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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2004
14/6/2004

管理總局令第 12 號)

第十六期
關於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
轉發國務院法制辦關於清理行政許可收費若干問題覆函的通知
關於印發《鐵路運輸企業會計核算辦法》的通知
關於印發《國有糧食購銷企業糧食財務掛賬處理意見》的通知
關於出口貨物退(免)稅若干具體問題的通知
關於列名生產企業出口外購產品試行免 抵 退稅辦法的通知
關於取消除煙葉外的農業特產稅有關問題的通知
關於開展土地評估行業全面檢查加強和規範土地評估行業管理的通知
關於廢止有關工商行政管理規章、規範性文件的決定

(國發[2004]20 號)
(財綜[2004]47 號)
(財會[2004]4 號)
(財建[2004]187 號)
(財稅[2004]116 號)
(財稅[2004]125 號)
(財稅[2004]120 號)
(國土資發[2004]168 號)
(工商法字[2004]第 98 號)

綜合
綜合
會計
會計
稅務
稅務
稅務
行業管理
其他

16/7/2004
28/6/2004
1/7/2004
7/7/2004
10/7/2004
10/7/2004
30/6/2004
4/8/2004
30/6/2004

綜合
綜合
綜合
綜合
財務
財務
財務

28/8/2004
28/8/2004
28/8/2004
2/8/2004
23/7/2004
24/6/2004
27/7/2004

會計

19/8/2004

稅務
其他

20/8/2004
29/6/2004

綜合
綜合

21/7/2004
19/8/2004

第十七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令第 20 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令第 21 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令第 22 號
關於保留部份非行政許可審批項目的通知
關於加強政府非稅收入管理的通知
關於清理行政機關和事業單位有關收費的通知
企業集團財務公司管理辦法

(國辦發[2004]62 號)
(財綜[2004]53 號)
(發改價格[2004]1196 號)
(中國銀行業監督管理委員會令
2004 年第 5 號)
關於印發《內部會計控制規範──擔保(試行)》和《內部會計控制規範──對外投資 (財會[2004]6 號)
(試行)》的通知
關於生產和裝配傷殘人員專門用品企業免征所得稅的通知
(財稅[2004]132 號)
關於改變房地產經紀人執業資格註冊管理方式有關問題的通知
(建辦住房[2004]43 號)

第十八期
關於做好 2004 年深化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
財政機關實施行政許可聽證辦法

(國發[2004]21 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令第 21
號)

企業國有資本保值增值結果確認暫行辦法
關於印發《探礦權採礦權價款轉增國家資本管理辦法》的通知
關於推進下崗失業人員小額貸款工作財政支持政策具體實施意見的通知
關於印發《農業企業會計核算辦法》的通知

(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理委員 財務
會令第 9 號)
(財建[2004]262 號)
財務
(財金[2004]66 號)
金融保險
(財會[2004]5 號)
會計

25/8/2004
17/8/2004
22/7/2004
22/4/2004

第十九期
關於企業國有產權轉讓有關問題的通知
(國資發產權[2004]268 號)
關於切實加強政府投資項目代建制財政財務管理有關問題的指導意見
(財建[2004]300 號)
關於印發《民間非營利組織會計制度》的通知
(財會[2004]7 號)
關於印發《民航基礎設施建設基金有關會計處理規定》及《民航機場管理建設費征收 (財會[2004]8 號)
管理方式改革後有關會計處理規定》的通知
中央企業經濟責任審計管理暫行辦法
(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理委員
會令第 7 號)
中央企業內部審計管理暫行辦法
(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理委員
會令第 8 號)
關於增值稅一般納稅人用進項留抵稅額抵減增值稅欠稅問題的通知
(國稅發[2004]112 號)
關於對三輪汽車免收有關收費等問題的通知
(財綜[2004]67 號)

財務
財務
會計
會計

25/8/2004
16/9/2004
18/8/2004
13/9/2004

審計

23/8/2004

審計

23/8/2004

稅務
稅務

30/8/2004
20/9/2004

第二十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行政監察法實施條例
關於印發保護知識產權專項行動方案的通知
關於印發《國家發展改革委委托投資咨詢評估管理辦法》的通知
關於印發《稅收執法檢查規則》的通知
經紀人管理辦法
關於第二批廢止有關工商行政管理規章、規範性文件的決定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國 務 院 令 第 綜合
419 號)
(國辦發[2004]67 號)
綜合
(發改投資[2004]1973 號)
金融保險
(國稅發[2004]126 號)
稅務
(國家工商行政管理總局令第 14 其他
號)
(工商法字[2004]第 143 號)
其他

17/9/2004
26/8/2004
15/9/2004
28/9/2004
28/8/2004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令第

19/9/2004

31/8/2004

第二十一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行政處罰實施條例

綜合

關於印發《2004 年度境外企業財務會計決算報表》的通知
證券公司債券管理暫行辦法
關於印發《保險中介公司會計核算辦法》的通知
關於印發《民間非營利組織新舊會計制度有關銜接問題的處理規定》的通知
關於進一步做好扶貧資金審計、監督工作的意見
關於境外國有資產審計監督立法問題的批覆
企業投資項目核准暫行辦法

420 號)
(財企[2004]171 號)
(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員會令第
25 號)
(財會[2004]10 號)
(財會[2004]13 號)
(審農發[2004]60 號)
(審辦法發[2004]139 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
革委員會令第 19 號)

財務
證券

10/9/2004
18/10/2004

會計
會計
審計
審計
其他

20/9/2004
19/10/2004
13/10/2004
30/9/2004
15/9/2004

第二十二期
關於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理的決定
關於印發《2004 年度國有建設單位決算報表》的通知
關於印發《中央經濟建設部門部門預算績效考評管理辦法(試行)》的通知
關於印發《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資金管理暫行辦法》的通知
證券公司短期融資券管理辦法
關於印發《東北地區擴大增值稅抵扣範圍有關會計處理規定》的通知
關於印發《企業國有資產產權登記業務辦理規則》的通知

(國發[2004]28 號)
綜合
21/10/2004
(財建[2004]353 號)
財務
15/10/2004
(財建[2004]354 號)
財務
18/10/2004
(財企[2004]185 號)
財務
14/10/2004
(中國人民銀行公告[2004]第 12 金融保險 18/10/2004
號)
(財會[2004]11 號)
會計
22/9/2004
(國資發產權[2004]315 號)
其他
30/10/2004

第二十三期
關於人民法院民事執行中拍賣、變賣財產的規定
關於凍結、扣劃證券交易結算資金有關問題的通知
關於印發《金融資產管理公司托管業務有關財務管理問題的規定》的通知
關於印發《建設工程價款結算暫行辦法》的通知
關於以人民幣結算的邊境小額貿易出口貨物試行退(免)稅的補充通知
關於調整城鎮土地使用稅有關減免稅政策的通知
關於印發《建設工程項目管理試行辦法》的通知
關於對債轉股企業進行全面清理檢查的通知

(法釋[2004]16 號)
(法[2004]239 號)
(財金[2004]108 號)
(財建[2004]369 號)
(財稅[2004]178 號)
(財稅[2004]180 號)
(建巿[2004]200 號)
(國資發改組[2004]321 號)

司法
司法
財務
財務
稅務
稅務
其他
其他

15/11/2004
9/11/2004
30/10/2004
20/10/2004
29/10/2004
25/10/2004
16/11/2004
29/10/2004

第二十四期
印發《關於加強〈小企業會計制度〉貫徹實施工作》的通知
關於加強對外匯資金流入和結匯管理有關問題的通知
關於首次公開發行股票試行詢價制度若干問題的通知
關於發佈《上巿公司股東大會網絡投票工作指引(試行)》的通知
關於發佈《關於加強社會公眾股股東權益保護的若干規定》的通知
交通行業內部審計工作規定
關於印發《保稅物流中心(B 型)稅收管理辦法》的通知

(財會[2004]15 號)
財務
(匯發[2004]113 號)
金融保險
(證監發行字[2004]162 號)
證券
(證監公司字[2004]96 號)
證券
(證監發[2004]118 號)
證券
(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部令 2004 審計
年第 12 號)
(國稅發[2004]150 號)
稅務

22/10/2004
11/11/2004
7/12/2007
29/11/2004
7/12/2004
19/11/2004
15/11/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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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