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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新加坡税收协定新一轮谈判成果
2020年2月4日，印尼与新加坡签署了新税收协定（“新协定”）（即为1990
年印尼与新加坡税收协定（“1990协定”）的修订版）。
新协定将在双边互换批准文件后才能生效（“生效日”）。新协定条款将在
生效之年的下一年1月1日开始实行（“实行日”），即实行日起所缴纳或抵
扣的税金将依据新协定处理。譬如，新协定在2020年生效，那么2021年1月1
日起将开始执行。
新协定与1990协定在许多方面保持不变，比如分红与利息预提税
（“WHT”）税率分别保持在10%/15%和10%。本文将从企业纳税人的角度
着重介绍主要变化：
1. 特许权使用费WHT税率减低
1990协定规定，在任何情况下，特许权使用费WHT税率为15%。新协定
之下，预提所得税税率变为：
a. 10%，该税率适用于支付的款项，包括使用或有权使用任何文学、艺
术或科学作品的版权，包括电影影片、广播电台或电视胶片、专利、
商标、设计或模型、图纸、秘方或程序；
b. 8%，该汇率适用于支付的款项，包括使用或有权使用工业、商业、科
学设备，或获取工业、商业和科学相关信息。
此外，对上述特许权使用费涉及的资产出售将不再按照特权使用费处理。
2. 资本利得
新协定增加了资本利得税保护条款，即“资本利得”征税权应仅限在资产
出售方居民所在国，但应视如下情况给予判定：
a. 转让不动产取得的收益可以在不动产所在国征税；
b. 转让常设机构（“PE”）营业财产部分的动产或固定基地取得的收
益，可以在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所在国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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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转让从事国际运输的船舶或飞机取得的收益，应仅在转让方所在国征
税；
d. 转让非上市股份取得的收益，如果股份价值的50%以上直接或间接由
不动产所组成，且出售方至少持有50%的发行股。在此情境下，转让
收益可以在不动产所在地征税。除非，转让股份取得的收益来自出售
方用于经营业务的不动产，或者来自企业重整、合并或类似重组活
动；
e. 转让在印尼上市的股票取得的收益；
3. 分支机构利润税（BPT）
新协定正式明确BPT征税权（1990协定将BPT规定列示在议定书）。BPT
税率从15%减为10%。
上文减税条例不适用于油气行业的产量分成合同。1990协定议定书指出的
“最惠国”BPT税率条款也终止了。
4. 利息
如上所述，在新协定中，利息预提税税率（10%）保持不变。然而，新协
定作了以下修订：
a. 新协定就政府发行的债券或信用债券不再免除预提税；
b. 半政府金融机构纳入到“政府”类别清单（可享受0%预提税）；
c. 明确了逾期支付的滞纳金不应视为利息。
5. 其他所得条款
新协定第22条“其他所得”代替1990协定第21条“未明确提及的所
得”。第22条指出，协定中一方居民取得的各项所得，不论在什么地方发
生，凡新协定条款未作规定的，应仅在其居民国征税。除非，该所得发生
在协定另一方，则也可以在另一方征税。
6. 汇出要求
新协定废除了1990协定中有关第22条“减免限制”。目前，此项规定适用
于以汇出的应税所得作为判定标准（新加坡较为常见），即该所得已经汇
至协定另一方或协定另一方已经收取该所得进行协定税率核算。
7. 反避税 / 多边公约
新协定通过引入多边公约中税收协议之目的而采纳了第六条多边公约
（“MLI”） 。
新协定还采纳了第28条，即享受协定待遇的概念。这意味着新协定已经囊
括多边公约第7条“防止税收协定优惠不当授予”之主要目的测试的规
则。
因此，新协定也是印尼落实多边公约的首份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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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情报交换（EoI）
1990协定的情报交换仅限于该协定规定的税种。
新协定的情报交换将扩大到全部税种，包括增值税。
此外，在缔约国一方（“需方”）向缔约国另一方（“供方”）要求情报
情况下，即使对供方可能没有任何税收利益，供方应当考虑需方的需求。
而且，供方不得因情报由银行、金融机构、授权人、或者以代理、受托身
份等所持有的理由忽略需方的请求。
上述条款遵从2017年经合组织模型化税务政策之情报交换条款。
结论
目前，印尼还须就其与新加坡协定的修订进行进一步研究和剖析。此新协定
对于印尼税收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
a. 新加坡投资、以新加坡为控股平台的投资架构持续作为印尼外商投资的主
要来源。该协定将对印尼过往和未来投资产生重大影响；
b. 股息和利息预提税率并未下降，但从投资者角度，修订相较传统的“资本
利得税”和“其他所得”有着积极影响，并使新加坡与其他国家投资者处
于平等地位。
c. 作为多边公约批准后的首份新协定，该协定对其他未来的税收协定修订具
有参考意义。
我们会积极关注并为您及时更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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