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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和 之 声 
    2011 年度第 9 期（总第 69 期） 

 

上海瑞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工会团支部主办   2011 年 9 月 30 日 

【党支部动态】 

瑞和党支部第三届党员大会 

瑞和党支部于 2011 年 9 月 20 日召开党支部大会进行了换届选举。16 名有

选举权的党员中，应到会 16 名，实到会 14 名，占党员总数的 87.5%，2 人因事

缺席。 

   选举前，杨国庆同志总结了瑞和党支部前二届工作。在支委及其他人员的协

作下，紧紧围绕企业实际，各项工作得以有效开展。党支部的凝聚力不断提高，

每年有一至二名员工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日益提升，顾全

大局，为企业的经营做出了应有贡献；坚决贯彻“共生、共荣、共享”的理念，

促进企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会上，杨国庆同志饱含深情地寄希望下一届党支部

工作在市注协党委的领导下更具成效，更具特色。 

党支部根据《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采用无

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选举。按照选举规定，马锡林、王友军、张海燕、杨大炜、

顾春艳 5人当选为新一届支部委员。随后，召开了第一次党支部委员会议，进行

书记选举，结果：张海燕当选为党支部书记。 

党支部 

 

【追寻革命足迹，重温红色记忆】  

瑞和团支部沙家浜红色之行 

201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90周年。在所内党支部领导，行政领导的大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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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下，瑞和团支部于 2011年 9月 23日，以“追寻革命足迹，重温红色记忆”为

主题，组织了 2011 年度的团员青年红色之旅，来到了常熟的沙家浜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同时我们还特邀了新任党支部书记张海燕老师和工会委员支民兴老师与

30名瑞和团支部的团员青年一同进行本次红色之行。 

我们大多数人了解《沙家浜》，了解阿庆嫂、春来茶馆，应该都是京剧名段

《沙家浜》开始的。沙家浜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抗日战争时期，以芦苇荡绿色

帐蔓为掩护，依靠地方党组织和无数“阿庆嫂”、“沙奶奶”式的沙家浜人民群众，

与日伪匪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军民鱼水情深的赞歌，这就是“沙

家浜精神”！ 

步入景区，垂柳婆娑，绿荫蔽日。一巨大的纪念墙，墙上刻有叶飞的一段题

词，记录当时的一段历史。站在汉白玉的东进桥，望去，碧水微波，远处的绿洲

郁郁青青；右侧的房舍白墙黛瓦，它们站在水中，静默俨然；左侧绿树临水，也

有几角屋檐掩映在绿荫里。初秋的阳光下，一切都显得如此静谧。 

瞻仰广场中央屹立着的以“郭建光”、“阿庆嫂”等形象为主创作的大型主雕，象

征着新四军伤病员的 18根柱雕，时刻提醒着我们不 

忘那段历史。大家决定先在这具有革命意义的雕塑下合影留念，让我们在这

神圣的革命土地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 

瞻仰广场的西侧的是《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它默默地记载着那段人民

抗争的战斗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火种播撒在这块被芦苇环抱，

水网交织的穷乡僻壤，点燃了人民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怒火。求解放、争自由的斗

争从此绵延不绝。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1939 年，新四军东进抗日，来到阳

澄湖畔，斗日伪，歼顽敌，开辟敌后抗日游击区，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大

部队西进后，在沙家浜一带留下了数十名伤病员。为了保护抗日火种，为了创建

抗日根据地，沙家浜人民节衣缩食，精心呵护，与日伪顽匪斗智斗勇，甚至不惜

献出自己的生命财产。新四军与沙家浜人民结下了鱼水深情，留下了永载史册的

不朽诗篇。从此二十年后，有了沪剧、《芦荡火种》，三十年后，有了京剧《沙家

浜》；五十年后，有了《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修建这座

纪念馆的目的是为了让后人牢记沙家浜的革命史，珍爱沙家浜的军民鱼水情！ 

纪念馆内参观的路线曲曲折折，这可能是体现了设计者的独特匠心，它表示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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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曲折前进的革命道路和人民为争取自由和解放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纪念馆内陈列着一幅幅英勇抗日的图片，一本本英雄烈士留下的手稿，一件件革

命战士穿过的衣服，强烈地震撼了我们团员青年。看着这些先辈留下的遗物，眼

前还原着当时那激烈又使人斗志昂扬的真实的战争场面。让今天生活在和平年代

的人们，永不忘记那段令人难忘的岁月！ 

参观完《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后，我们来到当年新四军伤病员开展敌后

斗争的天然庇护所——芦苇荡迷宫，坐船游弋在芦苇荡中亲身体会了芦苇荡的神

奇魅力，见到如此美丽的芦苇，高高低低随着微风轻轻的摆动，那样的美景真让

我们陶醉！ 

通过这次沙家浜红色之行，大家在放松身心的同时受到了革命教育、接受了

革命思想的熏陶。一天的红色之旅让团员青年们感到非常充实和高兴，让大家了

解学习了很多革命精神和信仰。在今后的工作中，团员青年必将不负期望，坚定

信心，顽强拼搏，立足本职，为“瑞和”这个大家庭的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团支部 

 

【财税资讯】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47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转让土地使用权

或者销售不动产同时一并销售附着于土地或者不动产上的固定资产有关税收问

题的公告 

2011.8.17 

    现就纳税人转让土地使用权或者销售不动产的同时一并销售附着于土地或

者不动产上的固定资产有关税收问题公告如下： 

    纳税人转让土地使用权或者销售不动产的同时一并销售的附着于土地或者

不动产上的固定资产中，凡属于增值税应税货物的，应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部分货物适用增值税低税率和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09]9号）第二条有关规定，计算缴纳增值税；凡属于不动产的，应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销售不动产”税目计算缴纳营业税。 

    纳税人应分别核算增值税应税货物和不动产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或核算不

清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增值税应税货物的销售额和不动产的销售额。 

http://www.shui5.cn/article/search_0a/$D4$F6$D6$B5$CB$B0_1_0_1.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dc/22636.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dc/22636.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search_0a/$D4$F6$D6$B5$CB$B0_1_0_1.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search_0a/$D4$F6$D6$B5$CB$B0_1_0_1.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dc/22636.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dc/22636.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search_16/$BB$F5$CE$EF_1_0_1.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search_db/$CF$FA$CA$DB$B6$EE_1_0_1.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search_16/$BB$F5$CE$EF_1_0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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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自 2011 年 9月 1日起施行。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煤炭企业转让井口征收营业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

[1997]556 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煤矿转让征收营业税问题的批复》（国税

函[2007]1018 号）中“对单位和个人在转让煤矿土地使用权和销售不动产的同

时一并转让附着于土地或不动产上的机电设备，一并按‘销售不动产’征收营业

税”的规定同时废止。 

    本公告施行前已处理的事项不再作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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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牛最难的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再次上演泄题门 

被称为最牛最难考试的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CPA），再次上演“泄题门”。

昨日考完试的张小姐很愤怒，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她，在考试前，日均看书十

余小时，考完却发现网上已经泄题。早报记者昨天联系注册会计师考试主考单位

——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其官网公布的电话无法接通。 

答案一月前开卖？ 

2011 年注册会计师考试时间为 9月 17 日、18日。在考试前夕，财政部注册

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公告称， “近期，一些不法机构或个人利用部分

考生的侥幸心理，以逐利为目的，通过网络、手机短信、传单等媒介，打出‘考

试包过’或承诺开考后实时向考生传送答案等违法广告进行诈骗。为此，财政部

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广大考生，坚决抵制各种违法行为，切勿相信

非法宣传，谨防上当受骗。” 

然而，那些信息并不只是骗子行为，张小姐和蒋小姐今年都参加了注册会计

师考试，她们向早报记者反映，在考试前一直收到所谓真题出售短信，每天至少

四五条，“被垃圾短信折磨得快吐血了。删也删不完。”几乎所有考生甚至只在

http://www.shui5.cn/article/03/17581.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03/17581.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03/17581.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ec/50886.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ec/50886.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ec/508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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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注会协会的网站上填了下个人资料还没有参加考试的考生都收到了短信骚

扰。 

张小姐表示：“泄题、贩题以及出卖考生信息到了这样猖狂的地步，我们都

很生气，不少参加考试的同事都表示要报警，公安部门需要介入重点立案侦查，

中注协更要给我们一个明确的说法。” 

网友用淘宝体调侃 

在网上论坛和微博上，“关注 2011年注册会计师考试泄题事件”成为了热

帖。有考生用淘宝体发帖称：“下一年保证全过，而且不用天天挑灯夜读，不用

花钱报班哦，亲，还包邮哦。亲，还是一个电话全部搞定哦。”不少考生事后都

表示后悔：“我没有听信黄牛短信，曾经离答案那么近。”还有网友在微博上喜

形于色地宣布，“昨天晚上就看到真题了，跟今天考试题的确是一模一样的。” 

据考生介绍，在考试前一天，不少考题和答案已经在网上泄露，考生考完后

到网上搜索，发现网上提前公布的题目和考场里的是一模一样的。 

不少考生义愤填膺：“替各位认真复习的兄弟姐妹们不值，只有考过 CPA

的才晓得考 CPA的痛，这样泄题法让人怎么过啊，这样考出来的注册会计师能相

信么，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经过这群人审计的能相信么？哎，股市都要受影响

了。”“我想在下周去公安局报案，让他们立案侦查中注协这次 CPA考试泄露答

案的事情。” 

相关部门收到举报 

网友“凯尔文弹着小吉他”表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在 2008 年已经历过

了泄题门，本年度重磅上演《泄题门 2》。“一个以信用吃饭的行当，简直是自

己打自己耳光。” 

更多的考生呼吁，中注协应该赶紧彻查这起事件，“这也太坑爹了,泄题如

果真的有，应该举报！重大泄密事件。”考生建议,由第三方监督机构参与，尽

快重新举办考试;调查并重处泄题和贩题者；起码要道个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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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财政部和中注协已收到了相关举报，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但截至记

者发稿时，仍没公布调查结果。 

◎链接 

最牛最难考试 

注册会计师简称 CPA（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是会计行业的一项

职业资格考试，平均通过率不足 20%。我国从 1991年开始实行注册会计师全国

统一考试制度。1993 年起每年举行一次，已举办 18次，截至 2010 年底，累计

已有近15.4万名考生通过全部科目的考试，而我国需要注册会计师约为 35万人。

编委会选编 

 

【建党 90 周年专栏】 

党史上的 9 月 

●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１日至９月

３０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单

位的代表（含候补代表）共６６２人参加了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

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成立。 

  中国人民政协筹备会主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向大会致开

幕词，中国共产党代表刘少奇、特邀代表宋庆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

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张澜、中国人民解放区代表高岗、中国人民解放

军代表陈毅、民主建国会代表黄炎培、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李立三、新疆代表

赛福鼎、特邀代表张治中及程潜、华侨代表司徒美堂等１２人发表了演讲。会

议听取了林伯渠代表筹备会所作的关于人民政协筹备工作的报告；谭平山所作

的关于《中国人民政协组织法草案》起草经过和草案的特点；董必武所作的关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起草经过和草案；周恩来所作

http://www.qq.com/?pref=article
http://www.qq.com/?pref=article
http://baike.baidu.com/albums/1617682/1617682.html#0$86d5bac2e10cf3250ef477f5
http://baike.baidu.com/view/24432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357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0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5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5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8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844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844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373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1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0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3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1652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05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05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0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20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56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0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0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3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54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122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34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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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于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经过和草案的特点。会议闭

幕式上，朱德副主席致闭幕词。 会议事项 

  这次会议代行了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

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了《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决定

了新中国的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７

日改名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国歌未制定前以《义勇

军进行曲》为国歌，国旗定为五星红旗。会议选出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

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同时选举

出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５６人。会议还选出了由１８０人组成的政协第一

届全国委员会。  

  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

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北平改名为北京；纪年采用世界公元；１０月

１日为国庆节。毛泽东在会议上宣布，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

前，人民政协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会议还决定在北京天安门前

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于９月３０日举行了奠基典礼，毛泽东主席宣读

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  

  会议制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使中国人民民主统一

战线在组织上完备和固定下来。  

  １９５４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人民政协不再代行全国

人大的职权，但作为中国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继续存在，并在国家

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以及对外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编委会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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