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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 2020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聘任的 2020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 

 原聘任的 2019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立信”） 

 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简要原因及前任会计师的异议情况：鉴于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经连续 9年为公司提供财务审计服务，期间未进行

轮换，结合会计师轮换机制等原因，经综合考虑，提议改聘信永中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公司与立信进行了充分沟通，立信对公

司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无异议。 

一、公司拟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最早可追溯到 1986 年成立的中信

会计师事务所，至今已有延续 30多年的历史，是国内成立最早、存续时间最长, 

也是唯一一家与当时国际“六大”之一永道国际有七年合资经历的本土会计师事

务所。2000 年，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立，2012 年，信永

中和由有限责任公司成功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

区朝阳门北大街 8号富华大厦 A座 8层，注册资本：3,600万元。 

信永中和具有以下从业资质： 

（1）财政部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2）首批获准从事金融审计相关业务； 

（3）首批获准从事 H股企业审计业务； 

（4）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资质。  

信永中和是首批获得证券执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建立了完备的质量控制

制度和内部管理制度，从事过大量各类证券服务业务，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专业

队伍。 

信永中和总部位于北京，并在深圳、上海、成都、西安、天津、青岛、长沙、

长春、大连、广州、银川、济南、昆明、福州、南京、乌鲁木齐、武汉、杭州、

太原、重庆、南宁、合肥和郑州等地设有 23 家境内分所。 

信永中和是第一家以自主民族品牌走向世界的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4

年正式发起创建 ShineWing International（信永中和国际）国际会计网络，并

在香港、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埃及、马来西亚、英国、印度、

印度尼西亚、德国、台湾、泰国等国家和地区设有 13 家境外成员所、 56 个办

公室。2019 年度在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Bulletin（国际会计公报，简

称 IAB）公布的全球国际会计机构排名中位列第 19 位，是中国乃至亚洲独立会

计品牌获得的最高排名。 

2、人员信息 

信永中和首席合伙人是叶韶勋先生，截止 2020年 6月 30日，合伙人（股东）

228人，注册会计师 1814人。从业人员数量 5919 人，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注

册会计师超过 800人。 

3、业务规模 

信永中和 2018 年度业务收入为 173,000 万元，净资产为 3,700万元。 

信永中和 2019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项目 300家，收费总额 34,100 万元，

涉及的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建筑房地产业、电力热力和燃气生产供应业、交通

运输与仓储物流业、金融业、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资产均值在 1,960,000 

万元左右。 

4、投资者保护能力 

信永中和已购买职业保险并涵盖因提供审计服务而依法所应承担的民事赔

偿责任，2019年度所投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 15,000万元。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信永中和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近三年，信永中和受到证券监管部门行政处罚一次、行政监管措施七次，无

刑事处罚和自律监管措施。 

（二）项目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姓名 职业资质 

是否从事做

证券服务业

务 

在其他单位兼职情况 

项目合伙人 张昆 中国注册会计师 是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

津)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 

签字注册会

计师 
孙佩佩 中国注册会计师 是 无 

质量控制复

核人 
张富根 中国注册会计师 是 无 

（1）项目合伙人从业经历： 

姓名：张昆 

 

时间 

 

工作单位 

 

职务 

1999-2012 信永中和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审计经理、审计合伙人 

2012-至今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合伙人 

（2）签字注册会计师从业经历： 

姓名：孙佩佩 

 

时间 

 

工作单位 

 

职务 

2012-2018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项目经理 

2020-至今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经理 

（3）质量控制复核人从业经历： 

姓名：张富根 

 

时间 

 

工作单位 

 

职务 

1996-2018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合伙人 

2018-至今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合伙人 

 



 

2、项目组成员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和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

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上述人员过去三年没有不良记录。） 

（三）审计收费 

1、本期审计费用及定价原则 

公司本次拟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年度

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2020 年度审计费用 125 万元（含审计人员的住

宿、交通及餐费），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30 万元（含审计人员的住宿、交通及餐

费）。上述审计收费是按照市场公允的定价原则，以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经理

及其他员工在本次工作中所耗费的时间成本为基础计算的。如审计内容变更等导

致审计费用增加，将由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根据市场原则确定审计费用及签

署相关合同。 

2、较上一期审计费用的同比变化情况 

2019 年，公司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审

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2019年度审计费用 140万元（含审计人员的住宿、

交通及餐费），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55 万元（含审计人员的住宿、交通及餐费）。

本次年度审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15 万元，内控审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25

万元。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一）上市公司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由我国会计泰斗潘序伦博士于 1927 年

在上海创建，1986 年复办，2010 年成为全国首家完成改制的特殊普通合伙制会

计师事务所，注册地址为上海市。立信是国际会计网络 BDO的成员所，长期从事

证券服务业务，新证券法实施前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具有 H股审计资格，

并已向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注册登记。 

截至 2019年末，立信拥有合伙人 216名、注册会计师 2266名、从业人员总

数 9325 名，首席合伙人为朱建弟先生。立信的注册会计师和从业人员均从事过

证券服务业务。2019 年，立信新增注册会计师 414人，减少注册会计师 387人。 

立信至 2019 年止已连续为公司提 供审计服务 9 年。2019 年度财务及内



 

控审计报告签字项目合伙人章顺文已连续签字 9 年、签字注册会计师朱莉已连续

签字 3 年。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说明 

公司与立信进行了充分沟通，立信对公司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无异议。

公司对立信在担任本公司审计机构期间提供的客观、审慎、专业的服务表示衷心

的感谢。立信和信永中和均表示，将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53 号

-前任注册会计师和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等相关规定，充分做好相关沟通工

作。 

（三）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主要原因  

鉴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经连续 9 年为公司提供财务审计

服务，期间未进行轮换，结合会计师轮换机制等原因，经综合考虑，提议改聘信

永中和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三、拟续聘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及审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信永中和进行了事前审查，对信永中和的执业质量

进行了充分了解。认为信永中和具备专业胜任能力和投资者保护能力且具备独立

性，诚信状况良好，同意聘任信永中和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经审核，信永中和的业务资质情况，独立董事认为，拟聘请的信永中和具有

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从业资格。聘请信永中和能够满足公司对于审计工

作的要求，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因此，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经审查信永中和的业务资质情况，独立董事认为拟聘请的信永中和具有从事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从业资格。聘请信永中和能够满足公司对于审计工作的

要求，聘请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股

东的利益。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将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弃权，0 票反对，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2020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公司聘请信永中

和担任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四）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并自本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8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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