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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简称：*ST 津滨 证券代码：000897       编号： 2020-15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20 年 03

月 10 日召开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次通讯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拟续聘公司 2020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情况说明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众环”）是一家从

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优质审计服务的

丰富经验和强大的专业服务能力，与公司和公司关联人无关联关系，不影响在公

司事务上的独立性，不会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能够较好满足公司建立健全财

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 

 鉴于中审众环在担任本公司 2019 年度的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中

本着保护投资者权益，恪守独立、客观诚信、公正的原则认真履行其审计职责，

表现出良好的职业操守和专业能力。为保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经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第七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次通讯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拟续聘中审众环负责本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的审计工作，聘期一

年，年度审计服务费为人民币 75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服务费为人民币 25 万元，

共计人民币 100 万元。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1、机构信息 

（1）机构名称：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众

环） 

（2）机构性质：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3）历史沿革：中审众环始创于 1987 年，是全国首批取得国家批准具有从

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及金融业务审计资格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之一。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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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按照国家财政部等有关要求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内部治理架构和

组织体系：中审众环秉承“寰宇智慧，诚信知行”的企业核心价值观。中审众环

建立有完善的内部治理架构和组织体系，事务所最高权力机构为合伙人大会，决

策机构为合伙人管理委员会，并设有多个专业委员会，包括：战略发展及业务规

划管理委员会、风险管理与质量控制委员会、人力资源及薪酬考核委员会、财务

及预算管理委员会、国际事务协调委员会、专业技术及信息化委员会等。在北京

设立了管理总部，在全国设立多个区域运营中心，建立起覆盖全国绝大部分地域

的服务网络，在国内主要省份及大中型城市包括：武汉、北京、云南、湖南、广

州、上海、天津、重庆、广西、四川、山西、江西、河北、河南、深圳、珠海、

东莞、佛山、海南、福建、厦门、浙江、江苏、山东、潍坊、安徽、黑龙江、辽

宁、吉林、大连、陕西、西安、贵州、新疆、内蒙古和香港等地设有 36 个分支

机构，并在质量控制、人事管理、业务管理、技术标准、信息管理等各方面实行

总所的全方位统一管理。事务所总部设有多个特殊及专项业务部门和技术支持部

门，包括管理咨询业务部、IT 信息审计部、金融业务部、国际业务部和质量控

制部、专业标准培训部、市场及项目管理部、信息部、人力资源部、职业道德监

察部等部门。 

（4）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169 号 2-9层 

（5）业务资质：中审众环已取得由湖北省财政厅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

资格（证书编号：42010005），是全国首批取得国家批准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资格及金融业务审计资格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具有美国公众公司会

计监督委员会（PCAOB）颁发的美国上市公司审计业务资质，获得军工涉密业务

咨询服务安全保密条件备案资格。 

（6）是否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是，中审众环自 1993 年获得会计师事务所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以来，一直从事证券服务业务。 

（7）投资者保护能力：中审众环每年均按业务收入规模购买职业责任保险，

并补充计提职业风险金，累计赔偿限额 4亿元，目前尚未使用，可以承担审计失

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8）加入的国际会计网络：2017 年 11 月，中审众环加入国际会计审计专

业服务机构玛泽国际（Maz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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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承办公司审计业务的分支机构相关信息：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业务由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天津分所具体承办。2015

年原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天津分所［成立于 2009 年 10月］

业务和执业人员全部转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审众环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天津分所已取得由天津市财政局颁发的会计师事务

所分所执业证书（证书编号：420100051201）。注册地址：天津市华苑产业区华

天道 6号海泰大厦 B 座 609 室。天津分所负责人：黄秀娟，拥有正式员工 50 余

名，其中注册会计师 20 人，天津分所自成立以来，一直从事证券相关审计业务。 

2、人员信息 

（1）2019 年末合伙人数量：130 人 

（2）2019 年末注册会计师数量：1,350 人 

（3）2019 年末从业人员数量：3,695 人。 

（4）2019 年末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人员数量：2019 年末从事过证券服务业

务的注册会计师 900 余人。 

（5）公司两位拟签字会计师黄秀娟女士、王艳妍女士具体从业经历请详见

本公告中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第 4 项执业信息中执业人员从业经历、

执业资质、专业胜任能力。 

3、业务信息 

（1）2018 年总收入：116,260.01 万元。 

（2）2018 年审计业务收入：60,897.20 万元。 

（3）2018 年证券业务收入：26,515.17 万元。 

（4）2018 年审计公司家数：13,022 家。 

（5）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家数：2018 年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家数 125 家；截止

2020 年 3月 1日，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家数 159 家。 

（6）是否有涉及上市公司所在行业审计业务经验：中审众环所审计的上市

公司主要行业涉及制造业，房地产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农、

林、牧、渔业，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具有公司

所在行业审计业务经验。 

4、执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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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审众环及其从业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

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2）执业人员从业经历、执业资质、专业胜任能力 

项目合伙人（拟签字注册会计师）：黄秀娟，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注册会

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从事证券期货业务 20 年，具有丰富的审计经验，曾为

多家上市公司、新三板挂牌公司的审计、并购重组项目服务，具备相应专业胜任

能力。 

项目质量控制负责人：李玲，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曾主持多家上

市公司、拟上市公司、大中型国企的财务报表审计、改制审计及专项审计及复核

工作，从事证券工作 20 年，现为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风险控制委员会副主任，

云南质控中心负责人，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王艳妍，中国注册会计师，从事审计工作 10 余年，从

事证券期货审计业务 6 年，具有丰富的审计经验，曾作为多家上市公司、新三板

挂牌公司年审项目的项目负责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具备相应专业上胜任能力。 

5、诚信记录 

（1）中审众环最近 3 年未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和自律处分；中审众环

最近 3 年累计收（受）的行政监督管理措施为中国证监会各地证监局出具的 15

封警示函，已按要求整改完毕并向各地证监局提交了整改报告。 

（2）中审众环拟签字项目合伙人、拟签字注册会计师最近 3 年未受到刑事

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处分。 

三、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1、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 

2020 年 3 月 10 日，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了 2020 年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审计委员会对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审查。经审查，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中审众环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

保护能力，在负责公司 2019 年度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本着保护投资者权益，坚

持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的职责，同意向董事

会提议拟续聘中审众环负责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的审计工作。聘

期一年，年度审计服务费为人民币 75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服务费为人民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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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全年费用共计人民币 100 万元。审计委员会认为上述报酬参考了行业数据，

是合理的。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本人作为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章程》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们认真阅读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次通讯会议《关于续聘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进行

了事前审核并出具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聘任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审

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聘用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且其在负责公司 2019

年度审计工作期间，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专业胜

任能力及投资者保护能力，客观、公正地发表了独立审计意见，较好地完成了各

项审计任务。同意拟聘任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0 年

第二次通讯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本人作为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

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0年第二次通讯会议中《关于续聘公司 2020年度财

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进行了审议，现就该事宜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有足够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其在负责公司 2019 年度审计工作期间，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

准则，勤勉尽职，客观、公正地发表了独立审计意见。在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

未发现该所及其工作人员有任何不当行为，也未发现公司及公司工作人员有试图

影响其独立审计的行为。提高了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质量，保护了上市公司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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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我们同意公司继续聘用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负责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控审计工作，并同意将该

议案提请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董事会审议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表决情况以及尚需履行的审议程序 

经与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沟通，2020 年 03 月 10 日，

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次通讯会议，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0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本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报备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次通讯会议决议； 

2．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3．独立董事签署的事前认可文件和独立意见； 

4．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执业证照，主要负责人和监管业务联系人信息

和联系方式，拟负责具体审计业务的签字注册会计师身份证件、执业证照和联系

方式； 

特此公告。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