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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城镇化快速推进,受激烈竞争影响,仍有不少企业未能获得必要的融资,同时缺乏全方位
的监管手段。因此,对于新形势下的企业,企业需要理清融资的真实状况,在此前提下选择适合自己的融
资方式,寻求可行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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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urbanization has been advancing rapidly. Affected by fierce competition, many
companies still have not been able to obtain the necessary financing and lack comprehensive supervision
methods. Due to the adverse effects of lack of supervision, many industries have been in a state of shortage of
funds for a long time. Therefore, for companie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companies need to clarify the real
situation of financing, choose a financing method that suits them, and seek feasible solutions under this prem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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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融资额度比融进来的资更重要,

问题。解决企业融资难的传统问题,不应
拘泥于传统观念的桎梏,而应从现代的
角度来分析,而不仅仅是从国家政策的
角度来分析,还要从企业自身的角度寻
找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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