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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减税优惠—新增规则
根据近期税收法律的变化，在印尼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且至少发行 40%流
通股及符合特定条件的，其 CIT 税率将进一步减降 3%（即 2020-2021 年 CIT
税率为 19%，自 2022 年起税率为 17%）。
2020 年 6 月 9 日，印尼政府出台 2020 年第 30 号文条例（GR-30），明确上
市公司减税优惠的新增条件。
GR-30 部分条件与之前条规类似，要点如下：
• 流通股股东数量至少为 300 个；
• 每个股东所持有的股份不高于发行和认缴的流通股总数的 5%；
• 企业在一个财政年度内至少 183 天以上满足上述条件；和
• 满足上述三项要求的企业须向 DGT 提交报告。
GR-30 就上述股东数量和持股要求条件增加了如下规则：
1) 具备《所得税法》或《资本市场法》规定的“特殊关系” 的股东将视为不符合
条件；或
2) 上市公司持有的库存股（特指回购股份的上市企业）也将视为不符合条件。
满足 GR-29 股份回购要求的库存股，可视为满足上市企业减税优惠的规则。请
参阅 2020 年第 25 期税务快报了解更多。
过渡性条款
由于 GR-30 生效日为 2020 年 6 月 19 日，上述 183 天以上的规则应按如下政
府条例计算：
• 依 2015 年第 56 号文（GR-56）判定的，应为 2020 年度年初至 2020 年 6
月 18 日。
• 依 GR-30 判定的，应为 2020 年 6 月 19 日至 2020 年度年底。
2019 年度和历史年度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单（及其修正）按 GR-56 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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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教育和研发类非营利组织的税收政策
2020 年 6 月 16 日，财政部颁布 2020 年第 68 号文（No.68/PMK.03/2020 或
PMK-68），该条例旨在提升印尼人力资源质量，营造更好的教育模式并进一步
推动研发活动。
PMK-68 更新并合并如下 2 份财政部条例，即：
1) 奖学金—财政部 2008 年第 246 号文条例及其最新修订 2009 年第 154 号文；
和
2) 教育类和研发类的非营利组织—财政部 2009 年第 80 号文条例（PMK-80）。
奖学金
PMK-68 中，奖学金的定义是为有成就、有学术潜力或受经济条件限制的学生、
员工（包括雇主向其雇员提供的奖学金福利）或其他人提供经济支持。
从授予方的角度，核算应税收入时，奖学金成本可税前列支。
从接受方的角度，满足下列条件下奖学金无需缴税：
a. 接受方为印尼国籍；和
b. 用于赴境内外教育机构参与教育项目的费用，包括：
✓ 学费；
✓ 教学教材费；
✓ 考试费；
✓ 交通费；和/或
✓ 与专业相关的研发费；
✓ 合理的生活费。
如发现授予方和接受方存在业务或家庭关系，则奖学金为应税范畴。
教育类和研发类非营利组织的溢余资金
PMK-68 明确，从事教育和研发活动的非营利组织将其溢余资金用于或分配到
特定用途上，可视其为非课税对象。
PMK-68 下的非营利组织（NPO）定义为在有关监管机构注册的从事教育和研
发领域的非营利组织或机构，并且该组织所推动的项目应该向任何人开放。

溢余资金
溢余资金被定义为非营利组织的收入（课征最终税的所得或非课税对象除外）
减去可税前列支的成本的余额。

指定用途
非营利组织取得的溢余资金满足下列情况下无需缴税：
a. 用于建造和购买教育或研发活动的基础设施和物资设备：
✓ 购买物资/设备包括：
‒ 教学设备；
‒ 计算机；
‒ 教育和研发活动
‒ 学生班车如巴士/小巴，或类似车辆；
相关的物资和设
‒ 非营利组织为特定员工拥有或使用的汽车；
备；
和/或
‒ 运动器材；
✓ 基础设施建设和购置包括：
‒ 建筑物；
‒ 办公室
‒ 土地；
‒ 教师和员工住宅；
‒ 实验室；
‒ 学生宿舍；
‒ 图书馆；
‒ 配置到永久储备资金（即保持教育或研发项
‒ 电脑室；
目持续性，不得用于为运营活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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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非营利组织应当在取得溢余资金四年内实施建设或采购活动。
以上述用途配置的溢余资金也可以提供给其他印尼非营利组织。

永久资金
满足下列条件下，溢余资金可配置到永久资金：
a. 被权威机构授予最高荣誉评级；
b. 教育类非营利组织—获得高等教育机构领导、实施机构及其他政府机构的批
准；
c. 研发类非营利组织—获得研发项目领导及有关政府机构的批准；
d. 印尼政府以总统令或部长令出台永久资金相关政策规定。
基于健全的商业惯例和良好的风险管理，永久资金可用于投资。其投资收益将
视为课税对象。投资收益可用于购买教育和研发活动物资和设备。
未根据上述条规配置永久资金将存在课税风险。税局有可能对相关年度进行纳
税调整。

申报要求
非营利组织应当准备溢余资金配置情况的报告并与年度所得税纳税申报单一并
提交。此外，非营利组织必须存管资金用途的记录及其证明文件。
税局将在四年期间结束后对（溢余资金存续的四年内）未按照指定用途配置的
资金进行纳税调整。

税务法庭服务暂停通知
2020 年 6 月 29 日，税务法庭出台 2020 年第 014 号税总函（No.SE014/PP/2014/SE-014），即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5 日期间暂停税务法
庭服务。
要点如下：
1. 暂停期为 2020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5 日。
2. 原定于暂停期截止呈送上诉函和起诉函的纳税人，其截止时间顺延 7 天。
3. 通过邮寄途径提交上诉函和起诉函的截止时间仍根据税务法庭法律规定。
4. 暂停期间将不计为税务法庭程序时间表的一部分。

中国业务部联系方式
田丁

钟若梅

叶彬富

ding.tian@pwc.com

chung.carrie@pwc.com

prasetya.surya@pwc.com

手机：+6281281489578

手机：+628118517647

手机：+6282298881699

微信：446787148

微信：Carrie402546

微信：prasy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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