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度尼西亚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７年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双边贸易总额为２５０．１亿美元，同比增

长３１．２％。其中，中国对印尼出口１２６．１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３．５％；自印尼进口１２４．０

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９．１％。中方顺差２．１亿美元。中国对印尼出口的主要产品为除原

油外的从石油或沥青中提取的油类及其制品，钢铁，机器、机械、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

其零件，车辆及其零部件，化工产品，棉布、纤维等纺织原料，葱类蔬菜，苹果、梨等，自印

尼进口的主要产品为从石油或沥青中提取的原油、油类及其制品，煤及其他矿产品，电

子设备及组件，电机、电器设备及零部件，有机化工品，橡胶，木及木制品，纸及纸板，棕

榈油及其分离品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２００７年底，中国公司在印尼累计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３２．８

亿美元；累计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２．７亿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７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备案，中国对印尼非金融类对外直接

投资额为８１２６．１３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７年印尼对中国投资项目６８个；实际使用金额１．３亿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及其发展

（一）贸易管理制度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印尼关税制度的基本法律是１９７３年颁布的《海关法》。现行的进口关税税率由印尼

财政部于１９８８年制定。自１９８８年起，财政部每年以部长令的方式发布一揽子“放松工

业和经济管制”计划，其中包括对进口关税税率的调整。印尼进口产品的关税分为一般

关税和优惠关税两种。印尼关税制度的执行机构是财政部下属的关税总局。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根据２００６年ＷＴＯ对各成员进口关税水平的统计，２００６年印尼的简单平均进口关

税税率为９．５％。其中，工业品的简单平均税率为９．２％，农产品为１１．４％。印尼对超

过９９％的进口产品征收从价税，但对大米和糖类等进口产品征收从量税。

２００７年，印尼政府把机动车零件原料进口税降低至零，获得此优惠的前提是进口零

件原料是印尼国内不能生产的。欲获得机动车原料进口零关税的企业，必须向关税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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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附上纳税人登记号码、有关部门或机构的营业执照、数量、详细类别和价格，以及

政府指定的检查员核实证明。关税总局主任决定豁免进口税及指定装卸港口。已经获

得进口税优惠的货物，一旦被发现不符合条例规定，则将再度被课以进口税。另外，获

得进口税优惠的产品，只能应用于机动车原件工业，如果滥用上述产品，将取消优惠，并

被责令支付前次未付进口税，以及１００％的罚款。

２００７年１月３０日，印尼海洋与渔业部长宣布，为吸引投资商在印尼发展渔产加工

业，印尼政府计划豁免国内渔产加工业产品的出口税。

根据印尼第４１号财政部长条例，从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９日起，大型设备制造、装配所需

的原料和特定材料免征进口关税。此次被豁免进口税的商品是推土机、液压挖掘机、叉

车、传动平地机、轮式装载机、农用拖拉机、压路机、大型发动机的装配材料、原件制造、

空车４０吨以上自卸卡车、牵引车装配材料，以及钢材原料。

自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５日起，印尼对油棕产品开始适用新的出口税。其中，棕榈原油的

出口税从１．５％提高至６％；油棕果和油棕原子核的出口税从３％提高至１０％；原三油

精、脱臭棕榈油和食用油的出口税从０．３％提高至６．５％；原硬脂精、精炼硬脂精、棕榈仁

油以及精炼棕榈仁油的出口税从０．５％提高至６．５％。

自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５日起，印尼政府对石油和汽油产品及其开采设备免征进口关税，

并对国内煤产品免征出口税，以吸引外国投资者对印尼能源的投资。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印尼财政部颁布第１１０号部长条例，该条例有关进口关税的规定对

２００４年的某些条例进行了修正，并对新的进口关税文本中有关进口物资的分类作出了调

整，保证其与关税协调项目相符。根据该条例，汽缸容量为１８００—２５００毫升的汽车的进口

关税由２０％升至４５％，而容量为２５００毫升的完全拆解车辆则由４５％降至２０％。

根据《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自２００７年起，印尼对自

中国进口的产品关税降至８％。在２０１０年前，中国与印尼将逐步削减进口关税，对绝大

多数进口产品实行零关税。

２．进口管理制度

《１９３４年贸易法》是规范印尼贸易政策的基本法律。印尼贸易部（原印尼工业与贸

易部）是印尼贸易主管部门，其职能包括制定外贸政策，参与外贸法规的制定，划分进出

口产品管理类别，进口许可证的申请管理，指定进口商和分派配额等事务。

印尼政府在实施进口管理时，主要采用配额和许可证两种形式。适用配额管理的

主要是酒精饮料及包含酒精的直接原材料，其进口配额只发放给经批准的国内企业。

适用许可证管理的产品包括工业用盐、乙烯和丙烯、爆炸物、机动车、废物废品、危险物

品，获得上述产品进口许可的企业只能将其用于自己的生产。其中，氟氯化碳、溴化甲

烷、危险物品、酒精饮料及包含酒精的直接原材料、工业用盐、乙烯和丙烯、爆炸物及其

直接原材料、废物废品、旧衣服等九类进口产品主要适用自动许可管理；丁香、纺织品、

钢铁、合成润滑油、糖类、农用手工工具等六类产品主要适用非自动许可管理。

３．出口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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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原印尼工贸部于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４日公布的部长令（第５５８／ＭＰＰ／Ｋｅｐ／１２／１９９８

号法令）和贸易部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２日公布的第０１／ＭＤＡＧ／ＰＥＲ／１／２００７号法令，企业及

个人出口货物必须持有商业企业注册号／商业企业准字或由技术部根据有关法律签发

的商业许可，以及企业注册证。出口货物分为四类：受管制的出口货物、受监视的出口

货物、严禁出口的货物和免检出口货物。受管制的出口货物包括咖啡、藤、林业产品、钻

石和棒状铅。受监视的出口货物包括奶牛与水牛、鳄鱼皮（蓝湿皮）、野生动植物、拿破

仑幼鱼、拿破仑鱼、棕榈仁、石油与天然气、纯金／银、钢／铁废料（特指源自巴淡岛的）、不

锈钢、铜、黄铜和铝废料。严禁出口的货物包括幼鱼与金龙鱼等，未加工藤以及原料来

自天然森林未加工藤的半成品，圆木头，列车铁轨或木轨以及锯木，天然砂、海砂，水泥

土、上层土（包括表面土），白铅矿石及其化合物、粉，含有砷、金属或其化合物以及主要

含有白铅的残留物，宝石（除钻石），未加工符合质量标准的橡胶，原皮，受国家保护野生

动植物（包含在附录Ｉ＆ＩＩＩＣｉｔｅｓ内），铁制品废料（源自巴淡岛的除外）和古董。除以上

受管制、监视和严禁的出口货物外，其余均属免检的出口货物。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负责促进外商投资，管理工业及服务部门的投资活动，但不包

括金融服务部门。印尼财政部负责管理金融服务部门的投资活动，包括银行和保险部

门。印尼能矿部负责批准能源项目，而与矿业有关的项目则由能矿部的下属机构负责。

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６日，印尼颁布第２５号《投资法》，取代１９６７年《外国投资法》和１９６８

年的《国内投资法》，成为一部统一规范国内外投资的法律。

新投资法共１８章４０款，涵盖所有经贸领域，包括矿产和油气领域，但上述领域投资

的技术层面仍由矿产法和油气法分别具体规定。新法的主要特色有：１．关于外资在土

地和建筑使用权期限方面的规定有了较大的突破。如土地开发权，由原来的３５年延长

到９５年；建筑使用权由原来的５０年延长到８０年；而由地方政府批准的土地使用权则最

长可达７０年。２．新法规定外资与内资享有同样待遇及优惠政策；外国投资者可以自由

汇回其资金；可申请两年的居留权并逐渐能转为永久居留权；新法还禁止政府将外国企

业国有化以及对外国公司在犯有商业犯罪时重判。３．新法出台了新的投资优惠政策，

其中财政优惠政策是在鼓励投资的领域和地区，在６年的期限内总共给予投资者在应税

收入中扣除投资额的３０％的税收折扣。此外，新法对外资在各领域的投资股份限额作

了详细明确的规定。对电信等几个涉及国家安全的重点领域的外资所有权进行限制。

例如，外国投资对印尼固网和移动运营商的持股比例最高分别不得超过４９％和６５％。

１．鼓励、限制、禁止投资的领域

根据２００７年第２５号《投资法》，国内外投资者可自由投资任何营业部门，除非已为

法令所限制与禁止。法令限制与禁止投资的部门包括生产武器、火药、爆炸工具与战争

设备的部门。另外，根据该法规定，基于健康、道德、文化、环境、国家安全和其他国家利

益的标准，政府可依据总统令对国内与国外投资者规定禁止行业。相关禁止行业或有

条件开放行业的标准及必要条件，均由总统令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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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７月４日，印尼颁布第２５号《投资法》的衍生规定，即《２００７年关于有条件

的封闭式和开放式投资行业的标准与条件的第７６号总统决定》和《２００７年关于有条

件的封闭式和开放式行业名单的第７７号总统决定》。根据这两个决定，２５个行业被

宣布为禁止投资行业，仅能由政府从事经营，禁止外商投资的行业主要包括无线电广

播与电视广播、装修公路设备、经营机动车辆定期检验、含酒精饮料工业、糖精工业和

黑锡金属工业等。另外，有４３个行业鼓励中小型企业投资，３６个行业为有条件开放

的投资行业。

２００７年７月５日，印尼出台新的电信投资法案，该法案规定外资对手机公司的所有

权从９５％下降到６５％，对固线电话公司的控股比例降为４９％。外资对印尼航空公司的

所有权比例上限为４９％。为了限制外资对战略性行业的控股比例，外资对机场和海港

的所有权上限为４９％。该法案不影响现有的合资项目。该法案从２００７年７月４日起

生效，有效期为三年。

２．税收政策

根据２００７年印尼《有关所规定的企业或所规定的地区之投资方面所得税优惠的第

１号政府条例》，印尼政府对有限公司和合作社形式的新投资或扩充投资提供所得税优

惠。提供的所得税优惠包括：（１）企业所得税税率为３０％，可以在６年之内付清，即每年

支付５％；（２）加速偿还和折旧；（３）在分红利时，外资企业所缴纳的所得税税率是１０％，

或者根据现行的有关避免双重征税协议，采用较低的税率缴税；（４）给予５年以上的亏损

补偿期，但最多不超过１０年。上述所得税优惠，由财政部长颁发，并且每年给予评估。

２００８年１月，印尼开始实施《关于税收办法及其总则法的第三项变化的２００７年第

２８号法规》。该法规定，第一次逃税或漏税致使国家受损的将免于刑事责任，但将被处

以数额为所逃税款两倍的行政罚款。强迫他人行贿、以权谋私等都将依照法律承担刑

事责任，不仅是纳税人，税务人员也会遭受惩处。

３．投资促进政策

自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印尼政府对６种战略物资豁免增值税，即原装或拆散属机器

和工厂工具的资本物资（不包括零部件），禽畜鱼饲料或制造饲料的原材料，农产品，农

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的苗或种子，通过水管疏导的饮用水，以及电力（供家庭用户

６６００瓦以上者例外）。

２００７年２月，为吸引外商进入印尼，与当地企业合作从事渔类加工业，印尼政府准

备采取多项税收措施，具体包括免除国内加工渔产品的出口税，减轻渔业加工机械进口

税，减免收入税及增值税，在综合经济开发区和东部地区投资的企业还可获得土地建设

税减免优惠。

２００７年８月，印尼中央与地方政府实行投资审批一站式服务。实行一站式服务之

后，每个部门都将派代表到投资统筹机构办事处，以便加快办理审批手续。依据２００７年

第２５号《投资法》第３０条第７款，需要中央政府审批的投资领域包括对环保有高破坏风

险的天然资源投资，跨省级地区的投资，与国防战略和国家安全有关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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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外汇管理

印尼中央银行于１９９９年制定并颁布的《监管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外汇交易流

量法》是印尼外汇管理制度的主要法律。印尼基本不存在外汇管制，货币可自由兑换，

国外公司的利润等可以自由汇出。

２．签证管理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５日起，印尼对临时赴印尼进行商务活动或旅游的中国公民颁发有效

期为１２个月的多次入境签证。在此之前，这两类签证的有效期最长为６个月。赴印尼

临时商务签证为Ｂ１签证，赴印尼旅游签证为Ｂ２签证。但是在“９·１１事件”之后，印

尼方面在签证政策上有所缩紧，几乎所有赴印尼签证的申请人都要提供指纹，签证审查

的步骤也相应增多等。

３．主要贸易投资管理机构调整情况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印尼成立渔事法庭。在开始阶段，其将在盗渔活动比较猖獗的五个

地方即棉兰、雅加达北区、坤甸、杜瓦尔和毕东设立渔事法庭。渔事法庭执行２００４年３１

号《渔业法》。该法规定，若有盗渔行为，可处罚２００亿盾（约合２２０万美元）并处于１０年

监禁。

印尼政府于２００７年３月设立林业建设筹资机构，向大众提供法律、贷款及促销服

务，以发展林业建设。

（四）２００７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印尼将修订可可产品的国家标准

为提高印尼可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印尼政府修订了可可产品国家标准，并于２００８

年开始强制实施。除完善标准外，印尼政府还通过改善种植方式、给予政府补贴、提高

农民生产效率等手段增加可可产量，并设定目标于２０１０年成为世界最大的可可生产国。

２．印尼政府规定汽车安全玻璃必须实施国家标准

２００７年５月，印尼工业部长签署２００７年３４号条例，规定两种汽车安全玻璃必须

适用国家标准，分别为汽车钢化安全玻璃和汽车叠层安全玻璃。国内生产的玻璃必

须获得国家认证机构颁发的产品认证证书才能进行销售，国外进口的玻璃必须到贸

易部外贸总司进行注册并登记后才能在市场上销售。该条例于２００８年２月开始

生效。

３．印尼政府对６种水泥实施国家标准

２００７年５月９日，印尼工业部长签署工业部第３５号条例，规定对六种水泥实施国

家标准，分别为白水泥、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硅酸盐水泥、混合硅酸盐水泥、砖石水泥

和复合硅酸盐水泥。该条例规定，印尼生产的水泥必须拥有印尼国家认证机构颁布的

证书才能在市场上销售，国外进口的水泥必须由进口商向贸易部外贸总司申请注册并

进行登记后才能进入市场销售。该条例已于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开始生效，由工业部农业化学

工业总司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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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疯牛病疫情国家或地区的反刍动物和产品进口

２００６年８月２２日，根据国际兽医局关于疯牛病的建议，考虑到疯牛病的疫情，印尼

颁布了《关于来自疯牛病疫情国家或地区的反刍动物和产品进口要求的第４８２／Ｋｐｔｓ／

ＰＤ．６２０／８／２００６号农业部法令》，该法令对产品种类、疯牛病情况以及进口要求做出了

明确规定。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印尼存在关税高峰现象，如部分汽车的进口关税为８０％，部分含酒精饮料的关税高达

１７０％等。２００７年，印尼将发动机排量为１８００—２５００ｃｃ的汽车进口关税由２０％升至４５％。

根据发动机的大小，印尼对客车套件进口组装征收２５％到５０％不等的关税。对非

客车套件征收２５％的统一关税，客车或者小型面包车的零配件进口后在印尼当地组装

的，征收１５％的统一关税。

（二）进口限制

１．进口禁令

２００４年６月，印尼贸易部禁止在收获季节（通常从每年７月到年底）进口食盐。食

盐进口公司必须经过注册，同时其５０％的原材料必须从当地购买。

２００６年７月，印尼海洋渔业部和贸易部决定延长２００６年第ＰＢ．０２．ＭＥＮ号海洋渔

业部和２００６年第４０号贸易部共同条例的有效期限，继续禁止白虾产品进口，但放开对

ｍｏｎｏｄｏｎ和ｓｔｙｌｉｒｏｓｔｔｒｉｓ两种虾的进口。

２００６年，为了防止果蝇进入印尼，印尼《关于新鲜水果和蔬菜进入印尼的技术要求

和植物卫生措施的第Ｎｏ．３７／Ｋｔｐｓ／ＨＫ．０６０／１／２００６号农业决定》规定，印尼边境的７个

入境处可以对进口产品实施卫生检疫措施。

２．进口许可

对于肉类和家禽的进口，印尼政府要求进口商出示申请文件。但在审批申请文件

时，印尼政府随意改变允许进口的产品数量。这构成了事实上的数量限制。

印尼政府对葡萄酒和蒸馏烈酒实行进口数量限制。除了对含酒精饮料征收１７０％

的关税、１０％的增值税和３５％的奢侈品税，印尼政府还限制部分已注册进口商对含酒精

饮料的进口。

印尼政府继续执行２００２年３月工业和贸易部颁布的《特殊进口商身份识别码法

令》。该法令规定，某些特殊产品进口商需要专项申请进口商身份证，如果没有获得此

证件，产品将被在港口扣留。这些商品包括玉米、大米、大豆、糖、纺织品及相关产品、鞋

类、电子产品和玩具。

印尼政府在纺织品领域继续实行严格的进口许可制度。只有以进口面料为生产原

料的公司，才有资格取得进口许可证。

（三）通关环节壁垒

印度尼西亚海关在确定进口食品关税时，未使用进口文件上的实际交易价格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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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而是按照其内部评估价格作为进口产品的海关估价基础。根据《ＷＴＯ海关估价

协议》第７条第２款，禁止各成员方以“任意或虚构的价格”确定进口货物完税价格，印尼

的做法与ＷＴＯ规定不符。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日，印度尼西亚工业部金属、机械、纺织及多种工业管理总局向

ＷＴＯ通报了工业部《关于强制性印尼国家标准ＳＮＩ０７２０５３２００６镀锌薄钢板的法令草

案》。该草案规定了镀锌薄钢板的定义、类型、质量要求、取样和检测方法、检测验收、标

识和包装要求。所有进口到印尼或在印尼生产、销售的相关产品都必须符合该草案要

求。生产商和／或进口商需要提供使用该草案规定的产品证明。产品证明由经印尼政

府认可机构ＫＡＮ所认可的机构颁发。印尼工业部金属、机械、纺织及多种工业管理总

局是负责实施该法令的机构，负责提供关于该法令的技术指南，包括产品认证程序和

标识。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日，印尼工业部金属、机械、纺织及多种工业管理总局向 ＷＴＯ通报

了工业部《关于强制执行印尼国家标准ＳＮＩ０７２０５２２００２混凝土加固钢筋、ＳＮＩ０７

００６５２００２再轧混凝土加固钢筋、ＳＮＩ０７０９５４２００５成卷混凝土加固钢筋的法令草案》。

该草案规定了钢筋的定义、类型、质量要求、取样和检测方法、检测验收、标识和包装要

求，所有进口到印尼或在印尼生产、销售的相关钢筋产品都必须符合该草案要求。

（五）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印尼所有进口食品必须注册，进口商必须向印尼药品食品管理局申请注册号，并由

其进行检测。检测过程繁琐且费用昂贵，每项检测费用从５万卢比（约合６美元）到２５０

万卢比（约合３００美元）不等，每一件产品的检测费用在１００万卢比（约合１２０美元）到

１０００万卢比（约合１２００美元）之间。此外，印尼药品食品管理局在测试过程中要求提供

极其详细的产品配料和加工工艺情况说明，这可能侵害商业秘密。这些规定加重了出

口商的负担。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印尼针对新鲜球茎蔬菜采取更为严格的检验检疫措施和技术要求，

以提高印尼新鲜植物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此次颁布的植物产品进口检验检疫要求是印

尼政府２００７年第二次针对进口植物产品的修改规定，重点对以球茎形式进口的新鲜蔬

菜的检验检疫和技术两方面提出要求。在检验检疫方面，该规定扩大了证书要求范围，

除了须具备与２００５年法规相同的原产国权威机构签发的证书外，经转运的产品还须被

提供转运国授权的证书。在技术要求方面，该规定加严了原产国无虫害地区的调查及

对植物性检疫虫害进行风险分析。上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植物产品的出口

门槛。

（六）贸易救济措施

截至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印尼对中国进口产品共发起９起贸易救济措施调查，其中

反倾销措施５起，保障措施３起，反补贴措施１起，主要涉及轻工、化工和五矿等产品。

２００７年，印尼对中方发起１起反倾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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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三磷酸钠反倾销案

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９日，印度尼西亚反倾销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三磷酸钠进行反

倾销调查。涉案产品在印尼的海关编码为２８３５３１００．００。据统计，２００６年，中国出口到

印尼的三磷酸钠达２５１３万美元。

（２）陶瓷餐具保障措施案

２００６年２月８日，印尼保障措施委员会发布公告，对进口陶瓷餐具实施为期３年的

保障措施，即第一年征收进口关税为１６００印尼盾（约合０．１７美元）／公斤，第二年为１４００

印尼盾／公斤，第三年为１２００印尼盾／公斤。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２日，印尼对进口陶瓷餐具进行保障措施调查。其中，涉及中国的出

口金额约１７００万美元。

（３）终止打火机保障措施调查

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８日，印尼对打火机发起全球保障措施调查，涉案产品海关编为

９６１３１０、９６１３２０、９６１３８０和９６１３９０。其中，涉及中国产品的出口金额为１０６４万美元。

２００６年１月１９日，印尼保障措施委员会认为，印尼打火机进口数量绝对或相对

于国内产量的增长与其国内产业的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导致印尼国内产业造

成损害的原因是其他因素，而非进口增长。因此，印尼保障措施委员会决定终止

调查。

（七）服务贸易壁垒

１．法律服务及会计服务

外资律师事务所不能直接在印尼境内注册运营，外资律师事务所必须与当地的律

师事务所建立合作关系才能进入印尼市场。印尼执业律师必须是印尼公民，并且毕业

于印尼的法律院校或其他得到印尼承认的院校。外国律师在印尼只能从事法律咨询服

务，并需要得到印尼司法及人权部的批准。

印尼政府规定，所有注册会计师必须是印尼公民。外国会计师事务所必须和印尼

会计师事务所建立合作关系方有可能进入印尼市场，外国会计师和审计师在印尼只能

从事咨询服务，不能在审计报告上签字。

２．金融和银行服务

印尼现有八家外资独资银行。１９９８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印尼政府对外资银行在印

尼开设分行开始设限，要求外资银行注册资本金为三万亿印尼盾（约合三亿多美元），外

资参股的金融公司实缴资本额为内资金融公司的两倍。外国保险公司可在印尼成立合

资保险公司。除非被保险人为外资独资实体或印尼国内无法办理的特殊险种，所有保

单均应由印尼内资或合资保险公司办理。

３．建筑及其他相关服务

为印尼政府项目工作的外国咨询顾问只能按政府规定的标准收费。对于印尼企业

无法独立实施的建设项目，外国公司只被允许作为分包人或咨询公司。由政府投资的

项目，外国公司必须与印尼公司组成合资公司方能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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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出口限制措施

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５日，印尼宣布禁止未经登记的生产商输出精炼的锡产品。印尼政府

同时发布命令，规定出口的精锡产品必须是从合法采矿合约商取得的矿砂制成的产品，

而且出口商必须支付权利金之后，才准许出口。

２００７年７月，印尼政府开始严格控制国内铝土矿的出口，阻止装运铝土矿的船只出

口，由于印尼限制铝土矿出口，导致中国国内氧化铝价格上涨，对中国氧化铝企业，尤其

是中小企业的原料供应带来很大困难。

（九）其他壁垒

另外，在印尼销售汽车还必须支付奢侈品销售税，对发动机排量４０００ｃｃ的轿车和

４ｘ４吉普车或者客货车征收７５％的奢侈品销售税。对发动机排量低于１５００ｃｃ的汽车

征收１０％到３０％不等的奢侈品销售税；根据汽车发动机的大小以及车辆外形的大小，对

发动机排量在１５００ｃｃ到３０００ｃｃ的汽车征收２０％到４０％不等的奢侈品销售税。２００６

年，燃料价格急剧上涨，印尼市场里大部分消费者开始倾向于购买发动机排量低于

１５００ｃｃ的汽车。发动机排量低于１５００ｃｃ的汽车占印尼汽车市场的４０％市场份额，其中

ＭＰＶ型号的汽车占了３５％。这些ＭＰＶ型汽车，主要都是由印尼生产，印尼政府只对

它们征收１０％的奢侈品销售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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