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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税收激励政策更新 
 

本期税务快报涵盖如下税收激励政策的更新： 

1.  近期出台的免税政策更新； 

2.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详细指导意见； 

3.  特定医疗产品的海关激励政策。 

 

免税优惠的第五版更新 
 

财政部出台最新免税政策 PMK-130，为先锋产业提供更有利的政策支撑，以进

一步提升印尼营商环境。 

 

免税优惠政策内容与之前版本基本相同1，但本次更改进一步优化行政、流程和

资格方面的审批手续，包括针对拟申请免税的非“先锋产业”企业也提供更为详

细的指导意见。 

 

同时，此次更改增加了针对业务分拆从事国家战略项目的投资认定。 

 

PMK-130 主要内容如下： 

 

A. 基本适用范围 

 

与之前条例基本一致，PMK-130 就适用范围作了如下更新： 

a. 企业产业为先锋产业； 

b. 企业为印尼法律实体； 

c. 企业从未获得如下税收政策： 

1. 免税； 

2. 税收津贴； 

3. 劳动密集型产业加计扣除优惠 — 新；和 

4. 经济特区 — 新。 

 
1财政部条例 2018 年第 150 号文，于 2018 年 11 月 27 日颁布生效。欲了解更多请参考我们 2018 年第

14 期税务快报。 

____________________ 

印尼税收激励政策更新 P1 

 

免税优惠的第五版更新 
P1 

 

研发活动的所得税优惠 
P3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海

关激励政策更新 P5 

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www.pwc.com/id/en/taxflash/assets/chinese/2018/taxflash-2018-14-chn.pdf
https://www.pwc.com/id/en/taxflash/assets/chinese/2018/taxflash-2018-14-ch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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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新投资满足 1000 亿卢比的最低门槛； 

e. 满足税务申报债权比的要求；和 

f. 承诺在免税批文签发一年之内执行投资计划 — 新。 

 

B. 非先锋产业企业之申请途径 

 

PMK-150 明确非先锋产业企业满足一定条件下，可通过专门渠道向财政部提

出申请，但申请流程并不明晰。 

 

PMK-130 其中一个突破是明确了“非先锋产业”企业可允许进行自我评估，向

有关部门说明该企业的产业应当被考虑为先锋产业的理由。 

 

企业可参考 PMK-130 附录 B 提供的自我评估表格式及其相关条件要求以及

评分标准。企业必须取得至少 80 分以上才能通过。 

 

自我评估表包含如下： 

a. 促进印尼境内产业链发展（如采购印尼境内原料和使用当地生产的产

品）； 

b. 具有高度增值或外部经济效应（如招聘大量职工，选择特定的投资项目

地点）； 

c. 引进新技术（如使用环境友好技术）；和 

d. 构成全国级重点产业（如促进国家战略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 

 

申请流程 

1. 通过 OSS 系统提交线上申请，或线下申请。 

2. 在 OSS 系统提交申请的，必须备有如下文件的电子版： 

a. 投资项目的固定资产清单； 

b. 印尼股东的完税证明； 

c. 满足先锋产业条件的评估；和 

d. 自我评估表的量化评分已通过； 

3. 收到完整的申请资料之后，BKPM 将审批企业的自我评估表且于 5 个工

作日内通过 OSS 做出决议。 

 

C. 国家战略项目 

 

PMK-130 增加了通过资产“分拆”投资新建或扩建的国家战略项目（PSN）

可计为资本投资的优惠政策，即企业可享受的税收优惠认定除了原定的资本

投资之外，也包含因分拆而增加的资产。 

 

这种情况下的免税优惠期限判定标准： 

a. 如果新投资价值大于分拆资产价值，则按总投资价值（即新投资价值和

分拆出来的资产价值）给予免税优惠期限。 

b. 如果新投资价值小于分拆资产价值，则按新投资价值给予免税优惠期限。 

 

D. 免税优惠的现场审计 

 

企业开始使用免税优惠之前将面临监管部门对项目现场的复核，如若实现的

投资与当初报备的投资计划不符，监管部门将对免税期限进行调整。 

 

PMK-130 明确，该复核也会包括对“非先锋产业”企业做的自行评估量化标准

的评价。此外，PMK-130 规定了现场审计的时间期限，即自签发审计通知

函的 4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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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申报要求 

 

一旦申请通过，企业须提交年度实现投资和生产报告。PMK-130 明确如若

企业未按时提交报告（纳税年度结束后的 30 天内），DGT 将签出警告函并

且有可能引发税务稽查。 

 

F. 申请期限 

 

PMK-130 明确申请期限为 2024 年 10 月 8 日止（即 PMK-130 生效日 4 年

之内）。 

 

G. 过渡性条款 

 

PMK-130 明确的过渡性条款如下： 

a. 针对已经依照“旧”财政部条例获颁免税优惠的企业可继续利用现有免税优

惠直至优惠期限结束为止。 

b. “非先锋产业”企业按照 PMK-150 提出申请且 BKPM 已经审批通过的，

将依照 PMK-150 予以受理。如若 BKPM 尚未通过的，则将依照 PMK-

130 予以受理，为此企业必须在 BKPM 签发决议函的 1 年之内提交执行

投资计划的承诺函，及满足先锋产业标准评估报告和自我评估表的量化

评分。 

c. 若提交免税优惠申请的企业在 2018 年 11 月 27 日至 PMK-130 生效日之

间取得 OSS 签发的营业许可，则满足条件下将依照 PMK-130 予以受理，

且应当在商业投产日和 2021 年 10 月 8 日之前补充 PMK-130 下要求的

相关资料。 

d. PMK-130 明确，已经依照“旧”财政部条例获颁免税优惠但尚未开始利

用的可允许依照 PMK-130 提出利用申请。然而，企业仍须依照之前

DGT 条例满足相关合规性报告和判定商业投产事宜。 

 

研发活动的所得税优惠 
 

财政部颁布了关于在印尼进行研发活动的所得税优惠 PMK-1532条例，该条例

为 GR-453其中一部实施细则。 

 

PMK-153 关键内容如下： 

 

A. 优惠政策 

 

在印尼进行特定研发活动的企业纳税人可允许享受研发费用 300%加计扣除。

扣除额是有条件的，并且在一定时间内分比例扣除。 

 

该 300%加计扣除由如下部分组成： 

1. 对应年度实际产生的费用可允许 100%加计扣除。 

2. 最高 200%的额外扣除包括如下部分组成： 

a. 若研发活动在印尼知识产权局有注册专利或植物新品种保护（PVP）

授权，可允许 50%的额外扣除。 

b. 若上述（a）点在境外知识产权局有注册知识产权，可允许 25%的额

外扣除。 

c. 若研发成果处于商业化阶段，可允许 100%的额外扣除。 

d. 若上述（a）、（b）、或（c）研发活动与印尼政府授权的研发机构

或高校机构合作，可允许 25%的额外扣除。 

 
2财政部条例 2020 年第 153 号文，于 2020 年 10 月 9 日颁布。 
3政府条例 2019 年第 45 号文，于 2019 年 6 月 26 日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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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商业化可由其他企业纳税人执行。这种情况下，在研发企业取得了专利

或 PVP 产权且从商业化企业收取合理报酬前提下，研发企业可享受上述（c）

和（d）额外扣除。 

 

研发企业应当以研发企业的名义进行专利或 PVP 备案（若与其他企业共同

研发的，则以联名的名义备案）。该专利或 PVP 不得向其他方转让，除非

专利或 PVP 期限已到期。若在到期前转让，研发企业已享受的额外扣除在

转让年份视为应课税收入。 

  

企业应当在注册专利或 PVP 或达到商业化阶段较早者的前 5 年内对产生的

研发费用适用 200%额外扣除。为验证商业化，企业须向有关监管科技的政

府部门提交相关证明文件。 

 

符合要求后，可在成功注册产权或商业化对应年度开始使用额外扣除，扣除

额不得超过对应年度应纳税所得额的 40%，超过的部分可结转到以后年度。 

 

B. 适用范围 

 

为享用优惠，研发活动必须： 

1. 由企业纳税人执行，产量分成合同，作业合同、或依照矿业合同界定的

所得税事宜应以合同为准（而非所得税法）的除外。 

2. 在 2019 年 6 月 26 日后开始； 

3. 符合如下标准： 

a. 以创新为出发点； 

b. 基于原创的概念和假定； 

c. 最终成果存有不确定性； 

d. 有明确的研发和资金规划； 

e. 旨在创造可自由转让或交易的发明；和 

4. PMK-153 明确如下重点研发领域：

‒ 食品； 

‒ 药品、化妆品和医

疗设备；  

‒ 纺织、皮革和鞋； 

‒ 交通方式； 

‒ 电子产品、远程

信息处理和信息

通讯技术； 

‒ 能源； 

‒ 资本货物、组件和

辅助材料； 

‒ 农用工业； 

‒ 基础金属和非金属

矿物； 

‒ 油气和煤矿下游的

基础化学品； 

‒ 安防。 

 

 

PMK-153 对研发活动范围下的定义： 

• 研究：主要为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及新知识而进行的

实验性和理论性工作。 

• 开发：对从科学研究和实际经验中获得的现有知识进行实质性改进而进

行的各项工作。 

 

另外，该条例也明确不属于研发范围的活动，如市场调研，生产、现有产

品定期或季度性设计变更的质量管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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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可税前扣除的费用 

 

下列为允许额外 200%加计扣除的费用： 

1. 土地与建筑物以外的资产，包括累积折旧、摊销和生产辅助成本（如水

电费、燃料费及维护费）。已享用其他税收优惠的企业（如税收津贴或

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得重复扣除。 

2. 商品或原材料； 

3. 向职工、研究人员、工程师支付的工资、酬金和其他类似的款项等； 

4. 办理专利或 PVP 的手续费；或 

5. 向协助执行研发活动但无权享用研发成果的印尼研发机构或高校机构支

付的款项。 

 

D. 申请流程 

 

企业须通过 OSS 系统提出申请，该申请应当上传相关研发课题的议题书

及企业完税证明。对于集体执行研发，该议题书须明确各方分摊的研发活

动及其费用安排。 

 

若 OSS 系统有问题，企业可使用 PMK-153 附录的申请表格式向监管科技

创新的政府部门递交线下申请。 

 

政府部门审核完毕后，企业将从 OSS 或线下渠道收到相关决议的通知。 

 

E. 行政要求 

 

申请通过的企业必须在年度企业所得税申报单提交时限之内提交： 

1. 研发成本年度报告（通过 OSS 或线下渠道）；和 

2. 加计扣除核算年度报告。 

 

若未能满足上述要求，DGT 有可能对适用的加计扣除进行调整。 

 

F. 过渡性条款 

 

若企业在该条例颁布之前进行研发活动且研发成果尚未进行专利或 PVP 备

案或尚未商业化的，可以考虑享用该优惠政策。然而，这些企业必须在

2021 年 1 月 8 日之前提出申请。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海关激励政策更新 
 

财政部颁布涵盖疫情防控商品的海关激励政策更新 PMK-1494。PMK-149 作

为 PMK-345的第二次修正案，增加了可享受海关激励政策的商品清单（法匹

法韦、瑞德西韦、胰岛素等成品药），同时也删减了一些商品（如口罩、防

护衣、支气管镜、婴儿保温箱等）。 

  

 
4 财政部条例 2020 年第 149 号文，于 2020 年 10 月 8 日生效。 
5 财政部条例 2020 年第 34 号文，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颁布。欲了解更多请参考 2020 年第 15 期税务

快报。PMK-34 首次修正案为财政部条例 2020 年第 83 号文，于 2020 年 7 月 7 日颁布，欲了解更多

请见 2020 年第 28 期税务快报。 

https://www.pwc.com/id/en/taxflash/assets/chinese/2020/taxflash-2020-15-chn.pdf
https://www.pwc.com/id/en/taxflash/assets/chinese/2020/taxflash-2020-15-chn.pdf
https://www.pwc.com/id/en/taxflash/assets/chinese/2020/taxflash-2020-28-ch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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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业务部联系方式 

 

卓恒辉（Toto Harsono） 田丁    叶彬富 

toto.harsono@pwc.com ding.tian@pwc.com  prasetya.surya@pwc.com 

审计合伙人   手机：+6281281489578 手机：+6282298881699 

中国业务主管合伙人  微信：446787148  微信：prasyap 

 

  

mailto:ding.tian@pwc.com
mailto:prasetya.surya@pw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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