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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83         证券简称：博闻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0-060 

 

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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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

简称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简要原因及前任会计师的异议情况：根据瑞华会计

师事务所提议，经双方友好协商，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不再续约承接公司 2020 年

度财务报告审计、内部控制审计业务。公司已就变更审计机构事宜与瑞华会计师

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进行了沟通，对此无异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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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双方已积

极做好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相关沟通及配合工作。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成立日期 2013 年 11月 6日 

合伙期限 长期 

注册地址 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169号 2-9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 石文先 

经营范围 

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

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

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审计、基本建设决（结）算审核；法律法

规规定的其他业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

会计培训。（依法需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执业资质 

已取得由湖北省财政厅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证书编号：

42010005），取得经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批准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证书序号：0003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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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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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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曾从事证券服

务业务 
是 

承办公司审计业务

的分支机构相关 

信息 

本公司审计业务主要由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江西分所承办，中

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江西分所于 2015 年 1月 13 日成立，注册地

址为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小蓝经济开发区小蓝中大道 346 号 9 栋

（A-02）,已取得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资质（证书编号：

5000726）。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江西分所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 

2、人员信息 

首席合伙人 石文先 

合伙人数量（截止 2019 年年末） 130 人 

注册会计师人数及近一年的变动情况（截止

2019年年末） 

1,350人，2019年较 2018年新增 365人，

减少 188人。 

是否有注册会计师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及其

人数 
是 

注册会计师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人员数量

（截止 2019年年末） 
900 余人。 

从业人员总数 3,695 人（含注册会计师 1,350 人） 

3、业务规模 

2019年度业务收入 147,197.37 万元 

2019年度净资产金额 8,104.26 万元 

2019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情况 

家数 155家 

收费总额 18,344.9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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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均值 1,491,537.09万元。 

4、投资者保护能力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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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亿元，目前尚未使用，可以承担审计失败导致的

民事赔偿责任。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

性要求的情形；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最近 3 年未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和自

律处分；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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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封警示函，已按要求整改完毕并向各地证监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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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了整改报告。 

（二）项目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拟签字项目合

伙人 

高云川，注册会计师，从事证券服务业务超过 16 年，无其他兼职，

至今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过 IPO 申报审计、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和重大

资产重组审计等证券服务，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拟签字注册会

计师 

杨海霞，注册会计师，从事证券服务业务超过 5年，无其他兼职，至

今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上市公司年报审计等证券服务，具备相应专业

胜任能力。 

2、上述相关人员的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1）拟签字项目合伙人高云川、签字注册会计师杨海霞不存在违反《中国

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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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收费 

本期审计费用 48 万元（包含 2020 年度会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本

期审计费用定价原则按照公司业务规模或拟参与项目各级别人员工时费用定价，

较上一期审计费用无变化。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一）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成立日期 2011 年 2月 22日 

合伙期限 2011 年 2月 22日至 2061年 2月 21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2号楼 4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 其他股东（委派刘贵彬、冯忠为代表） 

经营范围 

审计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

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

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

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 

执业资质 

已取得由北京市财政局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资格（证书编号：

11010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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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财政

部、中国证监会批准从事 H 股企业审计业务。获得军工涉密业务

咨询服务安全保密条件备案资格。系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

会（PCAOB）登记机构。 

是否曾从事证券服

务业务 
是 

承办公司审计业务 原承办公司审计业务的审计机构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江西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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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支机构相关 

信息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江西分所于 2011 年 7月 25日成立，注册地址

为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紫阳大道 2977 号绿地

新都会 38#商业楼 1601-1603 室，已取得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

资质。瑞华江西分所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 

2、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连续服务年限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江西分所已连续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11年。 

3、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相关签字会计师连续服务年限 

签字注册会计师 连续服务年限 

吕金保 4 

梅竹 1 

4、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具体原因及沟通情况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提议，经双方友好协商，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不再续约

承接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内部控制审计业务。为保证公司财务报告审

计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顺利开展，公司拟聘任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公司已就变更审计机构事宜与瑞

华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进行了沟通，对此无异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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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

双方已积极做好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相关沟通及配合工作。 

（二）为保证公司财务报告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顺利开展，公司拟聘任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内部控制审计机构。中

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具备独立性和专业胜任能力，具备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资质，

并且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项目团队具有承担此类业务的审计经验，能够满足公

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需求。同时，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并未发现可能导致其不能接受公司聘任的事项，上述事项不会增加审计风险，不

会影响审计结论的可靠性。 

三、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公司审计委员会在变更会计师事务所过程中的履职情况及审查意见 

2020 年 12月 21 日，公司审计委员会 2020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会议认为：鉴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不

再续约承接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内部控制审计业务，为保证公司财务

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顺利开展，建议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经审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相关材料及资质证件，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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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独立性和专业胜任能力，具备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资质，并且从事过证券服务

业务，其指派的注册会计师具有严格谨慎的执业要求和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具

有承担公司审计业务的审计经验，提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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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进行

整合审计，聘期一年，对公司 2020年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费用合计为 48万元。

决定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变更会计事务所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鉴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不再续约承接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内部控

制审计业务，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理由充分且正当。 

经审核相关材料及资质证件，根据对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相关情况的了解，我们认为其具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资质及证券、期货相关业务

许可资质，具有为上市公司提供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胜任能

力，能够满足公司审计业务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我

们同意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同意聘请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0年度审计机构及审计报酬。 

综上，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上述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进行审议。 

2、独立意见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资质及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资质，具有为上市公司提供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服务的经

验和胜任能力，能够满足公司审计业务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况。公司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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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期为一年，对公司 2020 年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费用合

计为 48 万元。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变更会计事务所相关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0 年 12 月 23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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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并自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12月 24日 

●报备文件 

1、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

事前认可意见 

3、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独

立意见 

4、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0年第一次（临时）

会议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