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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城市化建设的持续深入,社会已经进入到了全新的发展阶段中,
特别是在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企业不仅需要面对内部激烈的市场竞争,同时还要应对来自国
际上的发展压力。因此,企业内部的管理人员为了更好的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确保能够在竞争中占据主
动地位,必须做好企业财务管理中的税收筹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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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urbanization, the
society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curren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hinese enterprises not only need to face the fierce internal market competition, at the same time, but also deal
with the development pressur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Therefore, in order to better improve their own market
competitiveness and ensure that they can take the initiative in the competition, the managers within the
enterprise must do a good job in tax planning in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of the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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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量,确保企业能够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中获得更加优异的发展,为

税收筹划作为财务管理工作中的关键内容,通过对于税收

其后续的经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而在财务中通过税收筹划的

筹划的合理应用,能够帮助企业进一步实现各类资源的优化配

应用,也能够大幅度提高企业自身所具备的盈利能力,在保证企

置,稳步提高企业在资产分配方面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而站在实

业原本偿债能力不受影响的同时,提高其内部各类资金的利用

际财务管理工作的开展进程中,目前其在应用税收筹划的过程

率；最后,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中,税收筹划所具备的应用价值

中仍旧存在着较为显著的问题,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就必

还体现在内部管理水平以及管理质量的提升方面,通过税收筹

须要结合企业目前的发展情况,探寻出税收筹划在企业财务管

划工作的顺利开展,能够在了解企业目前经营情况的基础上,更

理当中的创新应用措施。

好的体现出企业在税收筹划方面的工作效率以及工作质量,在

1 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中税收筹划的应用价值与可
行性

保证企业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稳定性与安全性的同时,为后续税

1.1企业财务管理中税收筹划的应用价值
税收筹划,其主要就是企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来对税务

收筹划工作的开展提供依据,从而更好的提高企业的内部管理
[1]
水平 。

1.2企业财务管理中税收筹划的可行性

内容进行管理优化,以此来实现合理避税目的。同时,税收筹划

无论何种企业,其在展开财务管理工作的实际过程中,针对

工作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所具备的

不同的税种以及不同业务内容,都需要采用完全不同的管理方

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内容上：首先,通过税收筹划工

式,而在不同管理方式所产生的影响下,企业的税负也完全不同,

作的开展,可以稳步降低企业自身的纳税成本,有效提高企业的

也正是由于不同企业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提高了企业税收筹划

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促进企业自身市场竞争力的稳步提高,

的可行性,通过税收筹划工作的开展,就可以选择成本最小的管

从而为企业的后续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其次,通过税收筹

理方式,以此为基础来保证企业可以在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的开

划还可以全方位提高企业内部管理工作的开展水平以及开展质

展进程中降低税负成本,确保企业日常经营管理水平以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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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能够有效提升,为企业后续的发展提供助力。

2 目前企业财务管理中税收筹划应用存在的问题

2.4管理制度需要进行完善优化
在目前的发展进程中,企业的税收筹划极度缺乏科学性以

2.1税收筹划工作缺乏原则性与统一性

及统一性,内部的质量管理标准与质量管理体系存在缺陷,这一

在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开展进程中,其在应用税收筹划的

点也成为了对企业运营管理产生制约作用的主要问题。而站在

过程中对于原则性的重视程度比较低,整体税收筹划工作开展

企业税收筹划工作的角度上来看,在针对税收筹划内容进行管

缺乏原则性,这就导致企业在后续进行税收筹划工作时,由于原

理工作的过程中,如果无法落实到监督管理工作,就会导致后续

则性的缺失导致工作内容呈现出一种混乱的状态,甚至部分税

的税收筹划管理出现较为严重的问题,甚至还会出现一种脱离

收筹划工作已经失去了限制,成为了漏税、偷税等违法行为,这

实际情况的问题,导致具体的管理结果与实际情况之间出现了

就导致企业财务管理工作当中税收筹划的基本意义出现了转变,

极其显著的差异,为税收筹划工作的开展产生了不良影响。当前

不仅不利于企业后续的经营发展,对于企业各项工作的开展也

大多数企业对于生产效益的重视程度比较高,但其对于税收筹

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也会对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与管理质量起

划基础内容的管理则不够重视,这就导致管理工作当中出现了

到影响。同时,针对不同的业务内容,其所采用的税收筹划方案

各种各样的错误,再加上没有在第一时间对产生的各类问题进

同样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如果只是单纯的采用同样的税收

行完善优化,使得税收筹划工作在进行运维管理时,往往会产生

筹划方案,不仅会对企业后续的经营发展产生不良影响,也会大

一些较为严重的问题,在严重情况下还会引发严重的财务风险

幅度提高企业财务税收的管理成本与管理效率。因此,在这种发

[3]
出现 。

展背景下,企业为了确保内部的管理水平与管理效率可以稳步

3 税收筹划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的具体应用措施

提高,就必须要科学合理的进行税收筹划工作,还要根据不同的

3.1稳步提升税收筹划工作的原则性与针对性

业务内容来开展与之对应的税收筹划工作,从而为企业带来更

企业在财务管理工作中应用税收筹划时,其必须要严格遵

[2]

循税收筹划当中的基本原则,只有在遵循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才

2.2缺乏税收筹划的主动意识

可以稳步提高税收筹划工作的科学性以及合法性,为企业后续

企业在进行财务管理工作的过程中,虽然其开展了税收筹

财务管理水平与管理质量的提高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确保企

划工作,但整体工作积极性与工作主动性却比较低,税收筹划所

业可以通过税收筹划的方式来提高财务管理水平。同时,企业在

产生的效益远远比不上成本,这也导致目前企业的税收筹划工

进行税收筹划工作的过程中,也要严格遵循基本的公平性原则

作仅仅只处在较为浅显的阶段中。并且企业在进行财务管理时,

以及合法性原则,在确保企业税收情况合法的基本前提下,稳步

税收筹划工作缺乏明确的指导目标,这样就会使得财务人员在

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在大幅度降低经营成本的

实际工作阶段中出现一种盲目工作的状态,工作质量与工作效

同时,为企业后续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并且企业还要适当的提

率都会受到较为严重的影响,这也不利于整体税收筹划水平的

高财务决策原则的重视程度,确保税收筹划工作可以针对企业

提高,而站在企业财务管理的角度上来看,其内部的财务管理人

的财务管理提供更好的服务,为企业后续的稳定发展奠定坚实

员往往都意识到需要开展税收筹划工作,但却呈现出一种无从

基础。而为了在根本上提高税收筹划水平以及工作质量,保证财

下手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税收筹划工作很难高效开展,对于

务管理水平可以在根本上得到提升,我国的企业在进行财务管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理工作的实际过程中,也要适当提高税收筹划工作的针对性,以

加优异的经济效益 。

2.3没有专业化的技术人才

此为基础来稳步提高税收筹划的工作效率与工作质量,以此来

在税收筹划的实际过程中,财务管理人员自身的综合素

保证税收筹划水平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提升。而在提高税收筹

质也会对工作开展的精准性以及正确性产生较为严重的影响,

划工作针对性的过程中,企业也要在财务管理当中,针对不同类

因此,由于税收筹划工作自身具备着较为显著的特殊性,站在

型的经济业务内容进行管理,还要根据业务的基本特征做好纳

技术人员的角度上来看,其对于实践技能以及专业知识等内

税管理工作,在其中对国家目前的税收政策内容进行分析,强化

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且在质量以及专业知识等方面,也同

对于各类税收政策的了解程度,从而在明确税收政策的基础上,

样会对管理工作的开展产生影响。然而,大多数技术人员自身

根据不同的经营业务来做好税收筹划工作,以此来确保税收管

在专业素质方面比较低,技术水平上也呈现出一种参差不齐

理水平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得到提升,为我国企业财务管理水平

的状态,还有一部分工作人员在工作前没有得到专业的培训,

的提高起到更好的促进作用。

导致其在管理工作的开展进程中处在一种较为松散的状态中,

3.2积极改变传统的税收筹划理念

在后续管理阶段中也会出现错误,对于已经出现的各类问题

为了确保企业财务管理工作当中税收筹划水平可以稳步提

也没有在第一时间进行纠正,这就对企业的税收筹划带来了

升,为后续各类工作的开展提供便利,企业的管理人员就必须要

较为严重的影响。因此,由于税收筹划自身所具备的特殊性,

及时转变对于税收筹划的认知程度以及理解程度,在其中改变

只有具备着更加丰富的实践技能以及专业知识,才有利于管

传统的税收策划理念,进一步提高对于税收筹划的重视程度,以

理水平的稳步提升。

此来确保税收筹划工作可以更加顺利的开展,以此来逐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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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筹划水平,因此,企业的管理人员必须要积极主动的学习那

业技能水平可以提升,就必须要重点提升专业技术的教育培训

些现代化的税收筹划方式,根据企业的发展情况来对税收筹划

力度,将理论与实际情况有效连接在一起,在杜绝形式主义的同

进行创新,以此来保证整体税收筹划水平可以在根本上得到提

时,确保税收筹划工作可以取得更加优异的效果。

升；其次,企业的管理人员也要适当的提高税收筹划工作的宣传

3.4优化税收筹划的管理制度

力度,积极鼓励工作人员提高对于工作内容的重视程度,在日常

为了确保企业财务管理工作当中的税收筹划能够取得预期

的工作过程中,也要主动配合税收筹划工作的开展,从而为企业

中的效果,就必须要制定出更加完善的管理制度。因此,企业方

内部税收筹划水平的提高提供助力。同时,为了确保企业财务管

面就应当聘请社会中的专家,根据企业当前的实际发展情况,进

理的税收筹划水平能在真正意义上得到提升,企业就必须要设

一步制定出能够促进税收筹划科学化发展的制度内容。而在税

置出对应的税收筹划目标,确保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以及经济

收筹划管理制度的设计与完善阶段中,还要保证管理制度的独

效益可以稳步提升,而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工作时,其主要目的

立性,并且其中的内容一定要与国家的法律以及法规做到紧密

就在于保证企业的经营利润可以实现稳步提升,为企业后续的

的联系 ,只有将企业财务管理中税收筹划应用的相关制度进行

发展优化提供主要依据,在降低税收筹划风险的同时,保证税收

完善和优化,才能够体现出税收筹划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的真实

筹划的合理性以及合法性。所以,在税收筹划工作的实际开展进

价值与联系。

程中,必须要制定出能够降低风险因素的主要目标,确保税收筹

4 结论

划工作可以实现更加稳定的发展,而在设置税收筹划目标的实

综上所述,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中,企业的税收筹划工作

际过程中,还要对企业目前的发展情况进行全面分析,以此为基

主要就是为了保证企业能够维持在安全的运转状态中,在确保

础来确定主要目标,这样就可以在提高税收筹划目标科学性与

企业能够安全发展的同时,逐步提高对于税收筹划管理工作的

合理性的同时,更好的实现税收筹划目标。

重视程度。而在企业后续的发展阶段中,也要适当的提高科学技

3.3提高技术人员的综合素质

术以及资金方面的投入力度,在保障各类作业工作能够稳步落

在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中应用税收筹划制度,应当针对相关

实的同时,提出针对性的问题解决措施,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

的技术人员来做好教育培训工作,确保每个工作人员都能够做
到持证上岗,提高其对于安全作业的掌握程度以及了解程度。同
时,还要做好必要的交接工作,在展开班组交接的实际过程中,
应当由不同班组内部的负责人员来做好交接工作,还要在交接
单的内容上重点标注工作的基本类型、工作数量以及存在的问
题与隐患,而后由交接人员进行确认,这也有利于后续备案工作
的开展,通过质量管理责任的层层落实来确保管理责任能够准
确落实到工作人员身上,以此来更好的促进税收筹划工作的标

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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