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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不断扩大自身的经营范围。一带一路背景下,很多的工程企业
把自身的业务范围扩展到了海外。境外工程项目在实施运营的过程中,面临着很多的境外风险,尤其是境
外工程项目面临的税务风险,影响了境外工程项目的顺利开展。作为企业管理者需要加强对境外工程项
目税收风险的重视,针对具体的风险实施行之有效的措施,最大限度提升境外工程项目的税务管理水平,
为境外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的条件。本文针对目前境外工程项目税务风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和分析,并提出了有效的降低税务风险的措施,希望能够为更多的境外工程项目顺利开展工作提供一定
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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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more and more enterprises continue to expand their business
scop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many engineering enterprises have expanded their
business scope overseas.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and operation, overseas engineering projects are faced
with many overseas risks, especially the tax risk faced by overseas engineering projects, which affects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engineering projects. As enterprise managers, they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tax risk of overseas engineering projects, implement effective measures for specific risks, maximize the tax
management level of overseas engineering projects, and create good conditions for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overseas engineering projects.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the tax risk of overseas
engineering projects, and puts forward effective measures to reduce the tax risk, 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more overseas engineering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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