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601929       证券简称：吉视传媒      公告编号：临 2021-014 

转债代码：113017 转债简称：吉视转债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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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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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立于 1992 年，于 2013 年 11 月

22 日经京财会许可〔2013〕0060 号文件批复完成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转

制的相关工作。总部设在北京，注册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裕民路 18 号 2206 室。 

经财政部门批准，相继在贵州、湖北、西安、广东、深圳、黑龙江、四川、

湖南、山东、上海、福建、安徽、渤海、河北、山西、云南、辽宁、天津、杭州、

河南、江西、苏州、宁夏、大连、吉林、重庆、内蒙、青岛、青海、江苏、雄安、

海南等重要城市设立了 30余家分所。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1995 年取得中国证监会、财政

部颁发的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拥有证券期货审计资质、金融业务审计资质、

军工涉密业务咨询等各类资质。 

2.人员信息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首席合伙人为张恩军，现拥有员工

1,900余名，其中：合伙人 102名、注册会计师 585名，上年度末签署过证券服

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216人。 

3.业务规模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最近一年收入总额（经审计）：

67,387.03 万元，最近一年审计业务收入（经审计）：57,679.47 万元，最近一年证

券业务收入（经审计）：10,181.79 万元，上年度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24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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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涉及的行业包括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

售业、房地产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等。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公司所在行业审计的业务经验。 

4.投资者保护能力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足额购买职业保险，每次事故责

任限额 1.2亿元，年累计赔偿限额 4亿元，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

责任。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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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三年，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未受（收）到刑事处罚，但收到行政处罚

及立案调查情况等情况，已按要求进行整改，具体如下： 

1. 收到的行政处罚情况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9 年 11 月 20 日发布《行政处罚决定书》

（〔2019〕135 号），对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山东新绿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最终决定：一、对北京兴

华责令改正，没收业务收入 30 万元，并处以 60 万元罚款；二、对直接负责的签

字注册会计师宜军民、刘丹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5 万元的罚款。 

（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0 年 10 月 19 日发布《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0〕85 号），对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林州重机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未勤勉尽责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最终决定：一、对北京

兴华责令改正，没收业务收入 118 万元，并处以 236 万元罚款；二、对直接负责

的签字注册会计师肖丽娟、李杰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5 万元的罚款。 

2. 收到的立案调查情况 

2019 年 12 月 5 日，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调查通知书（渝证调查字 2019004 号）。该调查主要针对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欢瑞世纪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审计过程中，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而进行的立案调查。该项目注册会

计师为邹志文、贾俊伟。目前尚未最终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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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 16 日，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调查通知书（沪证专调查字 2016377）。该调查主要针对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财

务报表审计过程中，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而进行的立案调查。该项目注册会计

师为韩景利、姜照东。目前尚未最终结案。 

3. 收到的行政监管措施情况 

2020 年 4 月 20 日，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0〕3 号）。该决定涉及天

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内控鉴证审计，对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警示函”。 

2019 年 11 月 22 日，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9〕136 号）。该决定涉

及北京赢鼎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审计，对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及注册会计师李冬梅、王永忻出具“警示函”。 

2019 年 3 月 11 日，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专员办事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9〕16-20 号）。该决

定涉及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科润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及深圳恒泰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审计，对北京兴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及注册会计师傅映红、时彦禄、陈红、张玉虎、梁修

武、李斌、宋淑兰、王静出具“警示函”。 

2019 年 1 月 28 日，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监管专员办事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9〕1 号）。

该决定涉及参仙源参业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报告审计，对北京兴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警示函”。 

2018 年 12 月 20 日，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西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8〕10 号）。该决定涉

及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报告审计，对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及注册会计师刘会林、叶茜出具“警示函”。 

2018 年 9 月 17 日，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收到中国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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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8〕31 号）。该决定涉及

枝江金润源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报告审计，对北京兴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及注册会计师洪一五、时磊出具“警示函”。 

2018 年 9 月 4 日，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8〕48 号）。该决定涉及

浙江盛天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报表审计，

对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警示函”。 

2018 年 4 月 8 日，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8〕12 号、〔2018〕18 号）。

该决定涉及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报告审计，对北京兴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及注册会计师韩景利、杨金山出具“警示函”。 

2018 年 2 月 22 日，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8〕17 号）。该决定包括北京世纪瑞

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报告审计，同创九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审计，并对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及注册会计师

吴亦忻、卜晓丽、刘会林、陈跃华出具“警示函”。 

（二）项目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罗曼，注册会计师，2008 年起从事注册会计师业务，

至今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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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敬波，注册会计师，2014年起从事注册会计师业务，

至今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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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质量控制流程，合伙人陈荭

拟担任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陈荭 1995 年成为注册会计师，1997 年开始从事

上市公司年度审计，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多年，负责审计和复核多家上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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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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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最近三年未受（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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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审计费同上一期审计费用保持一致，即年度审计收费为 80 万元，年度

内控审计收费为 40 万元。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公司审计委员会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2021年度审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认为北京兴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较强的专业胜任能力和投资者保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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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状况良

好，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对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经核查，北京兴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相关业务资质，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专业胜任

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具有丰富的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能够满足

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要求，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

其是中小股东利益。同意将《关于聘请公司 2021 年度审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

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对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北京兴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能力与经验，能够独

立、客观、公正地对公司财务状况、内部控制情况进行评价，能够满足公司2021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要求。本次续聘的程序合法合规，符合国家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的表决

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2021年度审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四）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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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 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