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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际市场竞争加剧,施工企业境外业务范围缩减,导致经济效益下降,引起我国施工企业境
外税务工作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因为国内国外法律体制、政策环境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施
工企业境外发展,因此需要相关部门加强施工企业境外税务筹划工作,注重以科学的视角探究筹划思路
和方法,以此推动我国国外工程项目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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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compet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intensifies, the scope of overseas business of construction
companies shrunks, leading to a decline in economic benefits. This causes some new problems in the overseas
taxation work of Chinese construction companies.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legal
systems and policy environments, to some extent this affects the overseas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construction companies. Therefore, relevant departments need to strengthen the overseas tax planning of
construction companies, and pay attention to exploring planning ideas and methods from a scientific perspective,
so a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foreign engineering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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