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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展中国家大约在 ８ ０ 年代初开始在税收管理中广泛地运

收信息渠道，提高税收信息处理

用计算机技术。经过近 ２ ０ 年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在税收信息化领域取得

的速度就成为墨西哥税收征管改

了很大的进展。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实施税收信息化取得的经验对我国

革的重要内容。墨西哥实施税收

有很强的启示性。

信息化所遇到的主要障碍是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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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弱化，机构臃肿和效率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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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以上分析的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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