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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农业商品使用“其他价值”核算增值税的计税基础
2020 年 7 月 27 日，财政部颁布 2020 年第 89 号部长令
（No.89/PMK.010/2020 或 PMK-89），即明确特定农业商品使用“其他价
值”核算增值税的计税基础。
PMK-89 附录 A 罗列相关农业商品清单，即包括种植园、农作物、观赏植物、
药品和林业（木材和非木材商品）相关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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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确定增值税计税基础的第一种模式是售价的 10%，其有效税率为售价的
1%（即 10%增值税税率乘以销售价的 10%）。该模式下，厂商无法申报增值
税为有效的进项。
拟使用“其他价值”模式为增值税计税基础的厂商须向企业管辖税局递交书面
通知。递交通知截止日：企业开始使用“其他价值”模式为增值税计税基础对
应月份的增值税纳税申报单递交时限之前（举例：企业在 2020 年 9 月份开始
使用“其他价值”作为增值税计税基础，2020 年 9 月的增值税纳税申报单递交
时限为 2020 年 10 月 31 日前，因此企业递交通知的截止日也是 10 月 31 日
前）。
使用“其他价值”模式的厂商如向从事下游加工活动的企业客户出售商品，则
认定该企业客户为增值税代收义务人，因此须从厂商代收增值税。
完整一个财政年使用“其他价值”模式之后，厂商又可切换到 10%的“正常”
税率。厂商须在重回使用正常税率首次月份的增值税纳税申报单递交时限前递
交通知。这种情况下，厂商再也无法切换到“其他价值”模式。

援助/捐赠和补助的免税规定
2020 年 7 月 21 日，财政部颁布 2020 年第 90 号部长令（No.90/PMK.03/2020
或 PMK-90），即明确援助/捐赠和补助的免税规定。PMK-90 从捐赠方和接受
方角度提供相关税收政策的概述。
合格接受方
下文概述的税收规定适用于如下接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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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血亲关系（即有血缘关系的父母及其子女）；
b. 宗教团体；
c. 教育组织；
d. 社会团体，包括基金会；
e. 合作社；或
f. 运营小微型企业的个人。
PMK-90 就上述（a）至（f）的定义提供相关说明。PMK-90 强调，宗教、社会
和教育团体、组织必须是非盈利的。
特殊关系规定
以下是 PMK-90 为特殊关系下的定义：
• 捐赠方与接受方之间有频繁交易的，认定为“商业”关系。
• 捐赠方与接受方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雇佣、为某一方提供服务或实施活
动，认定为“劳资”关系。
• 捐赠方与接受方之间存在《所得税法》第 18（4）条规定的直接或间接的资
本投资，认定为“所有”关系。
• 捐赠方与接受方之间存在《所得税法》第 18（4）条规定的控制权，认定为
“控制”关系。
捐赠方的税收义务
根据长期存在的规定，补助金或援助/捐赠在一定条件下可税前列支。
另一方面，捐赠方就任何于援助/捐赠或补助有关资产转让取得的收益应当由在
捐赠方征税。该收益将根据资产的市场价值与如下价值直接的差额核算：
a. 纳税账面价值—如捐赠方有记账；或
b. 收购价值—如捐赠方无记账。
以土地和/或建筑物（L&B）捐赠的税收义务遵循现行税法。
然而，符合下列条件下转让收益将视为非课税对象：
a. 向上述合格接受方捐赠；和
b. 捐赠方与接受方不存在上述业务、劳资、所有或控制关系。
如捐赠方和接受方均为宗教、教育或社会团队且存在所有或控制关系，则视转
让收益为非课税对象。
接受方的税收义务
从接受方的角度，在捐赠方与接受方不存在上述特殊关系下，援助/捐赠均为非
课税对象。
符合下列条件的，补助为非课税对象：
a. 接受方为合格接受方；和
b. 双方不存在上述特定关系。
如捐赠方和接受方均为宗教、教育或社会团队且存在所有或控制关系，则视援
助/捐赠或补助为非课税对象。
接受方应以如下收购价值确认援助/捐赠或补助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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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纳税账面价值—如捐赠方有记账；或
b. 如捐赠方无记账，则：
• 房地产：
1. 转让对应年度的房地产纳税征缴函（Surat Pemberitahuan Pajak
Terhutang/SPPT）的市场指导价（Nilai Jual Objek
Pajak/NJOP）；
2. 如无征缴函，根据地方政府监管机构出具资产价值的书面证明。
• 非房地产—发生转让交易时的市场价值。
使用年限为一年以上的业务相关资产可通过折旧或摊销逐期进行税前列支。

非课增值税的宗教服务
增值税法律下，以下宗教服务属非课增值税对象：
a. 礼拜堂相关服务；
b. 讲道相关服务；
c. 组织宗教信仰活动相关服务；和
d. 宗教领域的其他服务。
2020 年 7 月 23 日， 财政部颁布 2020 年第 92 号部长令
（No.92/PMK/03/2020 或 PMK-92），即实施宗教领域其他服务的监管措施
（请见上文 d）。
非课增值税的其他服务主要涵盖政府或旅行社组织的朝圣旅行服务。
PMK-92 明确各宗教的朝圣目的地。如朝圣旅游行程也有 PMK-92 以外的地点
（转机除外），则非条例涵盖的部分须缴纳 10%增值税。
此类服务的增值税计税基础的判定标准为：
a. 10%售价（增值税有效税率为售价的 1%）—可在发票上列示宗教朝圣及非
朝圣的费用明细；或
b. 5%售价（增值税有效税率为售价的 0.5%）—发票无法拆分明细。
与旅行社增值税抵免机制相似，交付上述应税服务的旅行社不得进行增值税进
项抵扣。

税收津贴更新
2020 年 7 月日，财政部颁布 2020 年第 96 号部长令（No.96/PMK.010/2020 或
PMK-96），即 2020 年第 11 号部长令（PMK-11）的修订条例。PMK-96 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生效。有关 PMK-11 请参阅普华永道 2020 年第 3 期税务快
报了解更多。
该修订案旨在简化行政手续审批流程，即税收优惠申请流程。目前企业可直接
递交申请至财政部而无需通过 OSS 系统。
过渡性条款
PMK-96 适用于下列情况：
a. 2020 年 8 月 11 日前获批的企业递交开始享用优惠的申请。
b. 2020 年 8 月 11 日前递交申请的企业，但尚未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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