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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旧迎新】 

新 春 献 词 

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党组织及广大党员： 

迎新春山河锦绣，辞旧岁国泰民安。 

我们迈着坚定铿锵的步履，共同走过了 

极不平凡的  2020 年，满怀信心地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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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值此新春来临之际，上海市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向各事务所党 

组织及广大党员致以诚挚的感谢和美好的祝福！感谢大家过去的一年里， 

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挥的模范作用以及付出的辛勤劳动； 感谢大家攻坚 

克难、开拓创新，为上海经济建设发展保驾护航，为提高行业党建工作质 

量所作的无私奉献！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事业有 

成、万事如意！ 

携手走过的 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十三五”规划 

收官之年，也是举国上下抗击疫情极不平凡的一年。行业党委在市级机关 

工委和市财政局党组的正确领导下、 在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的有力指 

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不断加强党的政治建 

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行业党委高度关注疫情防控工作， 

依靠行业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的共同努力， 依靠各事务所以及广 

大从业人员的大力支持，众志成城、 

共克时艰、守望相助。截至目前， 

本市行业党员以党费形式自愿捐款 51 万余元，各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党组 

织自发捐款 1180 余万元，并向防疫一线捐赠大量防护服、医用口罩、呼 

吸机等医疗物资，有力驰援抗疫一线，同时针对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各事务所及行业代表人士、行业优秀人才以专业报国的情怀资政建言，发 

表专业意见，与企业、社会共渡难关，充分展现行业的专业力量和使命担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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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途漫漫，惟有奋斗。 

新的一年意味着新的起点、 

新的机遇、新的挑战。行 

业党委将继续团结和带领 

广大党员，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和在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庆祝大会 

上重要讲话精神， 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以服务 

国家建设为主题，以诚信建设为主线，以推进高质量发展为统领，以提升 

服务能力为根基，以加强党的建设为保障，全面推进行业各项建设。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让我 

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勇往 

直前，以优异成绩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新征程上作出新的贡献！ 

中共上海市注册会计师行业委员会 

【行业党建】 

行业各党建例会小组召开 2020 年度第二次党建工作例会 

为不断加强行业基层党组织建设， 探索完善符合行业特点的党建工作 

机制，增进各事务所党组织之间的横向交流，充分发挥典型党组织的示范 

和借鉴作用，近期，行业党委组织各事务所党组织陆续召开 2020 年第二 

次党建工作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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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党建例会第一组】 

12 月 7 日，行业党建 

例会第一组会议在毕马 

威事务所召开，行业党委 

委员、毕马威上海分所党 

委书记杨洁同志主持会 

议，上会、沪中、华皓、 

静安片区等 12 家基层党 

组织负责人和党务干部 

参加会议。会上，杨洁同志向与会人员传达学习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届进博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与会党组织负责 

人结合自身实际， 围绕 2020 年事务所党建工作开展情况与 2021 年工作设 

想进行交流分享， 并对行业 “十四五” 规划及未来发展方向展开积极探讨。 

大家一致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党组织凝聚力，丰富党建活动形式，营造浓 

厚学习氛围， 突显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促进事务所党建与业务良性发展。 

【行业党建例会第四、第五组】 

12 月 10 日， 行业党 

建例会浦东片区第四与 

第五组会议在浦东新区 

财政局会计管理中心召 

开，天健上海分所党支 

部书记张德华同志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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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天职国际、信永中和、大信、明宇、浦东片区等 17 家基层党组织 

负责人和党务干部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 

近平总书记在进博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与会党组织负责人围绕 “四史” 

学习教育、 “质量管理提升年”主题活动、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等方面 

开展学习探讨，交流检查《支部工作记录本》工作台帐，结合行业“十四 

五”规划及未来发展方向向行业党委、协会积极建言献策。大家表示，要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结合行业工作实际，认真做实行 

业党委提出的各项工作任务，夯实行业基层党建的工作基础，扎实、有效 

开展好各项党建活动，为事务所科学发展加强政治引领。 

【行业党建例会第十一组】 

12 月 16 日，行业 

党建例会第十一组会议 

在同大事务所召开， 同大 

党支部书记陈传俊同志 

主持会议，瑞和、华城、 

中财信、 沪博等 7家基层 

党组织负责人和党务干 

部参加会议。 与会党组织负责人集中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 

平总书记在第三届进博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围绕“四史”学习教育、 

“质量管理提升年”主题活动、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等方面梳理总结 

2020 年事务所党建工作开展情况，并结合疫情下的特色学习教育活动开 

展交流分享。结合庆祝建党 100 周年，部分支部已经提前准备，通过购买 

主题教育书籍、宣传经典红色电影等形式，丰富党建生活，以此开启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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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活动，向建党 100 周年献礼。大家表示，2021 年将一如既往根据行 

业党委要求开展各项工作，不断丰富党建活动内涵，引导支部党员坚定共 

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增强党性，提高素质，充分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 

【基层党建】 

毕马威上海分所党委参加参静安南京西路商圈党建联盟主题党日活动 

12 月 8 日，毕马威 

上海分所党委参加由静 

安区商务委党委和南京 

西路街道党工委共同举 

办的“共建和谐静安、 

共谋共赢发展”静安南 

京西路商圈党建联盟主 

题党日活动暨南京西路 

商圈企业服务日活动，该活动旨在助推静安区、南京西路街道进一步以党 

建为引领，加大服务企业力度，打造良好营商环境。 

在“政企面对面，服务零距离”企业与政府部门现场沟通环节上，毕 

马威上海分所党委书记杨洁同志就毕马威在静安乃至上海的经营过程中 

较为关心的政策信息， 与现场职能部门负责人进行互动与探讨。 杨洁表示， 

毕马威在服务营商环境的项目中发现， 很多地方的营商环境存在破题难点， 

特别是跨部门数据打通这块还存在一定挑战， 期待静安区各部门在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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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形成具体工作计划，进一步提升工作效率，为企业减负。此外，对于静 

安已经推出的全球服务商计划，希望在打造服务商整体品牌方面，能够出 

台具有亮点的实施计划，更好地形成服务聚力，全面推动上海和长三角的 

对外开放进程。 

此次活动上， 静安南京西路商圈党建联盟， 与恒隆商圈党建联席会议、 

张园（丰盛里-吴江路）商圈党建联席会议等共同发布南京西路商圈共同 

行动倡议，进一步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条块结合、互惠双赢”的 

党建工作体系。今后，各方将通过组织联建、党员联动、活动联搞、服务 

联作、 资源联用等措施， 以商圈企业需求为导向， 定期共同开展党建活动、 

主题党日等，努力提高共建水平和党建工作内涵，实现党建与商圈发展良 

性互动，在共建中推动合作，在合作中达到共赢，进一步优化南京西路商 

圈营商环境。 

宏大东亚党支部召开支部大会暨支部学习活动 

11 月 19 日， 宏大东亚 

党支部在虹口区四川北路 

街道社区党建服务中心召 

开支部大会暨支部学习活 

动。 

会上，全体党员起立 

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歌》。党支部书记向全体党员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与《中共 

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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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建议》相关内容，并且以《党员干部要时常扪心“四问” 》为主题 

为全体党员上党课。 “党员是什么？入党为什么？在党干什么？为党留什 

么？”这是每名党员干部必须经常思考的初心之问、灵魂之问，集中体现 

了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在新时代，党员干部只有时常叩问初心，问 

出差距不足、问出责任担当、问出情怀境界，才能不断坚定对党的忠诚之 

心、对人民的感恩之心、对事业的进取之心。 

同时，结合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党支部书记以《改革开放再出发 

之“开发开放浦东——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 》为主题，为全体党 

员作“四史”学习教育专题报告，回顾浦东开发开放 30 年以来的巨大成 

就，指出浦东开发开放的意义，强调浦东开发开放 30 年的一个根本启示 

在于，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必须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从改革开 

放全局的高度，深刻把握浦东开发开放的历史使命，深刻把握上海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独特担当。通过学习，全体党员深刻认识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来之不易，以史为镜，进一步检视和校准坐标，做到不 

忘历史、不忘初心，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最后，支部书记代表本届支委 

会作一年党建工作总结，支部大会暨支部学习活动在全体党员起立奏唱 

《国际歌》中圆满结束。 

【社会公益】 

中审众环党支部组织开展公益敬老慈善活动 

1 月 19 日，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树立敬老爱老的 

良好风气，中审众环党支部组织开展公益敬老慈善活动，为所在辖区的徐 

家汇街道敬老院的老人们送去一批食品并进行上门慰问。 养老院院长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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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上门慰问的同志，表示 

敬老院里的老人们确实需要 

全社会的关心和关怀，值此 

春节来临之际，捐赠的食品 

会让老人们感受到社会对他 

们的关爱，对本次捐赠表示 

衷心感谢。交流中，上门慰 

问老人的同志们也纷纷表示，每个人都会走过少年、青年、壮年和老年， 

自己家中也都有老年人，关爱老年人是每个人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通 

过本次公益活动，大家更加懂得学会感恩，孝敬祖辈，尽一份审计人的担 

当，从而更好地回报社会。 

申信党支部开展“一日捐”送温暖活动 

申信党支部坚持政治引领，在党支部牵头、工团 

组织配合下，事务所全体员工积极投身公益事业， 

开展各类送温暖活动。2021 年新年伊始，党支部牵 

头开展“一日捐”活动，全体员工积极参与、气氛 

活跃，共计捐款 3300 元，全部款项捐献给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为社会公 

益事业贡献一份绵薄之力。此外，党支部计划慰问事务所内因病致困的党 

员同志，送上来自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报：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上海市财政局党组，市市级机关工作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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