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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enterprise operation, due to its complex business activities, there may be certain enterprise risk 

problems, such as tax issues. With the increasing openness of our country and facing more and more enterprises in the 

market, our enterprises need to deal with more and more problems and risks. This problem has also become one of the 

main problems that enterprises need to regulate. In the face of such market situation, China's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axation issued guidance documents in 2009, until leading China's enterprises to regulate tax. From then on, tax norms 

have become the rules that every enterprise should abide b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will stud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nterprise tax risk in China, and discus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nterprise internal control and enterprise tax risk, and 

thus give the relevant methods of tax risk management, reduce the property loss of enterprises and improve the 

reputation of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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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企业在进行运营过程中，由于其复杂的经营活动可能产生一定的企业风险问题，例如税务问题。而随着我国

开放程度的越来越大以及面对的市场面对的企业也越来越多，我国的企业所需处理的问题和面对的风险也日

益增多。这个问题也成了企业需要规范的主要问题之一。面对这样的市场情况，我国税务总局于 2009 年下发

了指导性文件，直到引领我国企业规范税务，从此，税务规范成为每个企业应当遵守的规则。本文基于此将

对我国企业税务风险的现状进行研究，并讨论企业的内部控制与企业的税务风险之间的相关性，并由此给出

税务风险管理的相关方法，减少企业的财产损失，提高企业的声誉。  

关键词：内部控制；企业；税务风险管理 
 

1 企业的税务风险与内部控制 

1.1 企业的税务风险 

1.1.1 税务风险的内涵 

企业的税务风险主要是指企业未能按时的或者

按照规定的缴纳税务从而给企业带来利益的损失的

行为。 

1.1.2 企业税务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 

企业产生税务风险的原因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部

分，第一部分是内部原因，第二部分是外部原因。

而本文则是通过探讨导致企业产生税务风险的内部

原因来有效地控制和管理企业，规避税务风险。下

文的三个方面是企业产生税务风险的主要内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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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 企业管理制度不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不
完善 

企业的内部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是企业经

营与发展的基础，也是企业防范税务风险的基础。

一个企业拥有科学并且健全的企业管理制度和内部

控制体系，对其发展而言有着良性作用。而当一个

企业的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不够健全与不够科

学时，则会制衡企业的发展。一个企业有着税务风

险，从根本上而言，就是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和经

营管理制度都不健全，这是企业产生税务风险的根

本原因与重要的内因。 

1.1.2.2 内部工作人员的税务观点落后 

对很多中小型企业来说，管理人员以及内部工

作人员的纳税意识都相对薄弱，这就导致整个企业

的税务防范风险意识也相对的薄弱。近两年，经过

税务文件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普及，不少企业的管理

人员已与内部工作人员的纳税意识有所加强，税务

风险意识也有所增强，出现不道德的事情，或者少

纳税，偷税漏税等现象有所减少。随着我国纳税体

系的不断完善，企业对税务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的

要求也逐渐的增高，企业内部工作人员以及企业管

理者的纳税意识和税务意识逐渐的增强，税务风险

有所下降。注重管理人员的税务意识以及内部工作

人员的税务意识，有利于企业规避税务风险。 

1.1.2.3 企业内部组织机构的不完善 

就目前而言，我国大部分企业的税务机构设置

上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对大多数企业而言，并没有

单独的税务部门来进行税务工作，规避税务风险。

往往是让会计或者出纳人员来代替企业的税务人员

办理税务业务，这样的话就存在专业上的不对口现

象，同时也可能增大企业的税务风险。专人专事，

不越俎代庖，不越级管理，是现代企业体系化的目

标之一。但是，由于缺少税务科这种部门的存在，

许多会计人员以及出纳人员需要代替税务人员去处

理税务问题。很显然，这种做法是不太符合现代企

业规划的。 

1.2 企业内部控制的含义 

内部控制的一般含义是指在一定的环境下能够

通过一定的手段控制，达到高效的目的。就其而言，

企业的内部控制则是指在企业这个环境下，企业为

了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效率而形成的一种控制公司

的手段。这种手段能够充分有效地调动公司的各种

资源，从而迅速达到公司管理目标。除此之外，在

公司内，企业的内部控制则是指各种部门之间的组

织协调和共同发展。而根据证监会与财务部等机构

出台的最新的法律法规指出，写的内部控制是由企

业的监事会，经理会以及董事会以全体成员共同实

施参与的，达到目标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成员之间相互独立，又相互配合，以达到提高企业

经营效率的效果，并实现企业的战略经营目标。 

1.3 企业的税务风险与企业内部控制之间的
关系 

企业的税务风险与企业内部控制体系之间的关

系，总体上呈一种反向相关的关系，企业的内部控

制体系越完善，企业的税务风险相对较低，反之，

企业的内部控制系统越混乱，企业的税务风险就越

大。但是这也是从总体的概率上而言的。也存在企

业内部控制系统很好，但是企业存在很大的税务风

险的现象。但从整体而言，完善一个企业的内部控

制系统会降低企业的税务风险。 

2 我国企业税务风险的内部控制体系现状研

究分析 

我国企业税务风险的内部控制性状体系研究现

状表明，我国企业税务风险的内部控制体系存在许

多的问题和不足，需要不断的增强改正。本文将从

三个方面阐述我国企业税务风险内部控制体系的存

在问题。 

2.1 缺乏专门的税务风险管理人员和把控人
员 

就目前而言，我国的大部分企业并没有设立税

务风险管理部门，也没有设置相关的税务部门，而

是在有税务工作时将企业的出纳人员或者会计人员

暂时的调职到税务工作当中去。这样就会造成专业

的不对口。在工作方面，虽然大部分的会计人员或

者出纳人员可以完成相当一部分的工作任务，但在

总体上却缺乏税务风险的把控能力，从而导致的结

果就是企业的税务风险较大。一般来说，专门的部

门是进行专门的事项的。企业设立专门的税务风险

管理部门，搜罗税务风险管理的专业人才，让他们

服务于企业的整个税务职责当中。搜集有关的最新

法律法规，减少企业的税务风险是企业减少税务风

险的主要途径之一。但是，就目前而言，我国大多

数公司并没有专门的机构或者部门去承担这一部分

税务工作，其结果必然导致的是企业的税务风险管

理的缺乏。 

2.2 意识不足，缺乏税务风险的防范意识 

大多数企业其实只要按时的纳税，就会降低企

业的税务风险。但是实际上的情况是，大多数企业

并不能够明确纳税的流程，以及追求企业利润的极

大化，就可能出现漏税的现象，这也是企业税务风

险的主要产生原因之一。对税务环节的认识不足，

以及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企业的生产与研发当中是现

在不少企业的通病。研发固然重要，但是企业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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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和运营也一样的重要。在关注财务和法律风险的

同时，也应当重视税务的风险。对一个企业来说，

财务与法律风险固然重要，但是税务风险也是可以

给企业致命一击的存在。因此，企业应当在加强财

务和法律风险的基础上，大力的发展企业的生产技

术，同时也应当注重税务风险，提高税务风险的防

范意识。 

2.3 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缺乏有效的机制 

除了以上两点之外，我国大部分企业的税务风

险问题主要还存在于没有完善的机制去规范企业的

税务。这些的管理体系本身存在问题，对税务的风

险控制上就更存在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

要求企业提高自己的管理机制，提高自己的内部把

控，形成一个高效率的管理系统才能够真正的发挥

企业每个部门的作用，才能够让税务风险从根本上

得到抑制。 

3 有关企业的内部控制系统与税务风险管理

的一些建议 

3.1 制定企业税务风险内部控制管理的原则 

协制定有效的税务风险内部管理控制原则是使

企业内部税务风险管理指标化和方向化的重要指示

性文章。本文将基于税务风险管理的一些特性，以

降低税务风险为目标来制定有关的原则，以达到企

业税务风险减小，企业绩效提高的目的。 

3.1.1 企业税务风险内部控制管理的牵制性
原则 

牵制性原则是指企业在进行内部控制管理的时

候，应当设置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部门相互制约、

相互牵制。这是企业内部管理的一套原则，也适用

于制定企业税务风险内控体系。牵制原则对于任何

一个企业或者任何一个部门来说都是一种有效的管

理手段，平行的牵制可以提高两者之间的效率，因

为牵制的存在，两者都会尽可能的提高自己的效率，

已得到上司的欣赏。同时由于牵制的存在，也可以

减少部门污垢的存在。受上级监督的同时，也受着

平齐的监视，更能有效的保证工作的顺利实施。 

3.1.2 企业税务风险内部控制管理的合法性
原则 

合法性是任何一个制度首先就要遵守的规则。

任何一个制度的设立都要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的行

业规范以及部门规章的要求。当一个制度设立时，

其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部门规章，其制度

本身就是一件不合理也不合法的存在，这样的制度

是要被抵制的。因此企业在设立相关的内部控制管

理原则，以降低企业的税务风险，是一定要按照法

律法规的规范和当地的有关部门监管的要求，行业

的规范来制定，以免后续产生相关的纠纷和法律问

题。同时这也要求公司内部的税务负责人员应当掌

握有关的法律法规，提高自身的素质，制定出合法

的原则。 

3.1.3 企业税务风险内部控制管理的授权性
原则 

授权性原则是指企业在进行操作时要得到上级

的授权，不能因个人事项随意的使用公司的权利。

授权制度也保证了每个人工作职责与岗位的明确，

减少了越俎代庖等事件的存在，有效的提高每个岗

位人员的工作效率，同时，如果出现问题时也能够

找到直接的负责人，从而实现权责的一致，利益的

统一。 

3.1.4 企业税务风险内部控制管理的经济性
原则 

企业税务风险内部控制管理的经济原则也是企

业税务风险内部管理的成本效益原则，该原则要求

企业花更少的成本来收获更大的利益从本质上而言

就是让企业用更少的钱来进行更大的事情。因此建

立有效的税务风险管理系统很符合这一原则。当税

务问题暴露出来的时候，企业往往要花费更高的成

本，更大的代价去挽救和弥补，但是开始时就成立

有关的税务风险控制部门则可以减少税务风险的产

生。同时，在设置的过程中，应当要求员工遵守经

济性原则，以小获大，保证企业的利益先行。 

这几个原则的确立能够确保企业在建立企业税

务风险内部管理控制系统的过程中，有方向可循，

不盲目制定。 

3.2 以内部控制要素为基础管理企业税务风
险 

3.2.1 健全企业内部控制体系，规范税务事
项控制企业内部环境 

企业的内部环境主要影响因素是人员分工，内

部制度建设和治理结构等多方面，内部环境具有重

要的战略地位，因为它是实施企业内部控制的基础。

整个体系要求对企业重大税务问题和重大税务风险

进行确认，有助于企业税务风险的管理。有的企业

组织结构比较复杂，可以根据企业自身需要设置税

务部门或者相关的税务管理岗位； 而集团型企业则

可以根据企业性质，设置地区性总部产品事业部等，

也可以在下属企业的内部设置税务部门和相关的管

理岗位。而不成立税务部门的企业来说，则可以将

相关的税务事项外包，聘请专业的税务人员，对企

业税务风险进行评估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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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进一步加强企业税务风险评估，有效
控制风险 

税务风险的评估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一个是

评价，另一个是估计。预估税务风险可能发生的概

率和损失范围，有助于企业采取相关措施规避风险，

也可以利用相关的原理和技术，定性和定量分析系

统风险，有助于企业的管理层制定更加科学性的决

策。 

3.3 控制活动一一—规范内部业务流程， 防
范税务风险。 

为防范税务风险，内部控制活动必须规范有序。

所谓控制活动即是指企业日常工作中。管理阶层能

及时发现风险，并对风险想好解决措施，最大程度

上的保证企业的运转。它是企业战略能完美实施，

企业资产能实现增值的重要保障。控制活动应做到

控制环境，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加强风险评估。

要对税务风险进行评估，预测税务风险的发生几率，

以及影响程度。采取有效的措施，对各个环节的风

险进行分析，并且根据风险的特点，制订相关的补

救措施。加强信息的交流与沟通，提高员工对税务

风险的认识。 

4. 结论 

由于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大多数企业要想在

竞争中站稳脚跟，就必须全面加强风险管理。企业

的经济利益与税收有着直接的关系。只有加强企业

的税务管理，才能避免税务管理中的风险。因此，

在企业管理中，必须加强内部控制，提高税务风险

管理能力，减轻税负，提高管理能力和经济效益，

从而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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