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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增值税规定—门槛条件和实施细则
2020 年 6 月 25 日，DGT 颁布 2020 年第 12 号文（No. PER-12/PJ/2020 或
PER-12），即明确电商门槛条件及境外电商从业者的增值税纳税细则。
PER-12 生效日为 2020 年 7 月 1 日。PER-12 为 2020 年第 2 号法律及财政部
2020 年第 48 号（PMK-48）部长令的实施条例。读者可参阅 2020 年第 9 期税
务快报和 2020 年第 21 期税务快报了解更多。
如 PMK-48 所指出，通过电子系统销售境外无形商品或提供境外服务将视为应
课增值税的交易。PER-12 对电子系统的定义是用于准备，收集，处理，分析，
存储，演示，公布，发送，或散发电子信息的一系列工具和电子化流程。
电商增值税门槛条件
达到下列门槛的境外商家、境外服务提供商、或境外电商平台（统称为“境外
电商从业者”）和境内电商平台将被认定为增值税代收者：
a. 在印尼市场的年交易额达到 600 条印尼盾以上或月交易额达到 50 条印尼盾
以上；或
b. 来自印尼 12 个月内的用户量超过 12000 人次，或月用户量超过 1000 人次。
认定增值税代收义务人

依职权任命
DGT 将对满足上述门槛条件的境内外电商从业者签发决议书（Appointment
Decision）并为其发出增值税代收义务人税号（VAT Collector ID）和纳税登记
证（Tax Registration Letter），其增值税代收义务将自认定之月的次月初生效。

主动提交通知
已满足上述门槛条件的境外电商从业者和境内电商平台但未被认定为增值税代
收义务人的，可通过邮件或 DGT 网上系统主动提交通知（Notification）。该通
知将被税局作为签发决议书的考量因素。通知函的模板可参考 PER-12 附录。

修改决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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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修改决议书中的信息，境外电商从业者或境内电商平台可主动通过 DGT 系
统通知 DGT，DGT 将进行修订决议书。在这种情况下，境内外电商从业者仍
需履行其增值税代收合规义务。

撤销决议书
如境外电商从业者和境内电商平台不再满足上述门槛及其他条件，则 DGT 可撤
销增值税代收义务决议书，相应的增值税代收义务人税号和纳税登记证也会随
之撤销，该撤销将自下个月开始生效。
增值税代收义务人合规义务
增值税代收义务人履行其代收义务前须在 DGT 系统激活账户，使其可在 DGT
线上系统履行相关义务。

增值税代收
增值税代收义务人须向其印尼消费者从交易价课征 10%增值税（该交易价为不
含税价）。
增值税代收义务人须准备增值税代收凭证（VAT Collection Slip）以明确增值
税代收和纳税的相关信息。增值税代收凭证包含：商业发票、账单、订单确认
书等其他类似文件。
增值税代收凭证可视同为增值税发票并以此抵扣进项税，但须包含下列信息：
a) 买方姓名和税号；或
b) 已登记在 DGT 系统的买方邮箱。
对于境外卖方或服务提供商和印尼用户通过境内外电商平台进行的交易，其增
值税可由境外电商从业者或境内电商平台代收，前提为：
● 已认定为增值税代收义务人；和
● 备有商业发票、账单、订单确认书等其他类似文件。

增值税缴纳
增值税代收义务人应当在次月月底向印尼政府支付对应月份应纳增值税款（比
如：8 月份发生的交易须在 9 月底缴清）。
缴税须知如下：
● 通过银行/特定机构网上缴税或其他 DGT 指定的途径；
● 使用 DGT 系统生成的缴税代码；
● 使用印尼盾、美金或其他 DGT 系统允许的外币。
如在特定时期有欠缴税，企业应在对应时期补缴欠缴税款。如有溢缴增值税，
企业可留抵至下一个时期。

增值税申报
增值税代收义务人应当提交季度性合规报告。该报告至少应包含下列信息：
a) 印尼用户量；
b) 交易额（不含增值税）；
c) 增值税代收额；和
d) 向印尼政府缴纳的增值税额。
DGT 可要求提供某一纳税年度的详细增值税申报报告，该报告至少应包含下列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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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增值税代收凭证的数量和对应日期；
交易额（不含增值税）
增值税代收额；
印尼用户的名称和税号（如该信息已在代收凭证披露）；和
电话号码、邮箱、或其他买方信息。

PER-12 并无提供上述报告的模板。该合规性报告应通过 DGT 指定的电子纳税
申报系统呈交。报告可用印尼文或英文。报告应该使用纳税人选择的币种。提
交后，纳税人将收到提交回执。
重复缴税
对某一笔应税交易中，如电商代收义务人代收了增值税，印尼用户也以自我评
估方式缴纳该交易的增值税，印尼用户可对重复缴税的进行下列处理：
a) 扣减其他应纳税款；
b) 申请退税；
c) 抵扣为进项税；或
d) 核算年度企业所得税时做可扣减费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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