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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 要
随着税收信息化建设的推进，税收征管模式实现了从手工化到电子化的完全
转变，基础税收征管业务形成依托信息化系统开展的局面，基础税收征管数据全
面集中，征管质效大幅提升。但近年来，税收征管户数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库

不断增加，生产经营模式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呈现多元化趋势，征管复杂度增加。
税源、税基进一步拓宽的同时，在人员编制不变、征管模式不变的情况下，税务

要

机关征管压力较大。按照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的税收征管体质改革目标[1]及国家税

文
摘

务总局制定的税源与征管状况监控分析一体化工作制度[2]相关内容，将要构建一
个以风险管理为导向，以专业化管理为基础，以重点税源管理为着力点，以信息
化为支撑的现代化税收征管体系。其中落实税收征管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做好

论

分析监控工作，以数据信息的采集和应用为重点，切实加强税收风险分析监控；

策效应分析、税收经济分析。

士

改进风险分析手段，加强风险分析应用；深入开展税收收入分析与预测、税收政

硕

本文首先运用 UML 面向对象的方法中的用例图、类图对需求进行分析，然后

学
博

采用国家税务总局金税三期 J2EE 的架构进行系统开发，从系统安全性、可扩展
性及运行速度出发，系统采用 B/S 结构，在表现层使用 JSP +Ecside 报表控件，
应用层通过存储过程把 CTAIS 生产机数据从综合征管软件后台提到本地数据库

大

中，对数据进行二次处理，设计实现了一个集查询、监控、分析预测、于一体的
数据分析利用平台。

门

税收数据监控分析系统为各级各部门提供便捷的基础数据查询渠道，减轻基

厦

层统计上报工作负担，提高查询统计质效；为税收征管工作提供风险导向，将管
理员从繁琐的日常事物中解脱出来，有侧重点的集中处理纳税不遵从问题，优化
税收征纳关系，提高征管质效；为深层次的税收预测、税收分析提供一个平台，
建立统一的标准，固化分析成果，提高数据分析质效。

关键词：数据监控分析系统；风险管理；征管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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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With the forward push of tax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tax collection mode
completely transformed from manual process to electronically process, the basic tax

库

collection affair has been relied on information systems to carry out situation, the data
of basic tax collection centralized roundly,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collection

要

increased obviously. Bu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economic and social

文
摘

development, the number of tax collection household increased the time,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mode appear with diversified trend to follow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the complexity of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increased.

论

While the tax sources and tax base further broaden, the tax management office get

士

pressure if tax management office stay for the same staffing﹑the same collection and

硕

management mode. Defined in the objective of accordance and tax collection
constitution reform by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axation, sources of revenue、the

学
博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health monitoring analysis in integrated work system,
we will build a risk management oriented to specialized management, as the focal
point of the key,

sources of revenu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into supporting the

大

modernization of the tax collection system. One of the main tasks for the

门

implementation of the tax administration reform is a good analysis to monitoring
work, focus on the data collecting and using, improving tax risk analysis and

厦

monitoring; improving the risk analysis way, strengthening the application of risk
analysis; developing the tax revenue analysis and forecast、tax policy effect、

tax-economy analysis deeply.
First, this paper use the object-oriented methods of UML case diagram, then
using the Golden Tax Ⅲ J2EE framework systems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axation, and starting from the angle of running speed、extension
and system security, this system was used B / S structure, in the presentation layer it
III

ABSTRACT

was used JSP report controls, the application layer get through stored procedures to
CTAIS production machine data from the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and software
background mentioned in the local database, secondary processing for the data, this
system designs and implements a data analysis set platform of queries, monitoring,
analysis and forecasting, in one whole thing.

库

Tax data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system provides a convenient channel for
departments at all levels, alleviate the burden on the grassroots level, improve the

要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reported statistics; oriented risk tax collection work, the

文
摘

administrator can be freed from the tedious everyday things, they can focus on
centralized processing tax non-compliance issues, optimize tax levied for the
relationship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quality;

论

revenue forecasts for the deep-seated, tax analysis to provide a platform to establish
uniform standards for curing the analysis results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士

of data analysis .

硕

Keywords: data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system; risk management; quality and

厦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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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cy of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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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章 绪论
1.1 课题研究背景及意义
随着税收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深入，税收征管数据的分析利用在税源管理、税

库

收征管中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利用信息化技术加强税收征管数据的分
析利用效率，为各项税收工作提供决策依据成为税收征管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内

要

容。自 2005 年《中国税收综合征管信息系统》
（以下简称 CTAIS 系统）全线推广、

文
摘

金税一期、二期工程全面运行，税收征管工作步入了真正的信息化时代，手工开
票、手工统计等大量耗时耗力且存在较多不确定人为因素的税收征管模式逐步向
依托信息化系统的标准化、流程化的模式过渡，全省税收征管数据统一采集平台

论

搭建，税收征管数据实现全省集中存储和处理，征管纸质量和征管效率得到全面
提升。

士

基于目前税收征管基础数据实现了全省集中，具有可以利用基础税收征管数

硕

据资源的先决条件，充分整合数据资源、利用数据资源开展税收征管工作状况监

学
博

控分析，从技术上解决“信息孤岛”及海量数据的查询统计、分析瓶颈，搭建信
息的抽取、分析、存储、展现的架构，实现各类基础税收征管数据的便捷、综合
查询，同时对部分税收征管指标进行宏观监控分析，并将监控分析结果以方便直

大

观的图表展示，供各级领导及业务部门使用，运用信息化手段提升税收征管工作
质效，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

门

税收征管数据监控分析系统的实现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厦

（1）是税收征管体质改革的需要。2012 年 7 月全国税务系统深化税收征管

改革工作会议［1］召开，明确税收征管体质改革的目标是构建以明晰征纳双方权
利和义务为前提，以风险管理为导向，以专业化管理为基础，以重点税源管理为
着力点，以信息化为支撑的现代化税收征管体系。同时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落实税收征管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做好分析监控工作［1］，以数据信息的采集和
应用为重点，切实加强税收风险分析监控；改进风险分析手段，加强风险分析应
用；深入开展税收收入分析与预测、税收政策效应分析、税收经济分析。
按照税收征管体质改革思路，结合现代信息化技术开展征管数据监控分析，

1

税收数据监控分析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把握税收征管状况和发展规律，对于强化信息管税发展理念、构建以风险管理为
导向、以税收信息化平台为支撑、实施税收分级分类管理的新税收征管新模式［3］
下的税收征管工作具有战略性意义。
（2）是以风险管理为导向的税源专业化管理［4］的需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
断发展，税源税基随之不断增长，税务机关的管户数量及管理复杂度大幅增加，
现有的管户制下［5］，一人管户的管理模式在现有人员编制下逐渐显现出弊端 ：一

库

人管多户，无法对管户的管理工作做到面面俱到；重点税源户籍普通管理员难以

要

开展深度管理；随着社会监督体质的建立健全，税收执法风险开始凸显等，一人
管户制向管户与管事相结合的税源专业管理模式发展成为税收征管体质改革的

文
摘

必经之路。应用集中的征管数据对征管状况进行监控和分析［4］，识别和发现税收
管理风险和纳税人的遵从风险，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依据，为各级税源管理工作
［6］

，对新形势下的税收征管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

的开展提供风险指向

（3）是当前不同层面税收征管工作开展的需要。各级税务机关决策层希望

士

对组织收入情况及时掌握，便于把握组织收入工作进展情况，为组织收入工作目

硕

标的实现所需的工作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各级业务部门希望对各项征管业务数据
及时掌握，并根据预先制定的分析指标实现征管业务数据的统计分析，便于把握

学
博

相关税收政策执行产生的效应及征管状况，查找税收征管风险，为相关管理措施
的制定及工作部署提供数据支撑；税源管理部门希望对海量管户的税收遵从度进

大

行综合评判，查找纳税遵从风险，为户籍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数据支撑。

门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厦

1.2.1 国外研究情况
1969 年，美国国内收入局引入了“判别清单函数系统”（Discriminate

Inventory Function System, DIFS）后，美国的税务审计（国内称为税务检查）
开始步入依靠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选案的时代，DIFS 系统至今仍在使用。DIFS
系统的使用，大大提高了选案准确率，对减轻诚信纳税人负担，更加科学合理的
配置国内收入局的人力、物力资源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DIFS 系统的成功运
用，一方面得益于美国良好的税收环境，包括科学的征管体制、严明的法律监督
体系等，另一方面 DIFS 系统数据直接来源于“纳税人遵从衡量方案”
（Taxpay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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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iance Measurement Program, TCMP）和“国家调研方案”
（National Research
Program, NRP）,其中 TCMP 和 NRP 数据部分来源于国内收入局内部的业务数据，
部分借助于法律手段和技术资源从第三方获取，并通过关联校验验证数据的准确
性，因此系统具备数据来源广、覆盖面广、更新及时、数据质量高等客观因素。
澳大利亚税务局基于纳税遵从模型，开发了数据匹配程序（Data Matching
Program）,对纳税人的遵从进行分类，并针对不同的遵从行为制定不同的遵从策

库

略，制定出每年更新的遵从程序，对不同的纳税人实施不同的遵从策略。数据匹

要

配程序主要完成数据采集、信息匹配及风险确定等工作。其中数据采集范围包括
税务局内部业务数据和通过其他途径获取的投资信息等第三方信息；依据收据的

文
摘

数据自动形成征收情况分析报告、企业行为分析报告、欠税情况分析报告等，然
后再由评估人员对各类分析报告进行进一步深入的完善，保证了分析的质量和统

论

一性。各类分析报告作为实施风险管理工作的依据，有效增加了税务机关执法的
透明度，改善征纳关系，促进税法遵从。数据匹配程序的运用有效地提高了纳税

硕

1.2.2 国内研究情况

士

人纳税遵从度，降低了税收流失风险，极大地促进了征管质效的提升。

学
博

结合税源专业化管理试点工作的推进，全国各地都在探索以信息化技术为依
托的税源专业化管理工作思路，尝试建立了风险识别和排序管理工作机制，以整
合或独立运用的方式搭建数据监控决策支持平台，初步实现了税务管理由经验判

大

断型向数据分析型、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由业务驱动型向流程驱动型的转变［2］。

门

江西省建立了贯穿风险识别、风险评定、风险应对等一系列风险管理工作流

厦

程于一体的监控决策系统，整合内部各运用系统业务数据，结合通过第三方获取
及额外采集的信息资源，从政策分析、税收分析、案例分析、经验分析等不同视
角建立风险指标分析体系，形成风险指标特征库，以人机结合的方式计算纳税人
风险分值，并以此为依据开展后续管理工作［2］。
陕西省国家税务局搭建了“税收征管分析与风险管理系统”，为税收宏观分
析、税收征管状况分析、税收风险监控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信息化平台，同时搭建
风险信息核查反馈平台，全面实现对风险应对工作的过程管理，是对税源专业化
管理工作探索的成功

3

税收数据监控分析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经验［2］。
河南省国税利用“税收分析监控管理系统”，建立科学有效地税源和征管状
况监控分析指标体系和税收风险特征库，完善优化税源信息分析应用平台，支撑
各级税务机关、税务机关各部门对各类税源信息分析比对。以涉税信息的采集、
分析、应用为主线，加强业务与技术的融合，充分发挥信息化对税源管理的技术
支撑和信息支持作用［2］。

库

山东省搭建 “数据处理分析中心”，依托“税收分析预警评估系统”，实施

要

集中税收分析。整合市局和县局的税收分析职能，建立税收分析指标体系，实现
了市县两级税收分析的集中管理，构建了税收因素综合分析、税种指标专业分析、

文
摘

单项工作专题分析相结合的税收分析架构。通过集中税收分析确定风险等级，统
一发布预警信息，指导税源管理、专业评估、税务稽查，强化税收风险的应对和

论

控制［2］。

深圳为适应税源专业化管理体系的信息化建设要求，整合、优化已建成的决

士

策支持系统、纳税评估系统，与新建的电子税务局、税源监控分析系统和网络发

硕

票系统有机集合成统一的信息技术应用平台，支撑信息管税，实现税源管理手段
信息化。电子税务局主要处理由纳税人发起的基础管理业务，税源监控分析系统

学
博

（含稽查系统）主要处理由税务机关发起的深化管理和跟踪管理业务。税源管理
手段信息化实现了技术与业务的融合，从业务流与信息流统一的角度完善业务需
求，深化加工利用涉税信息数据，建立税收风险管理的指标和模型，发挥信息系

大

统的数据处理和信息交互能力，为纳税人遵从管理提供依据，实现信息管税。同

门

时，应用信息技术打破层级管理界限，以流程导向取代部门职能导向分配征管业

厦

务，为组织机构的扁平化提供技术支持［3］。

1.3 主要研究内容及特色
本文结合税源专业化改革工作目标，借鉴先进国家及地区以风险管理为导向
的数据监控分析系统工作模式，致力于搭建一个集数据查询、风险监控和税收预
测功能于一体的数据监控分析系统，整合现有 CTAIS 生产机及外围应用系统数据

资源，实现数据的充分、高效利用。本系统主要有以下特点：
（1）提供一个基于 B/S 结构的数据查询统计平台，以便捷的渠道呈现范围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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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数据更准确、效率更高的征管数据，提高数据统计查询质效。
（2）结合风险导向型工作思路，探索性的纳入部分风险预警指标，对风险
预警信息实现逐层下钻，为税源管理工作的主动开展提供导向，同时为风险预警
信息的提供分析平台，将数据分析利用成果固化用于提高税收征管质效。
（3）利用数据库技术，探索性地开展以税收预测及宏观分析。针对当前税
收征管质量考评及宏观税收分析没有可有效利用的工具的现状，将税收征管质量

库

考评指标进行固化，以数据监控分析系统平台对部分税收指标实现横向纵向的比

要

对，提高分析效率，并采用同样的方法对税收预测工作进行探索。

文
摘

1.4 论文的组织结构

论文共分八章，各章节内容具体安排如下：

论

第一章 绪论，介绍了课题的研究背景及现实意义、国内外风险导向型税收

士

征管模式下的信息化平台的运用现状，最后阐述了本项目的研究内容以及创新
点。

硕

第二章 系统相关技术介绍，主要对软件设计及软件实现所使用到的相关技

学
博

术主要特点及技术选型依据进行简要说明。
第三章 系统需求分析，主要对税收数据分析利用现状进行阐述，对主要面
临的问题进行说明，之后通过 UML 用例图对系统总体需求进行阐述，通过 UML

大

活动图对系统业务流程需求进行阐述，并分析了系统的非功能性需求。
第四章 系统总体设计，主要对系统的总体框架、网络情况、物理架构情况、

门

软件架构情况进行描述。

厦

第五章 系统的详细设计，主要对系统类及类设计以及模块流程进行描述。
第六章 数据库设计，主要对系统数据库涉及实例情况进行描述。
第七章 系统的实现及测试，主要对系统从登陆到结果展示情况以及异常提

示情况进行描述。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主要对税收数据监控分析系统的研究内容及研究结果
进行阐释，同时分析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对进一步研究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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