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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市场经济新形势的不断深入,建筑施工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与挑战也在不断增多,其
中融资问题,就是主要困难之一,严重制约着企业的稳健持续发展。因此可以将供应链金融实现灵活应用,
为企业带来更多的融资费用,并且有效降低各种风险,提高资产利用效率,加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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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new market economy situation, the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encountered by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are also increasing. Among them, financing is one of the
main difficulties, which seriously restricts the stead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herefore, it is
possible to realize flexible application of supply chain finance, bring more financing costs to enterprises,
effectively reduce various risks, improve asset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nd strengthen enterprises' market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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