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政府法規
2015 年第 18 號
投資在某些行業/或某些地區之所得稅設施
主旨：
a. 為進一步提升直接投資，以推動經濟成長，並為了均衡與快速發產在某些行業含/或某
些地區，必需再從新調整 政府規定 2007 年第 1 號與已幾次被修定過關於投資在某些
行業/或某些地區之所得稅設施。
b. 根據第 a 項目，與實施印尼法規 1983 年第 7 號第 31A 條有關所得稅，以已被修過幾次
最後第 4 次修定在印尼法規 2008 年第 36 號，必要指定印尼政府法規有關投資在某些
行業/或某些地區之所得稅設施。
說明：
a. 印尼法規 1945 年第 5 條 2 段。
b. 印尼法規 1983 年第 7 號第 31A 條有關所得稅，以已被修過幾次最後第 4 次修定在印尼
法規 2008 年第 36 號
決定
指定：
政府法規關於投資在某些行業/或某些地區之所得稅設施。

第1條
該法規所以下含義：

1. 投資意即所投資活動不管國內或國外在印尼地區做生意。
2. 某些行業意即企業在經濟活動以獲得國內規模的高優先級。
3. 某些地區意即經濟地區已有潛力開發資格。

第2條
(1). 對國內納稅人以做投資，不管是新投資或擴大在：
a. 該法規的附件 1 所載的某些行業；
b. 該法規的附件 1 所載的某些行業與某些地區，
可享受所得稅設施。
(2). 所第(1) 段提到的所得稅設施，如下：
a. 折扣淨收入 30% 從總投資金額之固定資產之形式包含使用主要活動的土地，可分
配到 6 年期間，每 1 年 5% 自從公司正式開始商業生產；

b. 所新投資和/或擴大可享受固定資產加速折舊與無固定資產加速攤銷，如下：

1. 固定資產加速折舊：
有形固定資產類別
I.非建築固定資產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II.建築固定資產
永久性建築
非永久性建築

使用期

折舊率
直線折舊法 雙倍餘額遞減法

2 年
4 年
8 年
10 年

50 %
25 %
12.5 %
10 %

10 年
5 年

10 %
20

100%
50%
25%
20%
-

2. 無固定資產加速攤銷：
無形固定資產類別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使用期
2 年
4 年
8 年
10 年

折舊率
直線折舊法 雙倍餘額遞減法
50 %
100%
25 %
50%
12.5 %
25%
10 %
20%

c. 除了在印尼常設機構所得稅的股息徵收支付比其他外國納稅人大約 10%，或依相
關國家避免雙重課稅協議之更低稅率，和；。
d. 5 年之賦稅虧損結轉或更久但是不超過 10 年，若符合以下條件：

1. 外加 1 年：
若新投資案子像第 (1) ，a 字母設在工業區和/或保稅區裡。

2. 外加 1 年：
若新投資的納稅人支付建設經濟基礎設施和/或社會在營業地點最少 Rp.
10.000.000.000,- (100 億印尼幣)；

3. 外加 1 年：
若從第 4 年開始使用原料和/或零件之國內生產，最少 70%。

4. 外加 1 年或 2 年：
a) 外加 1 年如果使用最少 500 印尼當地員工，累積 5 年；
b) 外加 2 年如果使用最少 1.000 印尼當地員工，累積 5 年。

5. 外加 2 年：
累積 5 年從總投資金額最少 5%付出研究與國內發展為生產發產與效率；

6. 外加 2 年：
若擴大與資金來源從賺取稅後，和/或。

7. 外加 2 年：

若出口至少 30% 從總銷售在外保稅區。
(3). 第 (2) 段 d 字母 6 號的條款執行，如下：
a. 在投資擴張的形式給予該納稅年度的稅務虧損在開始商業生產；
b. the amount of the tax losse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a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proportion of profits after tax (earnings after tax) were reinvested in the expansion
of the value Fiscal book all fixed assets at the end of the tax year at the
commencement of production in commercial as referred to letter a；

第3條
納稅人投資像第 2 條 (1) 段可以獲得所得稅設施像第 2 條 (2) 段，如符合以下條件：
a. 有高的投資數字或出口；
b. 有雇用很大的就業；或
c. 有使用很多國內原料/設備。

第4條
(1). 已獲得該優待把享有優待之固定資產作為許可以外之用途，或把享有優待之固定資產部分
或全部轉移，除非以新之固定資產來取代，在限時結束前：
a. 以 6 年期間從開始商業生產；或
b. 固定資產用途的限時根據第 2 條 (2) 段 b 字母 1 號的規定。
(2). 已獲得該優待把享有優待之無固定資產作為許可以外之用途，或把享有優待之無固定資產
部分或全部轉移，除非以新之固定資產來取代，在無固定資產用途的限時結束前根據第 2
條 (2) 段 b 字母 2 號的規定。

第5條
對納稅人已獲得所得稅設施但是已不符合第 2 條 (1) 段和/或第 4 條的規定：
a. 所政府已提供得設施被撤銷；
b. 受到稅與罰款根據稅務的規定；和
c. 無法得到該規定的設施。

第6條
(1). 從該規定發出，最久 2 年該規定的實施會再評估；
(2). 像第(1)段所指，評估由協調經濟事務部部長來指定。

第7條
針對納稅人已獲得所得稅設施根據本法規，已無法受到最終所得稅像或根據政府規定 2013 年
第 46 號有關從業務收入所得稅或納稅人取得某些總值流通。

第8條
(1). 所企業在整合經濟發展特區（Integra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KAPET）已得到所得
稅設施根據政府規定 2000 年第 20 號，並已變更在政府規定 2000 年第 147 號，不能再獲
得本法規的所得稅設施。
(2). 納稅人已得到印尼政府 2010 第 94 號的所得稅設施，不能再獲得本法規的所得稅設施。

第9條
(1). 給予所得稅設施像第 2 條 (1) 段所指由財政部部長來指定，並考慮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主
席的建議後。
(2). 所進一步規定關於申請所得稅設施的程序像第 2 條 (1)段所指由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勞制
定。
(3). 所進一步規定關於給予所得稅設施的程序像第 2 條 (1)段，資產轉移像第 4 條，制裁像第 5
條由財政部部長來指定。
(4). 所進一步規定關於條件像第 3 條和/或附件 1 和 2 的條件由各部長單位指定。

第 10 條
在本法規開始有效：
1.

所納稅人已收到政府規定 2007 年第 1 號的所得稅設施 (法規已有幾次變更，最後政府規定
2011 年第 52 號) ，能夠享受所該法規提到的優惠值到提供優惠的時間結束。

2.

針對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主席建議所得稅設施根據政府法規 2011 年第 52 號給財政部部
長，還繼續在處理根據政府法規 2011 年第 52 號。
針對納稅人以投資許可證或投資擴大許可證 由印尼投資協委員會主席或其他有關機關發
出，從政府法規 2011 年第 52 號開始有效值到政府法規 2015 年第 18 號無效，印尼投資協
調委員會主席可以建議提供所得稅設施函根據政府法規 2015 年第 18 號，如果：

3.

a.
b.
c.
d.

投資許可證或投資擴大許可證的批准函或拒絕函未公布出來按照政府規定 2007 年第
1 號，法規已有幾次變更，最後政府規定 2011 年第 52 號；
企業，標準行業類別，產品類別，條件和/或地區/省按照本法規的附件 I 或 II；
從本法規開始有效，公司還沒有開始商業；
從本法規有效，最少在 1 年內財政部部長已收到該建議提供所得稅設施函。

第 11 條
從本法規開始有效，所政府規定 2001 年第 1 號以已有幾次變更最後政府法規 2011 年第 52 號
的實施法規還有效。

第 12 條
從本法規開始有效，政府規定 2001 年第 1 號以已有幾次變更最後政府法規 2011 年第 52 號被
拒絕與無效。

第 13 條
本法規在 30 天內從公布日期出來開始有效。

制定日期 2015 年 4 月 6 日。
公布日期 2015 年 4 月 6 日。

附件 I
印尼政府法規
2015 年第 18 號
有關
投資在某些行業/或某些地區之所得稅設施
No.

業務領域

KBLI

產品範圍

需求

植物農業, 畜牧業, 狩獵和活動 YBDI
1.

肉牛的選育及栽培

01411

-.養殖肉牛
-.種植本地牛育肥

02111

整地，播種，種植，維修，收割和營銷柚木人工林

05102

煤的氣化

06202

-.搜索

林業及伐木業
2.

柚木森林剝削
煤和褐煤的開採

3.

礦區煤的氣化

只有以滿足國內需求

挖掘石油，天然氣和地熱
4.

地熱能源的利用

-.鑽孔
利用地熱能轉化為電能
5.

銅礦開採

07294

加工與銅礦石精煉

新發展和擴大冶煉廠

6.

黃金和白銀開採

07301

加工與黃金和白銀石精煉

新發展和擴大冶煉廠

食品工業

7.

巧克力和糖果食品工業

10732

業務包括製造各種食物可可粉的主要成分，可可脂，可可
脂，可可油

8.

嬰兒食品工業

10791

業務包括製造，如嬰幼兒配方奶粉，嬰兒食品，牛奶等先進
的和先進的食品，嬰兒食品，食品中含有成分勻漿

與中小型企業/合作社合作

紡織工業
9.

紡紗行業

13112

紗從棉，滌綸，尼龍和/或人造絲

10

織造業

13121

織造布使用織布機工具做出來

11.
和
12.

細化布料產業和織物印刷業

13.

針織布料產業

13911

針織布料的所有類型

14.

工業生產工業用織物

13992

基礎設施（包括擴展名）的目的：土工布面料製造商

進行科技專家

只有以滿足國內需求

13132 和
13133

織物的所有類型

Integrated between KBLI 13132 and 13133

從煤和煉油工業產品
15.

煉油業和石油加工業

19211

精煉石油精煉廠生產天然氣/液化石油氣，航空燃料，avigas，
石腦油，柴油，煤油，WAZ，柴油，燃油，潤滑油，溶劑，
殘留物和瀝青

16.

天然氣工業的淨化和處理

19212

這個集團包括企業的天然氣精煉成液化天然氣及加工
（LNG）和液化石油氣（LPG）

17.

工業生產潤滑油

19213

All the products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his KBLI.

製造化學品及化學產品
18.

氯鹼的基礎無機化學品行業

20111

燒鹼(NaOH)，鹽酸，Sodium hypoklorit

19.

其他無機基礎化學品行業

20114

白炭黑，硫酸，硫酸銨，磷酸，雙氧水，硝酸銨，khlorat
銨，氯酸銨，硝酸鉀，鉀 khlorat

20.

來自農產品的有機化工產業基地

20115

從農業的其他有機物質（天然風味和天然香料）

21.

基本有機化工原料染料和顏料，染料和顏料

20116

紡織染料染色的紗線和紡織面料

22.

來自石油，天然氣和煤的基本有機化工

20117

-. 上游組烯烴：乙烯，丙烯，丁二烯，丁烷，殘液

進行科技專家

-. 上游的芳香組：對二甲苯，苯，甲苯，鄰二甲苯
-. 上游 C1 組：甲醇，氨
-. 其他：炭黑

23.

基本有機化工行業，生產特種化學品

20118

-. 作為食品添加劑在食品/飲料的味道和香氣（味〉
專業化學品，添加香味香水如香水，化妝品，肥皂，洗滌
劑，清潔劑，空氣清新劑等產品（香水）

24.

人造樹脂行業（合成樹脂）和塑料原料

20131

聚碳酸酯，聚甲醛，尼龍長絲紗線，尼龍輪胎簾子線，聚乙
烯，聚丙烯，聚氯乙烯，聚氨酯，超級吸收劑聚合物，聚酯
切片

25.

人造橡膠產業

20132

技術人造橡膠，丁苯橡膠（SBR），氯丁橡膠（氯丁橡膠），
丁二烯丙烯腈橡膠（丁腈橡膠），矽橡膠（聚矽氧烷），異
戊橡膠

進行科技專家

26.

化妝品原料和化妝品等行業，包括牙膏

20232

All the products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his KBLI.

27.

工業纖維/紗線/人造長絲地帶

20301

滌綸長絲紗

28.

人造短纖行業

20302

製造人造短纖維，特別是粘膠纖維和滌綸，採取更在紡織行
業的進一步處理，短纖人造纖維其中點綴

21011

他汀類藥物衍生化合物，氨基苯酚，頭孢菌素類，利福平，
氯黴素及其衍生物，阿莫西林，氨芐青黴素，維生素 A，維
生素 B，維生素 C，醫藥托盤生物技術工藝獲得的材料，撲熱
息痛，偽麻黃鹼，乳糖，葉酸，acetosal，anaesthesin

22111

為汽車，自行車，其他運輸工具和設備，外輪胎和內胎

24101

鋼鐵製造中的一種基本形式，尤其是鐵礦石加工（生鐵，海
綿鐵）

進行科技專家

醫藥工業，醫藥化工產品和傳統醫學

29.

製藥原料行業

橡膠工業，橡膠和塑料產品
30.

外輪胎和內輪胎行業
基本金屬工業

31.

基本鋼鐵工業（煉鐵，煉鋼）

進行科技專家

鋼鐵合金（不銹鋼板和不銹鋼坯）
32.

非鐵基本金屬工業製造
工業金屬製品,不是機械及設備

24202

鎳合金（鎳鐵）

進行科技專家

33.

用電線的工業產品

25951

金屬絲繩（鍍銅鋼絲）

進行科技專家

工業控制計算機，電子及光學用品製造業

34.

半導體行業和其他電子元件

26120

包括矽錠，電池設備，光伏模塊及光學拾波器，面板液晶電
視，3D 電視面板，面板 OLED 電視集成電路，智能卡

35.

工業計算機及/或組裝電腦

26210

All the products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his KBLI

36.

工業無線通信設備（無線）

26320

手機和移動通訊設備（手機）

37.

其他通信設備行業

26390

All the products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his KBLI

38.

電視行業和/或電視裝配

26410

所有類型的平板電視（平板顯示器），但不包括 CRT 電視
機。

39.

工業測量儀器和電子測試設備

26513

工具和雷達設備

40.

攝影器材行業

26710

All the products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his KBLI

電氣設備行業
41.

工業電壓轉換器（變壓器），當前的轉換（整
流）和控制電壓（穩壓）

27113

工具和雷達設備工業變壓器高於 500(五百)KV

42.

乾電池行業（原電池）

27201

由碳鋅電池和/或鹼性的汽缸

進行科技專家

43.

工業氣體管燈（氣體放電燈電器）

27402

緊湊型光型 LED

44.

家用電動工具的製造

27510

冰箱和/或洗衣機

集成組件

工業機械和設備 YTDL ( Can not classified in
Other Places)
45.

工業蒸汽發動機，渦輪機和風車

28111

工業汽輪機，燃氣輪機

46.

影印機產業

28174

影印機和設備影印機

使用環保科技

47.

工業冷卻機

28193

蒸發器和冷凝器的所有發動機冷卻液。

使用環保科技

48.

農業機械行業

28210

農用拖拉機行業於容量<100 KW
碾米機械工業（碾米機組）於容量 <100 KW
脫粒機行業於容量 <100 KW

49.

工業機械及工具機，金屬工程

28221

金屬加工機床：模具及模具，夾具及固定裝置

50.

工業機械採礦，採石和建築

28240

製造大型設備（履帶式拖拉機/ TTT 和類似）

51.

紡織機械行業

28263

All the products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his KBLI

52.

以外的工業機器 YTDL 特別用途

28299

注塑機

汽車，掛車和半掛車的製造

進行科技專家

進行科技專家

53.

機動車行業於四個車輪或以上

29100

公共交通於容量超過 42 人和/或卡車。

54.

機動車的體產業於四個車輪或以上和掛車與班
掛車工業

29200

這一組包括製造汽車零件或機動車輛的主體上業務如卡車，
公共汽車體，PICK UP BODY，乘用車得主體與特殊用的車輛
如容器大篷車和汽車油箱。包括拖車，半拖車和零部件的製
造商。

55.

工業零配件汽車四個車輪或以上

29300

發動機及發動機零部件（發動機整體作為一個整體，包括其
組成部分，如：化油器及汽車零件，缸體，缸套，缸蓋，頭
蓋，活塞，環活塞，曲軸箱，曲軸，連桿等）。
制動系統，車軸及螺旋槳軸，傳輸/離合器系統，轉向系統。
噴油器，水泵，油泵，燃油泵。
組件鍛件，壓鑄件，沖壓件。

其他運輸設備製造
56.

工業船舶和船

30111

企業生產或裝配的各類船舶和商業船隻，鋼材，木材，玻璃
纖維或鋼筋水泥，無論是電動或機動，如客船，渡船，貨
船，油輪，拖船，一艘帆船用於商業，軍艦，研究，漁船和
船的船隻，以魚類加工工廠

57.

工業設備，耗材和零件船舶

30113

這一組包括的業務設備，工具和船舶的零件，如胃癌設備的
製造，labor accommodation Gladak engine，方向盤，螺旋槳，
船舶鏈條，錨，裝卸設備。

58.

工業部件及用品摩托車兩和三個輪子

30912

-. 發動機和引擎的一部分
-. 壓鑄組件，制動系統
-. 傳輸系統

維修服務，機械和設備安裝
59.

修船服務，船和浮動大廈

33151

在交通運輸設備組 301 船，艇，遊艇，康樂及體育用途的船
舶或船和維修及保養服務，如維修及保養服務。商業服務，
包括境外的維修和保養，並修改

電力，燃氣蒸汽/水的熱空氣和冷空氣的採購

60.

電廠

35101

改變電力新能源（氫，煤層氣，煤解凍或煤氣）和可再生能
源（水電和瀑布;太陽能，風力或洋流）轉化為電能

61.

天然氣和天然氣人工採購

35201

液化天然氣再氣化成氣體，由使用浮式儲油再氣化裝置
（FSRU）
（非 PSC）的煤層氣/煤礦甲烷氣，頁岩氣，緻密氣砂和甲烷
水合物

水採購
62.

庇護所，水淨化和清潔水的分佈

陸路運輸和輸運管道

36001

必須直接從終端，坦克車（油輪的起源仍然是自來水公司的
行政管理）出售給消費者，這一群體包括企業直接到溫泉水
和地下水以及地表水的淨化水源和配水或如家庭，機關/機構/
政府機構，社會團體，國有企業，企業/民營企業，除其他
外，酒店，工業加工和零售客戶，

服務低收入社區（MBR）

63.

市城市交通

49413

陸路運輸不是公交車，如軌電車，電車，地鐵，纜車，火車
立交橋，單軌列車以及 Flobus 或 O'Bahn（導遊的巴士）等
等，通過預定的路線，通過適當的規劃時間解僱一般的權
利。

沒有補貼

52240

這一組包括國際中轉港（碼頭，建築，船舶延誤，引航，錨
固服務，系泊服務，服務碼頭和貨物/集裝箱堆放，集裝箱碼
頭，液體散貨碼頭，幹散貨碼頭）的業務服務。

集成 KBLI 52101，52102，52109，52221。

62010

All the products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his KBLI

68120

All the products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his KBLI

倉儲及配套運輸服務
64.

貨物裝卸（裝載和貨物卸載）

活動編程，計算機顧問和活動 YBDI
65.

計算機編程活動
房地產

66.

旅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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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投資在某些行業/或某些地區之所得稅設施
No.

業務領域

KBLI

產品範圍

區 /省

需求

植物農業,畜牧業,狩獵和活動
YBDI

1.

2.

3.

4.

玉米作物

大豆作物

水稻農業

水果的熱帶農業

01111

01113

01120

01220

-. 玉米種子

哥倫大羅,，楠榜

-. 玉米栽培

哥倫打洛，楠榜，亞齊，廖內群島，南蘇門答臘，西
蘇門答臘，中加里曼丹，東加里曼丹，北加里曼丹，
蘇拉威西，蘇拉威西島西部，東南蘇拉威西，西努沙
登加拉，馬魯古省，北馬魯古省，巴布亞，西巴布
亞。

大豆種子

東爪哇，北蘇門答臘省，亞齊省，南蘇拉威西，西努
沙登加拉，佔碑

大豆種植

東爪哇，北蘇門答臘省，亞齊省，南蘇拉威西，西努
沙登加拉，佔碑

-. 水稻種子

巴布亞，西巴布亞，南加里曼丹，南蘇門答臘

水稻種植

巴布亞，南加里曼丹，南蘇門答臘，中加里曼丹，南
蘇拉威西，中蘇拉威西，楠榜

香蕉種植

亞齊，東加里曼丹，加里曼丹島北部，北蘇拉威西，
西爪哇，楠榜

鳳梨種植

楠榜，西爪哇，西加里曼丹

集成的產業化進程 10632

整合的過程 KBLI 10611

芒果種植

東爪哇

林業及伐木業

5.

松林森林開發

02112

育苗整地，種植，維修，收
割和植物松樹產品營銷

亞齊，北蘇門答臘，廖內，佔碑，南蘇門答臘，西加
里曼丹，中加里曼丹，南加里曼丹，東加里曼丹，北
加里曼丹，馬魯古，巴布亞，西巴布亞

6.

桃花心木森林開發

02113

育苗整地，種植，維修，收
割和植物桃花心木產品營銷

亞齊，北蘇門答臘，廖內，佔碑，南蘇門答臘，西加
里曼丹，中加里曼丹，南加里曼丹，東加里曼丹，北
加里曼丹，馬魯古，巴布亞，西巴布亞

7.

Sonokeling 森林開發

02114

育苗整地，種植，維修，收
割和植物 Sonokeling 產品的
營銷

亞齊，北蘇門答臘，廖內，佔碑，南蘇門答臘，西加
里曼丹，中加里曼丹，南加里曼丹，東加里曼丹，北
加里曼丹，馬魯古，巴布亞，西巴布亞

8.

Albisia/ Jeunjing 森林開發

02115

育苗整地，種植，維護，收
穫和植物 Albisia/ Jeunjing 產
品的營銷

亞齊，北蘇門答臘，廖內，佔碑，南蘇門答臘，西加
里曼丹，中加里曼丹，南加里曼丹，東加里曼丹，北
加里曼丹，馬魯古，巴布亞，西巴布亞

9.

Cendana 森林開發

02116

育苗整地，種植，維修，收
割和植物 Cendana 產品的營
銷

亞齊，北蘇門答臘，廖內，佔碑，南蘇門答臘，西加
里曼丹，中加里曼丹，南加里曼丹，東加里曼丹，北
加里曼丹，馬魯古省，巴布亞，西巴布亞

10.

相思森林開發

02117

育苗整地，種植，維修，收
割和植物相思產品營銷

亞齊，北蘇門答臘，廖內，佔碑，南蘇門答臘，西加
里曼丹，中加里曼丹，南加里曼丹，東加里曼丹，北
加里曼丹，馬魯古省，巴布亞，西巴布亞

11.

桉樹森林開發

02118

育苗整地，種植，維修，收
割和植物桉樹產品營銷

亞齊，北蘇門答臘，廖內，佔碑，南蘇門答臘，西加
里曼丹，中加里曼丹，南加里曼丹，東加里曼丹，馬
魯古，巴布亞，西巴布亞

12.

其他森林開發

02119

育苗整地，種植，維修，收
割和植物產品的營銷
sungkai，橡膠木，雲南石，
和/或柳桉

亞齊，北蘇門答臘，廖內，佔碑，南蘇門答臘，西加
里曼丹，中加里曼丹，南加里曼丹，東加里曼丹，北
加里曼丹，馬魯古省，巴布亞，西巴布亞

漁業

13.

雙魚座/鰭魚在海上捕獲

03111

鯊魚以外的所有品種的魚

亞齊，北蘇門答臘，廖內群島，西蘇門答臘，佔碑，
楠榜，邦加，拓，西爪哇，中爪哇，東爪哇，馬魯
古，巴布亞，西加里曼丹省，巴厘島，努沙登加拉，
東努沙登加拉，北蘇拉威西，哥倫打洛，南蘇拉威
西，蘇拉威西島東南部，北馬魯古，西巴布亞

Domestic and foreign investments that
carry out pattern integrated capture fishery
business with a minimum of 1 KBLI
among KBLI follows: 10211, 10212,
10213, 10214, 10219, 10221.

14.

在海上捕獲的甲殼動物

03112

甲殼動物的所有物種

亞齊，北蘇門答臘，西蘇門答臘，明古魯省，楠榜，
萬丹，西爪哇，中爪哇，日惹，東爪哇，巴厘，西努
沙登加拉，東努沙登加拉，馬魯古省，巴布亞，西巴
布亞

Domestic and foreign investments that
carry out pattern integrated capture fishery
business with a minimum of 1 KBLI
among KBLI follows: 10293, 10299,
10221

15.

在海中捕獲軟體動物

03113

軟體動物的所有物種

亞齊，北蘇門答臘，西蘇門答臘，明古魯省，楠榜，
萬丹，西爪哇，中爪哇，日惹，東爪哇，巴厘，西努
沙登加拉，東努沙登加拉，馬魯古省，巴布亞，西巴
布亞，東南蘇拉威西

16.

擴大的深海魚

03211

石斑魚；澳洲肺魚；星鯧魚

亞齊，北蘇門答臘，廖內群島，邦加，勿裡洞，楠
榜，萬丹，雅加達，西爪哇，中爪哇，東爪哇，西加
里曼丹省，東加里曼丹，北婆羅洲，巴厘島，西努沙
登加拉，東努沙登加拉省，哥倫打洛，南蘇拉威西北
蘇拉威西，東南蘇拉威西，蘇拉威西島西，南蘇拉威
西，馬魯古省，北馬魯古省，巴布亞，西巴布亞

17.

Freshwater Fish enlargement in
Keramba cage

03222

鸚鵡魚；
鯰魚

北蘇門答臘，西蘇門答臘，南蘇門答臘，佔碑，楠
榜，西爪哇，中爪哇，東爪哇，南加里曼丹，中加里
曼丹

05101

煤炭液化的能源利用率

南加里曼丹，東加里曼丹，北加里曼丹，中加里曼
丹，佔碑，明古魯市，南蘇門答臘，西蘇門答臘，廖
內，亞齊

Domestic and foreign investments that
carry out pattern integrated capture fishery
business with a minimum of 1 KBLI
among KBLI follows: 10293，10299，
10221

煤炭開採和褐煤

18.

煤礦開採

金屬礦的開採

19.

鐵採砂

07101

金屬加工和提煉鐵砂

印尼的全省除了雅加達，西爪哇，萬丹，中爪哇，日
惹，東爪哇（不包含馬都拉島）。

發展和擴大新的冶煉廠

20.

鐵礦石開採

07102

金屬礦產的加工和精煉

印尼的全省除了雅加達，西爪哇，萬丹，中爪哇，日
惹，東爪哇（不包含馬都拉島）。

發展和擴大新的冶煉廠

21.

礦石開採的鈾和釷

07210

加工和提煉鈾和釷礦石

印尼的全省除了雅加達，西爪哇，萬丹，中爪哇，日
惹，東爪哇（不包含馬都拉島）。

發展和擴大新的冶煉廠

22.

錫礦開採

07291

金屬礦石加工和提煉錫

印尼的全省除了雅加達，西爪哇，萬丹，中爪哇，日
惹，東爪哇（不包含馬都拉島）。

發展和擴大新的冶煉廠

23.

礦石開採黑錫

07292

金屬礦石加工和煉油黑錫

印尼的全省除了雅加達，西爪哇，萬丹，中爪哇，日
惹，東爪哇（不包含馬都拉島）。

發展和擴大新的冶煉廠

24.

鋁土礦開採

07293

加工和精煉鋁土礦

印尼的全省除了雅加達，西爪哇，萬丹，中爪哇，日
惹，東爪哇（不包含馬都拉島）。

發展和擴大新的冶煉廠

25.

銅礦開採

07294

金屬礦石加工和精煉銅

印尼的全省除了雅加達，西爪哇，萬丹，中爪哇，日
惹，東爪哇（不包含馬都拉島）。

發展和擴大新的冶煉廠

26.

鎳礦開採

07295

加工和精煉鎳礦

印尼的全省除了雅加達，西爪哇，萬丹，中爪哇，日
惹，東爪哇（不包含馬都拉島）。

發展和擴大新的冶煉廠

27.

錳礦開採

07296

加工和提煉錳礦

印尼的全省除了雅加達，西爪哇，萬丹，中爪哇，日
惹，東爪哇（不包含馬都拉島）。

發展和擴大新的冶煉廠

28.

其他礦物開採，不包含鐵礦石

07299

處理和淨化： 鋅礦砂；鋯
石礦石

印尼的全省除了雅加達，西爪哇，萬丹，中爪哇，日
惹，東爪哇（不包含馬都拉島）。

發展和擴大新的冶煉廠

食品工業

29.

冷凍魚產業

10213

鯊魚以外的所有品種的魚

亞齊，北蘇門答臘，廖內，西蘇門答臘，佔碑，楠
榜，邦加，勿裡洞，西爪哇，中爪哇，東爪哇，馬魯
古省，巴布亞，西加里曼丹，北婆羅洲，巴厘島，西
努沙登加拉，東努沙登加拉省，北蘇拉威西，哥倫打
洛，南蘇拉威西，東南蘇拉威西，北馬魯古省，西巴
布亞，南加里曼丹，東加里曼丹。

-. 金槍魚腰肉

北蘇門答臘，西蘇門答臘，明古魯，雅加達，東爪
哇，巴厘，北蘇拉威西，馬魯古省，哥倫打洛

基本魚片（底層魚類）

北蘇門答臘，廖內，東爪哇，西加里曼丹，馬魯古省

30.

肉類為主的工業粉碎與魚糜

10216

魚糜及魚糜製品：肉丸，香
腸，腦，腳龍，餃子，
Ekado，炸魚條，仿蟹肉，
魚丸，魚掘金，棍子魚，蟹
棒，竹輪，蒲鉾。

北蘇門答臘，廖內，東爪哇，中爪哇，南蘇拉威西，
馬魯古省，巴布亞，西巴布亞

31.

工業加工和保存在罐頭魚和生
物群水（不蝦）

10221

鯊魚以外的所有品種的魚

亞齊，北蘇門答臘，廖內，西蘇門答臘，佔碑，楠
榜，邦加，勿裡洞，西爪哇，中爪哇，東爪哇，馬魯
古省，巴布亞，西加里曼丹，北婆羅洲，巴厘島，西
努沙登加拉，東努沙登加拉省，北蘇拉威西，哥倫打
洛，南蘇拉威西，東南蘇拉威西，北馬魯古省，西巴
布亞，南加里曼丹，東加里曼丹。

-. 甲殼動物的所有物種

亞齊，北蘇門答臘，西蘇門答臘，明古魯省，楠榜，
萬丹，西爪哇，爪哇登加，迪日惹，東爪哇，巴厘，
西努沙登加拉，東努沙登加拉，馬魯古群島，巴布
亞，西巴布亞

-. 軟體動物的所有物種

亞齊，北蘇門答臘，西蘇門答臘，明古魯省，楠榜，
萬丹，西爪哇，爪哇登加，迪日惹，東爪哇，巴厘，
西努沙登加拉，東努沙登加拉，馬魯古群島，巴布
亞，西巴布亞，東南蘇拉威西

罐頭魚及熟里脊（金槍魚或
cakalang 罐）

北蘇拉威西，巴布亞，西巴布亞，馬魯古群島，巴厘
島，北蘇門答臘，東爪哇，西努沙登加拉。

32.

工業加工和保存在罐頭蝦

10222

All the products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his KBLI.

馬魯古省，北馬魯古省，巴布亞，西巴布亞，北蘇拉
威西，南蘇拉威西，中蘇拉威西，東南蘇拉威西，蘇
拉威西島西部，哥倫打洛。

33.

其他水生物群冷凍工業

10293

-. 甲殼動物的所有物種

亞齊，北蘇門答臘，西蘇門答臘，明古魯省，楠榜，
萬丹，西爪哇，中爪哇，日惹，東爪哇，巴厘島，
NTB，NTT，馬魯古省，巴布亞，西巴布亞

-. 軟體動物的所有物種

亞齊，北蘇門答臘，西蘇門答臘，明古魯省，楠榜，
萬丹，西爪哇，中爪哇，日惹，東爪哇，巴厘島，
NTB，NTT，馬魯古省，巴布亞，西巴布亞，東南蘇
拉威西。

34.

其他工業加工和其他水生物群
保存

10299

-. 冷凍蝦和/或麵包蝦

亞齊，北蘇門答臘，楠榜，雅加達，西爪哇，中爪
哇，東爪哇，東加里曼丹，北加里曼丹，西加里曼
丹，中加里曼丹，南蘇拉威西，中蘇拉威西，巴布
亞，西巴布亞

甲殼動物的所有物種

亞齊，北蘇門答臘，西蘇門答臘，明古魯省，楠榜，
萬丹，西爪哇，中爪哇，日惹，東爪哇，巴厘島，
NTB，NTT，馬魯古省，巴布亞，西巴布亞

-. 軟體動物的所有物種

亞齊，北蘇門答臘，西蘇門答臘，明古魯省，楠榜，
萬丹，西爪哇，中爪哇，日惹，東爪哇，巴厘島，
NTB，NTT，馬魯古省，巴布亞，西巴布亞，東南蘇
拉威西

-. 冷凍蝦和/或麵包蝦

亞齊，北蘇門答臘，楠榜，雅加達，西爪哇，中爪
哇，東爪哇（不包括馬都拉島），東加里曼丹，北加
里曼丹，西加里曼丹，中加里曼丹，南蘇拉威西，中
蘇拉威西，巴布亞，西巴布亞

35.

工業加工和保存水果和蔬菜罐
頭

10320

罐裝過程的水果和/或蔬菜
的加工和保存

印尼的全省除了雅加達

36.

加工工業的水果和蔬菜

10330

煤粉的端口和/或蔬菜水果

印尼的全省除了雅加達

37.

人造黃油產業

10412

人造黃油產業

印尼的全省除了：厘島，NTB，NTT，北蘇拉威西，
哥倫打洛，蘇拉威西，蘇拉威西島西部，南蘇拉威
西，東南蘇拉威西，萬丹，DKI 雅加達，西爪哇，中
爪哇，日惹，東爪哇（不包括馬都拉島）

Integrated industry with Cooking Oil Palm
Oil Industry (KBLI 10432) in one
province, made from palm oil, and / or
other vegetable oils into solid product.

38.

椰子食用油行業

10423

All the products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his KBLI.

北蘇拉威西，南蘇拉威西，中蘇拉威西，東南蘇拉威
西，西蘇拉威西島，哥倫打洛

必須綜合栽培 KBLI 01261

39.

煎炸油棕櫚行業

10432

雨量棕櫚油行業和/或品牌
的包裝和/或簡易包裝

亞齊，北蘇門答臘，西蘇門答臘，南蘇門答臘，廖
內，明古魯省，楠榜，廖內群島，邦加勿裡洞，佔
碑，西加里曼丹，南加里曼丹，東加里曼丹，中加里
曼丹。

Integrated industries began from palm oil
refining process, separation, and packing
cooking oil (branded packaging and / or
packaging simple) in one particular
province of Sumatra Island.

棕櫚油大宗行業，品牌的包
裝和/或簡單包裝

西加里曼丹，中加里曼丹，南加里曼丹，東加里曼
丹，北加里曼丹，馬魯古省，北馬魯古省，巴布亞，
西巴布亞。

Integrated industries began from palm oil
refining process, separation, and packing
cooking oil Bulk (branded packaging and /
or packaging simple) in one particular
province of Sumatra Island.

-. 替補棕色脂肪（代可可脂/
CBS，代可可脂，可可脂等
效，黃油石油的替代品

亞齊，北蘇門答臘，西蘇門答臘，廖內，廖內群島，
佔碑，南蘇門答臘，邦加勿裡洞，明古魯省，楠榜，
西加里曼丹，中加里曼丹，南加里曼丹，東加里曼
丹，北加里曼丹，馬魯古省，北馬魯古省，巴布亞，
西巴布亞，北蘇拉威西，西蘇拉威西島，中蘇拉威
西，東南蘇拉威西，南蘇拉威西，哥倫打洛。

Integrated industry with Cooking Oil Palm
Oil Industry (ISIC 10 432) in one province,
made from palm oil, CPKO and / or other
vegetable oils into solid product.

40.

其他石油換食品工業從植物和
動物脂肪

10490

油或固體脂肪（氫化脂肪，
氫化棕櫚油，氫化棕櫚硬脂
精，氫化棕櫚油，氫化棕櫚
仁三油酸甘油酯，氫化棕櫚
仁硬脂精，氫化棕櫚仁
油）。
特殊的油或脂肪（起酥油，
人造黃油，菜油，食品乳化
劑，塗佈脂肪，hydrowax 硬
脂，油精 hydrowax，油炸脂
肪，冰淇淋脂肪）

41.

鮮奶加工產業和隔離霜

10510

新鮮液體奶，巴氏殺菌，滅
菌，和/或生產每年≥50 噸
均質化。

西蘇門答臘，明古魯市，西爪哇，中爪哇，日惹，東
爪哇，巴厘，西努沙登加拉，南蘇拉威西。

42.

工業加工奶粉和煉乳

10520

奶粉，煉乳，生產每年≥50
噸

西蘇門答臘，明古魯市，西爪哇，中爪哇，日惹，東
爪哇，巴厘，西努沙登加拉，南蘇拉威西

43.

各類麵粉行業的穀類，豆類，
堅果，薯類和類似

10618

木薯麵粉，大豆，小麥

楠榜，爪哇，西努沙登加拉，東努沙登加拉省，北蘇
拉威西，南蘇拉威西，中蘇拉威西，東南蘇拉威西，
西蘇拉威西島，哥倫打洛，馬魯古省，北馬魯古省，
巴布亞，西巴布亞。

集成/合作種植 01135，01113，01112

44.

Various industry Starch Palma

10622

從自然西米粉

馬魯古，巴布亞，西巴布亞

Integrated with the industry exploitation of
non-timber forest products such as natural
sago 01239.

45.

葡萄糖工業和類似

10623

從木薯糖

全印尼省除了雅加達，西爪哇，萬丹，中爪哇，日
惹，東爪哇（不包括馬都拉島）

Must integrated with the cultivation KBLI
01135

46.

米粉和玉米粉的製造商

10633

麵粉從水稻和玉米

北蘇拉威西，南蘇拉威西，中蘇拉威西，東南蘇拉威
西，西蘇拉威西島，哥倫打洛，東努沙登加拉，西努
沙登加拉。

integrated / partnership with the cultivation
KBLI 01111, 01120

47.

糖業

10721

糖從甘蔗

全印尼省除了雅加達，西爪哇，萬丹，中爪哇，日
惹，東爪哇（不包括馬都拉島）。

Must integrated with the cultivation KBLI
01140

48.

可可業

10731

可可粉，可可脂，可可脂和
/或可可油

北蘇拉威西，西蘇拉威西，中蘇拉威西，東南蘇拉威
西，南蘇拉威西，哥倫打洛。

49.

咖啡和茶葉加工行業

10761

咖啡粉，咖啡提取物和/或
咖啡提取物

亞齊省，北蘇拉威西，明古魯市，南蘇門答臘，楠
榜，巴厘島，南蘇拉威西，東努沙登加拉省，巴布亞
和西巴布亞，西蘇拉威西

50.

其他食品加工業

10779

藻加工：果凍，果凍，藻酸
鹽，角叉菜膠（cottonii 處理
鹼/鹼處理 cottonii 芯片，半
精製卡拉膠，精製卡拉
膠），和/或芯片。

全印尼除了雅加達。

13111

棉纖維

北蘇拉威西，南蘇拉威西，中蘇拉威西，東南蘇拉威
西，西蘇拉威西，哥倫打洛，西努沙登加拉，東努沙
登加拉

紡織工業

51.

化纖紡織工業的製備

Must integrated with the cultivation KBLI
01160

52.

地毯和地毯行業

13930

這個集團包括企業的地毯和
地毯一樣，精心設計的織造
工藝（梭織），簇絨，編
織，植絨和針刺。行業，包
括地板覆蓋物，毛氈或皮毛
覺得用針織機

全印尼省除了雅加達，西爪哇，萬丹，中爪哇，日
惹，東爪哇省的所有（不包括馬都拉島）。

進行科技專家

53.

無紡布產業

13993

包括產業用布，氈織物及織
物氈 LAKEN

全印尼省除了雅加達，西爪哇，萬丹，中爪哇，日
惹，東爪哇（不包括馬都拉島）

進行科技專家

Specifically for reptile skin leather material
originating from Indonesia must originate
from breeding / cultivation.

皮革，皮革製品和鞋類的製造

54.

鞣制皮革的製造

15112

All the products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his KBLI.

全印尼省除了雅加達，西爪哇，萬丹，中爪哇，日
惹，東爪哇（不包括馬都拉島）。

55.

製鞋工業的日常

15201

All the products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his KBLI

全印尼省除了雅加達，西爪哇，萬丹

56

運動鞋的製造

15202

All the products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his KBLI

全印尼省除了雅加達，西爪哇，萬丹

57.

製鞋行業領域工程/工業用途

15203

All the products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his KBLI

全印尼省除了雅加達，西爪哇，萬丹

17011

All the products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his KBLI

全印尼省除了雅加達，西爪哇，萬丹，中爪哇，日
惹，東爪哇（不包括馬都拉島）

造紙及紙製品的製造

58.

紙漿工業

與 HTI 集成

59.

造紙工業文化

17012

All the products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his KBLI

全印尼省除了雅加達，西爪哇，萬丹，中爪哇，日
惹，東爪哇（不包括馬都拉島）

Integrated with Pulp Indsustry (Virgin
Pulp) KBLI 17011；One location with
pulp Industry

60.

有價值的造紙工業

17013

All the products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his KBLI

全印尼省除了雅加達，西爪哇，萬丹，中爪哇，日
惹，東爪哇（不包括馬都拉島）

Integrated with Pulp Indsustry (Virgin
Pulp) KBLI 17011；One location with
pulp Industry

61.

特別紙業

17014

All the products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his KBLI

全印尼省除了雅加達，西爪哇，萬丹，中爪哇，日
惹，東爪哇（不包括馬都拉島）+F202

Integrated with Pulp Indsustry (Virgin
Pulp) KBLI 17011；One location with
pulp Industry

62.

波紋紙和紙板的製造

17021

All the products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his KBLI

全印尼省除了雅加達，西爪哇，萬丹，中爪哇，日
惹，東爪哇（不包括馬都拉島）

Integrated with Pulp Indsustry (Virgin
Pulp) KBLI 17011；One location with
pulp Industry

63.

工業包裝盒紙和紙板

17022

All the products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his KBLI

全印尼省除了雅加達，西爪哇，萬丹，中爪哇，日
惹，東爪哇（不包括馬都拉島）

64.

衛生紙行業

17091

All the products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his KBLI

全印尼省除了雅加達，西爪哇，萬丹，中爪哇，日
惹，東爪哇（不包括馬都拉島）

20111

鹽

東努沙登加拉

化學與化學產品的製造

65.

基本無機化學工業氯鹼

Integrated with Pulp Indsustry (Virgin
Pulp) KBLI 17011；One location with
pulp Industry

66.

農產品的基本有機化工採購

20115

工業油脂化學品（脂肪酸，
酯，脂肪醇，脂肪酸含氮化
合物，甘油，甲基酯和/或
它們的衍生物）；生物能源
工業生物柴油工業生物油，
無水生物乙醇和/或
Avtur）；行業 Biolube，生
物塑料和/或生物表面活性
劑

全印尼省除了雅加達，西爪哇，萬丹，中爪哇，日
惹，東爪哇（不包括馬都拉島縣），北蘇拉威西，西
蘇拉威西，中蘇拉威西，東南蘇拉威西，南蘇拉威
西，哥倫打洛，巴厘島，NTB 和 NTT

67.

工業炸藥

20292

助推火箭材料（推進劑），
硝酸甘油/吳，硝化棉/ NC，
三硝基甲苯/ TNT，
pentaeritriol tetranitrat/ PETN

西爪哇，東加里曼丹，北加里曼丹

22199

合成橡膠手套和/或天然橡
膠手套。

亞齊，北蘇門答臘，西蘇門答臘，廖內，廖內群島，
佔碑，南蘇門答臘，邦加勿裡洞，明古魯省，楠榜，
西加里曼丹，中加里曼丹，南加里曼丹，東加里曼
丹，北加里曼丹，巴布亞，西巴布亞。

23941

各種水泥（水泥或熟料和木
炭），如波特蘭，自然，含
鋁水泥，礦渣水泥和過磷酸
鈣水泥和其他類型的水泥

全印尼省除了加達，西爪哇，萬丹，爪哇登加，日
惹，東爪哇（不包括馬都拉島）和南蘇拉威西

集成產業在一個區域，棕櫚油，CPKO
和其它植物油的原料成固體產品

橡膠和塑料工業用橡膠製品

68.

工業橡膠手套

非金屬品行業開挖

69.

水泥行業

基本金屬工業

使用環保技術。

70.

製造基本鋼鐵（煉鐵，煉鋼）

24101

鐵（生鐵）和鋼在粗放型
（錠，鋼坯，圓坯，綻放，
和/或平板））

西加里曼丹，中加里曼丹，南加里曼丹，東加里曼
丹，北加里曼丹和萬丹

71.

銑削鋼鐵工業（軋鋼）

24102

鋼鐵聯合企業連續過程：
1.鋼鐵組成成品板（板/
片）。
2.鋼條組成的產品（鋼棒/線
材/綠色管材）
3.熱軋鋼捲/鋼板從平板材
料，和/或
4.鍍或塗從熱金屬或其他非
金屬冷軋鋼捲/鋼板捲板鋼
或板材料

西加里曼丹，中加里曼丹，南加里曼丹，東加里曼
丹，北加里曼丹，播但，西爪哇和東爪哇

72.

基本貴金屬製造業

24201

黃金和/或銀（基錠，鋼
坯，板材，棒，球團礦塊，
板材，生鐵，合金，和/或
粉末的形式貴金屬）

西加里曼丹，中加里曼丹，南加里曼丹，東加里曼
丹，北加里曼丹，北蘇拉威西，西蘇拉威西，中蘇拉
威西，東南蘇拉威西，南蘇拉威西，哥倫打洛，馬魯
古省，北馬魯古省，巴布亞，西巴布亞。

73.

基本金屬行業的製備不可熨燙

24202

鋁錠，銅錠，鉛錠，坯鋁，
鋁板，棒（桿）鋁，鋁球，
青銅合金，鎳合金（鎳鹼式
-HNC），鈷合金（硫化
鈷），陰極銅（銅陰極），
高冰鎳（硫化鎳），化學級
氧化鋁（CGA），冶煉級氧
化鋁（SGA）。

北蘇門答臘，西加里曼丹，中加里曼丹，南加里曼
丹，東加里曼丹，北加里曼丹，巴布亞，西巴布亞，
北蘇拉威西，西蘇拉威西，中蘇拉威西，東南蘇拉威
西，南蘇拉威西，哥倫打洛，馬魯古省，北馬魯古
省。

74.

非鐵金屬銑削行業

24203

銅板，鋁板，片（片材）的
銅，片材（片材）鋁，銀帶
（線），鋅條，鋁條，片材
（片材）的銅，片材（片
材）鎂，錫箔，和/或鉑條
包括金屬線的製造。

西加里曼丹，中加里曼丹，南加里曼丹，東加里曼
丹，北加里曼丹，巴布亞，西巴布亞，北蘇拉威西，
西蘇拉威西，中蘇拉威西，東南蘇拉威西，南蘇拉威
西，哥倫打洛，馬魯古省，北馬魯古省，巴布亞，西
巴布亞。

31002

家具用藤條和/或竹子的主
要材料。

全印尼省除了雅加達，西爪哇，萬丹，中爪哇，日
惹，東爪哇（不包括馬都拉島）和巴厘島

33151

這一組包括交通運輸設備
301 組，如娛樂和體育的目
的和類似的船，艇，遊艇，
船舶或船的維修和保養服務
的維修和保養服務。商業服
務，包括維修，維護和建設
離岸修改

西加里曼丹，中加里曼丹，南加里曼丹，東加里曼
丹，北加里曼丹，北蘇拉威西，西蘇拉威西，中蘇拉
威西，東南蘇拉威西，南蘇拉威西，哥倫打洛，馬魯
古群島，巴布亞新幾內亞，西巴布亞，西努沙登加拉
和東努沙登加拉。

家具業

75.

家具從藤行業或竹

維修服務，機械和設備安裝

76.

修船服務，船和浮動大廈

廢物處理

77.

非危險廢物管理和處置

38211

電力，蒸汽，燃料替代，和
/或沼氣，這是從有機廢棄
物生產（污泥和波姆光（棕
油廠廢水））棕油廠

全印尼省除了雅加達，西爪哇，萬丹，中爪哇，日
惹，東爪哇（不包括馬都拉島縣），北蘇拉威西，西
蘇拉威西，東南蘇拉威西，中蘇拉威西，南蘇拉威
西，哥倫打洛，巴厘島，NTB，NT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