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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税收筹划是一种特殊的节税手段,并且在企业的管过程当中,会计核算一直都是非常重要而且
极为敏感的管理内容。会计核算过程当中会计的核算是否准确,直接影响到企业后期各项经营活动的质
量,并且与企业未来的发展密切相连。就目前的企业发展来看,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所面临的税收压力都
很大,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企业对资金的使用效率,从中也凸显出税收筹划的重要性,借助税收筹划,
能够在合法的范围内进一步降低企业自身的压力,改善企业的运营状态,促使其能够更加高效的发展和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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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x planning is a special tax-saving means, and accounting has always been a very important and
sensitive management content in the management process of enterprises. The accuracy of accounting in the
process of accounting affects directly the quality of business activities in the later period of an enterprise,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prise. As far a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is
concerned, enterprises are faced with great tax pressure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This also greatly limits the
efficiency of capital use by enterprises, which also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tax planning. With the help of tax
planning, the pressure of enterprises themselves can be further reduced within the legal scope, the operating state of
enterprises can be improved,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 of enterprises can be more 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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