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页共 7 页 

瑞 和 之 声 
上海瑞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工会主办      第 5 期 

新《公司法》对 CPA 验证资本的影响 

从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新公司法对验证资本明确了新规定的内容: 

1. 新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可以分期到位，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

本的 20％，(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宝山分局对本辖区的规定首次出资额不得

低于注册资本 30％)，也不得低于法定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其余部分可自公

司成立起两年内交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五年内交足。对注册会计师来说对

有限责任公司可以实行分期验资。但对一人有限公司规定不能分次出资，且

一次缴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额。 

2. 股东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财产权的转移手续，提交已办理其

财产权转移手续的证明文件，不再存在验资时对尚未办妥财产权证可允许在

规定期限内办妥过户手续的承诺。 

3. 公司设立验资时不再需要审核法人投资者的投资能力，法人投资者不再受累

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 50％的限制规定。 

4. 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并规定了对抽逃出资的法律责任。 

5. 公司减资应于作出减资决议之日起 30 日内在报纸上公告，不再有应在报纸上

至少公告 3 次的要求。 

6. 发生公司合并或分立，应自决议作出之日起 30 日内在报纸上公告，不再有应

在报纸上至少公告 3 次的要求。 

7.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 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

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依据财企

（2006）67 号文，不再提取法定公益金。并且明确公司法定公积金转增资本

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不得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 25％。 

8. 对发生变更实收资本时，公司应当自足额交纳出资或者股款之日起 30 日内申

请变更登记。 

                                                     ——施新涛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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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5月 18日下午，本所杨万忠老师应宝山区工商业联合会的邀请就《财

税法规最新发展及税收筹划》为主题的讲座进行了讲解，有 100 多会员参加。 

讲解的主要内容为：财会方面 4个文件：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33

号。2、财会[2006]3 号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等 38项具体

准则的通知。3、财企[2006]67 号关于《公司法》施行后有关企业财务处理问题

的通知。4、财办企〔2006〕23号关于企业公司制改建应付工资等余额财务处理

的意见。 

税务方面 6 个文件：1、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管理办法（2005 年）（国税发

[2005]200 号，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2、关于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的新办企业认定标准的通知（财税[2006]1 号，2006年 1月 9日）。3、关于外国

投资者再投资退还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5]1093 号，2005 年

11 月 17 日）。4、关于增值税若干政策的通知（财税[2005]165 号，2005 年 11

月 28 日）。5、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2005 年）（国务院令第

452 号）。6、关于具备房屋功能的地下建筑征收房产税的通知（财税[2005]181

号，自 2006年 1月 1日起执行）。 

税收筹划方面：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增值税的 13 个案例。讲座结束后，

讲义的电子版给了工商联工作部部长陆健，由其传发给所属会员。 

 

——总编室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个人独资企业”的区别 

新公司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本法所称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然

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个人独

资企业”区别在哪里呢？ 

从公司的性质来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以出资为限负有限责任，而个人

独资企业负无限责任。但如果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将个人的私有财产和公司

法人财产混淆不清，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

务承担连带责任。 

从税收政策来看，一人公司按照税法规定，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而个人独

资企业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只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国务院关于个人独资

企业和合伙企业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从

2000 年 1 月 1 日起，停止征收企业所得税，比照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征

收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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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适用税率与计算分析来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除了按照法定税率缴纳企业

所得税外，对实现的税后利润分配给股东的部分，还要缴纳 20％的个人所得税。

而独资企业只缴纳个人所得税，按照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实行五级超额累进

税率纳税，最低税率为 5％，依次为 10％，20％，30％，最高税率（应纳税所得

额超过 5 万元以上部分）为 35％，而且还可以减除速算扣除数（如应纳税所得

额超过 5 万元的速算扣除数为 6750 元）。 

 

——施新涛摘编 

 

新老《公司法》比较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自 2006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与原相比在公司出资、监管、法律责任等方面有了更完善或更严格的规

定。现将相关内容摘录如下： 

一、公司设立的股东或发起人规定：新《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 50

个以下股东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改为 2 至 200 人。原规定分别为 2 至 50

人和 5 人以上。 

二、出资额规定：原《公司法》规定注册资本等于实缴出资额，即无分期出

资。新《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

的百分之二十（2005 年宝山区规定为 30%），也不得低于法定规定的注册资本最

低限额，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 2 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在 5

年内缴足。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发起设立方式的，全体发起人的出资也按此规定。

但采取募集设立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实收股份总额。 

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分别为人民币 3 万元和

500 万元，原《公司法》为人民币 10 万和 1000 万元。 

三、根据新《公司法》第二十二、第三十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

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权查

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

会计报告。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上述权利没变。 

四、出资方式：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可以用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

权等出资,新《公司法》规定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 30%。

原《公司法》中对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不超过 20%的规定已不出现。 

五、持股最低时间限制：新《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持有的本

公司的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或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原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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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成立之日起 3 年内。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自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

得转让，原规定为任期内。 

六、监事会：新《公司法》强调了公司设立监事会的，其成员不得低于 3 人

（国有独资公司不得低于 5 人），其职工代表的数目不得低于三分之一。相应增

加了监事会的质询权、建议权等规定。 

七、向债权人公告的变化：新《公司法》规定，公司发生合并、分立、减资、

解散清算等事项应于规定时间内在报纸上公告，原《公司法》规定为至少三次公

告。未按到通知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可要求公司偿债、担保或申报债

权，原《公司法》规定为自第一次公告之日起 90 日内。 

八、新《公司法》对违反法律责任的处罚力度明显加强。 

九、一人公司：新《公司法》规定，可由法人或自然人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

司，但要在公司登记和营业执照中说明是自然人独资或法人独资。其注册资本最

低限额为 10 万元，且一次缴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额。应当编制年度财务会计

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十、其他变化：新《公司法》增加了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而收购本公司

股份的相关规定；发行公司债券突出了募集资金的用途和债务担保情况的重要

性；对外投资、担保的相关规定；其他相关规定。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      

——马锡林摘编 

 

瑞和党支部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总结 

从 2005 年 12 月开始，在祟明县委和横沙乡党委统一领导部署下，我瑞和支

部开始了第三批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经过几个月全所党员和群众的共同努力，

按照上级领导的要求，积极部署精心组织，圆满完成了各个阶段的工作，取得了

一定的效果。 

一、精心组织，动员工作有实效 

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义和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学习动员是整个活动的首要环

节。支委一班人首先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为此，支部在召开全体党员动员学习

会后，又组织党员到嘉兴南湖参观党的一大会址，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在所内醒

目位置挂出“开展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敢为人先，开拓创新，做实践三个代表

表率”的大幅横幅和举办一期“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学习园地”橱窗专栏，营造

所内先进性教育学习的气氛。支部 10 名正式党员和 1 名预备党员积极投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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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不仅重视集中学习的活动，还利用空闲时间或休息时间进行自学，自觉认真地

做学习笔记。广大党员在实际工作中身先士卒不计名利，为群众树立了先进榜样。

为了这次先进性教育活动更有成效且深入人心，党支部办了几件实事。一是在室

外建立一块橱窗定名为“瑞和之窗”，已在橱窗里办了二期有关先进性教育活动

的动态。还举办了职工自己摄影的照片展览，丰富了职工的业余生活，受到职工

的广泛欢迎。二是出版内部简报，定名为“瑞和之声”，从 2006 年起，每月出版

一期。党支部希望通过“瑞和之窗”“瑞和之声”更好地唱响瑞和之春，积极开

创美好的明天。 

 

二、积极准备迎评议，广泛听取党员群众意见。 

党支部通过设置意见箱、发放征求意见表等形式进行第二阶段分析评议工

作。共发放党支部先进性教育活动“分析评议”阶段征询表九张，发放支部党员

征询表三十四张。经对收回的征询表归类，对党支部存在的问题主要提出以下几

点：1、部分党员先进性不突出，没有起到带头作用。2、还不能完全深入群众，

对于党支部的活动尚未能充分了解。3、上下级的沟通还不够，对员工的教育培

养和关心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党支部对这次群众提出的问题和建议给予充分重

视，专门做了研究，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措施。 

在广泛征询党员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每位党员纷纷结合自身实际完成党性分

析材料的撰写，并在支部专题会上交流评议。会议气氛融洽，评议全面而深刻，

给与会党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参加会议的每位党员都感到很有启发，对自己有触

动，思想上象洗了一次澡。总之，我们党支部通过分析评议阶段的工作，完成了

预定的任务，也达到了一定的效果。 

 

三、提出措施，积极整改 

党支部党性分析材料及整改措施是整个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重要环节。党支部

是事务所发展方向和精神塑造的火车头，其自身建设尤为重要。通过撰写党性分

析材料及整改措施，客观理智地分析瑞和党支部自成立以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

时而又坚定地提出今后发展的整改措施。党性分析材料及整改措施先交由部分群

众和全体党员进行讨论，再把修改完的意见稿在所内橱窗显著位置内张贴，接受

全所群众监督。 

在第三阶段，党员按照第二阶段党性分析材料，提出整改措施，明确努力方

向。每个党员的整改措施都在支部大会上进行了交流。按照上级的要求，我们支

部也发放了《崇明县第三批先进性教育活动群众满意度测评表》，并对收回的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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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表进行分门别类汇总，汇总表明大多数群众对满意度测评一般都取满意或基本

满意，满意率达到 90％。 

 

四、建立长效机制，促进党支部工作更上一层楼 

通过这次先进性教育，我们支部也发现了自身的一些问题，明确了今后前进

的方向。为此，特提出以下意见。 

1、认真学习，把党的先进性教育作为一个贯彻始终的过程，提高党员素质。

在实践中塑造共产党员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2、针对群众提出缺少交流沟通的意见，决定建立支部委员联系群众责任区，

以加强党支部与群众的交流沟通。同时明确，对一些群众反映比较重大的问题加

强联系制度，及时了解和解决群众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3、结合实际情况，建立符合所特点的党内正常活动制度。譬如，党员大会

学习制度，党课学习制度。 

4、积极做好党员的发展工作,壮大党员队伍。目前事务所已有十一名员工向党

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党支部将加强对入党积极分子的教育和培养，形成成熟

一个发展一个，发展一个带动一片的良好循环。 

 

                                                           ——党支部 

 

生命列车 

不久前，读了一段话，把人生比作一次旅行，很耐人寻味。摘录下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王友军 

 

人生一世，就好比是一次搭车旅行，要经历无数次上车、下车；时常有事故

发生过；有时是意外惊喜，有时却是刻骨铭心的悲伤…… 

降生人世，我们就坐上了生命列车。我们以为我们最先见到的那两个人——

我们的父母，会在人生旅途中一直陪伴着我们。很遗憾，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会

在某个车站下车，留下我们，孤独无助。他们的爱、他们的情、他们不可替代的

陪伴，再也无从寻找。 

尽管如此，还会有其他人上车，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将对我们有着特殊的意义。 

他们之中有我们的兄弟姐妹，有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还会体验千古不朽的

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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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同一班车的人当中，有的轻松旅行，有的却带着深深的悲哀…… 

还有的，在列车上四处奔忙，随时准备帮助有需要的人。 

很多人下车后，其他旅客对他们的回忆历久弥新…… 

但是，也有一些人，当他们离开座位时，却没有人察觉。 

有时候，对你来说情深义重的旅伴却坐到了另一节车厢。你只得远离他，继

续你的旅行。 

当然，在旅途中，你也可以摇摇晃晃地穿过自己地车厢，去别的车厢找他…… 

可惜，你再也无法坐在他身旁，因为这个位置已经让别人给占了…… 

没关系。旅途充满挑战、梦想、希望、离别……就是不能回头。 

因此，尽量使旅途愉快吧！ 

 

善待旅途上遇见的所有旅客，找出人们身上的闪光点。 

永远记住，在某一段旅程中，有人会犹豫彷徨，因为我们自己也会犹豫彷徨。 

我们要理解他人，因为我们需要他人的理解。 

生命之谜是：我们在什么地方下车？坐在身旁的伴侣在什么地方下车？我们

的朋友在什么地方下车？我们无从知晓…… 

我时常这样想：到我该下车的时候，我会留恋吗？我想我还是会的。和朋友

的分离，我会痛苦；让我的孩子孤独地前行，我会悲伤。 

我执着地希望在我们大家都要到达的那个终点站，我们还会相聚…… 

我们的孩子上车时没有什么行李，如果我能在他们的行囊中留下美好的回

忆，我会感到幸福。 

我下车后，和我同行的旅客都还能记得我，想念我，我将感到快慰。 

献给你，我生命列车上的同行者。 

 

祝你 

旅途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