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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在财务管理中遇到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应收账款层面上,应收账款是指当企业履行了客户
提出的要求业务时,然后再向客户收取应得的款项。混凝土企业为了提升在市场当中的竞争力就要宣传
自己的销售品牌、拓宽自己的销售渠道、扩大自己在市场中的影响力,而在此基础上企业就会为客户提
供赊账行为,在客户身上实施信用政策,完成更多与信用有关的业务。企业的这种赊账行为虽然给企业自
身带来了良好的效益,但带来了一系列与财务管理相关的问题。所以,提高对应收账款的管理是目前商品
混凝土企业最应重视的一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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