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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錄

頒布日期

2002年第1期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利用計算機信息系統開展審計工作
(國辦發[2001]88號)
有關問題的通知

16/11/2001

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令(第11號)財政部關於廢止部
分規章和規範性文件的決定

11/12/2001

財政部關於印發《會計師事務所、資產評估機構、稅
(財會[2001]61號)
務師事務所會計核算辦法》的通知

29/12/2001

財政部關於印發《金融企業會計制度》的通知

(財會[2001]49號)

27/12/2001

財政部關於印發《外商投資企業執行<企業會計制
度>有關問題的規定》的通知

(財會[2001]62號

29/11/2001

財政部關於印發《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會計信息質
(財監[2001]99號)
量抽查公告》(第七號)的通知

3/12/2001

審計署關於嚴禁通過社會審計組織獲取非法收入的通
(審紀監發[2001]99號)
知

13/12/200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令(第16號)
國家計委關於取消部分行政審批事項的通知

15/11/2001
(計辦[2001]2440號)

21/11/2001

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員會關於印發《公開發行證券的
公司信息披露內容與格式準則第2號<年度報告的內
(證監發[2001]153號)
容與格式>》(2001年修訂稿)的通知

10/12/2001

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員會關於發布《公開發行證券的
(證監發[2001]157號)
公司信息披露編報規則》第14號的通知

22/12/2001

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員會關於發布《公開發行證券的
(證監會計字[2001]67號)
公司信息披露規範問答》第6號的通知

24/12/2001

國家計委財政部關於農村電網改造還貸有關問題的通
(計價格[2001]2466號)
知

22/11/2001

2002第2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令(第336號)中華人民共和國
外資保險公司管理條例

12/12/2001

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公告(2001年第2號)停止徵收
特別關稅商品稅號和具體商品名稱清單

26/12/2001

國務院辦公廳轉發財政部關於改革國有資產評估行政
(國辦發[2001]102號)
管理方式加強資產評估監督管理工作意見的通知

31/12/2001

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令(第14號)國有資產評估管理
若干問題的規定

31/12/2001

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令(第15號)國有資產評估違法
行為處罰辦法

31/12/2001

財政部關於印發《關聯方之間出售資產等有關會計處
(財會[2001]64號)
理問題暫行規定》的通知

21/12/2001

財政部關於印發《會計師事務所年檢暫行辦法》的通
(財會[2001]1080號)
知

30/12/2001

財政部關於價格鑒證師執業資格註冊收費問題的覆函 (財綜[2001]88號)

23/12/2001

財政部關於印發《農業科技推廣與服務專項資金管理
(財農[2001]231號)
辦法》的通知

12/12/2001

財政部關於頒發《國家自然科學基金財務管理辦法》
(財教[2001]327號)
的通知

10/12/2001

財政部關於彩票發行與銷售機構執行《事業單位會計
(財會[2001]63號)
制度》有關問題的通知

17/12/2001

財政部關於印發《註冊會計師考試成績核查試行辦
法》的通知

20/12/2001

(財考[2001]22號)

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員會令(第4號)證券交易所管理
辦法

12/12/2001

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員會關於發布《公開發行證券的
公司信息披露編報規則第15號 / 財務報告的一般規
(證監發[2001]160號)
定》的通知

30/12/2001

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員會關於發布《公開發行證券的
公司信息披露編報規則第16號 / A股公司實行補充審 (證監發[2001]161號)
計的暫行規定》的通知

30/12/2001

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員會關於A股公司做好補充審計
工作的通知

30/12/2001

(證監發[2001]162號)

2002第3期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停止執行有關國務院及國務院辦公
(國辦發[2001]96號)
廳文件的通知

7/12/2001

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計委關於"十五"期間加快發展
(國辦發[2001]98號)
服務業若干政策措施意見的通

20/12/2001

財政部關於貫徹執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財政部關於
改革國有資產評估行政管理方式加強資產評估監督管 (財企[2002]8號)
理工作意見的通知》的通知

14/1/2002

財政部關於印發《國有資產評估項目核準管理辦法》
(財企[2001]801號)
的通知

31/12/2001

財政部關於印發《國有資產評估項目備案管理率法》
(財企[2001]802號)
的通知

31/12/2001

財政部關於印發《國有資產評估項目抽查辦法》的通
(財企[2001]803號)
知

31/12/2001

財政部關於修改事業單位事業支出核算內容的通知

(財會[2002]3號)

14/1/2002

財政部關於國家行政機關2002年財務設置有關規定
的通知

(財庫[2001]68號)

20/12/2001

財政部關於金融機構接收和處置抵債資產收入確認問
(財金[2002]1號)
題的通知

7/1/2002

財政部關於變更記帳本位幣及所涉貨幣折算價差處理
(財協會[2001]40號)
方法的覆函

28/12/2001

財政部關於進口彩色拷貝正片膠片適用稅率的通知

(財稅[2001]220號)

21/12/2001

財政部關於印發農網還貸資金徵收使用管理辦法的通
(財企[2001]820號)
知

17/12/2001

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員會令(第5號)證券公司管理辦
法

28/12/2001

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員會關於2002年受理公開發行
證券申請材料的通知

(證監發行字[2002]14號)

24/1/2001

中國證券業協會股份轉讓公司信息披露實施細則

28/11/2001

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員會國家經濟貿易委員會關於發
(證監發[2002]1號)
布《上市公司治理準則》的通知

7/1/2002

財政部外經貿部關於做好2001年對外承包工程項目
貸款財政貼息有關問題的通知

13/12/2001

(財企[2001]818號)

財政部國家計委關於同意繼續收取保險業務監管費的
(財綜[2001]86號)
覆函

11/12/2001

財政部國家計委關於將部分行政事業性收費轉為經營
(財綜[2001]94號)
服務性收費(價格)的通知

28/12/2001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對採伐國有林區原木的企業
(財稅[2001]200號)
減免農業特產稅問題的通知

14/12/2001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提高農產品進項稅抵扣率的
(財稅[2002]12號)
通知

9/1/2002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中國人民銀行關於納稅人多繳稅
(財預[2001]502號)
款及應付利息辦理退庫的通知

14/12/2001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海關總署關於西部大開發稅收優
(財稅[2001]202號)
惠政策的通知

30/12/2001

中國人民銀行財政部關於提高商業銀行代理支庫代辦
(銀發[2001]425號)
業務費標準的通知

30/12/2001

2002第4期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關於
對"隱匿、銷毀會計憑證、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
構成犯罪的主體範圍問題的答覆意見

(法工委覆字[2002]3號)

14/1/2002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受理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
事侵權糾紛案件有關問題的通知

15/1/2002

財政部關於發布《註冊會計師證券期貨相關業務資格
(財會[2002]1009號)
考試辦法》的通知

28/1/2002

財政部關於銀行債轉股股權處理問題的函

(財金函[2002]6號)

17/1/2002

財政部關於縮短金融企業應收利息核算期限的通知

(財金[2002]5號)

12/1/2002

財政部關於加強金融資產管理公司資產處置和財務管
(財金[2002]6號)
理有關問題的通知

22/1/2002

財政部關於行政執法部門收費和罰沒收入若干問題的
(財辦預[2002]4號)
意見

28/1/2002

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關於印發<注冊會計師資產評估
行業談話提醒制度(試行)>的通知

14/1/2002

(會協[2002]20號)

中國人民銀行令([2002]第1號)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金
融機構管理條例實施細則

25/1/2002

中國人民銀行關於發布《金融機構協助查詢、凍結、
(銀發[2002]1號)
扣劃工作管理規定》的通知

15/1/2002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令(第90號)中國人民共和國
海關關於《扶貧、慈善性損贈物資免徵進口稅收暫行
辦法》的實施辦法

13/12/2001

國家計劃委員會令(第18號)國家重大建設項目招標投
標監督暫行辦法

10/1/2002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進一步推進出口貨物實行免
(財稅[2002]7號)
抵退稅辦法的通知

23/1/2002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外經貿部關於外國政府和國際組
(財稅[2002]2號)
織無償援助項目在華採購物資免徵增值稅問題的通知

11/1/2202

財政部中國人民銀行關於加強財政社會保障補助資金
(財社[2002]4號)
專戶管理若干問題的通知

17/1/2002

財政部中國人民銀行關於公安等部門收費收入納入預
(財預[2002]9號)
算管理的通知

17/1/2002

2002第5期

財政部關於印發《企業國有產權糾紛調處工作規則》
(財法[2002]1號)
《企業國有產權糾紛調處法律文書參考格式》的通知

6/1/2002

財政部關於制止對納入財政專戶管理的彩票資金徵收
(財綜[2002]8號)
調節費的通知

9/2/2002

財政部關於徵收免稅品經營專營利潤的通知

6/2/2002

(財企[2002]27號)

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員會關於印發《證券公司年度報
(證監會計字[2002]2號)
告內容與格式准則(修訂)》的通知

4/2/2002

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員會關於加強對通過發審會的擬
(證監發行字[2002]15號)
發行證券的公司會後事項監管的通知

3/2/2002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貸款業務徵收營業稅問題的通知

10/2/2002

(國說發[2002]13號)

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關於印發《內部控制審核指導意
(會協[2002]41號)
見》的通知

9/2/2002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加油機安裝稅控裝置有關稅
(財稅[2002]15號)
收優惠政策的通知

5/2/2002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三峽電站電力產品增值稅稅
(財稅[2002]24號)
收政策的通知

4/2/2002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調整中國石化勝利油田有限
(財稅[2002]26號)
公司原油資源稅稅額標準的通知

25/12/2001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延長農葯成葯原葯和中間體
(財稅[2002]6號)
進口環節增值稅優惠政策執行期限的通知

23/1/2002

2002第6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令(第346號)指導外商投資方
向規定

11/2/2002

國務院辦公廳轉發財政部關於農業綜合開發若干意見
(國辦發[2002]13號)
的通知

11/2/2002

財政部關於印發《獨立審計具體準則第26號 / 存貨監
(財會[2002]1016號)
盤》等四個項目的通知

5/3/3002

財政部關於不良資產評估有關問題的函

21/2/2002

(財金函[2002]23號)

財政部辦公廳關於轉發《財政部關於清理和規範中央
財政國庫管理制度改革試點部門銀行賬戶的通知》的 (財辦發[2002]14號)
通知

8/2/2002

審計署關於轉發《黨政干部因引進資金、項目按當地
政府政策獲取獎金等物質性獎勵問題如何處理的答
(審便函[2002]8號)
覆》的通知

10/2/2002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印發《生產企業出口貨物"免、
抵、退稅管理操作規程》(試行)的通知

6/2/2002

(國稅發[2002]11號)

國家經濟貿易委員會令(第29號)國家經貿委重點項目
督查辦法

20/2/2002

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關於資產評估行業貫徹落實國有
(會協[2002]54號)
資產評估管理改革精神的通知

4/3/2002

財政部國家稅務局關於債轉股企業股份制企業所得稅
(財稅[2002]25號)
徵管和收入級次劃分有關問題的通知

20/2/2002

財政部國家稅務局關於買賣封閉式證券投資基金單位
(財稅[2002]43號)
印花稅問題的通知

27/2/2002

財政部國家稅務局關於調整治金聯合企業礦山鐵礦石
(財稅[2002]17號)
資源稅適用稅額的通知

29/2/2002

財政部國家稅務局關於出口棉花實行零稅率的通知

(財稅[2002]28號)

25/2/2002

財政部國家稅務局關於試行國債淨價交易後有關國債
(財稅[2002]48號)
利息徵免企業所得稅問題的通知

28/2/2002

人事部財政部關於調整註冊評估師執業資格考試有關
(人發[2002]20號)
政策的通知

25/2/2002

國家工商行政管理總局公安部關於整頓規範公司出資
(工商企字[2001]387號)
行為的通知

31/12/2001

中國證監會從業資格考試委員會辦公室中國證券業協
會中國期貨業協會關於2002年度從業人員資格考試
(第1號)
公告

14/3/2002

2002第7期
關於口岸開放管理工作有關問題的批復

(國函[2002]14號)

22/2/2002

關於健全和規範有形建築市場若干意見的通知

(國辦發[2002]21號)

30/1/2002

關於金融機構為企業出具不實或者虛假驗資報告資金
(法[2002]21號)
證明如何承擔民事責任問題的通知

9/2/2002

關於進一步做好金融企業國有資產產權登記管理工作
(財金[2002]32號)
的通知

22/3/2002

關於下發《行政事業單位會計決算報告制度》的通知 (財統[2002]4號)

5/3/2002

關於印發《財政國庫管理制度改革試點預算結餘資金
(財庫[2002]11號)
處理的有關規定》的通知

14/3/2002

關於加強和改進政府性基金年度財務決算和中央中型
(財建[2002]26號)
基建項目竣工財務決算審批的通知

1/3/2002

關於印發《審計署審計結果公告試行辦法》的通知

(審法發[2002]49號)

19/3/2002

關於貸款業務徵收營業稅問題的通知

(國稅發[2002]13號)

10/2/2002

關於出口大米、小麥、玉米增值稅實行零稅率的通知 (財稅[2002]46號)

18/2/2002

關於舊貨和舊機動車增值稅政策的通知

13/3/2002

(財稅)[2002]29號)

關於印發《產業技術研究與開發資金管理辦法》的通
(財建[2002]30號)
知

21/2/2002

(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對外貿易經濟合作部第21
號令)

11/3/2002

關於開展2002年會計信息質量檢查工作的通知

(財監[2002]46號)

1/4/2002

關於對職工理順勞動關係補償金財務處理的覆函

(財辦會[2002]9號)

29/3/2002

關於加強收費基金管理促進擴大和培育內需的通知

(財綜[2002]15號)

19/3/2002

商業銀行櫃台記賬式國債交易管理辦法

(中國人民銀行令第2號)

3/4/2002

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錄
2002第8期

關於發布《公開發行證券的公司信息披露編報規則》
(證監發[2002]17號)
第17號的通知

3/19/2002

關於進一步加強外商投資企業驗資工作及建全外資外
(財會[2002]1017號)
匯登記制度的通知

12/3/2002

關於金融企業所得稅前扣除呆帳損失有關問題的通知 (財稅[2002]1號)

25/3/2002

關於將原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欠繳"兩金餘額轉作增
加國家資本金處理的通知

(財綜[2002]16號)

21/3/2002

關於若干企業進口豆粕免徵增值稅的通知

(財稅[2002]39號)

25/3/2002

關於進口化肥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

(財稅[2002]44號)

25/3/2002

(法釋[2002]8號)

27/3/2002

2002第9期
人民法院對外委托司法鑒定管理規定

關於印發《關於企業實行財務預算管理的指導意見》
(財企[2002]102號)
的通知

10/4/2002

關於開展2001年度地方企業行政事業單位會計決算
報表稽核工作的通知

5/4/2002

(財統[2002]6號)

關於印發《非貿易非經營性購匯人民幣限額預算工作
(財預[2002]97號)
規程》的通知

2/4/2002

關於2002年中央直管企業(集團)子公司效績評價試點
(財辦統[2002]8號)
工作的通知

16/4/2002

關於廢止部分證券期貨規章的通知(第三批)

5/4/2002

(證監法律字[2002]1號)

關於外商投資企業為抵御風險和減少未來費用而發生
(國稅發[2002]31號)
的支出有關所得稅稅務處理問題的通知

3/4/2002

關於落實《商業銀行中間業務暫行規定》有關問題的
(銀發[2002]89號)
通知

22/4/2002

關於落實《網上銀行業務管理暫行辦法》有關規定的
(銀發[2002]102號)
通知

23/4/2002

關於進一步做好2001年度上市公司年報審計工作的
緊急通知

(會協[2002]96號)

15/4/2002

關於整頓和規範招標投標收費的通知

(計價格[2002]520號)

2/4/2002

2002第10期
關於國家科研計劃項目研究成果知識產權管理若干規
(國辦法[2002]30號)
定的通知

14/4/2002

關於公布取消部分政府性基金項目的通知

23/4/2002

(財綜[2002]24號)

關於會計師事務所暫停執業期間繼續出具審計報告應
(財會[2002]1026號)
如何處理的批覆

26/4/2002

關於印發《2002年監督檢查社會審計組織審計業務
質量工作方案》的通知

15/4/2002

(審辦法發[2002]63號)

關於印發《銀行貸款損失準備計提指引》的通知

(銀發[2002]98號)

2/4/2002

關於中資商業銀行市場准入管理有關問題的通知

(銀發[2002]105號)

25/4/2002

關於發布2001年全國性及中央部門和單位行政事業
性收費項目目錄的通知

(財綜[2002]25號)

22/4/2002

關於印發《鄉鎮企業負擔監督管理辦法》的通知

(農企發[2002]6號)

18/3/2002

關於開展上市公司建立現代企業制度檢查的通知

(證監發[2002]32號)

26/4/2002

技術更新改造項目貸款貼息資金管理辦法

([2002]年第26號令)

9/4/2002

關於調整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審查費等收費項目歸屬
(財綜[2002]19號)
部門等問題的通知

10/4/2002

關於發布《散裝水泥專項資金徵收和使用管理辦法》
(財綜[2002]23號)
的通知

18/4/2002

2002第11期
關於進一步加強住房公積金管理的通知

(國發[2002]12號)

13/5/2002

關於公布保留的政府性基金項目的通知

(財綜[2002]33號)

20/5/2002

關於組織對《企業會計制度》及相關會計準則執行情
(財辦會[2002]16號)
況全國調研的通知

22/5/2002

關於部門有償使用資金收尾工作問題處理意見的通知 (財預[2002]309號)

8/5/2002

關於下發2002年會計信息質量檢查名單的通知

(財監函[2002]8號)

30/4/2002

關於做好整頓財政信用收尾工作的通知

(財預[2002]310號)

8/5/2002

關於案件訴訟費等財務問題的函

(財金函[2002]43號)

29/4/2002

關於印發《因公臨時出國用匯管理辦法》的通知

(財預[2002]314號)

14/5/2002

商業銀行信息披露暫行辦法

(中國人民銀行令[2002]第6號)

15/5/2002

關於代徵代扣稅款會計核算問題的通知

(國稅發[2002]49號)

10/5/2002

關於執行《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錄》有關問題的通知 (署稅發[2002]81號)

4/4/2002

關於建立重大事項通報制度的通知

(會協[2002]125號)

20/5/2002

關於對奧迪等小汽車減徵消費稅的通知

(財稅[2002]71號)

18/5/2002

關於對金杯系列輕型客車減徵消費稅的通知

(財稅[2002]72號)

18/5/2002

關於高等學校示範性軟件學院收費標準及有關事項的
(計價格[2002]665號)
通知

30/4/2002

2002第12期
關於印發外商投資企業執行《企業會計制度》問題解
(財會[2002]5號)
答的通知

26/5/2002

關於印發《委托社會中介機構開展企業效績評價業務
(財統[2002]16號)
暫行辦法》的通知

6/6/2002

關於印發《外商投資環境建設補助資金管理辦法》的
(財企[2002]174號)
通知

24/5/2002

關於做好資產評估項目統計報告工作的通知

(財辦企[2002]72號)

21/5/2002

關於部分債轉股企業申請破產問題的意見

(財金函[2002]55號)

28/5/2002

關於企業銷售處理"甲字、五O六"儲備鵥油有關會計
處理規定的通知

(財會[2002]4號)

21/5/2002

信托投資公司管理辦法

(中國人民銀行令[2002]第5號)

9/5/2002

股份制商業銀行公司治理指引

(中國人民銀行公告[2002]第15號)

23/5/2002

股份制商業銀行獨立董事和外部監事制度指引

(中國人民銀行公告[2002]第15號)

23/5/2002

外資參股證券公司設立規則

(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員會令第8號)

1/6/2002

外資參股基金管理公司設立規則

(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員會令第9號)

1/6/2002

關於對2001 / 2002年度證券許可證實施年檢的通知

(會協[2002]141號)

4/6/2002

關於蘇州工業園區內資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的通知

(財稅[2002]74號)

22/5/2002

關於企業補充醫療保險有關問題的通知

(財社[2002]18號)

21/5/2002

關於印發《中央單位財政國庫管理制度改革試點資金
(財庫[2002]28號)
支付管理辦法》的通知

22/5/2002

2002第13期
關於規範工程造價諮詢行業管理的通知

(國清[2002]6號)

14/6/2002

關於印發《企業集團內部效績評價指導意見》的通知 (財統[2002]17號)

5/6/2002

關於印發《國家科研計劃課題招標投標管理暫行辦
法》和《國家科研計劃課題評估評審暫行辦法》的通 (國科發財字[2002]165號)
知

28/5/2002

關於加強和改進政府性基金年度財務決算和中央大中
(財建[2002]150號)
型基建項目竣工財務決算審批的補充通知

6/6/2002

關於開展國別政策進口補貼專項檢查的通知

(財監[2002]74號)

10/6/2002

關於無形資產投資和壞賬準備計提問題的覆函

(財辦會[2002]17號)

29/5/2002

關於印發《行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金年度稽查暫
(財綜[2002]38號)
行辦法》的通知

13/6/2002

關於發布《公開發行證券的公司信息披露內容與格式
(證監發[2002]44號)
準則》第3號的通知

22/6/2002

關於改進註冊管理工作的通知

(會協[2002]144號)

9/6/2002

關於建立重大事項通報制度的通知

(會協[2002]125號)

20/5/2002

關於外商投資企業追加投資享受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
(財稅[2002]56號)
的通知

1/6/2002

關於全國社會保障基金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

(財稅[2002]75號)

20/5/2002

關於保險公司開辦的一年期以上返還性人身保險險種
(財稅[2002]94號)
免徵營業稅的通知

12/6/2002

關於整頓和規範房地產市場秩序的通知

(建住房[2002]123號)

23/5/2002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小企業促進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令第69號)

29/6/2002

關於印發《中央本級基本支出預算管理辦法》(試行)
的通知

(財預[2002]355號)

19/6/2002

信托投資公司資金信托管理暫行辦法

(中國人民銀行令[2002]第7號)

13/6/2002

外資金融機構駐華代表機構管理辦法

(中國人民銀行令[2002]第8號)

13/6/2002

關於對上市公司2001年年報審計質量進行檢查的通
知

(會協[2002]165號)

25/6/2002

關於印發《中國註冊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指導意見》
(會協[2002]160號)
的通知

25/6/2002

關於印發《註冊資產評估師註冊管理暫行辦法》的通
(會協[2002]183號)
知

2/7/2002

2002第14期

中國證券業協會會員公約(試行)
關於將部份政府性基金納入預算管理的通知

3/7/2002
(財預[2002]359號)

25/6/2002

2002第15期
關於貫徹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採購法》的通知 (財庫[2002]35號)

9/7/2002

關於轉發《財政部關於印發<財政國庫管理制度改革
試點會計核算暫行辦法補充規定>的通知》的通知》

(財辦發[2002]86號)

21/6/2002

關於印發《行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金年度稽查暫
(財綜[2002]38號)
行辦法》的通知

13/6/2002

關於《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員會股票發行審核委員會
(證監發[2002]52號)
工作程序執行指導意見》的補充通知

18/7/2002

關於上市公司增發新股有關條件的通知

(證監發[2002]55號)

24/7/2002

關於印發《審計技術提示第1號 / 財務欺詐風險》的
通知

(會協[2002]203號)

17/7/2002

關於做好2002年上市公司半年度會計報表審計工作
的通知

(會協[2002]195號)

17/7/2002

關於成立上市公司會計審計問題專家技術援助小組的
(會協[2002]202號)
決定

19/7/2002

關於從事金融相關審計業務會計師事務所確認事宜的
(銀發[2002]212號)
通知

9/7/2002

關於印發《預算外資金收入收繳管理制度改革方案》
(財庫[2002]37號)
的通知

28/6/2002

關於印發《中央單位預算外資金收入收繳管理改革試
(財庫[2002]38號)
點辦法》的通知

28/6/2002

關於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向小規模納稅人購進農產品進
(財稅[2002]105號)
項稅抵扣率問題的通知

10/7/2002

關於印發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外債風險管理及結構調
(計外資[2002]1092號)
整指導意見的通知

8/7/2002

關於加強社會保障基金監督管理工作的通知

15/7/2002

(勞社部發[2002]12號)

2002第16期
關於國有企業執行《企業會計制度》有關財務政策問
(財企[2002]310號)
題的通知

26/7/2002

關於印發《企業公司制改建有關國有資本管理與財務
(財企[2002]313號)
處理的暫行規定》的通知

27/7/2002

關於印發《農業稅費改革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暫行辦
(財預[2002]468號)
法》的通知

26/7/2002

關於印發《<會計從業資格管理辦法>若干問題解答
(二)》的通知

25/7/2002

(財辦會[2002]28號)

關於印發《財政部駐各地財政監察專員辦事處財政國
庫管理制度改革試點資金支付審核管理暫行辦法》的 (財庫[2002]45號)
通知

5/8/2002

關於印發《<預算外資金財政專戶會計核算制度>補
充規定》的通知

29/7/2002

(財辦庫[2002]36號)

關於進一步加強對有市場、有效益、有信用中小企業
(銀發[2002]224號)
信貸支持的指導意見

1/8/2002

關於註冊會計師向上市公司會計審計問題專家技術援
助小組尋求技術諮詢有關事項的公告

5/8/2002

關於印發《關於在國家重點企業開展企業總法律顧問
(國經貿法規[2002]513號)
制度試點工作的指導意見》的通知

18/7/2002

關於西氣東輸項目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

31/7/2002

(財稅[2002]111號

關於國內航空供應公司向國外航空公司銷售航空食品
(財稅[2002]112號)
有關退(免)稅問題的通知

18/7/2002

關於整頓規範公路建設稅費促進西部地區建設和發展
(財綜[2002]48號)
有關問題的通知

22/7/2002

關於頒發《海洋捕撈漁民轉產轉業專項資金使用管理
(財辦農[2002]99號)
暫行規定》的通知

30/7/2002

2002第17期
關於改革土地估價人員和機構監督管理方式的通知

(國土資發[2002]237號)

15/8/2002

關於開展2002年度工程造價諮詢單位資質年檢工作
的通知

(建標造函[2002]45號)

23/8/2002

關於加強住房公積金信貸業務管理的通知

(銀發[2002]247號)

15/8/2002

期貨經紀公司管理辦法

(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員會令第7號)

17/5/2002

關於證券公司辦理開放式基金代銷業務有關問題的通
(證監基金字[2002]33號)
知

1/7/2002

關於個人所得稅若干政策問題的批覆

(國稅函[2002]629號)

12/7/2002

關於外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外資股轉B股流通
有關問題的補充通知

(外經貿資函[2002]902號)

16/8/2002

關於發布《保稅區外匯管理辦法》的通知

(匯發[2002]74號)

25/7/2002

關於對國家專項科研開發費用核算的覆函

(中注協專家技術援助小組信息公告第1號)

20/8/2002

關於貫徹落實財政部等七部門《關於核覆供銷合作社
(農發行字[2002]139號)
財務掛帳及其財務處理問題的通知》的通知

20/8/2002

關於下發不徵收營業稅的收費(基金)項目名單(第五
批)的通知

12/8/2002

(財稅[2002]117號)

關於印發《中國政府對外提供一般物資援助財務管理
(外經貿計財發[2002]311號)
辦法》的通知

25/7/2002

關於進一步完善境外上市外匯管理有關問題的通知

5/8/2002

(匯發[2002]77號)

關於印發《高等學校博士學科點專項科研基金管理辦
(財教[2002]123號)
法》的通知

1/8/2002

2002第18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

29/8/2002

關於轉發《國家信息化領導小組關於我國電子政務建
(中辦發[2002]17號)
設指導意見》的通知

5/8/2002

關於印發《中央基本建設投資項目預算編制暫行辦
法》的通知

1/9/2002

(財建[2002]338號)

關於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業綜合開發資金管理的
(財發[2002]25號)
若干意見》的通知

26/8/2002

關於正版軟件採購資金賬務處理問題的通知

28/8/2002

(財辦庫[2002]40號)

關於稅收減免與返還、政府補貼、財政撥款的審核標
(股票發行審核標準備忘錄第13號)
準

4/9/2002

關於公開發行證券的公司重大關聯交易等事項的審核
(股票發行審核標準備忘錄第14號)
要求

5/9/2002

關於改進代辦股份轉讓工作的通知

29/8/2002

關於外國投資者再投資退還企業所得稅有關問題的通
(國稅發[2002]90號)
知

17/7/2002

關於開放式證券投資基金有關稅收問題的通知

(財稅[2002]128號)

22/8/2002

關於核覆供銷合作社財務掛帳及其財務處理問題的通
(財建[2002]255號)
知

25/7/2002

關於加強房地產市場宏觀調控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
(建住房[2002]217號)
展的若干意見

26/8/2002

關於2002年度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磡探開發海
洋和陸上特定地區石油(天然氣)項目認定的通知

19/8/2002

(財稅[2002]115號)

2002第19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徵收管理法實施細則

(國務院令第362號)

7/9/2002

關於進一步推進相對集中行政處罰權工作的決定

(國發[2002]17號)

22/8/2002

關於暫將中國可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可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繳納的企業所得稅繼續作為中央收入 (國發[2002]18號)
的通知

5/9/2002

關於妥善處理現有保證外方投資固定回報項目有關問
(國辦發[2002]43號)
題的通知

10/9/2002

關於中國銀行單位活期存款長期不動戶賬務處理問題
(財金函)[2002]90號)
的意見

27/8/2002

關於加強住房公積金信貸業務管理的通知

(銀發[2002]247號)

15/8/2002

開於採礦權評估和確認有關問題的通知

(國土資發[2002]271號)

2/9/2002

開於納稅人以資金結算網絡方式收取貨款增值稅納稅
(國稅函[2002]802號)
地點問題的通知

3/9/2002

關於車輛購置稅有關問題的通知

(國稅發[2002]118號)

11/9/2002

關於酒類產品消費稅政策問題的通知

(國稅發[2002]109號)

26/8/2002

關於印發《審計技術提示第2號 — 會計報表公布日
後發現的事實》的通知

(會協[2002]234號)

13/9/2002

關於“十五”期間對1994年12月31日前外匯借款項目繼
(財企[2002]368號)
續實行部分以稅還貸政策的通知

10/9/2002

關於批准民航系統行政事業性收費項目的通知

(財綜[2002]54號)

4/9/2002

關於調整部分進口稅收優惠政策的通知

(財稅[2002]146號)

4/9/2002

關於發布《新型墻體材料專項基金徵收和使用管理辦
(財綜[2002]55號)
法》的通知

12/9/2002

2002第20期
關於國有高新技術企業開展股權激勵試點工作指導意
(國辦發[2002]48號)
見的通知

17/9/2002

關於國債專項資金財政補貼等資金轉增債轉股企業資
(財企函[2002]17號)
本金問題的覆函

23/9/2002

商業銀行內部控制指引

(中國人民銀行公告[2002]第19號)

7/9/2002

上市公司收購管理辦法

(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員會令第10號)

28/9/2002

上市公司股東持股變動信息披露管理辦法

(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員會令第11號)

28/9/2002

關於發布《主承銷商執業質量考核暫行辦法》的通知 (證監發行字[2002]107號)

13/9/2002

關於發布《證券投資基金銷售活動管理暫行規定》的
(證監基金字[2002]66號)
通知

18/9/2002

關於印發《價格主管部門公告價格違法行為的規定》
(計價檢[2002]1384號)
的通知

15/8/2002

關於印發《價格違法案件陳述、申辯暫行辦法》的通
(計價檢[2002]1486號)
知

29/8/2002

關於進一步調整經常項目外匯賬戶管理政策有關問題
(匯發[2002]87號)
的通知

9/9/2002

關於貫徹落實國務院關於註冊稅務師行業與註冊會計
(財辦[2002]35號)
師行業實行“統一領導分行業管理”決定的通知

10/9/2002

關於會計師事務所更正審計結論有關問題的覆函

5/9/2002

(中注協專家技術援助小組信息公告第2號)

關於對公司在淨資產出現巨額赤字情況下如何進行驗
(中注協專家技術援助小組信息公告第3號)
資的覆函

12/9/2002

關於對“企業會計制度”有關問題的覆函

(中注協專家技術援助小組信息公告第4號)

13/9/2002

關於調整緝私罰沒收入會計處理有關事宜的通知

(銀發[2002]299號)

17/9/2002

關於鐵通公司營業稅問題的通知

(財稅[2002]129號)

6/9/2002

2002第21期
關於印發中央國家機關全面推行政府採購制度實施方
(國辦發[2002]53號)
案的通知

7/10/2002

關於印發《關於執行<企業會計制度>和相關會計準
則有關問題解答》的通知

(財會[2002]18號)

9/10/2002

關於印發《基本建設財務管理規定》的通知

(財建[2002]394號)

27/9/2002

關於國有股持股單位產權變動涉及上市公司國有股性
(財企[2002]395號)
質變化有關問題的通知

26/9/2002

關於修訂《2003年政府預算收支科目》的通知

(財預[2002]535號)

21/10/2002

關於印發《會計信息統計分類具體規定》的通知

(財辦統[2002]23號)

9/10/2002

關於最近三年內連續盈利及業績連續計算問題的審核
(股票發行審核標準備忘錄15號)
指引

27/9/2003

關於做好2002年企業工資內外收入監督檢查工作的
通知

16/9/2002

(薪檢發[2002]1號)

關於保險公司開辦的一年期以上返還性人身保險險種
(財稅[2002]156號)
免徵營業稅的通知

10/10/2002

關於對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辦理的出口信用保險業
(財稅[2002]157號)
務不徵收營業稅的通知

10/10/2002

關於進一步鼓勵軟件產業和集成電路產業發展稅收政
(財稅[2002]70號)
策的通知

10/10/2002

關於印發《中央預算單位銀行賬戶管理暫行辦法》的
(財庫[2002]48號)
通知

29/9/2002

關於印發《水利基本建設項目峻工決算審計暫行辦
法》的通知

(水監[2002]370號)

30/8/2002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令第78號)

28/10/2002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令第77號)

28/10/2002

2002第22期
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的決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

28/10/2002

關於審理偷稅抗稅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律若干問題的
(法釋[2002]33號)
解釋

5/11/2002

關於民辦非企業單位使用票據等問題的通知

5/11/2002

(財綜[2002]76號)

對部分進口稅收優惠政策進行適當調整的有關事項公
(海關總署公告[2002]25號)
告

23/9/2002

關於向外商轉讓上市公司國有股和法人股有關問題的
(證監發[2002]83號)
通知

1/11/2002

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管理暫行辦法

(中國證監會中國人民銀行令第12號)

5/11/2002

外商投資建築業企業管理規定

(建設部對外貿易經濟合作部令第113號)

27/9/2002

關於發布實施《保險業務外匯管理暫行規定》的通知 (匯發[2002]95號)

24/9/2002

關於調整部分進口稅收優惠政策的通知

(財稅[2002]146號)

4/9/2002

關於做好2002年對外承包工程項目貸款財政貼息工
作的通知

(財企[2002]458號)

1/11/2002

2002第23期
關於建立建全企業應收款項管理制度的通知

(財企[2002]513號)

20/11/2002

重要商品和服務價格成本監審暫行辦法

(國家計委令第25號)

1/11/2002

關於發布公開發行證券的公司信息披露內容與格式準
則第15號、第16號、第17號、第18號、第19號的通 (證監發[2002]85號)
知

28/11/2002

關於對已繳納過營業稅的遞延收入不再徵收營業稅問
(國稅發[2002]138號)
題的通知

5/11/2002

關於金融保險企業所得稅有關業務問題的通知

7/11/2002

(國稅函[2002]960號)

關於發布《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外匯管
理暫行規定》的公告

28/11/2002

關於印發《註冊會計師註冊資產評估師行業誠信建設
(會協[2002]295號)
綱要》的通知

26/11/2002

關於印發《境外投資綜合績效評價辦法(試行)》的通
(外經貿合發[2002]523號)
知

20/10/2002

利用外資改組國有企業暫行規定(國家經貿委財政部
國家工商行政管理總局國家外匯管理局令第42號)

8/11/2002

2002第24期
關於已承擔保證責任的保證人向其他保證人行使追償
(法釋[2002]37號)
權問題的批覆

23/11/2002

關於訴訟代理人查閱民事案件材料的規定

(法釋[2002]39號)

15/11/2002

政府價格決策聽證辦法

(國家計委令第26號)

22/11/2002

關於金融資產管理公司建立補充醫療保險問題的通知 (財金[2002]153號)

22/10/2002

關於印發《退耕還林工程現金補助資金管理辦法》的
(財農[2002]156號)
通知

6/11/2002

外匯指定銀行辦理結匯、售匯業務管理暫行辦法

16/11/2002

(中國人民銀行令第4號)

國家技術創新計劃管理辦法

(國家經貿委令第41號)

關於實施《外資參股證券公司設立規則》和《外資參
(證監發[2002]86號)
股基金管理公司規則》有關問題的通知
境外投資聯合年檢暫行辦法

(對外貿易經濟合作部國家外匯管理局令[2002]第32
號)

關於印發《國家舞台藝術精品工程專項資金管理暫行
(文計發[2002]50號)
辦法》的通知

29/10/2002
18/11/2002
31/10/2002
23/10/2002

2002年《法規信息資料》期刊分類總目錄

* 香港會計師公會圖書館(地址:香港灣仔告士打道77/79號華比富通大廈17字樓)經存放由2001年第一期起的《法規信息資
料》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