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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税收优惠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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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的主要力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章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投入和产出角
度对高校成果转化现状进行了分析,同时对现有的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整理,
认为现有的“四技”服务免税政策切断了增值税的抵扣链条,股权激励税收优惠政策的优惠方式较为单
一,建议对“四技”服务实行先征后退的税收政策,同时进一步加大针对科技成果转化股权激励的税收优
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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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on Tax Incentives for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Colleges
Yixi Zhang
Service Center for Societies of Shanghai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As the main forc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lleges play animportant ro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put and output, andalso sorts out the existing preferential tax policie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scientific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colleges,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existing
taxexemptionpolicy of "four skills" service cuts off the deduction chain ofvalue-added tax, and thepreferential
mode of equity incentive and tax incentive policy isrelatively simple. It is suggested to implement the tax policy
of levying first andwithdrawing refund for the service of "four skills". And at the same time, tax incentives for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to equity incentive willbe further strengthened.
[Key wor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four skills"Service; equity incen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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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财务管理内部控制体系构建研究
秦洁
临沧市中医医院
DOI:10.12238/ej.v4i3.704
[摘 要] 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医院的管理水平不断提升。财务管理是医院管理中重要
的组成部分,提升医院的财务管理水平是当下促进医院更好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式。医院要想做好财务管
理工作,就应当用科学规范的制度来进行管理,构建医院财务管理的内部控制体系,使其对医院资产的管
理更加的科学有效。因此,本文从医院财务管理内部控制的基本情况出发,分析医院财务管理过程中内部
控制存在的问题,提出医院财务管理内部控制体系的构建策略。
[关键词] 医院；财务管理；内部控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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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of Hospital Financial
Management
Jie Qiu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of Lincang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and health undertakings in China, it promotes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the hospital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Financial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ospital management, and
improving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level of the hospital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better development of
the hospital at present. If a hospital wants to do a good job in financial management, it should use a scientific and
standardized system to manage, build an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of hospital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make the
management of assets mor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Therefore, starting from the basic situation of internal control of
hospital financial manage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internal control in hospital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proposes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the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of hospital financial management.
[Key words] hospital; financial management;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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