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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园林绿化工程建设实践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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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结合城市园林绿化工程项目在施工前期阶段、施工阶段及竣工阶段等环节财务管理工作
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从成本管理、资金管理、会计核算、薪酬制度、物资采购、劳务分包管理、
经营承揽、管理费用控制等方面综合分析,通过加强会计核算规范化、标准化、流程化等措施,对工程项
目过程进行涉税统筹,加强“业财融合”,形成财务与工程的有效衔接,建立财务管理战略与公司发展战
略协同,为城市园林绿化工程项目财务管理工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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