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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和财政负担的持续加大,我国经济正在面临着较大的挑战,减税降费政策的
实施在此关键时刻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本文将以当前我国经济新格局发展为背景,浅析减税降费政策
效果并对其发展趋势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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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ging of population and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financial burden, China's economy is
facing great challeng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x reduction policy is also facing many challenges at this critical
moment. This paper will take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w economic pattern as the background,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tax reduction policy and discuss its development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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