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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度瑞和-众垚先进个人 

赵  晶   高苏文  陈文娟  丁海燕  沈莉丽  张莉萍  徐  华  

陈  红   陈 铭   蔡春笑  吕怡雯  朱前瑾  张  雷  牛军学 

办公室 

 

全国会计师事务所达 8209家，注册会计师 98707人 

    中注协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信息系统显示，截至 2013 年

12月 31日，全国共有会计师事务所 8209家，注册会计师 98707

人，非执业会员 95069人；全国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事务所

40 家，获准从事 H 股企业审计业务的内地大型会计师事务所

11家。  

  目前，注册会计师行业的业务范围涵盖经济、政治、社会、

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 800 多类项目，服务企事业单位和

行政机关超过 350 万家。根据中注协 2013 年度发布的事务所

综合评价全国前百家信息，前百家事务所中，业务收入超过 1

亿元的有 44 家，超过 5亿元的有 14家，超过 10 亿元的有 10

家，超过 20 亿元的有 5家。 

 

总审室 

 

【财税资讯】 

◆财会[2013]24 号：财政部印发《关于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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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营业税的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 

国务院有关部委、有关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了深入贯彻实施《小企业会计准则》，解决执行中出现

的问题，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

业增值税和营业税的通知》（财税[2013]52 号）相关规定，

我部制定了《关于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和营业税的会计处理规

定》，现予印发，请布置本地区相关企业执行。执行中有何问

题，请及时反馈我部。 

附件： 

关于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和营业税的会计处理规定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

值税和营业税的通知》（财税[2013]52 号，以下简称《通知 》）

相关规定，现就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营业税的有关会计处理

规定如下： 

  小微企业在取得销售收入时，应当按照税法的规定计算应

交增值税，并确认为应交税费，在达到《通知》规定的免征增

值税条件时，将有关应交增值税转入当期营业外收入。 

  小微企业满足《通知》规定的免征营业税条件的，所免征

的营业税不作相关会计处理。 

  小微企业对本规定施行前免征增值税和营业税的会计处

理，不进行追溯调整。 

 

http://www.shui5.cn/article/b8/66174.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b8/66174.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b8/66174.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b8/661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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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2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

人开发回迁安置用房有关营业税问题的公告 

现将纳税人开发回迁安置房有关营业税问题明确如下： 

纳税人以自己名义立项，在该纳税人不承担土地出让价款

的土地上开发回迁安置房，并向原居民无偿转让回迁安置房所

有权的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52 号）第五条之规定，视同销售

不动产征收营业税，其计税营业额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52 号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予以核定，但不包括

回迁安置房所处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价款。 

本公告自 201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本公告生效前未作处

理的事项，按照本公告规定执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2号:关于《纳税人开发

回迁安置用房有关营业税问题的公告》的解读 

回迁安置房是指按照城市危旧房改造的政策，拆迁人或开

发商将危改区内的私房或承租的公房拆除，然后按照回迁安置

的政策标准以及事先签订的拆迁协议，被拆迁人回迁，取得改

造后新建的房屋。 

    回迁安置房的特点：    

    1.户型等自然情况的不确定性。一般来说，回迁的房子多

为点式高层建筑，高层房屋相对多层房屋的得房率较低，所以

http://www.shui5.cn/article/ae/41710.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ae/41710$2.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ae/41710$2.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ae/4171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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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的使用面积会比期待的小；高层房屋一般为了满足多户设

计的需要，所以户型往往不够理想；如果是一梯多户的话，想

找南向或南北向会非常困难。为了满足回迁的需要，楼房很可

能会建造的比较密集，那么中低楼层的采光可能会有问题。 

    2.房屋建成后要经过摇号选择房屋。面对众多动迁户，能

否挑到中意的房屋真的要靠运气。 

    3.等待的时间太长。回迁安置的时间都很长，一般要三年。

俗语说“计划没有变化快”，在漫长的等待中，会有很多想不

到的事情发生，比如价格波动，延期安置等。 

    4.前段时间上海“莲花河畔景苑”倒塌事件，使很多人开

始关注房屋的质量问题。 

    5.一些不良开发商会用超建达到“以最少的资源安置最

多动迁户”的目的。所以在安置房中常见到“超建”房，而此

类房屋在办理产权证时会出现问题，要么办不了，要么等很长

时间。 

    6.回迁安置房不会建在小区内的中心位置，有时还会单独

盖几栋楼来安置回迁户，这对住户的出行、购物等都带来了不

便。 

    7.另一方面，当拆迁人在安置时达不到动迁协议的约定

时，折迁人能否按约定承担赔偿责任也是需要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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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芳草】 

关于小企业收到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的账务处理 

及所得税处理的有关问题 

-瑞财案（2013）05号 

问题 1：小企业收到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解答：以前，当企业收到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时，习惯性

做法是：收到时计入“专项应付款”贷方，支出时计入“专项

应收付款”借方，当项目完成时，有余额的再转入“营业外收

入”或费用科目。此做账方法的依据是《企业会计制度》中关

于“专项应付款”的规定。 

从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新的《小企业会计准则》开始实

施，对于政府补助的会计核算有了新的规定，而且与《企业会

计准则》的“政府补助准则”基本一致。 

一、政府补助的概念 

根据《小企业会计准则》第六十九条：政府补助，是指小

企业从政府无偿取得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但不含政府

作为企业所有者投入的资本。（其中，政府包括各级人民政府

及其所属部门和机构，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工信部门、科

技部门、税务机关等） 

政府补助的主要形式： 

1. 财政拨款 （通常在拨款时明确规定了资金用途。比如，

财政部门拨收给小企业用于构建固定资产或进行技术改造的

专项资金、拨收小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的研发经费补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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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财政贴息 

3. 税收返还 

二、账务处理原则 

根据《小企业会计准则》第六十九条： 

1. 小企业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确认为递延

收益，并在相关资产的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营业外收入。 

2. 收到的其他政府补助，用于补偿本企业以后期间的相

关费用或亏损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认相关费用或发生

亏损的期间，计入营业外收入；用于补偿本企业已发生的相关

费用或亏损的，直接计入营业外收入。 

例 1: 甲公司 2011年 10 月申请某国家级研发补贴。申报

书中的有关内容如下：本公司于 2011年 3月启动 XX科研项目，

预计总投资 200万元，为期 2 年，已投入资金 50 万元。从 10

月份起项目还需新增投资 150 万元，计划自筹资金 70 万元，

申请财政拨款 80 万元。2011 年 12 月，主管部门批准了甲公

司的申报，签订的补贴协议规定：批准甲公司补贴申请，共计

补贴款项 80 万元，分三次拨收。合同签订日拨收 30万元，项

目中期拨收 30万元，项目验收时拨收 20万元（如果该项目不

能通过验收，则不支付第三笔款项）。 

会计分录如下： 

   （1）2011 年 12 月，实际收到财政拨款 30 万元（按年分

配递延收益）： 

        借：银行存款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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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递延收益                 265000 

               营业外收入                35000     

    注：确定可收到 60 万元，项目周期还剩 17 个月，所以

2011年 12 月应确认收入的金额为：60万/17×1=3.5万元。 

（2）2012 年 3月，收到第二笔财政拨款 30 万元： 

     借：银行存款          300000 

            贷：递延收益                   300000 

（3）2012 年 12月，资产负债表日，分配递延收益： 

      借：递延收益 420000 （60万/17个月×12个月=42万） 

         贷：营业外收入       420000 

（4）2013 年 2 月项目按期完成，假设验收通过，实际收

到拨款 20 万元： 

      借：银行存款      200000 

          贷：营业外收入      200000 

      借：递延收益 145000（30万+30万-3.5万-42万=8万） 

         贷：营业外收入      145000 

假设验收未通过，公司未如期收到第三笔拨款，项目完成

后确认剩余递延收益： 

       借：：递延收益    145000     

         贷：营业外收入      145000 

费用归集问题：关于专项费用支出的账务处理问题，为了

方便日后做所得税汇算清缴和科研专项审计的需要，可在“管

理费用”科目下专设“**项目费用”进行明细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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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企业收到的科技创新政府补助资金是否可以免税？ 

解答：根据财税[2011]70 号《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

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规定，凡企业能够提供规定资金

专项用途的资金拨收文件；财政部门或其他拨收资金的政府部

门对该资金有专门的资金管理办法或具体管理要求；企业对该

资金以及以该资金发生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的，可以作为不征

税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 

1、核定征收企业： 

    核定征收企业收到该笔政府补助，在确认营业外收入后，

填写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时，在核定征收企业收入总额明细

表的第 25 行“不征税收入”中填列。 

2、查账征收企业： 

    查账征收企业收到该笔政府补助，在确认营业外收入后，

填写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时，在企业所得税月（季）度纳税

申报表（A 类）的第 5 行不征税收入中填列。做汇算清缴申报

表时，在附表五（2）的第 62 行不征税收入下的财政拨款中填

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

条的规定，上述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不得在计

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资产，其计算的折

旧、摊销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因此在企业所得

税汇算清缴时，需要把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各项费用

调增。 

http://www.chinaacc.com/new/63/67/81/2007/12/wa144321613111217002348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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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财税[2011]70 号，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

税处理问题的通知。 

郁妍菁 

附件： 

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1]7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

局、地方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512 号，以下简称实

施条例）的有关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现就企业取得的专项用

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通知如下：  

企业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取得

的应计入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

以作为不征税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

除：  

企业能够提供规定资金专项用途的资金拨收文件；  

财政部门或其他拨收资金的政府部门对该资金有专门的资金

管理办法或具体管理要求；  

企业对该资金以及以该资金发生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  

根据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上述不征税收入用于支

出所形成的费用，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用于支出

所形成的资产，其计算的折旧、摊销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时扣除。  

企业将符合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条件的财政性资金作不征

税收入处理后，在 5 年（60 个月）内未发生支出且未缴回财

政部门或其他拨收资金的政府部门的部分，应计入取得该资金

http://www.chinaacc.com/shuishou/
http://www.chinaacc.com/shuishou/
http://www.chinaacc.com/new/63/67/88/2007/3/wa060911316191370021122-0.htm
http://www.chinaacc.com/new/63/67/81/2007/12/wa1443216131112170023480-0.htm
http://www.chinaacc.com/new/63/67/81/2007/12/wa144321613111217002348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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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年的应税收入总额；计入应税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发生

的支出，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本通知自 2011 年 1月 1日起执行。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 64号： 

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 

《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已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务会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4 年 3

月 1日起施行。 

                                      局长  张 茅 

  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 

(2014年 2 月 20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 64号公布) 

  第一条 为规范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登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有关规

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依法

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 

  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发起设立方式设立的，注册资本为在公

司登记机关依法登记的全体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总额。 

  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募集设立方式设立的，注册资本为在公

司登记机关依法登记的实收股本总额。 

  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规定公司注册资本实行实

缴的，注册资本为股东或者发起人实缴的出资额或者实收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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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 

  第三条 公司登记机关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

定登记公司的注册资本，对符合规定的，予以登记；对不符合

规定的，不予登记。 

  第四条 公司注册资本数额、股东或者发起人的出资时间

及出资方式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 

  第五条 股东或者发起人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

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

货币财产作价出资。 

  股东或者发起人不得以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

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 

  第六条 股东或者发起人可以以其持有的在中国境内设立

的公司(以下称股权所在公司)股权出资。 

  以股权出资的，该股权应当权属清楚、权能完整、依法可

以转让。 

  具有下列情形的股权不得用作出资： 

  (一)已被设立质权； 

  (二)股权所在公司章程约定不得转让； 

  (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股权所在公司

股东转让股权应当报经批准而未经批准； 

  (四)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不得转让的其他

情形。 

  第七条 债权人可以将其依法享有的对在中国境内设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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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债权，转为公司股权。 

  转为公司股权的债权应当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债权人已经履行债权所对应的合同义务，且不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或者公司章程的禁止性规定； 

  (二)经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或者仲裁机构裁决确认； 

  (三)公司破产重整或者和解期间，列入经人民法院批准的

重整计划或者裁定认可的和解协议。 

  用以转为公司股权的债权有两个以上债权人的，债权人对

债权应当已经作出分割。 

  债权转为公司股权的，公司应当增加注册资本。 

  第八条 股东或者发起人应当以自己的名义出资。 

  第九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由公司章程规定，登记机关按照

公司章程规定予以登记。 

  以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应当经验资

机构验资。 

  公司注册资本发生变化，应当修改公司章程并向公司登记

机关依法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第十条 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认缴新

增资本的出资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认购新股，应当分别依照

《公司法》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缴纳出资和缴纳

股款的有关规定执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公开发行新股方式或者

上市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新股方式增加注册资本的，还应当提交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核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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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条 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应当符合《公司法》规定

的程序。 

  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规定公司注册资本有最低

限额的，减少后的注册资本应当不少于最低限额。 

  第十二条 有限责任公司依据《公司法》第七十四条的规

定收购其股东的股权的，应当依法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的变更登

记。 

  第十三条 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折合的

实收股本总额不得高于公司净资产额。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

份有限公司，为增加资本公开发行股份时，应当依法办理。 

  第十四条 股东出资额或者发起人认购股份、出资时间及

方式由公司章程规定。发生变化的，应当修改公司章程并向公

司登记机关依法申请办理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备案。 

  第十五条 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规定公司注册

资本实缴的公司虚报注册资本，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

机关依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六条 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规定公司注册

资本实缴的，其股东或者发起人虚假出资，未交付作为出资的

货币或者非货币财产的，由公司登记机关依照《公司登记管理

条例》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七条 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规定公司注册

资本实缴的，其股东或者发起人在公司成立后抽逃其出资的，

由公司登记机关依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予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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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第十八条 公司注册资本发生变动，公司未按规定办理变

更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依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

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九条 验资机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的，

公司登记机关应当依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予以

处理。 

  第二十条 公司未按规定办理公司章程备案的，由公司登

记机关依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二十一条 撤销公司变更登记涉及公司注册资本变动

的，由公司登记机关恢复公司该次登记前的登记状态，并予以

公示。 

  对涉及变动内容不属于登记事项的，公司应当通过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 

  第二十二条 外商投资的公司注册资本的登记管理适用本

规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 201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2005 年

12月 27 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布的《公司注册资本登记

管理规定》、2009年 1 月 14 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布的

《股权出资登记管理办法》、2011 年 11 月 23 日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公布的《公司债权转股权登记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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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18个税种仅 3个由全国人大立法 

源自《新京报》  

  昨日，全国人大发布消息称，目前 18 个税种 3 个由全国

人大立法，15 税种由国务院制定暂行条例开征。国务院依据

1985 年全国人大授权，制定了数量众多的税收暂行条例。这

种授权立法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是由我国的历史发展背景及

发展情况决定的。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教授曾撰文指

出，国务院制定暂行条例开征的 15 税种，其收入占税收总收

入 70%。 

  三税种全国人大立法征收 

  ●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法于 1980 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

过，经过六次修订，现行税法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通过，自

2011年 9月 1日起施行。 

●车船税 

1951 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车船使用牌照税

暂行条例》；现行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自 2012

年 1月 1日起施行。 

●企业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08 年施行；上世纪

90年代实行相关税法和条例废止。 

十五税种依暂行条例征收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4-03/05/content_498075.htm?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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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 

199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 2008

年 11月修订。 

●房产税 

1986 年 9月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于

2011年 1月修订。 

●土地增值税 

 1994 年 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施

行。 

●耕地占用税 

2008 年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

1987年暂行条例废止。 

●城镇土地使用税 

1988 年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

例》，2006 年 12月修订。 

●城市维护建设税 

1985 年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

例》，2011 年 1月修订。 

●营业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1993年 12月发布，

2008年 11 月修订。 

●船舶吨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吨税暂行条例》自 2012 年 1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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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施行；1952 年海关总署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船

舶吨税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印花税 

1988 年 8月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当

年 10月 1 日，正式恢复征收印花税。 

●车辆购置税 

2001 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

2012年施行修改后的《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办法》。 

●烟叶税 

2006 年 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烟叶税暂行条例》公布施

行。 

●消费税 

1993 年 12 月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

2008年 11 月修订。 

●资源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1993年 12月发布；

2011年修订。 

●契税 

1950 年发布《契税暂行条例》；1997年发布《中华人民共

和国契税暂行条例》。 

●关税 

200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

例》，2011 年修订部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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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报：改革不可能胜败皆服 更不可能皆大欢喜 

源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改革越难，越考验改革者的气度、格局和境界。今天对改

革者而言，需要的不仅是解放思想，更要着眼全局、敢于担当，

破除私心，拿出“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决心；成全公义，秉持

“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 

正如百川东去，历史的潮流总是大势所趋。在当今中国，

改革无疑是能获得最多掌声、凝聚最多共识的大潮流、大趋势。 

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改革是对既

定格局的挑战。遇到反弹、碰见阻碍，在所难免。若改革者能

从全局出发，跳出一己之私，敢于任事、勇于担当，便能顺势

作为、应势成事。30 多年来，无论是价格闯关、工资闯关，

还是信息公开、简政放权，莫不说明了这一点。 

今天，推动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

都不亚于改革之初。35年前，全中国都渴望“赶上时代”。改

革开放旗帜一举，应者云集；解放思想刀锋所向，无不披靡。

时至今日，改革仍是最有号召力的旗帜，但改革本身遇到的，

却是诸多进退维谷的两难，是比灵魂还难触动的利益。正因此，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改革必须有全局观，要有改革者的信心

决心、共产党人的担当勇气。 

的确，如今的改革，已经不可能胜败皆服，更不可能皆大

欢喜。帕累托改进变成了卡尔多改进，不可能每个人都从改革

中受益，一定是要触动利益、得罪人的。无论方案多么缜密、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3-12/02/nw.D110000renmrb_20131202_1-05.htm


RUIHEZHISHENG  

瑞和之声 2014-3 总第 81 期 

19 

智慧多么高超，总难免招来是非、惹上麻烦。 

何况，很多时候改革者本身也是旧体制的受益者，不想改、

也改不动，“只缘身在此山中”。行政审批权力下放，多少部门

会感觉权去楼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多少地方会感觉束手束

脚？事业单位去行政化，多少人又会感觉“体制内危机”？“一

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习近

平总书记的判断，显示出对改革的清醒认识和深刻自觉。 

“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的关系，

正确对待利益格局调整。”三中全会的《决定》，对全党同志提

出了明确要求。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尤其需要防止局部利

益左右发展方向，警惕短期行为损害改革大业。改革越难，越

考验改革者的气度、格局和境界。今天对改革者而言，需要的

不仅是解放思想，更要唤回“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在全

面深化改革中破除私心、成全公义。 

所谓私心，是指一些人面对改革大业，有个人利益的盘算，

也有私誉损毁的计较，有进退得失的斟酌，也有瞻前顾后的疑

惧。戊戌变法之时，谭嗣同曾言，因变法而流血者，“请自嗣

同始”。深水区的利益革命，未见得比变法轻松，信而见疑、

谣诼不断仍有可能，流汗、流泪亦属难免。面对观念障碍、利

益壁垒，不可能像观光旅游般轻松，要想推进改革，先得有拿

手术刀壮士断腕、自我革命的勇气。如果改来改去，自己盘子

里的不动，专盯着别人碗里的，怎么能啃得动硬骨头、打得好

铁？破除私心，克服个人、部门和地方利益的掣肘，才能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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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阔的眼界、更高远的境界。 

所谓公义，则在一事当前要先问问：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

展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是

否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否

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如果不能给人民带来

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

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符合全局，

才是潮流所趋、人心所向。即便一些改革会减损个人利益、带

来风险挑战，但共产党人追求的是利党利国利民，又岂能囿于

一人一地一时一事？ 

“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

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回望 30多年改革历程，邓

小平的话音犹在耳畔。面对这样的伟业，一己得失何其渺小，

裹足不前何其怯懦！“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今

天，三中全会部署了许多重大改革，新的时间窗口已然开启。

每个党员干部，都应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着眼全局、敢于

担当，破除私心，拿出“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决心；成全公义，

秉持“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身为改革者，应有这样的自

信：“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

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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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信良：民告官，不应是荆棘路 

源自《钱江晚报》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大会新闻发言

人傅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信访在中国是一个很独特的制

度安排，这些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要通过改革把那些涉法

涉诉的信访纳入法治的轨道。从对行政诉讼法实施情况的调研

来看，这些年行政诉讼案件原告的胜诉率明显下降。全国人大

将修订《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改变行政部门不愿

意当被告，法院不愿意受理，群众不敢告、告也告不赢的情况，

“要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尽可能排除对“民告官”各种

各样的阻碍。 

傅莹回复的诚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承认事实，

第二是指出路径。上访多，这是事实。上访难，也是事实。再

难也要选择上访，说明“民告官”这一法律途径更艰难，这同

样是事实。对此，傅莹直陈其弊，道出了郁积在很多人心中的

那句真话，不作皇帝新装式的掩饰，让人看到了直面问题的胸

襟与意志。而修订相关法律，从制度层面排除“民告官”路途

上各种各样的障碍，这更显示了解决问题的决心与诚意。 

与民告官胜诉率明显下降相伴而生的，最恶劣的大概是

“截访”的产业化与黑势力化。信“访”的实质是信“权”，

信“权”的实质是信“人”，不信法治信人治，这就是“信法

不如信访”的实质。曾经有个乡长作为被告出庭应诉，他在庭

http://zjdaily.zjol.com.cn/qjwb/html/2014-03/05/content_2557098.htm?div=-1
http://zjdaily.zjol.com.cn/qjwb/html/2014-03/05/content_2557098.htm?div=-1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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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指着审判长鼻子责问道，拿乡长来审，你算老几？拒不履行

法院判决中所规定的义务。于是有论者指出，这说明法律的权

威不够强大，法院的地位不高，封建特权思想还有市场。其实

一言以蔽之，也就是权大于法。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傅莹在回复记者提问时说“尽可能”，

是一种审慎的态度，说明人大是充分认识到目前“民告官”仍

是条“荆棘路”，要解决“民告官”问题，还是“任重而道远”

的。因为即便接下来《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修订得

再完善，要执行到位，还是要面临摆脱权力掣肘的问题。到时

仍旧要面对行政部门不愿当被告、法院不愿受理的难题，而群

众，仍旧会不敢告，要么默念着“民不与官斗”，忍气吞声；

要么一心默认自己告不赢，走上“上京找青天”之类的上访之

路。“要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制度”是前提，但伸手把

权力“装”进这个笼子，才是成败的关键。 

修订《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是排除“民告官”

阻碍的第一步，这一步迈出去了，下一步也得跟上。学者刘瑜

说“法律的无限权威恰恰体现在法官的有限权威当中”，这话

当然没错，但若就我国目前法院不时受行政权力干扰的现状来

说，倒还得先让这“有限权威”坚挺起来再说。 

 



RUIHEZHISHENG  

瑞和之声 2014-3 总第 81 期 

23 

【国际热点】 

评马航飞机失事 

马来西亚撒了两个月谎，  

澳大利亚捞了两个月垃圾，  

中国放了两个月新闻，  

我们刷了两个月手机…  

 

刚开始觉得是灾难片！  

后来成了剧情片，  

接着成了阴谋片，  

又接着成了科幻片。  

现在又是悬疑片，  

此起彼伏！  

胜过好莱坞大片。  

 

这两个月来，  

每天上午是造谣时间，  

下午是辟谣时间，  

晚上是竞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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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来，  

我们复习了地理，  

认识了东南亚，  

科普了飞机零件，  

重温了很多空难，  

了解了非法移民的途径，  

目睹了飞行员的生活，  

见识了马来西亚著名椰子巫师起坛，  

观摩了各国海陆空军事力量。  

我们学会了这么多知识，  

可就是找不着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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