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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錄

頒布日期

第一期
關於取消第一批行政審批項目的決定

(國發[2002]24號)

關於做好2002年度企業產權登記年度檢查工作有關 (財企[2002]518號)
問題的通知

1-11-2002
25-11-2002

關於印發《無铫電頻率佔用費管理暫行辦法》的通
知

(財建[2002]640號)

4-12-2002

關於商業銀行申請從事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
券投資托管業務有關問題的通知

(銀發[2002]371號)

17-12-2002

關於實施國內外匯貸款外匯管理方式改革的通知

(匯發[2002]125號)

6-12-2002

證券業從業人員資格管理辦法

(中國證監會令第14號)

16-12-2002

關於貫徹落實《國務院關於取消第一批行政審批項
目的決定》有關問題的通知

(證監發[2002]93號)

23-12-2002

關於調整外商投資企業外匯年檢"外匯內容表"的通
知

(匯發[2002]124號)

6-12-2002

關於停止經濟特區地產地銷貨物增值稅優惠政策的
通知

(財稅發[2002]164號)

23-12-2002

關於鐵路運輸等企業所得稅收入共享有關問題的通
知

(財預[2002]590號)

27-11-2002

關於省註冊稅務師管理機構實施合併有關問題的通
知

(國稅發[2002]142號)

19-11-2002

關於審理與企業改制相關的民事糾紛案件若干問題
的規定

(法釋[2003]1號)

3-1-2003

關於審理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
的若干規定

(法釋[2003]2號)

9-1-2003

關於利用國際金融組織貸款企業在償債責任落實前
不得破產問題的通知

(財際函[2002]82號)

27-12-2002

關於轉發《財政部中國人民銀行關於將部分行政事
業性收費納入預算管理的通知》的通知

(財辦發[2002]154號)

31-12-2002

中國人民銀行執行《國務院關於取消第一批行政審
批項目的決定》的通知

(銀發[2002]388號)

24-12-2002

關於印發《內部會計控制規範 — 採購與付款(試
行)》和《內部會計控制規範 — 銷售與收款(試
行)》的通知

(財會[2002]21號)

23-12-2002

關於印發《公務員醫療補助資金和離休幹部醫葯費
會計處理規定》的通知

(財會[2003]1號)

8-1-2003

關於加強外商投資企業審批、登記、外匯及稅收管
理問題的通知

(外經貿法發[2002]575號)

30-12-2002

第二期

關於報送2002年度資產評估項目統計分析報告的通 (財企[2002]637號)
知

24-12-2002

關於印發《稅務代理工作底稿(企業所得稅)》的通
知

(國稅函[2002]961號)

12-11-2002

關於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

(財稅[2002]208號)

27-12-2002

第三期
金融機構反洗錢規定

(中國人民銀行令[2003]第1號)

3-1-2003

人民幣大額和可疑支付交易報告管理辦法

(中國人民銀行令[2003]第2號)

3-1-2003
3-1-2003

金融機構大額和可疑外匯資金交易報告管理辦法

(中國人民銀行令[2003]第3號)

外債管理暫行辦法

(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財政部國家外匯管理局令 8-1-2003
第28號)

關於修訂《公開發行證券的公司信息披露內容與格
式準則第2號<年度報告的內容與格式>》的通知

(證監公司字[2003]1號)

6-1-2003

關於印發《財政投資項目評審操作規程》(試行)的
通知

(財辦建[2002]619號)

31-12-2002

關於營業稅若干政策問題的通知

(財稅[2003]16號)

15-1-2003

關於完善省以下財政部管理體制有關問題意見的通
知

(國發[2002]26號)

26-12-2002

關於發布《老舊汽車報廢更新補貼資金管理暫行辦
法》的通知

(財建[2002]742號)

20-12-2002

關於做好2002年度會計決算報表審核工作的通知

(財辦統[2003]4號)

22-1-2003

關於期貨經紀公司接受出資有關問題的通知

(證監期貨字[2003]5號)

14-1-2003

關於股權轉讓有關營業稅問題的通知

(財稅[2002]191號)

10-12-2002

關於促進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稅收政策具體實施意
見的通知

(國稅發[2002]160號)

24-12-2002

關於出口產品視同自產產品退稅有關問題的通知

(國稅函[2002]1170號)

17-12-2002

關於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從事金融資產處置業
務有關稅收問題的通知

(國稅發[2003]3號

7-1-2003

第四期

關於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進出口稅則》進行調
整有關事項的公告

25-12-2002

關於調整新增建設用地土地有償使用費徵收等別的
通知

(財綜[2002]93號)

20-12-2002

第五期
外商投資創業投資企業管理規定

(對外貿易經濟合作部科學技術部國家工商行政 30-1-2003
管理總局國家稅務總局國家外匯管理局令
[2003]第2號)

關於企業為職工購買保險有關財務處理問題的通知

(財企[2003]61號)

9-2-2003

關於會計師事務所資產評估機構新舊會計核算辦法
銜接問題的通知

(會協[2002]310號)

27-11-2002

關於印發《註冊資產評估師關注評估對象法律權屬
指導意見》的通知

(會協[2003]18號)

28-1-2003

關於印發《珠寶首飾評估指導意見》的通知

(中評協[2003]1號)

28-1-2003

關於第29屆奧運會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

(財稅[2003]10號)

22-1-2003

關於印發《註冊會計師證書及事務所執業證書管理
暫行辦法補充規定》的通知

(財會[2003]4號)

14-2-2003

關於發布2003年度註冊會計師全國統一考試《考試 (財會[2003]3號)
大綱》的通知

11-2-2003

關於設立中外合資對外貿易公司暫行辦法

(對外貿易經濟合作部令2003年第1號)

31-1-2003

(財政部令[2003]第16號

30-1-2003

第六期
關於公布廢止和失效的財政規章和規範性文件目錄
(第八批)的決定

關於發布2002年全國性及中央部門行政事業性收費 (財綜[2003]8號)
項目目錄的通知

19-2-2003

首次公開發行股票的公司專項覆核的審核要求

(股票發行審核標準備忘錄第16號)

28-2-2003

關於下發《財政監察專員辦事處對部分國家儲備商
品補貼就地審核監督操作規程》的通知

(財監[2003]11號)

18-2-2003

關於2003年外商投資企業聯合年檢有關工作的通知 (外經貿資發[2002]591號)

24//2003

企業債務重組業務所得稅處理辦法

(國家稅務總局令[2003]第6號)

23-1-2003

關於連鎖經營企業有關稅收問題的通知

(財稅[2003]1號)

27-2-2003

關於印發中小企業標準暫行規定的通知

(國經貿中小企[2003]143號)

19-2-2003

關於轉發《關於堅決制止開具虛假發票公款報銷行
為的通知》的通知

(駐財監[2003]3號)

21-2-2003

關於進一步做好國有企業債權轉股權工作意見的通
知

(國辦發[2003]8號

23-2-2003

關於印發<僑聯資產界定與管理暫行辦法>的通知

(財法[2003]3號)

27-2-2003

關於境內機構對外貿易中以人民幣作為計價貨幣有
關問題的通知

(匯發[2003]29號)

3-3-2003

第七期

關於印發<金融企業實施(金融企業會計制度)有關問 (財會[2003]6號)
題解答>的通知
審計署關於內部審計工作的規定

(審計署令第4號)

關於4家資產管理公司接收資本金項下的資產在辦理 (財稅[2003]21號)
過戶時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

5-3-2003
4-3-2003
21-2-2003

關於下發<財政部監督檢查局2003年註冊會計師行
業行政監督檢查與處罰工作計劃要點>的通知

(財辦監[2003]4號)

19-3-2003

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暫行規定

(對外貿易經濟合作部，國家稅務局，國家工商 7-3-2003
行政管理總局，國家外匯管理局令2003年第3
號)

第八期
關於印發<2003年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標準值>的通知 (財辦統[2003]6號)

4-3-2003

(財企[2003]95號)

14-3-2003

轉發<國務院關於取消第二批行政審批項目和改變一 (銀發[2003]67號)
批行政審批項目管理方式的決定>和國務院行政審批
制度改革工作領導小組<關於印發(關於搞好已調整
行政審批項目後續工作的意見)的通知>的通知

21-3-2003

關於外資參股基金管理公司有關外匯管理問題的通
知

(匯發[2003]44號)

19-3-2003

關於做好第二批行政審批項目取消及部分行政審批
項目改變管理方式後的後續監管和銜接工作的通知

(証監發[2003]17號)

1-4-2003

關於在註冊資產評估師執業資格中增設珠寶評估專
業有關問題的通知

(人發[2003]19號)

14-3-2003

關於全面推進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意見

(國發[2003]12號)

27-3-2003

關於外國企業常駐代表機構有關稅收管理問題的通
知

(國稅發[2003]28號)

2-3-2003

工程建設項目施工招標投標辦法

(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建設部，鐵道部，交通 8-3-2003
部，信息產業部，水利部，民用航空總局令第
30號)

關於加強企業對外捐贈財務管理的通知

第九期
關於破產企業國有劃撥土地使用權應否列入破產財
產等問題的復函

(法釋[2003]6號)

16-4-2003

關於修訂《公開發行證券的公司信息披露內容與格
式準則第1號──招股說明書》的通知

(證監發行字[2003]26號)

24-3-2003

關於印發《關於執行<企業會計制度>和相關會計準 (財會[2003]10號)
則有關問題解答(二)》的通知

17-3-2003

(財會[2003]11號)

14-4-2003

關於印發《獨立審計具體準則第7號──審計報告》
等3個準則的通知
第十期

關於審理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律若干問
題的解釋

(法釋[2003]7號）

28-4-2003

國家外匯管理局公告

([2003]第1號)

15-4-2003

關於取消經常項目外匯管理行政審批項目有關問題
的通知

(匯發[2003]53號)

2-4-2003

保險公司償付能力額度及監管指標管理規定

(中國保險監督管理委員會令[2003]第1號)

24-3-2003

關於修訂《公開發行證券的公司信息披露內容與格 (證監發行字[2003]27號)
式準則第11號──上市公司發行新股招股說明書》的
通知

24-3-2003

關於修訂《公開發行證券的公司信息披露內容與格 (證監發行字[2003]28號)
式準則第13號──可轉換公司債券募集說明書》的通
知

24-3-2003

關於修改《關於外商投資舉辦投資性公司的暫行規
定》及其補充規定的決定

(對外貿易經濟合作部[2003]第4號)

7-3-2003

第十一期
人民幣銀行結算賬戶管理辦法

(中國人民銀行令[2003]第5號)

10-4-2003

關於執行《企業會計制度》需要明確的有關所得稅
問題的通知

(國稅發[2003]45號)

24-4-2003

關於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徵收管理法》及其
實施細則若干具體問題的通知

(國稅發[2003]47號)

23-4-2003

關於外國投資者出資比例低於25%的外商投資企業
稅務處理問題的通知

(國稅函[2003]422號)

18-4-2003

關於印發《中國註冊會計師執業規範指南第5號──
審計報告(試行)》的通知

(會協[2003]77號)

13-5-2003

(國務院令第378號)

27-5-2003

第十二期
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理暫行條例

關於印發《2003年整頓和規範市場經濟秩序工作要 (整頓辦發[2003]16號)
點》的通知

13-5-2003

關於加強中央部門和單位行政事業性收費等收入"收 (財綜[2003]29號)
支兩條線"管理的通知

9-5-2003

關於調整銀行市場准入管理方式和程序的決定

(中國銀行業監督管理委員會令[2003]第1號)

29-5-2003

金融許可證管理辦法

(中國銀行業監督管理委員會令[2003]第2號)

31-5-2003

關於銀行外幣卡管理有關問題的通知

(匯發[2003]65號)

12-5-2003

關於要約收購涉及的被收購公司股票上市交易條件
有關問題的通知

(證監公司字[2003]16號)

20-5-2003

關於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股權有關稅收問題的
通知

(國稅發[2003]60號)

28-5-2003

關於外國投資創業投資公司繳納企業所得稅有關問
題的通知

(國稅發[2003]61號)

4-6-2003

物業管理條例

(國務院令第379號)

8-6-2003

關於審理期貨糾紛案件若干問題的規定

(法釋[2003]10號)

18-6-2003

關於進一步加強房地產信貸業務管理的通知

(銀發[2003]121號)

5-6-2003

商業銀行服務價格管理暫行辦法

(中國銀行業監督管理委員會國家發展和改革委 26-6-2003
員會令2003年第3號)

關於印發《公開發行證券的公司信息披露內容與格
式准則第3號〈半年度報告的內容與格式〉》(2003
年修訂)的通知

(證券公司字[2003]25號)

24-6-2003

關於報廢汽車回收拆解企業有關增值稅政策的通知

(財稅[2003]116號)

14-5-2003

證券從業人員資格管理實施細則

(試行)

29-4-2003

關於印發《會計師事務所資產評估機構內部治理機
制建設指導意見》的通知

(會協[2003]98號)

26-6-2003

協議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規定

(國土資源部令第21號)

11-6-2003

關於印發《企業會計准則─資產負債表日後事項》
的通知

(財會[2003]12號)

14-4-2003

關於印發《對外承包工程保函風險專項資金管理暫
行辦法》補充規定的通知

(財企[2003]137號)

31-3-2003

關於印發《證券公司執行〈金融企業會計制度〉有
關問題銜接規定》的通知

(財會[2003]17號)

3-6-2003

關於印發《社會保險基金會計核算若干問題補充規
定》的通知

(財會[2003]19號)

19-6-2003

關於外商投資企業對外投資資產評估增減值財務處
理問題的通知

(財企[2003]181號)

4-7-2003

關於印發《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關於加強行業自律
管理體制建設的指導意見》的通知

(會協[2003]99號)

26-6-2003

關於外商投資舉辦投資性公司的規定

(商務部令[2003]第1號)

10-6-2003

制止價格壟斷行為暫行規定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令第3號)

18-6-2003

證券業從業人員資格考試辦法

(試行)

24-7-2003

關於印發《關於企業與銀行等金融機構之間從事應
收債權融資等有關業務會計處理的暫行規定》的通
知

(財會[2003]14號)

15-5-2003

關於印發《關於企業收取的一次性入網費會計處理
的規定》的通知

(財會[2003]16號)

30-5-2003

關於所得稅收入分享體制改革後稅收征管范圍的補
充通知

(國稅發[2003]76號)

25-6-2003

第十三期

第十四期

關於房稅城鎮土地使用稅有關政策規定的通知

(國稅發[2003]89號)

15-7-2003

關於房地產開發有關企業所得稅問題的通知

(國稅發[2003]83號)

9-7-2003

關於做好2003年上市公司半年度會計報表審計工作 (會協[2003]114號)
的通知

10-7-2003

(國資分配[2003]21號)

4-7-2003

法律援助條例

(國務院令第385號)

21-7-2003

關於切實加強農業財政資金管理監督的意見

(財農[2003]90號)

28-7-2003

關於深化地方財政國庫管理制度改革有關問題的意
見

(財庫[2003]68號)

28-7-2003

關於外商投資企業對外投資資產評估增減值財務處
理問題的通知

(財企[2003]181號)

4-7-2003

關於印發《納稅信用等級評定管理試行辦法》的通
知

(國稅法[2003]92號)

10-7-2003

關於被撤銷金融機構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

(財稅[2003]141號)

3-7-2003

關於轉制科研機構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

(財稅[2003]137號)

8-7-2003

關於調整鐵路系統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政策的通
知

(財稅[2003]149號)

11-7-2003

關於提高增值稅和營業稅起征點後加強個人所得稅
征收管理工作的通知

(國稅法[2003]80號)

2-7-2003

(財教[2003]68號)

5-7-2003

關於全面推進政府採購制度改革意見的通知

(國辦發[2003]74號)

18-8-2003

關於貫徹落實《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理暫行條例》
進一步加強企業法制建設有關問題的通知

(國資法規[2003]28號)

11-7-2003

關於公佈全國性及中央部門和單位涉及機動車輛收
費項目的通知

(財綜[2003]59號)

18-8-2003

關於印發《出口收匯核銷管理辦法》的通知

(匯發[2003]91號)

5-8-2003

關於規範個人投資者個人所得稅征收管理的通知

(財稅[2003]158號)

11-7-2003

關於進一步明確國有大中型企業主輔分離輔業改制
有關問題的通知
第十六期

4-8-2003

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專家技術援助小組公告第6號
關於轉制科研機構有關問題的通知
第十七期

關於民航系統8項行政事業性收費不征收營業稅的通 (財稅[2003]170號)
知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公告

(2003年第30號)

8-8-2003
10-7-2003

第十八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行政許可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令第七號)

27-8-2003

中華人民共和國認證認可條例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令第390號)

3-9-2003

關於調整社會團體會費政策等有關問題的通知

(民發[2003]95號)

30-7-2003

證券公司債券管理暫行辦法

(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員會令第15號)

29-8-2003

關於規範上市公司與關聯方資金往來及上市公司對
外擔保若干問題的通知

(證監發[2003]56號)

28-8-2003

關於印發《〈註冊會計師執行證券期貨相關業務許
可證管理規定〉的補充規定》的通知

(財會[2003]22號)

30-7-2003

關於做好執行《企業會計制度》工作的通知

(國資評價[2003]45號)

19-8-2003

關於印發《從事銀行卡跨行信息轉接業務的企業會
計核算辦法》的通知

(財會[2003]23號)

3-8-2003

第十九期
國有企業清產核資辦法

(國有資產監督管理委員會令第1號)

9-9-2003

關於印發《交通建設發展前期工作經費管理辦法》
的通知

(財建[2003]362號)

28-8-2003

關於發佈《證券公司債券管理暫行辦法》五個配套
文件的通知

(證監發行字[2003]106號)

29-8-2003

關於企業改制重組若干契稅收政策的通知

(財稅[2003]184號)

20-8-2003

關於保險企業代理手續費支出稅前扣除問題的通知

(財稅[2003]205號)

12-9-2003

轉發國務院行政審批制度改革工作領導小組辦公室
關於進一步推進省級政府行政審批制度改革意見的
通知

(國辦發[2003]84號)

29-9-2003

關於印發《基本建設貸款中央財政貼息資金管理辦
法》的通知

(財建[2003]421號)

24-9-2003

關於印發《財政監察專員辦事處對國有企業關閉破
產費用預案審核操作規程》的通知

(財監[2003]97號)

24-9-2003

關於印發《出口收匯核銷管理辦法實施細則》和
《出口收匯核銷管理操作規程》的通知

(匯發[2003]107號)

8-9-2003

關於印發《企業資產損失財務處理暫行辦法》的通
知

(財金[2003]233號)

3-9-2003

第二十期

關於印發2002-2003年度證券許可證年檢工作的通知 (財會[2003]26號)
關於印發在京中央單位利用劃撥土地開發建設管理
暫行辦法的通知

(國管房地[2003]193號)

16-9-2003
10-9-2003

第二十二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投資基金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令第九號)

28-10-2003

關於做好2003年度中央企業財務決算工作的通知

(國資評價[2003]104號)

31-10-2003

商業銀行集團客戶授信業務風險管理指引

(中國銀行業監督管理委員會令[2003]5號)

23-10-2003

關於印發《關於證券期貨審計業務簽字註冊會計師
定期轉換的規定》的通知

(證券會計字[2003]13號)

8-10-2003

關於發佈《證券投資基金信息披露編報規則第1號
(證券基金字[2003]104號)
〈主要財務指標的計算與披露〉》、《證券投資基
金信息披露編報規則第2號〈基金淨值表現的編制與
披露〉》的通知

1-9-2003

關於印發《施工企業會計核算辦法》的通知

(財會[2003]27號)

25-9-2003

關於金融企業廣告費、業務宣傳費和業務招待費稅
前扣除問題的通知

(國稅函[2003]1147號)

15-10-2003

關於印發清產核資工作問題解答(一)的通知

(國資廳評價[2003]53號)

11-11-2003

關於印發《探礦權採礦權使用費和價款使用管理辦
法(試行)》的通知

(財建[2003]530號)

10-11-2003

關於庫區建設基金使用管理有關問題的通知

(財企[2003]291號)

10-11-2003

關於印發《農村信用社保值儲蓄補貼辦法》的通知

(財企[2003]123號)

14-11-2003

關於印發《建築安裝工程費用項目組成》的通知

(建標[2003]206號)

15-10-2003

關於印發《內部會計控制規範──工程項目(試行)》
的通知

(財會[2003]30號)

22-10-2003

關於印發《工業企業執行〈企業會計制度〉有關問
題銜接規定》的通知

(財會[2003]31號)

4-11-2003

關於印發《金融企業會計制度──證券公司科目和會 (財會[2003]32號)
計報表的通知

7-11-2003

第二十三期

關於外商投資企業享受"兩地密集型"稅收優惠政策
有關問題的通知

(國稅發[2003]135號)

7-11-2003

關於"十五"期間外匯借款項目以稅還貸政策執行中
有關問題的通知

(財企[2003]293號)

19-11-2003

關於對企業實行信用分類監管的意見

(工商企字[2003]第131號)

31-10-2003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令第392號)

23-11-2003

第二十四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關稅條例

5-12-2003

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專家技術援助小組信息公告第7
號
關於印發《即開型彩票發行與銷售管理暫行規定》
的通知

(財綜[2003]78號)

13-11-2003

境外金融機構投資入股中資金融機構管理辦法

(中國銀行業監督管理委員會令2003年第6號)

8-12-2003

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員會股票發行審核委員會暫行
辦法

(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員會令第16號)

5-12-2003

關於發佈《公開發行證券的公司信息披露編報規
則》第19號的通知

(證監會計字[2003]16號)

1-12-2003

關於印發《城市房屋拆遷估價指導意見》的通知

(建住房[2003]234號)

1-12-2003

關於新辦企業所得稅優惠執行口徑的批復

(國稅函[2003]1239號)

18-11-2003

關於印發物業服務收費管理辦法的通知

(發改價格[2003]1864號)

13-11-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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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