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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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期 

 

人代会选举 

11 月 2 日上午，横泰开发区的选举工作组开会，辅导今年人大代表选举工作。今

年人大代表选举法定选举日上海统一是 12 月 12 日。还有几个日期要记牢，11 月 22

日为选民登记公布日。11 月 27 日人大代表候选人公布日。12 月 7 日正式代表公布日。

今年的选举和往年不一样，选举要进行选民登记。什么是选民登记？进行选民登记是

解放以后选举史上第一次。所谓选民登记就是有选举权的公民自愿登记的行为，这是

充分体现有选举权的公民的选择权，是国家民主权利的表现。凡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籍年满十八周岁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可以选择登记也可以选择不登记。

公民不进行登记，视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放弃。今年选民登记日期是 10 月 20 日-11

月 20 日。 

——支民兴 

 

简讯 

11月 10日上午，宝山区税务分局领导郑继民局长带领几位业务科室内领导来我所

就企业改制股权转让进行调研。在所的业务骨干和部分注册会计师参加了座谈。 

资产中的股权转让是近几年出现的交易行为，也是税务处理中的新问题，一般并

不常见。按照国税发（2000）118号文规定，企业股权投资转让所得或损失是指企业因

收回、转让或清算处置股权投资的收入减除股权投资成本后的余额。企业股权投资转

让所得应并入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但是，目前，投资活动中

很大一块税收都流失了。造成这种状况主要原因是，1、日常发生纳税行为接触较多的

是企业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而接触投资活动相对较少；2、税收政策不够完善，具体

的操作上难于把握。 

参加座谈的同志就自己经历的会计审计发表了很多意见。税务局领导也表示，要

发挥会计师事务所的作用，形成双方信息共享，填补投资活动税收漏洞。 

——支民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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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益是否补税问题讨论 

9 月 20 日下午，本所杨万忠同志就有关新《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进行培训。

在有关“投资收益”“定期低税率”问题上，提出不同税率的企业投资收益超出定期减

免税期限所分得的利润可免税的说法，我认为，应该提出来一同讨论。 

为了能说清问题，我们把讲稿上的原话再重复一遍。 

“附表七《免税所得及减免税明细表》填表说明：‘免于补税的投资收益’：填报被投

资方与纳税人适用税率一致，以及享受定期减免税或者定期低税率（注意是新增加的

内容），向纳税人分回的利润及股息、红利。举例：陕西有一家 2001 年 3 月开始生产

经营的电力企业，经税务机关审批享受西部大开发两免三减半和 2001 年至 2010 年减

按 15%税率征税的税收优惠政策。山东一家企业（适用税率 33%）是该企业的第二股

东，占 30%的股权，2002 年至 2006 年从这家电力企业分回的属于 2001 年至 2005 年

的投资收益免于补税是无疑的，因为处于定期减免税期间；对 2007 年将要从电力企业

分回的属于 2006 年的投资收益是否免税？根据以上规定，定期低税率也纳入了免于补

税范围，则该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讲稿上提出“定期低税率也纳入了免于补税范围”

的所谓“定期低税率”是《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填报说明提出的概念。我们

查了有关的资料，也没有找到该概念的含义。从讲稿中理解，应是指享受税收优惠政

策两免三减半后所得税税率 15%的所属期。按照讲稿理解，两免三减半税收优惠结束

后在所得税税率 15%的所属期内，被投资企业分回的投资收益也可以不补税。 

这样理解与国税发（2000）118 号文件有关“企业股权投资所得的所得税处理”政

策相违背了。国税 118 号文关于“企业股权投资所得的所得税处理”明确提出：凡投

资方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高于被投资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除国家税收法律法规

规定的定期减税、免税优惠以外，其取得的投资所得应按规定还原为税前收益后，并

入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依法补缴企业所得税。本人认为，国税发（2000）118

号文件就对企业股权投资所得的所得税处理最具权威的法律解释，而《企业所得税年

度纳税申报表》填报说明是对如何填制申报表作出的解释，不能作为新的文件规定。

所以，本人认为上例中山东的这家企业对分回的属于 2006-2010 年的投资收益都要按

18%补税，不属于免于补税的投资收益。 

——支民兴 

 

 

注协工作信息 

一、积极响应上海市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 2006年上海

诚信建设活动周活动的号召，9 月 24 日，参加了由上海市社会工作党委、市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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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举办的“上海市社会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诚信宣誓暨咨询服务活动。 

二、根据中注协的要求制定颁布了《上海市 2006年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培训方案》。

要求本市每个注册会计师务必参加《新审计准则》的培训，明确规定实行结业考试制

度，考试成绩将列为 2006年注册会计师年检的考核内容。 

——摘自《上海注册会计师》 

 

夜雨诗话 

夜雨读诗，也有点“雪夜围炉读禁书”的快意，我发现古人对于寒夜中、风雨中有位

不速之友来访，甚为感动，诗中多有此场景、氛围的描述，我们且来读两段。 

宋•杜耒：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寒夜中，久违客人不约来访，厨柜里没有陈酿没有佳肴，那就沏一壶热茶，以茶

当酒话桑麻；围坐在竹炉边上，看着竹炉上煮着的汤水沸扬、竹炉内初红的松炭星火

四溅；朋友的到来使得寒室暖意倍增，正如窗外的月亮还和昨夜一样，但是雪压梅枝、

疏梅映窗却别有不同的意境。 

唐•刘长卿：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主人（或

者诗人），冒着漫天风雪到了家（或找到了山中的朋友之家），尽管家徒四壁（白屋指

贫家的住所），但听到熟悉的狗叫和开门的声音，感受到家中（或朋友家）温暖的炉火，

长途之旅也不觉得劳累，家人（或朋友）的问候甚或是狗叫声都如此地让人感到亲切。 

清•宋湘：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此为宋湘所题的一副对联中的

上下联最后两句。春秋佳日想必人人都不会放过，但是漫天风雨中有位老朋友还惦记

着你，特意来拜访你，古代交通又不方便，雨中道路泥泞，可谓山长水阔知何处？路

遥归梦难成。怪不得诗人最为感动。当我们看了整副对联后，才觉得诗人告诉了我们

更深的含义：今日之东，明日之西，青山叠叠，绿水悠悠，走不尽楚峡秦关，填不满

心潭欲壑，力兮项羽，智兮曹操，乌江赤壁空烦恼，忙什么，请君静坐片时，把寸心

想后思前，得安闲处且安闲，莫放春秋佳日过；这条路来，那条路去，风尘扰扰，驿

路迢迢，带不去白璧黄金，留不住朱颜皓齿，富若石崇，贵若杨素，绿珠红拂终成梦，

恨怎的，劝汝解下几文，沽一壶猜三度四，遇畅饮时姑畅饮，最难风雨故人来。----

你是否感觉此联与《红楼梦》中跛足道人的《好了歌》有异曲同工之效。 

印度•泰戈尔：她的热切的脸，如夜雨似的，搅扰着我的梦魂。----搅扰我们梦魂

的热切的脸非初恋情人莫属，原中国银行香港总裁刘金宝花费400万港币供小秘整容，

目的就是复制初恋情人的脸，可见男人梦魂深处的那张脸是多么挥之不去。我想起了

大学时，班上甲男同学仿冒女性娟秀的笔迹给乙男同学开玩笑写了一封情书，其中引

用了这句诗。乙男同学确有一段时间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猜度着到底是哪位多情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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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有如此浪漫情怀？至于有没有干过发昏的事，自然也是10年后、20年后同学相聚时

兴致盎然的喷饭谈资，至今已成一桩剪不断、理还乱的公案。一句短诗能使情书满篇

生辉，起点睛之效，令人历久不忘，到底是泰戈尔啊。  

还记得几年前读过一篇报道，说是一位好心人帮迷路的孩子找到了家，当孩子的家

人看到失踪多日的孩子时，自是激动异常、喜极而泣，当缓过神来要感谢陌生人时，

陌生人已消失在茫茫的雨夜里。风雨中的一位不速之客、一张被夜雨浇湿的热切的脸，

如同电影般定格在我的脑海中，具有情暖天涯的感人力量！ 

李敖先生在北大演讲时说，既要讲菩萨低眉，也要讲怒目金刚，下面我们来看一首

怒目金刚的： 

唐•王维：酌酒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白首相知犹按剑，朱门先达笑弹冠。

草色全经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弹冠指

掸去帽子上的尘土，准备做官。朋友当官了，你也想庆贺将有官可做，别太高兴，且

听王维说：与你相交白头的朋友走到你身边，你仍然得抓着剑柄提防他会加害你；如

果你的朋友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了，你指望他能来提拔你，那你等来的只不过是一番耻

笑。白首相知尚且如此，其他的人还用说吗？以前读过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

时”、“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感觉充满隐逸之气的

王维少见有激情之作，而这首激情之作告诉了我们：人性复杂难测，何必过于信赖朋

友；世事也如浮云，瞬间白云变苍狗，何必过于牵挂；吃好睡足，享受人生，才是生

活的本义。 

----杨万忠 

 

澳洲之行有感 

春季的澳大利亚是最迷人的，而我有幸在这个季节里踏上了这片绿色的大洲。到

了悉尼，看到了世界闻名的歌剧院；到了黄金海岸，看到了被称为世界遗产的大堡礁；

到了凯恩斯，嗅到了可能是世界上最纯净的空气。澳大利亚美丽的自然风光，热情友

善的人民，多元的社会文化，独特的生活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即便是在悉尼这样大的城市，行人也是寥若晨星，而汽车却

是络绎不断。城内既有现代的高楼大厦，又有古典的旧式建筑。既有繁华热闹的都市

景象，又有宁静友善的城镇气氛。工作在城中，居住在郊区是这里一种普遍生活方式。

住宅并不象中国的城市那样连片建造，一幢幢外型别致的红瓦二层小屋散落在树林中。 

澳大利亚也是一个高度环保的国家。迷人的海滩、绿色的草坪、高耸的绿树、随

处盛开的鲜花，如此美丽的地方造就了健康、文明的澳洲人，人们在享受大自然的同

时，也爱护着大自然。公园里随处可见一群群啄食的鸽子旁若无人地在草坪上蹦蹦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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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每家的前院都有三个垃圾桶分别容纳不同的废品；免费开放的热带植物园在无人

看管的情况下一花一草丝毫未损；临近夜幕的海滩上干净的几乎让人难以相信白天的

它曾接纳过成千上万的澳洲人。整个澳洲就像一个天然的大公园，人类和大自然和谐

共居。 

澳洲的人们崇尚健康，随处可见休闲运动中的澳洲人。悉尼大街上跑步的人比比

皆视；黄金海岸的沙滩上处处可见晒日光浴的人们；布里斯班的海湾里停满了准备扬

帆起航的游艇；临海的有利地理条件吸引了无数冲浪爱好者的到来。澳洲的人们追求

文明，200 多年的开发历程积淀了他们文明的底蕴。澳洲的交通十分便利，出行都是坐

汽车、火车或地铁，无论是候车的人，还是道路上的车，都井然有序的自觉排队，依

次前进，一切都是如此祥和、安静。在凯恩斯我们夜间七点被安排参观一户中产阶级

的家庭，印象最深的是导游对我们提出的一个要求：进出的过程中请务必保持安静，

不要打扰周边邻居的生活。由此可见每个家庭融入社区，维护社区的和谐氛围已成为

澳洲人自觉的行为。 

随意拾起几片亮丽的贝壳，串起这段灿烂的澳洲之行，自然、惬意是我最深的感

悟。                                                    

——张海燕 

 

我们推荐《第一财经日报》的一篇文章，希望员工阅读后有所启迪 

企业需要一个好教练 

流行的管理书籍喜欢炮制一引起管理的新名词。“蓝海”就是最近许多企业家吹嘘

得最多的一个词，但遗憾的是，大多数所谓的“蓝海”，不过是海市蜃楼而已。 

那些言必称“蓝海”的经理人惯用一些技巧性很高却冷冰冰的管理术语，但他们

常常忘记了企业管理所要面对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这些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他们

不仅受到来自企业内部的压力，也受到来自企业外部的压力。 

“绩效=内在潜力—妨碍因素”。这个妨碍因素有些来自工作本身，有些则是来自

家庭或是社会。企业人不是孤立的，他（她）同时也是家庭人和社会人，他们的问题

也是作为一个多重角色的人的问题的综合。 

一个人无论多么风光，总有他脆弱的一面。歌星张国荣曾经站在演艺事业之巅，

却用自杀来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克林顿曾贵为美国总统，却也曾深陷“拉链门”丑闻；

戴安娜王妃也曾经是英国的偶像，却也有着不幸的婚姻。 

一个人也无论多么卑微或有多么大的困难，只要能发挥出自己的潜能，依然可以

获得成功。被称为“推销之神”的日本保险销售大师原一平，身材矮小，容貌丑陋，

刚出道时数次被保险公司拒之门外，但他通过自己坚韧到几乎疯狂的努力，终于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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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现在无数保险销售人员的精神偶像。 

阿加西复出网坛的时候，已是 32 岁“高龄”，但他在著名教练吉尔伯特的帮助下，

不到一年就重新回到世界第一。阿加西复出后总共获得过 6 个大满贯冠军，29 个职业

冠军头衔和 1 枚奥运会金牌，赢得了职业网球界前所未有的傲人成绩。吉尔伯特后来

还写过一本关于如何做教练的书，他有这样的名言——“只要你有一双健康的腿和一

双好球鞋，你也能成为世界第一”。 

是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教练，这并不因为你事业有多么辉煌或者多么不顺而

不同。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发挥内在潜力，也都需要排除妨碍因素。 

人是一个复杂角色的混合体，这也是为什么仅仅从工作层面很难发挥一个人的潜

能的原因。组织往往要求人具有单一个性：销售经理就是销售经理的个性，工程师就

是工程师的个性。但这种简单的职业要求或者是“KPI”之类往往只能让一个人达到职

业要求的最高标准。 

这句话的另外一个角度的理解是，企业所能塑造的企业人，是小于等于职位要求

的。这也是当今企业界的通病，大多数人得过且过，安于现状，或者干脆“在职退休”。 

从理论上讲，每一位上司都应该是教练，他们应该训练每一位下属，发挥潜能，

达成绩效。但我们所看到的现实却不是如此。我们忘记了作为上司的他们也通常是别

人的下属，这种激励链或者“教练链”只要在某个环节出错，整个正面的声音就会变

成负面，企业也不再是一个激励和训练人的地方，倒成了一个欺上瞒下、尔虞我诈的

“官场”。 

企业教练是不同的，这种模式的引进，可以从第三方立场来看整个公司内部。公

司的最大浪费并非是那些复印纸用单面或者双面，抑或是工资是不是付得高了。存在

着这样思想的人，思维还停留在工业时代。在一个知识经济为主导的年代，最大的浪

费是在公司里面工作的这些人的大脑的浪费，是他们知识的浪费。 

大脑的浪费第一个来源是制度的压制。不要幻想有一种制度能把这些大脑的功效

全部发挥，虽然在理论上这是可能的。但是官僚化本来就是层级制管理所带来的副产

品，而并没有证据表明现今有任何组织制度能优于层级制。 

大脑的浪费第二个来源是内耗。人际关系和交往，本身也有成本。我一直对“团

队的力量是无穷的”这点存在怀疑，哪怕真的达到了理想的化界，所有的公司成员都

相处和谐，也未必就一定是一个最有效的组织。和谐和有效并不是等同概念，一个和

谐的组织，也很可能互相包庇，隐瞒工作中的过失，从而导致组织绩效的低下。更不

消说那些“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公司了，在那里，他们花在公司政治上的时间远远高

于真正面对公司管理问题和市场营销的时间。 

教练的功能是配置资源和合理安排位置。公司就像一支球队，哪怕找到了最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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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人，也未必就能赢球。何况从数学的角度看，选择这完全正确的“11 人”的概率，

是极低的。CEO 事实上也很难充当教练的工作，因为他不在教练席上，而是在场上。

组织制度和组织管理之所以会成为一个热门，乃是因为人作为一种资源，所能发挥的

功效区别实在是太大了，人既可以为组织创造极高的绩效，也可以破坏组织。 

“以人为本”的说法最早出现在中国的三国时代，但时至今日不少企业家还是没

有了解“以人为本”的真正含义。在他们花了大力气请了所谓的策划公司、咨询公司

的外脑之后，得到的企业解决方案却往往还是牛头不对马嘴。 

其实大多数企业真正的管理解决之道是藏在这些企业员工的脑子里。这些脑子之

所以没有发挥作用，除了企业组织架构的原因外，最重要的原因便是没有一个好的教

练去挖掘，去引导，也没有把人放诸整个世俗社会，而是简单地把人定义为了企业人。 

每次听到把人冠以“××人”（××一般来说就是××公司），我心里总是有些反

感，这些××人仿佛都是些没有自我情感的机器，但公司管理，是绝对不可能脱离世

俗社会的背景而单独存在的。 

教练所要做的便是让一个企业人能在整个世俗社会的背景下认清方向、坚定目标、

达成绩效，寻找到个人成长与公司成长的最佳交集。很难想象没有吉尔伯特的阿加西，

复出之后能获得如此杰出的成绩；没有孙海平站在背后的刘翔，能壮志凌云地在雅典

喊出“中国有我，亚洲有我”的雄壮口号吗？没有希丁克的韩国，在 2002 和 2006 年

的世界杯足球赛上完全判若两队。也正是蔡振华，让在走下坡路的中国乒乓球队捍卫

了昔日的荣光。 

商业和体育是一样的，我们面对的都是目标和挑战，我们都是由人在起着决定性

的因素。而教练，正是那个永远站在你背后的人，给你指导、给你激励、给你方向。

所有你和你的公司的伟大成就也并非是由教练达成的，达成绩效的还是你自己。但教

练，是让你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 

——支民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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