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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印度尼西亚转移定价税务申报合规要求

近年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针对
转让定价税务申报实施了重大改革，并于2015年发布
了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第十三项行动计划，统一了
国际申报标准。

2016年12月30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财政部颁布了财
政条例第213条/ PMK.03 / 2016（“PMK-213”），
并即刻实施了这一条例。

PMK-213针对企业关联交易要求准备三项文档： 

i. 主体文档（“MF”），包含关于集团的一般信
息；

ii. 本地文档（“LF”），包含关于印度尼西亚相关
业务的具体信息；及

iii. 国别报告（“CBCR”），包含关于集团成员实体
的详细财务信息和其他资料。

MF和LF必须按要求在每个会计年度截止后四个月内完
成准备，并以印度尼西亚语或英语形式提供（针对获
准以英语进行记账的纳税人，可以递交英文文档，但
必须附有印度尼西亚语翻译）。CBCR应在每个会计年
度截止后一年内提交。

主体文档及本地文档的准备及保存门槛

纳税人在会计年度内满足以下任何一个要求，则被强
制要求准备MF和LF（部分说明仅基于我们对该法规的
解读）

纳税人从事：

1. 任何关联交易，且上一年（即2015年）的总收入
超过500亿印尼盾（约370万美元）- 针对关联交
易总额没有具体门槛; 或

2. 超过200亿印尼盾（约150万美元）的有形资产关
联方交易（产品及原材料的购销）; 或

3. 超过50亿印尼盾（约37万美元）的除有形资产以
外的其他所有关联方交易（利息、特许权使用费
和/或服务），或

4. 与位于企业所得税率低于印度尼西亚企业所得税
率（目前为25％）的税收管辖区内的关联方发生
任何金额的交易。考虑到没有针对上述关联交易
的具体门槛，因此，所有涉及的关联交易，无论
金额大小，都将被涵盖在本规定的适用范围内。
印度尼西亚税务机关（“ITO”）已经公布了符合
上述标准的国家名单。

国别报告的准备及保存门槛

纳税人在会计年度内满足以下任何一个要求，则被强
制要求准备国别报告（部分说明仅基于我们对该法规
的解读）：

1. 纳税人为集团母公司，且合并集团收入超过11万
亿印尼盾（约合8.1亿美元），上述规定适用于母
公司位于印度尼西亚的集团公司; 或

2. 纳税人为母公司为非印度尼西亚公司的集团的一
部分，且该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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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不需要提交国别报告，或

ii. 递交国别报告的国家与印度尼西亚尚未建立国
别报告信息交换机制，或

iii. 印度尼西亚税务机关无法成功通过信息交换机
制获取国别报告。

印度尼西亚税务机关公布了与其建立了信息交换机制
的国家名单。

PMK-213包含需要在国别报告中被披露的信息的详细
列表。 

处罚

符合上述要求的纳税人，自其2016年度纳税申报起，
在各会计年度截止后有4个月的时间（国别报告为12个
月）应当准备MF/LF。MF/LF的准备情况必须被汇总
在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CITR”）附件中，国别
报告则需要附于下一年度纳税申报表后。

未能按要求准备并提交MF/LF的纳税人将面临处罚。
未能准备MF/LF的，根据第3（3）条款视为相关交易
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在被要求递交MF/LF时未能即
时递交的，则根据第5（3）条款，纳税人将被视为没
有准备转让定价文档。 

印度尼西亚税务机关可以在执行合规性审查、税务审
计、争议处理、降低行政处罚及其他事件的过程中要
求上述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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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汇

关键点如下：

条例生效日期 2016年12月30日
（2016财年结束）

语言要求 印度尼西亚语或英语（
附带印度尼西亚语翻
译）

截止期限 MF/LF：会计年度截止
后4个月准备完毕；
国别报告：会计年度截
止后12个月提交

涵盖的关联交易 所有境内、外关联交易

税务机关具体提交要求 MF/LF：在企业所得税
纳税申报表附件中签署
是否完成准备的声明
国别报告：作为企业所
得税纳税申报表附件
提交给印度尼西亚税务
机关

处罚、处理 依照现行法规

文档保留要求 10年

非完整年度按整年计算 适用

汇率 纳税年度截止时的财政
部汇率

延期 未具体涉及，因此，我
们推测不能申请延期，
除非颁布新的法规

毕马威观点：

• 相较于其他地区，PMK-213要求准备MF及
LF的门槛更低。

• 对未能完成准备的、即时或按要求递交的、
但在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中声明了完成准
备以及同期准备的情况，均在税收法规下正
式规定了处理、处罚。

• 考虑到许多国家尚未有MF的准备要求，印度
尼西亚纳税人，尤其是外商投资企业，必须
与其总部合作以获得并提供要求的信息。

• 虽然普遍预计印度尼西亚会执行并颁布转让
定价相关条例，PMK-213包含了非常严格的
准备要求和截止日期。例如，母公司为印度
尼西亚公司的集团在印度尼西亚的成员实体
将可能有义务需要准备MF及CBCR。

• 旧法规中规定的保存转让定价文档的要求仍
然适用，PMK-213中并未涉及任何否决之前
规定的条款。但是，之前准备的转让定价文
档的信息可以被用于准备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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