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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务快报 税务服务 / 2019 年 5 月 / 第八期 

 

相互协商程序（MAP） 

 
财政部（MoF）颁发了关于相互协商程序（MAP）No.49/PMK.03/2019（PMK-

49）条例。PMK-49将于2019年4月26日生效，并撤销财政部

No.240/PMK.03/2014（PMK-240）条例。 

 

本着采用包含在OECD/G20 BEPS（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第14项行动计划

的最低标准的精神使争议解决机制更有效，PMK-49旨在为MAP的流程、时间表

和后续办理提供更多的法律确定性。因此取消了一些内部环节，以简化MAP流

程，如准备印尼方谈判立场文件和由内部品质验证团队进行的后续审阅。 

 
 

MAP请求 

 

与PMK-240类似，以下申请主体可以提交MAP请求。我们用红色字体标注PMK-

240的变化。 

1. 印尼纳税居民（Wajib Pajak Dalam Negeri） 

2. 具有双重国籍的印尼公民（Warga Negara Indonesia）； 

3. 印尼国家税务总局 或 

4. 双边税收协定双方缔约国的主管当局（CA）。 

  

____________________ 

相互协商程序（MAP） P1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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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MAP的争议点应该被包含在当地税务行政救济程序（即税务复议、税务申

诉、或减少或取消不正确的税务评估函）。 

 
 

评估MAP请求的流程 

 

由印尼纳税居民和具有双重国籍的印尼公民提交的MAP请求 

 

DGT应就提交的MAP请求进行评估并在收到完整MAP请求的一个月之内发出通

知： 

1. 如果批准MAP请求： 

a. 通知申请者将开展MAP；和 

b. 向对方缔约国的主管当局提交MAP请求。 

2. 如果拒绝MAP请求： 

a. 通知申请者被拒原因。 

如果DGT未在一个月之内给出通知，则默认开展相关的MAP请求。 

 

然而，如果对方缔约国的主管当局在8个月之内未作出任何书面回函，DGT会通

知： 

1. 申请者无法进行MAP请求；和 

MAP请求 印尼纳税居民 具有双重国籍的

印尼公民 

对方缔约

国的主管

当局  

 印尼

国家

税务

总局
DGT 

申请对象 纳税居民管辖所属的税

务局 

所属于DGT的国际税收部部长  

提交期限 如税收协定所规定或如果税收协定没有相关

规定，则应不超过以下情况的发生起的三年

之内: 

1. 税务评估函； 

2. 付款凭证或所得税扣缴单/征缴单 or 或  

3. 当未正确使用税收协定。 

如税收协定所规定 

附件 1. 税收协议约定双方国未正确使用税收协

定纳税居民之居住证明或其他可证明该

居住地的文件。 

2. 未正确使用税收协定或对方缔约国滥用

协定的相关证明文件； 

3. 申请者出具一份愿意完整地、及时地提

供相关证明文件的声明书。 

注：在该阶段不需提供完整的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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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向对方缔约国的主管当局说明取消MAP请求。 

 

如果对方缔约国的主管当局拒绝或未回应MAP请求被驳回相关事宜，申请者在未

超过提交时限情况下可以再申请MAP。为避免此类延误，印尼纳税居民应与其对

方缔约国的关联方合作，以确保对方缔约国迅速作出回应。 

 

一旦批准开展MAP请求，印尼纳税居民和具有双重国籍的印尼公民必须在批准通

知之日起两个月内或自DGT应发出通知的一个月的截止日期之后的两个月内提交

MAP请求中列出的所有证明文件。 未能满足这两个月的截止日期将导致DGT停

止MAP谈判过程，并将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相关方。 

 

由对方缔约国的主管当局提交MAP请求 

 

DGT应就提交的MAP请求进行评估并在收到完整MAP请求的一个月之内发出通

知： 

1. 如果批准MAP请求： 

a. 通知对方缔约国的主管当局将开展MAP；和 

b. 通知相关印尼纳税居民。 

2. 如果拒绝MAP请求： 

a. 通知申请者被拒原因。 

如果DGT未在一个月之内给出通知，则默认开展相关的MAP请求。 

 

由DGT提交MAP请求 

 

如果申请者为DGT，则DGT向对方缔约国的主管当局提交MAP请求，以及向印

尼纳税居民发出书面通知。 

 

如果对方缔约国的主管当局在8个月之内未发出任何书面回函，DGT会通知： 

1. 申请者无法进行MAP请求 and 和 

2. 对方缔约国的主管当局取消MAP请求。 

 

值得注意的是，PMK-49為DGT申請MAP请求提供了一个预先定价协议（APA）

的后续行动，此协议亦由印尼纳税居民递交。因此，虽然这并没有明确指出对

APA的”回溯”，但可论证的是DGT有意寻求解决过去几年的税务纠纷。 

 
 

MAP 谈判 

DGT和对方缔约国的主管当局之间的MAP谈判最长时期为24个月，且从以下日

期开始算： 

1. 从对方缔约国的主管当局收到MAP请求的日期起 or 或  

2. 由印尼纳税居民、具有双重国籍的印尼公民，或DGT本身发起MAP请求给对

方缔约国的主管当局的日期起。  

谈判时间比之前的三年谈判时间要短一些。PMK-49并没有给出延长截止日期的

相关条例。 

 
 

 

DGT有权： 

1. 向以下各方要求提供其他信息、证据、和/或解释并由此进行后续讨论： 

a. 申請者為印尼纳税居民或具有双重国籍的印尼公民； 

b. 相关的印尼纳税居民，如果申请者为DGT或对方缔约国的主管当局 and/or 

和/或 

c. 其它相关方； 



TaxFlash | Page 4 of 6 

2. 访问申请者（申请者身份为印尼纳税居民或具有双重国籍的印尼公民），或

相关印尼纳税居民（如果申请者为DGT或对方缔约国主管当局）的营业地

点； 

3. 与对方缔约国的主管当局进行税收信息交换；和/或 

4. 出于MAP目的而进行的税务稽查。 

 

另一方面，对方缔约国的主管当局只能通过以下方式获取信息、证据、和/或解

释： 

1. 向DGT申请信息交换；和/或  

2. 谈判期间向DGT代表团直接获取。 

如果违反上述协议，DGT可以停止MAP谈判过程并向所有相关方发出书面通

知。 

 
 

MAP撤销 

与PMK-240相似，DGT和对方缔约国的主管当局可以在未达成相互协商的任何

时候撤销MAP请求。 

 

特别是印尼纳税居民和具有双重国籍的印尼公民发起的MAP请求，办理撤销应在

DGT开始谈判的六个月之内完成。DGT将评估撤销请求并在收到撤销办理10个

工作日之内发出相关的书面通知。 

 

DGT批准撤销之后将停止MAP谈判流程，并向所有相关方发出书面通知。 

 
 

MAP结果 

MAP谈判可以达成： 

1. 一致； 或 

2. 在以下情况下不一致： 

a. 相互协议持有不同意见； 

b. 谈判期结束并尚未达成协议； 

c. 谈判尚未达成协议，但相关税务上诉结果已宣布； 

d. 谈判未达成协议，但争议对象已超过诉讼时效；或 

e. 印尼纳税居民于申请MAP的同一纳税时期参与税务特赦项目。 

 

DGT应在与对方缔约国的主管当局交换书面通知的一个月之内出具决定书。双方

基于决定书执行MAP结果。 

 
 

MAP结果的后续行动 

 

符合以下附加条件下，PMK-49要求相关印尼纳税居民或DGT在MAP结果出具之

后采取后续行动: 

1. 如果在税务评估函发出之前达成相互协议： 

• 相关印尼纳税居民需要更正纳税申报表或在DGT发出MAP结果决定书之日

三个月之内或法定时效期限，自愿披露纳税申报表错误 or 或 

• 如果印尼纳税居民未能进行上述后续行动，则DGT会出具纳入MAP结果的

税务评估函。 

2. 如果在发出减少或取消错误的税务评估函决定书之前达成相互协议： 

• DGT纳入MAP结果出具减少或取消错误的税务评估函的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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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在发出减少或取消错误的税务评估函决定书之后达成相互协议： 

• DGT将依职权将MAP结果纳入修正决定书。 

 
 

其他条款 

 

依据PMK-240正在进行中的MAP请求，且DGT未出具任何决定书将按照PMK-49

处理。属于这种情况的印尼纳税居民，建议和DGT进行沟通明确有无重大变动或

推迟。 

 

PMK-49中的若干行政条例将在后续的DGT条例加以规范。 

 
 

结论 

 

通过简介PMK-49并且透过DGT的PMK-240实务导入处理MAP案例，印尼纳税居

民可继续评估将MAP作为解决税务纠纷的一个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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