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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3年,我国提出了共同构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大构想。作为中国目前长期的国家战略,
“一带一路”跨欧,亚,非,涉及五大领域,涵盖沿线65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一战略指引下,越来越多的中国
企业在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领域参与竞争。竞争的内容不仅包括工程成本、建设技术、技术标准的竞
争,还将扩大到财务管理,特别是税务管理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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