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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和 之 声 
上海瑞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工会主办       第 35 期 

【居危思危谋发展】 

    前人说过这样的话，“不谋一域者不足谋全局，不谋一时者不足谋万世”。而

今现代人可能大多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变得越来越浮躁，而疏于静心长

远谋划。更有甚者不顾实际地拔苗助长，急功近利，继而迷失方向，白白葬送自

己的有利优势。我们习惯见到诸多民营企业立足刚稳之际便四分五裂，而导致濒

临绝境的先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企业发展的总体目标方向和具体的思路与

措施将决定成败。 

瑞和转制九年来，业务不断拓展，营业收入稳步增长，各项管理和运行机制

逐步形成和完善，整体团队协作日趋成熟。在此基础上，事务所系统地提出“以

人为本，和谐发展”的长远经营理念。今年以来，连续出台多项关系瑞和长期健

康持续发展的重要文件。包括进一步建立了内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人代表、经

理人的任职年限制度，股权分享制度等规定，从而科学地丰富了瑞和的远景规划，

这在同行中是不多见的，凝聚了瑞和决策层的智慧、胸怀和远见。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逐渐演变为经济危机，实体经济的迟滞将是未来二三年社

会发展的主基调。我们应充分认识到形势对鉴证行业的影响，增强危机意识，苦

练内功，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把不利化为完善治理结构的契机，在重视个人才

智的基础上汇集集体智慧，在决策重大事项过程中发挥整个决策层成员力量，集

思广益，从而更客观、更科学地为瑞和的发展引领和把握方向。在综合协调领导

小组成立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相继出台了 2008 第 1 到第 4 号文件，主旨均在

于从不同方面加以规范。管理层特别是各个机构的第一责任人的责、权、利的明

确规定先行于十月份通过， 并将从今年开始执行。我们充分相信瑞和决策层的

眼光和能力，从而带领全体瑞和人不断拼搏与奋进，为瑞和的发展谱写更美好的

篇章。 

综协字（2008）第 2 号《关于瑞和、众垚等咨询机构管理层人事方面的若

干规定》已刊登在《瑞和之声》第 25 期上，本期我们刊登最近出台的综协字（2008）

第 04 号《关于瑞和、众垚等咨询机构的若干重要事项的约定》，希望全体员工仔

细阅读后提出宝贵建议，并给予监督。 

——瑞和党支部、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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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瑞和、众垚等咨询机构的若干重要事项的约定 

综合协调领导小组决字［2008］第 04 号 

为了更有效地促进各项业务的有序发展，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和抓手，各咨询

机构的法定代表人或实际负责人为制度落实的第一责任人，要紧紧围绕核心团队

即综合协调领导小组，进一步明确各法人主体间的权利、义务，经商议特制定本

约定。 

1、各咨询机构和协调领导小组的定位 

1.1 各咨询机构是指：上海瑞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上海众垚税务师事

务所、上海瑞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和上海瑞和财务管理有限公司及延伸设立

或将设立的各咨询机构。 

1.2、上述机构的第一责任人除上海瑞和会计师事务所的主任会计师遵循本

所章程选举外，其他机构或将设立的机构的第一责任人均由协调领导小组集体商

议并委派（商议并委派遵循已通过的表决制和法人代表、经理人选的任职年限

制）。 

1.3、协调领导小组是各机构的核心，领导、决策、服务于各咨询机构。 

1.4、每年初，协调领导小组的每一成员必须对上年度的工作业绩进行述职，

自觉接受领导小组的集体评议，提交的述职报告和领导小组作出的评议小结归入

档案。 

2、各咨询机构第一责任人的权利 

2.1、各第一责任人有权在协调领导小组集体作出的决议下对所辖业务的人

事、财务、业务情况进行调配、处置，并对所辖业务结合自身的特点制定规章。 

2.2、在人事安排上，各第一责任人有权提请任免所属部门的副职、经理人

选，对所属员工按劳动法要求有权直接聘用、辞退。 

2.3、在财务安排上，各第一责任人在协调领导小组每年通过的费用预算框

架、薪酬分配方案等前提下，有权决定本人和考核所属全部人员的工资、奖金和

各项开支费用；借调在其他各机构的人员，由调入单位进行考核，费用先由借出

单位列支，年终采用财务转移支付和统筹平衡，并分清事权、财权，以确保各咨

询机构的真正经营业绩。 

2.4、在业务安排上，各第一责任人有权对所辖业务进行调度；如遇跨所服

务，各受益的咨询机构须分清事权、财权按上述 2.3 办法执行，如遇人员力量不

够，需要其他各咨询机构配合完成的，又不能与其他咨询机构协商解决的，对此

类业务，必须及时上报协调领导小组（或临时召集协调领导小组全体成员）予以

协调统筹解决。 

3、各咨询机构第一责任人的义务 

3.1、协调领导小组每年所通过的各项重大事项，如主要负责人的任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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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财务预算框架、薪酬、股利分配方案的决议等，各第一责任人必须执行。 

3.2、各第一责任人，在每季末的次月初必须向协调领导小组全体成员通报

并传阅各自的财务状况，费用预算的执行情况；在年底，每年的 12 月初，有责

任通报并传阅本年度 1–11 月份的财务收支明细状况、所属全部人员的实际薪酬

分配明细情况及预算费用执行情况，财务收支各项数据指标应按权责制和实收实

付制予以分别列示，必须做到真实、可信。为协调领导小组进一步评议各咨询机

构的经营业绩、主要负责人和贡献较大的同志的再分配、调整预算等提供详实的

决策依据。 

3.3、若发生某一机构遭遇的风险损失或某一机构的解散，在协调领导小组

形成决议的统筹下，其他各机构的第一责任人有义务通力合作先作承担急需解决

的有关事宜。 

3.4、每年初，各第一责任人必须对上一年度的工作业绩进行述职，并自觉

接受协调小组的集体评议，其述职报告和评议小结归入档案。 

4、责任过错问责制 

4.1、在协调领导小组通过决议的前提下，执行的过程中，如出现相关风险

损失，由协调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共同承担，其中对足以证明在通过决议的过程中

持反对意见的同志可免除其责任，并将对这些同志在今后的考核中予以嘉奖补

偿。如遇在执行的过程中，第一责任人（除足以证明自己在通过决议的过程中持

反对意见的外）拒不执行或执行不力的，协调领导小组视其程度性质，决议通过

降职、免职，令其退出协调领导小组成员的不同程度处罚。 

4.2、在协调领导小组拟成新决议而未通过半数所形成的废止决议的过程中，

在继续执行原有决议的情况下，如出现关联的风险损失，其中对足以证明在未通

过决议的过程中持同意意见的同志可免除其责任,并将对这些同志在今后的考核

中予以嘉奖补偿。在执行原有的决议过程中，第一责任人（除足以证明自己在未

通过的废止决议中持同意意见外）因遭致关联的风险损失，协调领导小组视其程

度性质，也同样决议通过降职、免职、直至令其退出协调领导小组成员的处罚。 

4.3、在正常的执行过程中，对无关联所发生的执业风险损失，由综合协调

领导小组统筹处理，并分清责任，视其程度性质，通过决议对执业中直接或间接

责任人员进行处罚。 

其他未尽事宜，将由协调领导小组以补充决议通过为准；有关决议的推出应

保持连贯性、系统性和前瞻性，如出现前后决议的内容不详尽统一时，以最后生

效的决议为准。本约定自综合协调领导小组通过之日起执行。 

 

 

上海瑞和、众垚等咨询机构综合协调领导小组 

                              二 OO 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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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评】 

热烈祝贺瑞和第一届团员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早在三年前瑞和党支部成立之初，党支部书记杨国庆同志就在不同场合表

示过要重视年轻人的培养，适时成立团支部的设想。经过几年的酝酿和准备，无

论团员青年人数、思想积蓄、组织力量等各方面条件均趋于成熟。11 月 21 日，

瑞和第一届团员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应邀出席大会的有瑞和党、政、工领导，横

沙乡党委组织委员高品英同志，横沙乡团委曹书记，横泰开发区党总支洪华明同

志和团总支黄书记，可谓盛况空前。大会按照既定议程选举产生了瑞和第一届团

支部委员及团支部书记，标志了瑞和团支部的成立。 

共青团是青年人的先进群众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力军，也是团结和带领

广大团员青年发挥先锋模范力量的组织。在“两新”组织建立团组织，瑞和是横

沙乡第一个，为此横沙乡党委、团委高度重视，对于团支部筹建期间的工作曾多

次指导。现瑞和团员青年共有 28 名，占事务所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如何更好地

培养和教育年轻员工，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业务能力和创造力：如何更好

地感召和发动年轻员工扎根于企业奉献社会，进而不断提高自己、塑造自己，这

是瑞和党、政、工领导长时间思索的一件大事。此次团支部的成立顺应了企业科

学发展的需要，顺应了广大年轻员工的愿望，同时也是瑞和继续实施深化改革、

完善机制、苦练内功、迎接挑战工作方针的重要举措。必将有力地推动瑞和事务

所整体工作的开展，促进企业两个文明建设不断向前迈进。所以说，瑞和团支部

的成立在瑞和事务所的发展历程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历经团工作的人深感共青团工作确实大有可为。在具备党建带团建，工建促

团建，行政保团建的良好氛围下，党、政、工、团既能各司其职又能相互促进。

而团工作有其鲜明的特色和工作重点，要充分认识到团组织的性质，地位和作用。

要紧紧围绕企业实际，紧密结合团员青年实际，深化凝聚力工程，团结和带领团

员青年学思想，学业务，立足本职工作，在实践中提高团工作实效，提高团员青

年综合素质，为企业发展培养人才，输送人才，真正起到后备军和突击队作用。

此次选举产生的五名团支委，年轻热情，思想觉悟高，工作能力强，应以此为契

机，将团支部的各项工作开展起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今后不长的时间内，在各

级组织的大力支持和关心下，在全体团员青年的共同努力下，瑞和团支部的工作

一定会迈上一个新台阶。 

——编委会 

 

瑞和团支部成立大会 

在全党全国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努力奋斗的新

形势下，进入新的历史起点的重要时刻，上海瑞和会计师事务所团支部第一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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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大会于 2008年 11月 21日下午在公司南楼一楼培训室胜利召开。经过大会议

程，本次团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瑞和团支部首届团支部委员会和团支部书记。 

本次团代会由瑞和会计事务所副主任会计师王友军同志主持。出席本次团代

会的本所领导有瑞和党支部书记杨国庆同志、瑞和会计事务所主任会计师杨万忠

同志和瑞和工会主席支民兴同志。参加本次团代会的嘉宾有横沙乡党委组织委员

高品英同志、横沙乡团委书记曹明同志、横沙乡横泰党支部书记洪华明同志、横

沙乡横泰团支部书记黄欣同志。 

   这次团代会应参加的团员有 28名，请假 2人，实到团员 26名。大会在民主、

热烈、庄重的气氛中开始，横沙乡团委书记曹明给大会致开幕词。赵晓莹代表大

会筹备组作筹备工作报告。然后大会通过了本次大会有关团支部委员和团支部书

记的选举制度与选举的工作人员名单。通过民主的投票选举，本次大会选举周元

俊、郁峰、陈铭、杜娟娟和赵晓莹 5人组成瑞和团支部第一届团支部委员会，随

后委员会选举产生了瑞和团支部书记，周元俊当选团支部书记。新当选的团支部

书记代表公司首届团支部委员会作了表态发言。他表示：“团支部委员会今后会

尽积极组织开展支部活动，希望公司所有的团员能够积极参加团支部的活动，展

示团员青年朝气蓬勃的一面。”随后，所有出席会议的团员全数举手通过了本次

大会的所有议程。 

横沙乡党委组织委员高品英、横沙乡横泰团支部书记黄欣、瑞和党支部书记

杨国庆和瑞和会计事务所主任会计师杨万忠先后讲话，对瑞和团支部第一次代表

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对公司的团员青年提出希望和要求。使与会团员切身感受

到上级党委、团委的亲切关怀和充分信任，让团员青年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极

大地增强了对新成立团支部的信心。最后，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闭幕。这次大会

始终洋溢着团结、民主、求实、活泼的气氛，可以说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

大会、催人奋进的大会。 

 
（瑞和团支部第一届选举产生的五名团支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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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瑞和团支部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会议选举郁峰为学习委员兼书

记员，负责组织团员学习上级文件及记录和整理支部会议资料。陈铭为文体委员，

负责组织团员的各项文体活动，带领大家更好的丰富组织生活。赵晓莹为宣传委

员，负责团支部各项对外宣传活动。杜娟娟为组织委员，负责转接团的组织关，

按时收缴团费，搞好团员年度评议注册和团员统计。 

瑞和团支部成立后，应将所有公司的团员青年团结在团支部的周围，组织做

好以下几点工作：一、认清形势、把握方向，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素养，增强历

史责任感和时代紧迫感。二、明确任务，加强学习、不断提高业务专业知识。三、

要勇于吃苦、勤于实践，在公司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四、要明确责任、加强修养，

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服务的意识。使团员青年肩负起时代的责任，珍惜自己的权

利，充分发扬民主，以饱满的热情和主人翁精神，在瑞和的前进道路上献计献策，

做出应有的贡献。再做好上面几点工作的情况下，对团员加强党性教育，对于优

秀的团员向党组织推荐，使团支部成为日后公司内年轻党员的摇篮。 

                                                ——瑞和团支部 

 

【党支部动态---支部大会】 

11 月 18 日下午，瑞和党支部召开支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全体党员，积极分

子，上级党组织横泰党总支书记洪华明同志应邀出席。大会主要议题是羌志娴同

志入党和董燕同志预备期满转正事宜。会议有支委支民兴同志主持。 

首先进行的是业务一部主审羌志娴同志的入党程序，大会经过宣读入党申

请、支部政审情况汇报、党员发表意见及表决等议程，一致同意羌志娴同志加入

中国共产党，支部决议中充分肯定该同志在思想、工作、学习上所取得的成绩，

同时殷切希望要在实际工作中提高开拓能力，发挥更大作用。 

董燕同志自去年 11 月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以来已满一年，她一贯以党员

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思想上更趋成熟，工作中更是勇挑重担，精于管理，通晓业

务，在各方面符合一名中共正式党员的条件，大会一致通过其按期转正。 

——党支部 

 

【考察手记】 

小议教育 

北欧四国是高福利、高税收的国家，国民的生活富足自不必说，这次去四

国旅游道听途说，一些理念也值得推崇。 

这些国家的学生教育是绝对的轻松，小孩上学基本上没有文化考试的压力。

根据学习目标，学校培养的是动手能力，通过动手来启发、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学校考试，对学生没有分数名次排前排后的压力。在学习上，对一些数学上的加

法和乘法的口诀之类，不会采用我们的学习方法，颠来倒去反复练习、考试，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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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用分数前、后名次，对学生进行所谓“优秀”与“差生”的分类。他们认为，

加法和乘法的演算答案，可以通过人类创造的工具来解决，比如计算器、电脑。

就是一些在中学阶段学习的如解方程式之类的运算，也可以用运算工具解决。他

们认为，可以借用工具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还要通过大脑去死背硬记呢？到是在

动手方面，老师会出一些奇怪的问题，以充分发挥想象力，让学生通过动手去创

造成果。 

所以，二种不同的教育取得的效果不同，导致我们出国的学生感觉不一样，

认为外国人脑子没有我们好、聪明，学习远不比我们。其实，如果比较动手能力，

可能我国的学生比不上他们。 

最近，我听到蛮有趣的故事。一个朋友的女儿公费出国学习。学校的条件很

好，住宿有学生公寓，公寓里有厨房和各种厨房设备，学生可以自己动手煮饭。

第一次做饭时，电源开关插上去，怎么弄微波炉也无法启动。没办法，只能打电

话告诉学校公寓管物业的人，请求帮助。否则，无法完成吃饭任务。管物业的人

知道后，答应帮助她。可是，电话打出去了，不知物业的人的何时上门修理。同

住公寓里一个外国女生知道了，对她说，小事一桩，只要打男友的电话，叫他上

门帮忙，问题就可以搞定。不一会儿，男友上门三下二下就把问题解决了，晚饭

也顺利解决了。一个小小的动手问题，中国学生输给了外国学生。 

这次出了国门到北欧，游览了国外的山山水水，看到了北欧人民悠闲、自在、

富足的生活，到底开了眼界。在这些北欧国家，尽管还有穷人、富人之分，但大

多数人却逍遥自在，彼此生活在同一个天地，和睦相处，该工作的工作，该游玩

的游玩，生活的压力远不如我们，活得不要太潇洒。以他们的教育培养人，社会

没有落后。西方教育的原本，是一个如何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      

回顾头看看，我们的一些家庭不要太吃力。受到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

名天下闻”的思想影响，父母总认为培养孩子做官、赚大钱有出息。从小学到大

学，为了应付各种考试，不知要承担多么大的压力；为了学习上的成绩排名，家

庭内对孩子使压，外请辅导老师进行课外辅导，家长陪读、陪学习是远远不够的。

为了成才，有的家庭甚至把小孩的智力教育提前，放在托儿所、幼儿园。在孩子

成长的每一阶段，给孩子设置各种不同的坐标，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这次，我在上海教育系统领导、专家关于“创新人才培养“论坛上听到呼

声：让每个孩子的创新兴趣都得到鼓励。需要”创新教育模式，减轻中小学生过

重的课业外负担，把孩子们从死记硬背和题海考海中解放出来，让每一个孩子的

创新兴趣得到鼓励。要推进招生考试制度改革，逐步把孩子、教师和校长们从应

试升学中解放出来，回归教育的原本”。这是多么重要和及时的呼声啊！但愿我

们的教育能真正落实相关措施，把我们天真充满幻想的孩子从考海、成绩排名中

解放出来。否则，我们不仅失去教育的原本，而是真正落后以至而会被开除球籍。 

——支民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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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真谛 

2008 年 10 月 13 日，我们一行 14 人有上海锦江旅行社导游小岳带领，来到

了地处北欧大陆的丹麦、瑞典、挪威、芬兰四个国家。 

北欧四国都是小国家，国土面积小、人口少。国家虽小，但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却居世界前列。比如丹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4.3 万美元，在“世界

经济论坛” 2005-2006 年度，全球竞争力排名中名列第四。 

这些現代、自由及民主的北欧国家，公民享有高质量的标准。生活富

足、安逸、快乐是每位公民共同的特征。每个公民都是国家福利与劳保组

织的成员，享有医疗、退休金、残废金等一整套广泛的经济资助，百分之九

十以上的儿童都在公立学校免费上学。 

走进北欧四国，到处都是茂密的森林、绿油油的草坪和美丽安静的湖泊，

孕育出了独特的北欧文化。道路边，山坡上的风景向远方来客展示一张张

色彩斑斓的五光十色的油画，目不暇接，使人产生浮想联翩的感觉。一幢

幢红、黄、灰、白的别墅，梦幻般建造在和谐平静大自然中，象镶嵌在一

张人间天堂油画上的一颗颗珍珠、玛瑙。那份恬适、愉悦感让人流连忘返，

不由得钦佩、惊叹北欧人民美丽、富足的生活创造力。 

看到这一切，我想起丹麦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描写的童话故事里，一位

弱小、美丽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今天会在什么地方？  

提起北欧四国，不能不提起挪威的首都-奥斯陆著名旅游名胜-维吉兰雕

塑公园了。维吉兰雕塑公园，它是以弗洛格纳公园的绿地、湖泊为自然背

景，由挪威著名雕塑家古斯塔夫·维吉兰用４０年时间精心设计建造的，整

个公园以人生为主题，用铸铁、铜和花岗岩三种材料雕成５００多座雕像。

公园中最有名的雕像是“生气的男孩”、“人生喷泉”和“生命之柱”。公园中的

艺术作品表露了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人生旅途及世界百态。“生命之柱”由山

石块雕刻而成，由 121 个神态各异男女裸曲的身体攀绕着。栩栩如生的人

物造型淋漓尽至地表现了人从出生至死亡的喜怒哀乐的情形。一组组石象

环绕在“生命之柱”的周围，呈现出千姿百态，仿佛向前来参观的默默地人们

诉说，人生的意义。“生命之柱”总高度 17.3 米，大约 180 吨重。雕塑公园

旖旎绮丽的风光及千奇百怪的艺术雕刻，吸引一批批爱好旅游的世界各地

人士观光、游玩。 

围绕六个裸体男人头顶肩扛“人生喷泉”围墙上一组组塑像，我们看到这

么二组图象，一个刚从娘胎里出生的呱呱坠地的婴儿，和一张已变成白骨

一堆的人体骷髅。挪威的艺术家古斯塔夫·维吉兰通过一些列的想象造型，

反映了人生从出生到死亡的典型图象，展示了人生的真实意义。古斯塔夫·维

吉兰用塑像的语言向来参观的世人细细诉说人生的价值。一个人来到这个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F%BE%E4%BB%A3&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7%AA%E7%94%B1&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0%91%E4%B8%B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5%AC%E6%B0%91&variant=zh-tw
http://baike.baidu.com/view/1788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2822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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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不管出生贫穷或富有，身世低微或豪门，都逃脱不了一个从呱呱坠

地的婴儿到最终死亡的生命周期。艺术大师的人生的哲理，引起人们踟躇反

思。一切社会的现象和人生百态，都是文化形态的传承和张扬。文化形态，有先

进的和落后的之分，有高尚的和低贱的之别，人生在世，待人处事接物，其出发

点和归宿，就是追求“和谐”两字，这“和谐”两字，涵盖了人与社会之间、人

与人之间、人与自身心理生理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人生苦短，岁月无情，蓦然回首，世界早已百年了。才发现人其实是活个心

情。穷也好，富也好；得也好，失也好，一切都是过眼烟云，只要心情好，一切

都好。不必太在意穷、富，得、失。我突然想起一本书“边走边悟”，作者对大

家说，走生命之旅，悟生活真谛。这是我走近雕塑家古斯塔夫·维吉兰维吉兰

雕塑公园一个想法。  

 

——支民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