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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颁的印花税法案
为响应科技和通讯的迅速发展，迎接数字时代带来的变化，印尼政府在 2020
年 10 月 26 日颁布 2020 年第 10 号法律（“10 号法”），10 号法将撤销 1985 年
第 13 号法律（“13 号法”）且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10 号法的基础规则基本不变。然而，10 号法改进了法律的架构、细节、表述
方式，且增加了课征对象和豁免条款。10 号法的关键内容如下：
A. 课征对象
如下文件需要课征印花税：
a. 用于证明民事性事件的文件；和
b. 用于法庭证据的文件。
上述（a）的文件包括：
a. 协议、证书、声明函、或类似文件及其副本；
b. 公证书和 grosse，及其副本和摘录；
c. 土地公证员出具的土地买卖契约书及其副本；
d. 任何形式和名义的证券；
e. 证券交易文件包括任何名义或形式的期货合同；— 新
f. 以摘录、纪要、副本和 grosse 形式的拍卖文件 — 新
g. 列明金额超过 500 万卢比以上款项的文件，即：— 新门槛
1. 列明收款（收据）；或
2. 包含全部或部分支付或偿还债务的确认；和
h. 政府条例规定的其他文件。— 新
关于上述点 a 提到“协议”的界定，不再局限于用于证明的情景。其他比如点
g，不再要求银行定期存款证明或银行流水单贴印花税。实务上，这些更新
对文件是否需要贴印花税的判定上可能会有变化。
10 号法针对无需贴印花税的文件基本与 13 号法一致，包括学位证书、工资
单、缴税证明等，但 10 号法增加了由印尼央行出具的文件需贴印花税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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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课税事件，税率，和缴纳方式
13 号法基于文件创建方和创建地点判定课税事件。10 号法基于各类文件的
具体办理流程，包括何时签、何时完成、何时送达至收件人、何时提交到法
庭作证据，或何时在印尼使用该文件（对于在境外创建的文件）。
相比 13 号法的多层税率，10 号法对印花税按固定税率 10000 卢比课征且仅
需对每份文件缴纳一次。政府对该税率和上述点 g 金额门槛将根据具体国家
经济需要通过出台政府条例进行必要调整。
同时，印花税缴纳方式基本不变，即通过使用印花税或缴税单。除此之外，
10 号法也引进了通过电子印花税的缴纳方式，电子印花将带有独特的代码
和识别功能，待后续财政部条例进一步明确。
C. 印花税征缴义务人
10 号法新增印花税征缴义务人，即明确一方有义务征缴、支付和申报印花
税。具体监管义务待后续出台财政部条例进一步明确。
D. 豁免印花税的文件
10 号法明确对如下文件豁免印花税：
• 因发生自然灾害需要加快重建社区的土地和建筑物产权转让文件；
• 因宗教信仰或非商业活动的土地和建筑物产权转让文件；
• 政府实施货币或财政政策文件；和/或
• 基于国际条约或互惠法实施国际协议的文件。
E. 过渡性条款
10 号法明确如下过渡性条款：
•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的文件仍依照 13 号法律课征印花税；
• 已经依照 13 号法印好的印花税可在 10 号法生效的一年之内以最低 9000
盾金额使用。该印花税不得兑换现金。

旅游用游艇免除奢侈品销售税
政府出台 GR-61 条例，即明确除摩托骑车之外需要缴纳奢侈品销售税（LST）
的奢侈品，该条例将在颁布日 60 日后生效。
需要缴纳 LST 的商品清单保持不变。然而，现对用于旅游业的游艇免除 LST
（之前需要缴纳 75%税率的 LST）。
GR-61 明确，若享用免税优惠的游艇自购置 4 年之内进行滥用或转让，则政府
将要求相关方补缴税。该 LST 应在滥用或转让之月份的 1 个月之内缴清，否则
企业将面临逾期缴税罚金的风险。

2020 年产业代码清单更新：踏入营业许可变革的第一步
响应印尼迅速变化的经济发展，印尼中央统计局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出台
2020 年第 2 号条例，即颁布 2020 年标准产业代码清单（KBLI）更新，进一步
优化 2017 年 KBLI。
2020 年 KBLI 新增了 216 个产业分类，删减了 6 个重复性产业分类。增加的产
业主要是金融服务、租赁和劳务、工业制造、教育、专业服务和贸易。删减的
产业主要为矿业和旅游/住宿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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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产业增减外，2020 年 KBLI 也对现有的产业代码进行调整和重分类。
承续 2020 年第 11 号创造就业综合法案，2020 年 KBLI 对实施基于风险评级
（Risk-Based Approach）颁发营业许可的新制度具有重大意义。
风险评级模式下，政府将界定企业的 KBLI 是否属于低、中、或高风险。该评
级将进一步决定企业是否必须取得标准证书或其他必要的营业许可。
2020 年 KBLI 也可用于参考企业产业是否可申请税收优惠（免税优惠、税收补
贴、进口关税）政策和免税政策。
作为结语，企业须关注 2020 年 KBLI 对现有 KBLI 的判定是否有所变化，进而
评估是否对现有营业许可作出调整。另外，建议企业考虑在新 KBLI 下扩展其
他业务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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