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search on the Tax Risk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Based 
on Life Cycle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Qi W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of Xi’an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China 

13991381515@163.com 

Keywords: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Life Cycle; Tax Risk; Countermeasures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and increasingly fierce competition 
among companies, tax risk has become a problem that companies must pay attention to.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due to small scale, backward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low quality of management, it is easier to generate various types of tax risk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growth, and may face high fines, even violate national laws which leads to criminal penalties. 
Therefore, studying the tax risk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in the growth stage of SMEs has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SMEs to adapt to the market environment, reasonable tax payment,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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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伴随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和企业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力，税收风险成为企业不得

不重视的问题。对于中小型企业由于规模小、生产技术落后、管理层素质不高等原因的存在，

在不同的成长阶段更容易产生各种不同的税务风险，可能面临缴纳高额罚款，更有甚者触犯

国家法律还要面对刑事处罚。因此，研究中小企业成长阶段的税务风险及防范措施，对于中

小企业适应市场环境、合理纳税、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1．引言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创立者，美国 有影响力的管理学家伊查克·爱迪思（Ichak Adizes）
在《企业生命周期》的研究中，把企业生命周期分为十个阶段，即：孕育期、婴儿期、学步

期、青春期、壮年期、稳定期、贵族期、官僚化早期、官僚期、死亡。指示了企业生命周期

的基本规律，提示了企业生存过程中基本发展与制约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Weston & Brigham根据企业不同成长阶段融资来源的变化提出了企业金

融成长周期理论。该理论把企业的资本结构、销售额和利润等作为影响企业融资结构的主要

因素，将企业金融生命周期划分为三个阶段：创立阶段、成熟阶段和衰退阶段。后来，根据

实际情况的变化，Weston & Brigham对该理论进行了扩展，把企业的金融生命周期分为六个

阶段：创立阶段，成长阶段Ⅰ、成长阶段Ⅱ、成长阶段Ⅲ，成熟阶段和衰退阶段。 
本文研究将中小企业的生命周期分为初始发展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蜕变阶段和

衰退阶段五个阶段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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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小企业发展阶段税务风险的表现 

2.1  初步发展阶段的中小企业的税务风险 

在初期发展阶段的中小企业主要特点是：在中小企业创立初期，创业者对企业起到了关

键作用，此时，企业的灵活性和控制力完全由创业者掌控。资产规模小、内部控制不太完善、

涉及税收方面业务简单、各个方面都不成熟不规范。但同时企业又有强烈的拓展市场增加业

务量的欲望。在该阶段主要面临的税务风险有：（1）欠缺相关税收政策的理解，没有合理纳

税意识；（2） 税务基础薄弱、会计核算混乱、合同签订或者其他凭证取得或填制不规范，

多缴或少缴税、未按期申报纳税、没有适时把握税收优惠机会等。 

2.2  成长阶段的中小企业的税务风险 

在成长阶段的中小企业主要特点：在成长期，中小企业已经能够在市场上立足，其产品

或服务已经打开了一定的销售局面，业务成较快增长的趋势，企业内部制度逐渐建立。各方

面发展迅速，公司规模迅速扩大，逐步重视内部控制和税务管理。此阶段亟待解决融资问题。

在该阶段面临的主要税务风险有：（1）内部制度不健全，会计核算不完整或不健全，导致多

缴或少缴税、无法适时把握税收优惠机会等；（2）欠缺相关税收政策的理解，缺乏税收风险

和合理纳税意识；（3）开始关注税收风险和合理避税，但是仍然存在不规范、不了解相关的

纳税信息，反而容易带来额外的税务风险。 

2.3  成熟阶段的中小企业的税务风险 

在成熟阶段的中小企业主要特点：在成熟期前期，企业制度和组织结构经历了长时间的

调整和完善，已经较为完善和规范，能充分地发挥作用，视野的开拓和创造力的发挥也已经

制度化，企业内部环境稳定。内部管理趋于稳定和规范，内部制度和会计核算比较健全。税

收成本成为企业经营管理者和投资人主要的关注点，管理层开始重视税务管理，对于有经验

的财会人员有强烈的需求。在该阶段面临的主要税务风险有：（1）企业重视税收风险和合理

避税，但由于财会人员业务能力有限，缺少经验，缺乏对国家税收相干政策的全面理解，合

理避税方案规划不准确、不全面，成为多余的税务风险成因；（2）缺乏对于税务信息多元化

的了解，不能及时更新调整经营，无法避开“税收陷阱”。 

2.4  蜕变阶段的中小企业的税务风险 

在蜕变阶段的中小企业主要特点：开始出现市场需求饱和，市场占有率骤降，盈利能力

持续大幅下降，销售利润出现负增长，企业资金周转困难等现象，企业为突破旧模式，调整

业务和经营范围，资本运作面临重大变革。在该阶段企业主要税务风险有：（1）对税务风险

预估不足，税务法规掌握不系统，因而经常出现多缴税、漏缴税、加重日后的税费负担造成

日后的税务纠纷等；（2）资本运作环节缺乏税务风险的分析和把控，税务风险类型不断增多。 

2.5  衰退阶段的中小企业的税务风险 

在衰退阶段的中小企业主要特点：市场竞争激烈、企业压力大主要表现在债务危机、货

物囤积、亏损、优秀人才流失等。企业需要寻找新的经营模式，合理的运营方法寻求突破。

在该阶段面临的主要税务风险有：（1）形式化，有意的出现税务违法现象；（2）盲目投资；

（3）欠缴税款。 

3. 中小企业税务风险的成因分析 

3.1  企业缺乏纳税和税务风险意识  

缴纳多少税是财务部门核算，纳税管理是财务部门负责的工作，这是大多数中小企业管

理层的理解，所以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忽视了其他部门的参与管理，而其他业务部门也认为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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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管理和税务风险都是财务部门的责任。各职能部门在一些重大经营决策中缺乏对企业纳税

和税务风险进行科学的研究和论证。 

例如，融资过程中税务风险意识的缺乏。中小企业在创办初期缺少融资渠道，所以 主

要的仍然是通过资本投入的方式获得资金支持。并且企业 主要的负债是企业借入款项。而

融资和借款在税收处理和税收政策待遇上也是不同的，从而产生的税负也是不同的。企业借

入资金需要支付的利息是可以作为企业的成本费用在企业所得税之前得以扣除的；所以企业

在筹资过程中，税负产生的差异多是由于资本与负债比例不同导致的。 

又如，投入资金过程中税务风险意识的缺乏。企业投入资金的过程忽视了税务成本问题，

投资决策对企业税负影响比较多元化，具有滞后性，往往易被企业忽视；实际投资环节中，

中小企业管理层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的发展前景、预期会产生的经济效益、经营过程中的风险

等，而企业税务风险往往不易受到重视，认为这是财务部门的主要责任，所以在投资决策过

程中也就少了这部分的考量。但是对于承受风险能力弱的中小企业而言，在投资决策过程中

提高税务风险意识，做出正确的投资方案将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效益，反之可能引起经济利

益的巨大损失。 

3.2 大部分中小企业用财务管理代替了税务管理 

减轻税负和企业税务管理息息相关，而税务管理相关岗位，如专兼职税务总监或税务经

理在中小企业的管理层中比较少见，往往交给财务人员去处理。但是财务人员工作繁忙，往

往以财务制度规范税务管理，不会对纳税环节作为重点细致的分析，能做的就是 基础诸如

应纳税额核算和申报这样的工作。由于企业缺乏有效的税务监督机制，当企业的财务人员纳

税申报不及时或者申报有误给企业带来税务问题，为了逃避上级的责罚会选择隐瞒自己工作

错误的地方，更有甚者选择做假账来掩盖税务问题。 

3.2 信息沟通不畅，面对税收政策无法做出积极有效的调整 

信息沟通是企业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但一些中小企业管理者和财务人员由于缺乏有

效的的沟通和学习，对国家的政策法规、新的业务要求、涉税事项未能认真全面深入的学习

理会，企业的一些涉税业务也不能很好的反馈到税务机关，企业的一些合理的利益诉求也不

能及时传达给税务机关。这就造成了税企双方信息的不对称，大部分中小企业均出现过漏税

问题就是因为税务沟通不力所导致的。沟通机制的缺陷，既不利于税务机关加强对企业的监

控，也不利于企业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且，由于我国现行税法和税收政策大部分还是通

过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来执行的，规范性和权威性都比较低。中小企业在信息沟通特别是税法、

税收政策及其相关规定的理解上有所欠缺，财务管理人员的财税法律法规知识、业务知识参

差不齐，所以在面对新颁布的税收政策不能做出积极有效的调整。 

4. 中小企业税务风险防范措施 

4.1 从企业战略的高度上重视税务风险管理 

企业高层管理者应从企业战略的高度上重视税务风险管理。企业税务风险管理长期目标

应与企业价值 大化目标统一。建立税务风险管理制度，在企业持续经营期间，对税务风险

进行有效的管理，使企业税务风险保持在安全水平。进一步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改进

税务风险管理的方式方法。并持续对税务风险管理制度进行修改与完善，进而保持并提高企

业税务风险管理的有效性。 

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的短期目标应该与企业实际生产经营活动的模式及现状紧密联系，必

须具备可行性、适用性及针对性。遵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制度所规定的周期、方式方法等对

企业税务风险实施管理。对于企业各类决策、规划，以及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全部税务风

险做到及时有效的管理。保证企业税务行为符合税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企业税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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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管理的信息做到全面收集记录并及时反馈沟通。 

4.2 以企业利益 大化为税务风险管理的原则 

以企业利益 大化作为税务风险管理的原则，可以促进企业科学地在税务风险和报酬之

间找到平衡点，从而避免一味追求报酬而给企业造成巨大税务风险。促进企业对税务风险长

期安全稳定的追求，而克服短期的涉税投机行为。 

对于涉税风险的各种分析与决策中，应充分考量其效益是否大于成本。其中，税务风险

管理的成本主要包括岗位的设置、人员的配备、管理方法的设计与实施所付出的成本。而税

务风险管理的效益则主要包括当企业有效进行税务风险管理时，达成预期目标、减少或避免

税务风险损失、保证企业运行稳定安全、打造企业良好社会声誉等等。 

4.3 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实施全面及时的风险管理 

中小企业的税务风险的承受力比较差，难以承受各种风险。因此为了对风险实施监督预

防，实现及时发现及时评测风险，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税务风险预警机制，从三个方面来进

行监控评价：（1）推行企业内部税务风险的评级评分制度。（2）做好税收分析和预测。（3）

借鉴纳税评估，合理设立税务风险财务预警指标。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应体现在企业运行的各

个环节，覆盖所有的部门和岗位。涵盖可能给企业带来损失的一切税务风险，即进行全面的

税务风险管理。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必须能够及时地对税务风险进行准确的识别评估，并采取

相应的控制措施。对于税务风险管理的结果要进行及时的信息反馈与沟通，当企业环境或业

务项目等发生变化时，税务风险管理必须及时跟进。 

4.4 规范企业内部财务核算，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规范企业内部的会计核算对于企业税务风险防范尤为重要。一方面，企业应坚决执行会

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不断规范财务核算的流程。另一方面，企业应选择恪守职业道德，具备

业务素质良好的财务人员从事会计核算工作，切实提高企业的财务核算水平，有效地防范企

业税务风险。同时中小企业应当结合企业实际经营现状，逐步完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完善

会计基础工作，运用会计电算化，科学处理相关数据，提供有效的会计信息，加强税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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