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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和 之 声 
    2011 年度第 12 期（总第 72 期） 

 

上海瑞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工会团支部主办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工会动态】 

“走进农庄，体验自然”工会《崇明之行》活动纪实 

12 月 9 日，上海瑞和众垚咨询机构联合工会组织了换届选举后新一届工会

的第一次外出活动，工会领导带领了各个咨询机构的工会代表并特邀了各机构的

第一责任人和上级工会领导一行 20 余人来到了崇明西沙湿地体验自然乐趣。因

考虑到大家平时的审计和记账工作都十分繁忙，特此组织这次工会活动，给了大

家一个忙里偷闲，亲近自然，享受生活的机会，让大家身处自然恬静的田园环境

中，放松身体、缓解压力，同时也增进了彼此的沟通和友谊。 

一早我们便坐大巴出发，新任工会主席陈伟君老师抓紧时间，给我们布置了

一下 2012 年的工会工作重点，给各位工会代表提了新的要求，使工会代表更好

的为全体职工服务！经过了 2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来到了西来农庄，到了农庄

大家就去农庄的桔园了逛了逛，随性地采摘了些桔树上的桔子品尝了一下，体会

了一下农家乐的感觉。中午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着带有浓厚的农家风味的菜肴，

谈论着工会成立后的种种变化和各种崇明趣事，欢声笑语始终充满了整个房间。 

下午我们去了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地西沙湿地。西沙湿地蜿蜒栈桥游龙徜，

漫步于从大门口一直通到长江边、近 2千多米长的木栈道，是一件相当惬意的事。

偌大的湿地上长满了芦苇，走在曲折、蜿蜒的栈桥上，会发现其中美妙的景致仿

佛成了立体画，流动的诗，令人有移步换景之感。 

踏上归途，已是万家灯火，这次工会活动能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充分体验了

集体生活的乐趣。在西来农庄，使大家身心得到了极大的放松，体味了人与自然

和谐相融之美！                                                   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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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资讯】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65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上海市营业税改征增

值税试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有关事项的公告 

2011.12.2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上海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1]111 号），现就上海市试点纳税人有

关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事项公告如下： 

一、试点纳税人应税服务年销售额超过 500万元的，除本公告第二、三条规

定外，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简称一般纳税人）资格

认定。 

  应税服务年销售额，是指试点纳税人在连续不超过 12 个月的经营期内，提

供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服务的累计销售额，含免税、减税销售额。按《交

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财税

[2011]111 号印发）第一条第（三）项确定销售额的试点纳税人，其应税服务年

销售额按未扣除之前的销售额计算。 

  二、已取得一般纳税人资格并兼有应税服务的试点纳税人，不需重新申请认

定，由主管税务机关制作、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告知纳税人。 

  三、2011 年年审合格的原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自开票纳税人，其应税服

务年销售额不论是否超过 500万元，均应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办理一般纳税人资

格认定时，不需提交认定申请，由主管税务机关制作、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

告知纳税人。 

  四、应税服务年销售额未超过 500 万元以及新开业的试点纳税人,可以向主

管税务机关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 

  提出申请并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试点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应当为其办理

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 

  （一）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  

  （二）能够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设置账簿，根据合法、有效凭证核

算，能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 

  五、试点纳税人取得一般纳税人资格后，发生增值税偷税、骗取退税和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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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2031.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73/52031.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search_0a/$D4$F6$D6$B5$CB$B0_1_0_1.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73/52031.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search_0a/$D4$F6$D6$B5$CB$B0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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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db/$CF$FA$CA$DB$B6$EE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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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2042.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60/520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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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扣税凭证等行为的，主管税务机关可以对其实行不少于 6个月的纳税辅导

期管理。 

  六、试点纳税人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具体程序由上海市国家税务局根据《增

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22号）和本公告确定，

并报国家税务总局备案。 

  七、本公告自 2012年 1月 1日起执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66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纳税申报

有关事项的公告  

2011.12.2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上海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1]111 号），现就调整增值税纳税申报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非试点地区有关事项 

  （一）非试点地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申报表不作调整。具体包括：《增

值税纳税申报表（适用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

（表一）、（表二）》和《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情况表》。其中：《增值税纳

税申报表（适用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表一）》

和《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情况表》仍按原填表说明填写。 

  （二）《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表二）》填表说明增加如下内容： 

  1．接受试点纳税人提供的部分现代服务业服务，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填入第 2栏“本期认证相符且本期申报抵扣”。辅导期一般纳税人按稽核比对结

果通知书及其明细清单注明的稽核相符、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填入第 3栏“前

期认证相符且本期申报抵扣”。 

  2. 接受试点纳税人提供的交通运输业服务，取得的《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

用发票》，填入第 8栏“运输费用结算单据”。 

  （1）第 8 栏“金额”：按《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合计金额”栏

数据填写。 

http://www.shui5.cn/article/73/52031.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73/52031.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73/520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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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第 8栏“税额”：《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栏为“11％”

的，按《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栏数据填写；“税率”栏为其他

情况的，按《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栏数据乘以 7％扣除率

计算填写。 

  3．“二、进项税额转出额”（第 13 栏至第 21 栏）增加已经抵扣按税法规

定应作进项税额转出的应税服务进项税额。 

  4．“三、待抵扣进项税额”（第 22 栏至第 34 栏）增加纳税人已经取得或

认证相符，按税法规定不符合抵扣条件，暂不予在本期申报抵扣和按照税法规定

不允许抵扣的应税服务进项税额。 

  （三）非试点地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申报不作调整。 

  二、试点地区增值税纳税申报由上海市国家税务局确定，报国家税务总局备

案。 

  三、各地税务机关应做好纳税人增值税纳税申报宣传和培训辅导工作。 

  四、本公告自 2012年 1月 1日起执行。 

  特此公告。  

  附件： 

1.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适用于一般纳税人） 

2.《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适用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及其附表填表说明 

3.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适用小规模纳税人） 

总审室供稿 

 

【年终盘点】 

新华社评出 2011 年国内十大新闻 

  新华网北京 12 月 28日电 新华社评出 2011年国内十大新闻（按事件发生时

间先后为序） 

  一、坚持房地产调控 千万保障房开建 

  二、立法喜结硕果 法律体系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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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二五”纲要通过 谋发展开局良好 

  四、首次公开年度“三公”经费 中央部委接受社会监督 

  五、庆祝建党九十年隆重热烈 总书记重要讲话昭示未来 

  六、甬温线列车追尾伤亡严重 事故调查结论受广泛关注 

  七、天宫神舟太空交会对接成功 我国航天事业再攀新的高峰 

  八、辛亥百年缅怀先贤 团结奋斗同心复兴 

  九、六中全会作出文化强国新部署 举国上下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 

十、扶贫标准大幅度提高 惠及上亿低收入人口 

    编委会摘自《新华网》 

 

【热点选粹】 

分蛋糕不是均贫富 

正确看待合理差距   遏制差距扩大趋势 

《人民日报》12月 7日刊登天山的文章说，改革开放 30多年，经济社会快

速发展，国家实力明显提升，国民生活明显改善。与此同时，收入差距扩大的矛

盾也日益凸显。 

收入差距的出现，是打破平均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客观现实。没有合理的收入差距，就没有社会向前的动力，就没有改革开放的

硕果，就没有民族复兴的未来。 

“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指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指明了经济发展

的目的。大家都贫穷，或者贫富差距大，都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在发展生产力基

础上，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正确看待合理差距，遏制差距扩大趋势，这是面对收入差距的辩证法。抓住

当前主要矛盾，重点提高居民收入、劳动报酬两个比重，这也是面对收入差距的

http://news.sina.com.cn/z/chinajd90/index.shtml
http://news.sina.com.cn/z/hzdccg2011/index.shtml
http://news.sina.com.cn/z/tiangong2011/index.shtml
http://news.sina.com.cn/z/xinhai100/index.shtml
http://news.sina.com.cn/z/CCP17-6/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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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 

应该把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统一起来。减轻农民负担，缩小城乡差距；转移

财政支付，缩小东西差距；改革垄断行业，缩小行业差距；完善个税制度，缩小

贫富差距……我们始终在一边做大蛋糕，一边分好蛋糕。 

应该把合理的收入差距与贫富悬殊区别开来。完善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

是项复杂工程，涉及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多个环节，不能简单均分了之。

假如真的均贫富，走“大锅饭”老路，我们将失去改革开放的活力。 

保护和鼓励适当的收入差距，警惕和避免差距扩大化的趋势，只有坚持分配

问题上的辩证法，我们才能兼顾公平与效率，共创和谐与繁荣。 

杨国庆荐 

 

【工会动态】 

欢送退休员工茶话会 

12 月 26日下午，我所工会在一楼的员工之家为今年退休的顾海根老师、刘

晓洁老师和候晓红老师举行了茶话会。会议由工会主席陈伟君老师主持，综合协

调小组组长杨国庆老师与瑞和与众垚各咨询机构的第一负责人、瑞和党支部书记

及团支部书记一同应邀出席了茶话会。 

在其乐融融的气氛中，大家品尝着丰盛的瓜果点心，畅谈各自的生活情况，

回顾在所里的点点滴滴，交流健身养生之道，为瑞和与众垚各咨询机构的发展谏

言献策。退休职工们退而不休，依旧对瑞和与众垚保持着深厚的感情和高度关注，

为所内建设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他们对所领导温馨的关怀表示

衷心的感谢，对瑞和的发展现状十分欣慰，并祝愿瑞和与众垚的事业发展的步子

更稳健，未来更美好。 

在大家热烈的交谈之后，杨国庆老师总结性的说了几点：第一，今天的退休

职工茶话会是为欢送老同志光荣退休，感谢你们在工作期间为所里做的贡献；其

次对你们表达良好的祝愿，愿退休后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再次是学习老同志的

优良传统，让年轻同志继续发扬下去，为瑞和与众垚的发展贡献力量。第二，虽

然你们已经退休了，但是不代表你们已经老了，这是社会给予你们的回报和应有

的待遇，你们依然很年轻，希望能充满信心开始新的生活，保持良好的心态，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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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做一些实现自我价值的事情。第三，希望退休老职工能够和在职员工一起共同

关心企业，共同关心我们的家园。企业能够平稳、健康、快速发展是我们大家共

同的愿望，这不仅是物质上更是精神上的寄托。 

最后，工会主席还为 3位退休的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与慰问金，感谢他们在

瑞和与众垚的工作期间，辛勤耕耘、无私奉献，为本单位事业建设和发展做出的

贡献，并希望退休的老师以后能常回家看看。 

 

（图为欢送会现场） 

工会 

 

【建党 90 周年专栏】 

党史上的 12 月 

·1954 年 

   12 月 25 日 康藏公路（四川、西康两省交界的金鸡关至拉萨）与青藏公路

（西宁至拉萨）同时全线通车，分别长 2271 公里和 1937公里。 

·196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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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9日 南京长江大桥全面建成通车，铁路桥长 6772米，公路桥长 4588

米。这是当时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最大的铁路、公路两用桥。 

·1969 年 

   12 月 25 日 中共中央批准兴建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1989 年 1 月，工

程全部建成。 

·2002 年 12 月 3 日 我国获得 2010 年世博会举办权 

2002 年 12月 3日，格林马迪会议宫沸腾了，当“中国上海赢得 2010年世

博会举办权”的消息传出时，等候在会议宫内外的全体中国人欢呼雀跃，相互致

贺。 

    当地时间 15 时 40分，国际展览局主席诺盖斯郑重宣布，在摩纳哥举行的

国展局第 132次大会举行了四轮投票，中国上海在第四轮投票中赢得 54票，以

88％的得票率胜出，成为 2010年世博会的主办城市。 

 

12 月 16日 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发表，决定自 1979年 1月 1日起两国建立外

交关系。同日，美国宣布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 

   12 月 18日-22 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

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强调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

生活中加强民主，决定加强党的领导机构，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十一届三

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

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

放历史新时期。 

编委会汇编 

   

【社会热点】 

2011 股市今日收官 A 股市场年终盘点 

2011-12-30 15:31:01 来源：中国广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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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股市今日收官 

  今天是沪深股市 2011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从 11月初的 2500多点回落了近两个月之

后，目前的上证综指已经低于 2180点。如果将日历翻回到去年的今天，历史总是意外地巧

合。去年的今天，上证综指收于 2808点，同样是从 11月初的 3100多点回落了两个月。 

  从2808点到2180点，这一年指数下跌的背后，究竟有哪些故事会让我们刻骨铭心？2180

点的低位和 600多点的落差背后，2012年股市留给投资者怎样的期待？ 

  整体看市场对今年股市的看法，基本可以用“惨淡”这两个字来形容。统计显示，A股

今年全年市值缩水了超过 4万亿元。今年一季度，沪综指从 2700点开始震荡上行到 3067

点，也被认为是全年市场难得的风光时段。4月中旬以来，因为市场对二季度通胀陡然上升

的预期，货币紧缩政策开始加码，股指就应声下跌。 

  国内市场预期紧张的同时，欧债危机、美债危机的接踵而至，几乎让股指陷入单边下跌

的状态。一直到年末，就算中间有一些阶段性的反弹，大多的时候也只是把抢反弹的资金又

套进去而已。最近市场里最热的时点是 12月 14 日，沪综指跌破了 2245点，从点位上看，

股指回到了 2001年的原点。由此引发了关于融资规模包括股市里很多机制的大讨论。 

  今年以来，沪深股市总融资额近 7000亿元，几乎是十年前的 6倍。这样的压力之下，

截止昨天收盘，沪指已经累计下跌了 23%。有业内分析人士指出，尽管有着内外宏观环境等

因素的压制，但股指下跌与扩容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股市内生的压力还是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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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一下上市公司的表现，这一年，特别是到了下半年之后，上市公司业绩整体的滑

落预期成为打击市场一个非常重要因素。而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上市公司业绩变脸也是频频

出现，比如去年才上市的汉王科技，上市当年还同比大增，今年一季度开始就转为亏损，前

三季度的净利润亏损总额竟然高达近 3亿元；最近还有一个热点“重庆啤酒”上市了 13年，

一直受益于“乙肝疫苗”概念，股价上涨 37倍多，但是却因为最近“疫苗梦”或可能破碎

的传闻，股价连续 9个交易日跌停，市值缩水 200多亿元。 

深挖 2011中国股市 

  国际资本套利 

  《全球化》杂志总编牛铁航：中国的股市固然有自己的问题，比如说扩容过快，还有监

管问题，还有投机者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股市确实难以持续的发展。但是我想有一

个重要的因素可能大家要考虑，就是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做了套利交易，也进入了中国的房

市和股市。 

  现在中国货币政策稍微有一些宽松的迹象，国际资本有外套的现象，中国股市就会反映

这种趋势。也就是中国的股市在被国际的因素影响，特别是负面的一些因素影响。还有一些

国际上的乌鸦嘴，比如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中最大的乌鸦嘴鲁比尼，他就曾经说过中国在

2013年将会硬着陆，中国的经济可能将要垮，因为中国国内有大量的地方债问题，有四万

亿的财政刺激计划造成的经济的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过高。这些问题它都从负面上在那讲

要引导国际投资者在撤资，就造成了中国股市在下跌。  

  展望 2012中国股市 

  A 股游戏规则待改变  

  证券时报副总编周一：资本市场应该有新的气象，A股市场应该有所表现。10年来中国

股市发展很快，总的市值已经排到了世界前列，但带来的回报确实很不如人意，我们现在有

上亿股民和基民，股市的一举一动、一涨一跌都会影响到几千万家庭的财富和幸福，所以建

设好这个市场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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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都希望 A股市场 2012年能够有所改观，也应该有所改观，我认为还是要从制度

上改变股市的游戏规则，改变过于向上市公司、大股东以及其他强势利益集团倾斜的不合理

格局，真正把公开、公平、公正这三公原则落到实处，这样的话才能够最终重建市场的信誉，

挽回投资者的信心。  

  证券日报副总编董少鹏：第一个要加强新股发行定价机制的改革和完善。第二，创业板

在现有的基础上还应该加大扩容，要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创新型企业能够在我们的创业板上

市融资。第三，我们的三板市场，我也呼吁尽快的能够抓紧落实，能够让一批符合条件的小

企业，能够在我们的的三板市场融资，从而为解决中小微小企业融资困难发挥资本市场的积

极作用。 

  对于打击弄虚作假、操纵价格这方面的违法犯罪的行为，要持之以恒，规则要更加的细

致，一旦发现就迅速的采取措施。市场环境越发净化，我相信投资者的信心也就会越得到保

护，要多从保护普通投资者利益，保护他们入市的热情方面采取一些让股民看得见摸得着的

措施，让股民通过资本上改革得到真正的实惠。  

  CCTV《证券资讯》执行总编钮文新：明年是很关键的一年，不仅仅对于中国是一个很

关键的一年，对于全球而言都是非常关键的一年。明年年底我们还看得到欧元吗？这个是一

个重大的疑问。明年的这个时候美国的经济会怎么样？我们也是一个重大的疑问。 

在这样的一个国际背景下，我们的内需实际上现在已经比较虚弱了，因此我们必须建立

起全民的信心，只有用全民的信心来对抗这样一场灾难，我们才能度得过去。否则的话我们

会出现大问题。因此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非常非常急切地期盼着中央能够拿出有效的措

施来，鼓励中国的市场信心，鼓励我们股票市场能有一个亮丽的表现，能够给国人以信心。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铺垫，我们中国走过这场难关的概率就要大得多。  

编委会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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