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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和 之 声 
    2011 年度第 8 期（总第 68 期） 

 

上海瑞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工会团支部主办   2011 年 8 月 31 日 

【瑞和园地】 

恋上庐山 

    庐山——心驰神往的名山，这次党支部庆建党 90 周年，组织所内党员和积

极分子去庐山活动，让我们有幸一睹庐山的风采。 

    庐山是一个著名的旅游避暑胜地，相传唐代诗人白居易因朝廷官司被贬任，

在元和 12年 (817 年) 4月与几位好友来庐山旅游，还为后人留下了千古不朽的

七言绝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

中来。” 读后，在领悟大诗人传颂美景的诗文时，依稀感觉诗人心中隐藏的郁闷。

我们活动第一个景点就是“美庐”别墅。解放前英人赫莉太太和蒋介石夫人宋美

龄交情颇深，特将建在庐山的一座别墅赠送宋美龄。由于宋美龄名字中也有一个

“美”字，于是这幢别墅命名为“美庐”，别墅也成为蒋总统的官邸。蒋介石夫

妇很喜欢这里的恬静、优美，前后在别墅居住二十多年。现在，“美庐”别墅也

作为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公开对外开放，每天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观赏。

“美庐”别墅的每个房间、橱柜和墙壁都陈列着各种图片、实物，静静地摆放着，

向前来参观的人群诉说过去的辉煌和历史。看到房间和过道摆放着宋美龄的大英

百科全书、亲手弹过的钢琴、亲自写生的油画。别墅有主楼二层，属石木结构，

建筑朴实典雅，错落有致，二楼一个大房间是蒋介石居住卧室兼办公室，摆放了

宽大的沙发和茶几，导游在门口向前来参观的人群详细的介绍房屋主人生平的各

种雅情趣事，听后令人思索；门外一个很大的露台，人站在露台。放眼眺望，周

围山峦叠嶂，林木苍翠，景色清幽深远。许多游人纷纷站在露台上拍照留影，模

仿伟人模样留下美好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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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庐山秀美，人们喜欢庐山，眷恋庐山，不仅仅在于庐山风光秀丽，松柏苍绿，

庐山还流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浪漫故事。那天，游程结束乘车途中，刚好路过牯

岭街边一家电影院，电影院外墙上悬挂是 30 年前拍摄的电影“庐山恋”的大幅

广告，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出看电影。我甚是激动，也附和提议，引起几个人的不

解。在我的记忆里，“庐山恋”是一部思想性、艺术性很优秀的电影片。影片叙

述了一个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一位侨居美国的前国民党将军的女儿回到祖国庐

山游览观光，与一位高级干部的儿子巧遇，两人一见钟情，坠入爱河，恋爱过程

跌宕起伏，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剧中演员张瑜出色的表演，唤起了多少人

对美的追求，比起现代有些追崇时尚者和铁杆明星粉丝有过往而无不及。可以这

么说，这样一部宣扬年轻人爱情、反映庐山奇旎风光的影片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看完电影，已近夜晚十点，大家仍站在电影院门口谈论纷纷，似乎意犹未尽。 

庐山风光以“奇、秀、险、雄”闻名于世。庐山的美丽和诱惑，在于庐山瀑

布的气势磅礴，树木蔽天、年代久远，因此，也吸引了历史上不少名人舞文挥墨，

领略风骚。唐代诗人李白留下久经传颂的名句：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

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按照旅游行程，我们游览庐山最著名的三叠泉。三叠泉位于五老峰，观赏三

叠泉有上看和下看两条线路，我们是从山下往上看瀑布。先乘索道游览车到了下

山点。然后顺着下山的台阶拾级而下，弯弯曲曲的山路，感觉好像走了几百米，

两条小腿直哆嗦。好不容易走到峡谷底，驻足昂首遥望，一条呈现三级式白色的

瀑布从山顶飞驰而下，在山涧传来流水碰击石壁的轰鸣声，给人一种千军万马奔

腾的气势。三叠泉的瀑布似一条白链，抛珠溅玉，宛如白鹭群飞、雪浪翻流，瀑

布经二级折迭，直泻谷底龙潭池中；走近龙潭边，一阵阵水珠雾气朝你身上拨打

过来，使你感觉“涌若沸汤，奔若跳鹭”的恢弘场景。真是天下第一奇观！ 

三宝树位于黄龙寺边，三棵参天大树凌空耸立。三宝树是庐山的镇山之宝。

有二棵是柳树，一棵树龄有 800余年，另一棵有 600余年；还有一棵是银杏树，

树龄已达 1600 余年。如此长的树龄，倒不多见？主树躯干几个人合抱不拢，形

同宝塔。高大的树干荫蔽遮阳，绿浪连天，树荫下凉风习习，真是一个盛夏酷热

季节不可多得的避暑好地方，所以庐山历来受到人们的赞颂，有“夏都”的美称。 

下午四点，我们到了含鄱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建在岭南端的一道石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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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三门，坊中央镌有“含鄱口”三字样，左右两石柱上，分别刻有“湖光”“山

色”四字，不知是出于哪位名家的手迹。听人介绍，清晨含鄱口为观日最佳地点。

但是，遗憾的是，时日已近傍晚，我们错过了欣赏良辰美景的最佳时机。庐山最

奇特的一个景观，就是云雾。我们站在含鄱口的平台上远眺青山，眼前一片雾区，

薄薄的白雾自山下缓缓升起。那轻盈的薄雾，像是婀娜多姿的仙女飘舞着纱巾，

犹如一幅飘着悠悠淡淡空气清香的水墨画。纱巾飘过之处，景物渐次迷蒙起来；

不消片刻，云雾越来越浓，越来越大，似千军万马，又似海浪滚滚；转而变成白

絮，变成云烟向山岗涌来，填满了深谷幽岭，峰隐湖失，把天地连成一片，眼前

都是白茫茫的。人在雾中行，仿佛进入一个混浊世界，使你感觉迷蒙、茫然。近

处的林木此刻也像是娇羞的少女，用纱缦遮住了俊丽的容颜和窈窕的身姿，只是

偶尔有意识地流露一点俏丽的倩影，以万般的妩媚来挑逗你的遐思。难怪古人会

留下“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叹，让人浮想联翩。 

四天的庐山之旅很快结束了，细细品位其中的山水美景，感觉充实而愉快，

使我流连忘返，眷恋庐山… 

                                    支民兴 

 

【财税资讯】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40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

间有关问题的公告 

2011.7.1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就增

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纳税人生产经营活动中采取直接收款方式销售货物，已将货物移送对方并暂

估销售收入入账，但既未取得销售款或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也未开具销售发票

的，其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取得销售款或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的当天；先

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天。 

  本公告自 2011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纳税人此前对发生上述情况进行增值税

纳税申报的，可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按本公告规定做纳税调整。 

特此公告。 

http://www.shui5.cn/article/search_16/$BB$F5$CE$EF_1_0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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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41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终止投资经营收回

款项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公告 

2011.7.2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规定，现对个人终止

投资、联营、经营合作等行为收回款项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公告如下： 

    一、个人因各种原因终止投资、联营、经营合作等行为，从被投资企业或合

作项目、被投资企业的其他投资者以及合作项目的经营合作人取得股权转让收

入、违约金、补偿金、赔偿金及以其他名目收回的款项等，均属于个人所得税应

税收入，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适用的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应纳税所得额=个人取得的股权转让收入、违约金、补偿金、赔偿金及以其

他名目收回款项合计数-原实际出资额（投入额）及相关税费 

    二、本公告有关个人所得税征管问题，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股权转

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函[2009]285号）执行。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此前未处理事项依据本公告处理。 

    特此公告。 

总审室供稿 

 

【本月热点】 

卢美美事件 

  卢美美是谁：卢美美名字是：卢星宇，24 岁富二代，其父亲是世界

杰出华商协会主席卢俊卿：美国加州州立大学传媒专业毕业。现任中非希

望工程执行主席兼秘书长，全球华商未来领袖俱乐部秘书长。大学毕业即

致力于全球华商未来领袖服务工作和华商慈善公益事业。与数十位政界首

脑，上百位商界、文化界名流亲切交流，建立了良好的人脉网络，被誉为

华商世界“最年轻的社会活动家”。  

  卢美美事件：卢美美是郭美美之后的又一朵网络奇葩。在最近一些地

方民工子弟学校遭遇生存危机的背景下，她牵扯出的“中非希望工程”及

http://www.shui5.cn/article/b2/50093.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44/42369.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44/42369.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44/423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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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背后运作的庞杂关系网引发极大关注。查阅《中非希望工程基金章程》，

记者发现，该基金主要来源于发起人的捐赠、全球华商未来领袖俱乐部成

员的捐赠、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会员企业捐赠和社会各界的捐赠、基金的增

值以及其他收入。  

  卢俊卿父女回应质疑 称华商协会未在大陆收取费用  

  中新网北京 8 月 19 日电(朱峰)8 月 19 日，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在北京召

开新闻说明会，被称为“郭美美二代”的“中非希望工程”管理者

——“富二代”卢星宇和父亲卢俊卿一同露面，回应公众关于“中非希望

工程”项目的相关问题和质疑，并接受了到场媒体记者的提问。  

  卢星宇在说明会上表示，自己在“中非希望工程”中负责动员捐款、

对外联络、活动组织等具体工作的执行，所以组委会让其担任执行主席，

应该是实至名归。她同时强调，“中非希望工程”是一项民间慈善事业，

执行主席不是一个官位。  

  卢俊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女儿卢星宇作为“中非希望工程”项

目的执行主席兼秘书长，在项目中仅负责动员捐款，资金管理由中国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简称青基会)负责。而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作为非营利组织，

成立六年来从未在大陆收取过任何形式费用。所涉商业活动均由相关授权

的会员企业运作，并且独立承担经济责任。自己以企业家身份担任协会主

席也是源于国际惯例。  

  关于媒体质疑的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有无慈善资质的问题，卢俊卿称，

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在香港进行了社团注册和企业注册双重注册，目的是为

了避免知识产权被抢占。之所以未在国内注册是由于国内注册不允许冠以

“国际”等字样，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无论以社团身份还是以公司身份，都

未在中国大陆收取过任何形式的费用。  

  之前有媒体报道“中非希望工程”项目会从捐款中抽取 10%的管理费，

卢俊卿称，按照“中非合作项目”工程章程、协议的规定，企业家把善款

直接汇到青基会，由青基会按国家法律法规统一管理，同时，青基会负责

学校的建设工作。青基会提取 10%的工程管理费用，用于青基会建设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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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管理等工程服务工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其个人和其他相关单位、

个人都没有管理费提成，也从未在管理费中报销过任何费用。  

  面对建设学校费用过于昂贵问题，卢俊卿称，由于当地建材运输和人

工成本较高，每所学校 150 万的建设预算是在之前每所 500 万左右的基础

上，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压缩和节约之后的最低成本 

编委会选编 

 

【建党 90 周年专栏】 

党史上的 8 月 

●八七会议 

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湖北省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这就

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革命斗

争的方针。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机关、共青

团中央、地方代表共 22 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等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由于当时环境极其险恶，会议只开了一天。  

  八七会议是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召开的，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

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

任务，从而使全党没有在白色恐怖面前惊慌失措，指明了今后革命斗争的

正确方向，特别是毛泽东在会上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

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八七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

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

由于没有注意防止正在滋长的“左”倾情绪，导致后来发展成危害极大的

“左”倾错误。  

 

●八一南昌起义 

http://baike.baidu.com/view/441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231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93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549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121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036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44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44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9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00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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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为反击国民党当权派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

挽救革命，于 1927 年 8月 1日在江西省城南昌发动的武装起义。 

  1927 年 4 月 12 日和 7 月 15 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南京和武汉发动“清

共”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利用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在南昌

举行起义，并指派周恩来为起义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书记。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

有：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的二十军、十一军二十四师和十师一部、四军二十五

师两个团，第五方面军的三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警察武装，共两万余人。

起义原定 7月 30日夜发动，后因张国焘的阻挠而延期。 

  8月 1日凌晨 2时，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指挥各路起义军

向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占领了全城。当天

上午，在南昌举行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

通过了《中央委员宣言》，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同时对起义部队进行

了整编，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以贺龙兼代总指挥。旋因敌以重兵

进攻南昌，中共前委决议依中央原定方针转兵广东，相机夺取广州，再次北伐。 

  起义军自 8月 3日起先后撤离南昌，经江西瑞金、会昌，转进福建长汀、上

杭，于 9月下旬到达广东潮州、汕头地区。随即被优势敌军击散，一部分退至海

陆丰地区，加入了东江地区农民的武装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

至湘南，开展游击战争。1928 年 4 月下旬到达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率领的部

队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当权派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

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成为工农红军的骨干之一。

1933年 7月 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自是年起，每年 8月 1

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此纪念日改称为中国

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编委会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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