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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财政税收制度对社会经济与民生建设产生影响,其中财政税收管理体系是实现税收工作顺利
开展的基本前提条件。目前,我国的财政税收制度已经不再适应快速发展的市场环境,对于中小企业甚至
还会形成阻碍。以中小企业现阶段的发展情况来看,能够支配的利润相对较少,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整体
发展水平,甚至会导致资金链断裂,企业破产等风险的发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实现财政税收制度
的改革,不断完善其各项功能,以此来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
[关键词] 财政税收制度；中小企业；扶持作用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中
小型企业正在慢慢地崛起,中小型企业

1.2财政税收制度的创新给中小企
业的发展创造了公平的环境

企业在发展中不再受不合法行为的约
束,使得自身的发展提供了相关的法律

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然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的发展,中小

而在我国的财政税收管理制度当中,有

企业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中小企业的

定的指导方向。

些管理制度并不能适应中小企业的发展,

发展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而财政税

因此,在财政税收制度上进行了创新,通

收制度的创新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

2 当前财政税收制度创新中存
在的主要问题

过对财政税收制度的创新,对中小企业

新的发展动力、资源。使得中小企业在

的发展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使中小企业

经营过程中,合理的把握住企业管理的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我国

在市场经济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多种因素,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

政府正在着力于财政税收制度的改革与

1 财政税收制度创新对中小企
业的扶持作用

的资本体系,同时财政税收制度的创新,

创新,而在这个过程中,财政税收制度的

为解决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资本不

不合理性逐步暴露出来,其中,包括企业

1.1财政税收制度创新给中小企业

协调提供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为中小企

的税收制定的程序比较复杂、中小企业

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实现了

与大型企业在税收管理上存在落差等

提供了良好的资金保障

支撑,为中小企业的发展过程提供了一

2.1财政税收制度不合理

在中小企业的运行过程中,由于自

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管理条件,中

等。除此之外,财税管理制度中基准税率

身发展过程中运行成本较小,受自身经

小企业可以按照财政税收制度的创新进

的类型较少,可以划分的模式也比较少,

营范围局限性的影响,使得中小企业在

行相关资本的把握,随着应对资本市场

无法选择针对性的方式来进行政策的补

发展过程中需要承受传统的税收管理方

的变化情况。

贴,导致一部分中小企业持续处于竞争

法所带来的经营压力,在发展过程中受
到严重的阻碍。而在财政税收制度创新

1.3财政税收制度为中小企业发展
提供明确方向

劣势地位。
2.2政策体系不健全

改革后,中小企业中的营业税改成增值

在中小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财政税

我国的财政税收制度在政策与体系

税,使得中小企业在税款的缴纳过程中

收制度的创新为中小企业的财务管理

上存在诸多不完善的情况。其中一点就

更加具备灵活性,使得中小企业的收益

工作提供了明确方向,为国内产业化结

是经常会发生逃税漏税的问题,这也影

比例较税收改革前有了较大的提高,这

构的自主完善与更新创造了良好的探

响了我国的整体财政收入水平。比如说

就使得中小企业可以在长期的经营过程

索方式,使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开发票的模式在整个体系中有所体现,

中,累积更多的经济效益,稳定企业发展

的状态下,创新改革了中小企业与大企

所有企业都通过开发票来明确税率,而

过程中的产业经营规模及市场发展中的

业之间的相互协调的发展新思路,逐步

由于管理体系不完善,一些企业会将私

投入比例。从而使得中小企业在发展过

的实现了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的改

人的生活费用作为发票,通过虚假交易

程中,获得跟多的资金支持,为中小企业

革,同时财政税收制度的创新,完善了

的方式来完成偷税漏税,给国家带来了

的长远发展带来了可靠的保证。

相关的法律制度、管理条例,使得中小

税收方面的损失。除此之外,财政税收体

12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经济学

Economics

第 3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中图刊号）：270GL018

系不健全还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形成的约

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创造良好的环境。在

推动企业进步与发展的战略,并将其纳

束与限制,导致了资金来源的不稳定性

中小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财政税收制度

入到国家财政税收的范畴当中。其次,

以及规模的有限性,同时市场竞争压力

创新要从企业的融资问题上加大扶持力

制定并完善国家财政税收的管理模式,

较大等一系列问题也是影响财政税收制

度,充分的发挥相关政府部门的宏观调

建立更为科学的管理体系,确保财政税

度发挥其作用的重要原因。

控作用,在中小企业的融资过程中,为中

收制度的有效性；最后,重视并支持财政

小企业提供相关的指导工作,提高中小

税收相关工作,通过调整中小企业的政

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从而推动企业的进

策,提供必要的支持等方式来降低企业
负担,同时推进其快速健康发展。

2.3税收法律与法规不适应中小企
业发展
现阶段,我国的财政税收制度依然

一步发展,同时财政税收制度创新中,可

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所以偷税漏税

以选择适当的债股结合的方式来降低融

的问题依然屡禁不止,而从实际的应用

资过程中的信用风险,减少市场与企业

与扶持效果上来看,尽管税收法律与法

的发展产生的影响,为中小企业的顺利

规相对完善,但是缺乏对中小企业的支

发展奠定基础。

持,导致实际的经营过程中没有形成良
好的发展效果。另外,资金的整体来源也

3.2科学调整税率,降低中小企业
负担

3.4完善中小企业的财政税收优惠
政策
为了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需要考虑到优惠模式的策略调整与整体
变化。其中,优惠模式中需要重点解决的
就是扶持问题,可以有效调动工作的积

缺乏稳定性,需要纳税的金额相对比较

结合现阶段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

极性与创造性。除此之外,直接优惠以奖

高,再加上中小企业的本身规模较小,无

中小企业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扮演着十

励,而中小企业大多数情况下无法享受

论是资金量还是风险抵抗能力都存在不

分重要的角色,通过降低中小企业的税

到这些优惠政策,特别是企业在发展过

足,所以税收压力可能会导致中小企业

率负担可以很好的实现体系创新与科学

程中一旦出现风险,往往得不到支持,需

的经济负担。

发展。所以,需要结合国内的实际现状,

要解决这方面问题才能够促进企业的发

2.4缺乏先进性

考虑到经济发展的适应性与企业的整体

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目前财政税收制

规模,做好科学发展、高效制定,无论是

4 结语

度中许多内容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

从工业还是从商业领域都可以合理的控

社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中小企业的

实际需求,存在明显缺乏先进性的问题。

制企业的相关标准,同时根据企业的特

发展和壮大,在完善税收制度的过程中,

其中,一些相对滞后的管理模式与体系

征与员工的需求来确保优惠政策的有效

我们不仅要重视资金,政策的精准扶持

也无法取得相应的管理效果。除此之外,

提供。特别针对一些规模较小但是发展

还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让中小企业得到合

财政税收工作主要借助于财政部门来进

潜力较大的中小企业,需要在进行政策

理发展,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建立健全

行操作,存在滞后性的问题,相关部门的

优惠的同时给予一些鼓励与付出,这样

的财政税收制度,从而促进我国整体经

工作过程中没有充分理解到中小企业的

才能够进一步促进企业的进步与发展。

济水平的提高和发展。

发展水平,而是给企业带来了风险与压

3.3制定完善的财税管理制度

[参考文献]

力,不利于企业的成长。

完善的财政税收制度是实现国家、

[1]杨 雯 茜 . 财 政 税 收 制 度 创 新

3 财政税收制度创新对中小企
业的扶持策略分析

相关机构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这个

对 中 小 企 业 的 扶 持 作 用 [J].纳 税 ,

过程中,要综合考虑到市场信息与中小

2019,13(23):18+20.

3.1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

企业的发展要求,制定完善、可靠的法律

[2]许洪伟.财政税收制度创新对中

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要想得到

法规,确保中小企业能够得到快速健康

小 企 业 的 扶 持 作 用 [J]. 企 业 改 革 与 管

良好的发展就必须要加大资本的运行条

的发展。首先,国家与相关机构可以从现

理,2018,(15):94-95.

件,改善资本运行过程中的融资问题。而

阶段的研究成果入手,深入分析中小企

财政税收制度创新过程中,就需要为中

业的发展需求,以此来制定更为合理的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3]罗娟.基于创新思维的财政税收体
制改革分析[J].经济学,2019,2(2):3-4.

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