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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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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原

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 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因中汇负责公司项目的人员及时间安排原因，

为保证审计工作能顺利进行，经综合考虑，公司拟改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八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五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公司原审计机构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

汇”）在执业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职责，鉴于中

汇负责公司项目的人员及时间安排原因，为保证审计工作能顺利进行，经综合考

虑，公司拟改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华”）为公

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就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宜已与中汇进行了沟通，中汇已明确知悉本事项

并未提出异议。公司对中汇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为公司提供的审计服务工作

表示诚挚的感谢。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情况说明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从业资格，

具有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丰富经验和职业素养，能够较好满足公司建立健全内部

控制以及财务审计工作的要求。大华能够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等相



关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审计准则，公允合理地发表审计意见。公司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根据审计工作实际情况与大华协商确定 2021 年度审计费

用。  

 二、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1、机构信息 

事务所名称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机构性质 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是否曾从事证券服务业务 是 

历史沿革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创立于 1985 年，是国内最具规模的大型会计师

事务所之一，是国内首批获准从事 H 股上市审计资质的事务所，财政

部大型会计师事务所集团化发展试点事务所。根据财政部、国家工商

总局关于印发《财政部 工商总局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

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的通知（财会[2010]12 号）文件精

神，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按照文件的要求，转制为大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1 年-2020 年，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会计师事务所综合

评价前百家信息》中，大华连续十年业务收入位居行业前十，其中

2016-2018、2020 年度位列行业第八，内资所第四，始终在专业服务经

济建设、致力支持资本市场的道路上阔步向前。大华也是大华国际会

计公司在华的唯一协调和联络机构。2019 年 9 月“马施云国际”正

式更名为“大华国际”，大华实现了“专业化、多元化、国际化”的

并驱发展。 

大华总部设在北京，在深圳、上海等 30 个中心城市设立了分支

机构, 并在香港、新加坡等地设有多家联系机构。 

大华各类业务资质齐全，不仅能够从事国内上市公司审计、特大

型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审计、大型金融保险企业审计，同时经 PCAOB 

认可具有美国上市公司审计业务执业资格，2010 年取得 H 股上市公

司审计业务资质。业务范围包括审计鉴证、管理咨询、资产评估、工

程咨询、税务服务等，服务对象主要为上市公司、大型国有企业、金

融保险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涉及航空、金融、电子、电力、化工、

造纸、旅游、房地产、电信、交通运输、能源、机械、农业、林业、

餐饮、食品、酒店、医药等多个行业领域，并多次接受政府部门和国

际组织委托承担其他特殊目的专项审计。 

业务资质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资质 

是否加入相关国

际会计网络 
是，马施云国际 

投资者保护能力 
职业风险基金 2020 年度年末数：405.91 万元，职业风险基金计提符

合相关规定 



职业责任保险累计赔偿限额：7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 号楼 1101 

 

2、人员信息 

首席合伙人 梁春 上年末合伙人数量 232 

上年末从业人员 

类别及数量 

注册会计师 1679 

从业人员 6000 余人 

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 821 

拟签字注册会计

师 1 

姓名 陈林 

从业经历 

中国注册会计师，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1997 年

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16 年开始在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执业，1997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2021 

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

审计报告数量 1 个。陈林先生已从事证券服务业务 

26 年，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拟签字注册会计

师 2 

姓名 周齐 

从业经历 

2014 年 3 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10 年 9 月开始从

事上市公司审计，2018 年 7 月开始在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执业，2021 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

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数量 1 个。周齐先生已

从事证券服务业务 11 年，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3、业务信息 

最近一年业务信息 

业务总收入 252,055.32 万元 

审计业务收入 225,357.80 万元 

证券业务收入 109,535.19 万元 

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家数 

（含 A、B 股） 
376 

上市公司所在行业 食品制造业 

是否具有相关行业审计业务经验 是 



4、执业信息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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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组成员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主要成员信息如下： 

项目组成员 姓名 执业资质 从业经历 
证券服务业

务从业年限 

项目合伙人 陈林 

中国注册会计

师、澳洲注册会

计师 

1995 年开始在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从事审计工作，1997 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

师，2016 年开始在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执业，2021 年开始为本公司

提供审计服务。至今负责过多家企业改制

上市审计、上市公司年度审计、清产核资、

绩效考核，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数量 1 个，有证券服务从业经验。具备相

应专业胜任能力。无兼职。 

26 年 

项目质量控

制复核人 
李海成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02 年 2 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00 年 1 月

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审计工作，

2000 年 1 月开始在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执业，2021 年开始为本公司

提供审计服务，专注于资产重组、上市公

司及央企审计业务，曾负责多家上市公司、

央企及其他公司的年度审计工作。2012 年

1 月开始从事复核工作，近三年复核上市公

司和挂牌公司审计报告超过 50 家次，审核

经验丰富，有证券服务业务从业经验。无

兼职。 

21 年 

拟签字注册

会计师 
周齐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0 年 9 月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4

年 3 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18 年 7 月开始

在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执

业，2021 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至今负责过多家企业改制上市审计、上市

公司年度审计、清产核资、绩效考核，近

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数量 1 个，有

证券服务从业经验。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

力。无兼职。 

11 年 

 

5、诚信记录  

（1）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类型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刑事处罚 -- -- -- 

行政处罚 1 -- 1 

行政监管措施 5 9 5 

自律监管措施 - -- -- 

 

（2）拟签字注册会计师 

拟签字会计师陈林和周齐，最近三年无任何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

措施和自律处分的记录。 

 

根据对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服务意识、职业操守和履职能

力的判断，公司拟聘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1 年度

财务审计机构，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公司审计的具体工作量及市

场价格水平决定审计费用。 

三、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1、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本次变更 2021 年度审计机构事项进行了审查，

认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独立性、专

业胜任能力、经验和资质，具备投资者保护能力，能够满足公司审计工作的要求，

同意向董事会提议变更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审

计机构。  

2、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

第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董事会、监事

会同意公司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

构。 

3、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予以事前认可：我们对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的资质和任职资格进行了事前审核。我们认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业从业资格，具有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丰富经验和职

业素养，能够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勤勉、尽职地发表独立审计意

见，较好的履行其责任和义务。同意公司将《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提



交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4、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业从业资格，具有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丰富经验和职业素

养，能够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勤勉、尽职地发表独立审计意见，

较好的履行其责任和义务，聘任大华有利于保障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质量，有利

于保护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大华具备足够的独立性、

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本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至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5、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五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自公司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并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公司审计的具体工作量及市场价格水平决定

审计费用。 

6、公司就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宜已与中汇进行了沟通，征得了其理解，中

汇已明确知悉本事项并未提出异议。 

四、备查文件 

1、《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营业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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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