的文件清单：
a) 上述（a）纳税居民需要提供印尼公司的章程或增资产生的章程修正案。该章
程应包含境外投资者的新增资本金额。
b) 上述（b）纳税居民需要提供印尼国企部出具的推荐函。
其他相关程序的条款保持不变。

特定电子商务交易的税务处理
2018年12月底，财政部出台关于特定电子商务活动的税务处理
No.210/PMK.010/2018（PMK-210）条例。PMK-210将在2019年4月1日生效。
读者可能意识到，印尼海关境内的电子商务交易分为“线上交易平台”或“非交易平
台”（即线上零售、分类广告、每日优惠、和社交媒体）。PMK-210重点关注线
上交易平台的税务处理。
PMK-210指出的线上交易平台商（“平台商”）包括个体、公司、和通过印尼电子
商务平台营业的常设机构。具体地，营运在印尼的运输与交通“应用程序”属于
PMK-210平台商的范畴。
请注意PMK-210不涵盖境外卖家与印尼买家之间的直接电子商务交易，这是因为
交易不在印尼平台进行。如果在印尼线上交易平台交易的商品来自境外，PMK210也没有明确要求境外商家需要进行税务相关的登记。
PMK-210没有提及新的税收。反而，PMK-210特别注明这些电子商务交易应如何
遵循印尼现行的税法。然而，PMK-210允许税务总局（DGT）从平台商获得有关
通过这些平台进行的交易的相关信息。这是为了在这些不同线上平台之间提供一
定程度的竞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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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线上交易平台商的税务合规义务的汇总。这些义务大体上与现行条例保持
一致，标“新”的除外。
1. 行政义务：
a) 获得税号；
b) 注册增值税纳税登记（Pengusaha Kena Pajak/PKP）。然而，基于增值
税目的，PMK-210要求属于小型企业的平台商注册增值税纳税登记
（新）；
c) 申报月度增值税时，需要附上平台的总交易额（新）。
2. 纳税义务：
a) 以下情形需要收取增值税：
i) 提供平台服务给第三方使第三方能使用线上交易平台；
ii) 在平台上以自己的帐户自行交付商品或服务 和/或
iii) 其他交付。
b) 履行相关所得税义务。
以下是平台卖家的税务义务。
1. 行政义务：
a) 将税号提供给平台商。如果卖家没有税号，卖家应该:
i) 通过DGT或平台商提供的电子注册系统注册税号（新）；或
ii) 将印尼身份证提供给平台商（针对印尼卖家）（新）。
b) 年度销售额额大于48亿印尼盾的卖家需要申请增值税纳税登记（注意小型
企业可以选择注册PKP）
2. 纳税义务：
a) 一旦注册好PKP，需要履行所有增值税（VAT）和/或奢侈品税（LST）义
务，即通过平台交付的商品或服务向线上交易平台商收取VAT和/或LST；
b) 履行所有所得税相关的义务。正如DGT发布会所述，年度营业额少于48亿
印尼盾的卖家将从营业额课征最终税0.5%（PMK-210未提及）。
如果在印尼线上交易平台进行交易的商品来自印尼境外，印尼线上交易平台商在
进口相关商品之前需要获得印尼海关总局（DGCE）的批准，并在每次进口时提
供电子发票。如果线上交易平台商不履行其进口税务义务，则会冻结DGCE批
准。更严重的情况下会撤销DGCE批准。
以下PMK-210条款将在特定DGT或DGCE条例进一步说明：
1. 税号申请系统由线上交易平台商为卖家提供；
2. 关于平台商强制性申报平台总交易额（即附于月度VAT申报）；和
3. 关于通过平台销售的进口商品相关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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