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快报

____________________
经济特区—税收优惠更新 P1

________________

税务印尼 / 2020 年 3 月 / 第 7 期

经济特区—税收优惠更新
2020年2月24日，印尼政府出台（当日生效）2020年第12号文（GR-12）政
府条例，该条例为从事特定产业的纳税人就其位于经济特区（Kawasan
Ekonomi Khusus/KEKs）内的投资项目提供优惠政策的更新。
授予优惠政策的产业是基于每个经济特区所在区域重点发展的产业，即：
a) 经济特区的开发和管理；
g) 旅游（请见下文内容）
b) 经济特区基建相关的采
h) 健康医疗；
购；
c) 特定大宗商品的上下游
加工；
d) 特定产品的制造；

i)
j)
k)
l)

教育；
技术研发；
金融服务；
创意产业；和

e) 能源开发；
f) 物流；

m) 国会界定的其他产业。

该条例为以下方面提供优惠政策：
a) 税收、海关和消费税（请参考下文内容）；
b) 物流；
c) 劳工义务；
d) 出入境管理；
e) 土地与空间规划；
f) 营业许可；和
g) 其他事项。
本期税务快报着重介绍税收、海关和消费税方面的优惠政策（即所得税、增值税
（VAT）、奢侈品销售税（LST）、进口关税和消费税的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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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基本条件
为了享受经济特区优惠政策，纳税人须符合下列条件：
1. 纳税人在经济特区进行开发和运营管理活动—称为“开发企业”（Badan
Usaha/BU）：
a) 已经注册为印尼当地纳税人；
b) 已经在政府相关部门注册为经济特区的开发企业；
c) 已经遵循各商业阶段的合规要求；和
d) 已经获取相关部门签发的营业资质。
2. 纳税人在经济特区内开展营业活动—称为“入驻企业”（Pelaku Usaha/PU）
a) 已经注册为印尼当地纳税人；和
b) 已经获取相关部门签发的营业许可。
B. 所得税优惠
1. 企业所得税（CIT）减税优惠
CIT减税优惠仅适用于BU和PU就其来源于主营业务活动的所得。
GR-12尚未明确CIT减税优惠的申请流程。关于减税空间、减税周期、提
交手续、适用条件等细则将在财政部条例进一步细化。
主营业务外的CIT处理（包括向第三方支付的预提税）将依据正常税率核
算。
如授予CIT减税优惠，纳税人应履行其定期合规申报义务，即向有关部门
提交投资和生产活动完成情况的报告。未能提交者将面临优惠被撤销的风
险。如撤销优惠，则必须补交减税部分的税金以及罚金。
2. 企业所得税津贴优惠
对于未享受 CIT 减税优惠，或开展非主营业务活动的纳税人，可以考虑申
请如下的企业所得税津贴优惠：
a) 可计提特定资产总值的 30%扣抵应纳税所得额；
b) 以加速折旧和摊销进行税前列支；
c) 向非居民纳税人派发股息的预提税减为 10%（未考虑双边税收协定税
率）；和
d) 弥补亏损年限可延长不超过 10 年。
津贴优惠的申请流程、批复手续、适用条件等细则将在另外的财政部条例
进一步规定。
享受免税期优惠的 BU 或 PU 不得享受津贴优惠政策，反之亦然。
3. 其他所得税优惠
BU 在进行下列交易中将“免征”所得税：
a) 经济特区所需的土地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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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经济特区内转让土地和/或建筑物；和/或
c) 经济特区内租赁土地和/或建筑物。
C. 增值税/奢侈品销售税优惠
GR-12规定下列交易将“免征”增值税/奢侈品销售税：
a) 经济特区内由应税企业向BU或PU交付特定应税商品和/或无形应税商品；
b) BU或PU进口的特定应税商品；
c) BU或PU之间交付的特定应税商品；
d) 交付应税服务和/或无形应税商品，包括在经济特区内两个PU或BU之间、
或与其他经济特区的PU或BU之间租赁土地和/或建筑物（最短租赁期为5
年）；
e) 由应税企业向BU或PU交付的特定应税服务；和
f) 在经济特区内使用境外应税服务和/或无形应税商品。
GR-12明确了上述应税商品和服务类别。
如经济特区与自由贸易区（FTZ）重合，来自或交付至FTZ的应税服务将免征
增值税。由经济特区内的PU向境内其他地方（Tempat Lain Dalam Daerah
Pabean/TLDDP）交付应税商品和/或服务将根据正常的增值税或奢侈品销售
税处理，交付对象也是被授予免征增值税/奢侈品销售税优惠的除外。
D. 进口税和海关优惠政策
1. 授予BU和PU的政策
在建设和开发阶段，BU就其用于开发经济特区所需的资本货物的进口，
享有免除进口关税和“免征”进口税（即进口增值税或奢侈品销售税和所得
税第22条）的资格。
在建设和开发阶段，PU同样可以享受资本货物进口的优惠，以及营运所
需的货物和加工材料。建设和开发阶段过后，PU就其用于生产免消费税
产品的原材料或辅助材料也可以享受延期缴纳进口关税和免除消费税的优
惠政策。
为了享受进口关税优惠，BU或PU须将其信息化管理系统接至印尼海关和
消费税总署（Dir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 and Excise/DG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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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特区货物流通的优惠政策
a) 货物流入

免除或延缴进
口关税

免除消费税

“免征”进
口税

a. 来自境外
b. 来自其他
KEK内的PU
c. 来自KEK外
的保税储存
区

√

√

√

√

√

√

√

√

√

d. 来自FTZ
e. 来自TLDDP
f. 来自KEK内
的其他PU

√

√
√

√

√

√

货物来源

√

“免征”境
内增值税/
奢侈品销售
税

√
√

b) 货物流出
货物交付地

税收与海关处理

交付至境外

遵循出口的现行条例。

交付至其他KEK内的PU、KEK外的
保税储存区、和FTZ

遵循目的地适用的优惠政策

交付至TLDDP（当地使用）

缴纳原免征或免除或延缴的进口关
税、消费税和进口税。0%进口关税
适用于满足40%以上本地化的产
品。

E. 旅游业KEK的税收优惠
旅游业KEK可以享受下列税收优惠：
1. PU为下列活动购置资本货物和原材料的海关和消费税优惠：
a) 酒店；
b) 会议中心；
c) 轮渡（旅客游船的
专用码头）；

g)
h)
i)
j)

餐饮服务；
商场；
娱乐中心；
教育/培训中心；

d) 促进旅游的专用机
场；
e) 旅游交通；

k) 运动中心和设施；
l) 养老中心；和/或
m) 国会界定的其他旅游业配套

f) 开发度假酒店和住
服务。
宅；
2. 外国人在特定商店采购商品的退税服务。
3. 在旅游业KEK购买房子和住宅免除奢侈品销售税和所得税第2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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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地方税收
地方政府将根据相关地方法律对PU/BU的地方税收作出减免的优惠规定。
地方税收减税空间在50%-100%，细则将在另外条例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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