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 

2021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 5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3名，2022 年度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具有会计专业经验的独立董事胡志勇先

生担任。 

2021 年审计委员会按照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工作要求,积

极履行审计委员会委员职责,主要负责审核公司财务信息及披露、公司内、外部

审计的监督、检查和沟通、评价外部审计机构和审查公司内控制度等工作,重点

关注了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的审计工作。现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1 年度履职

情况汇报如下: 

一、审计委员会会议召开情况 

定期会议 

（一）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1 年第一次

会议于 2021 年 3 月 5 日下午 15:00 在公司董事会议室召开。应到委员四名，实

到四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会议由主任委员独立董事张晓峰先

生主持，公司总裁梁文才先生、财务负责人司小平先生、董事会秘书蔡锦鹭女士、

审计中心主任隆利女士、公司审计机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参加了会

议。会议主要议程及纪要如下： 

1、公司管理层向独立董事简述 2020年度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财务总监司小平先生向独立董事解释 2020 年度公司预亏的原因，由于受主

营业务收入、土地增值税清算、计提减值损失等因素的影响，2020 年度公司业

绩将出现上市以来首次预亏，但公司经营正常。 

2、公司年报审计机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吴杰向公司审计委员

会介绍今年审计机构审计工作的时间安排以及关注的重点； 

（1）计划审计进度及时间安排： 

根据上市公司的时间要求，审计机构于 2021 年 3 月 5 日正式进场进行审

计,2021年 4月 18日出具审计报告初稿,2021年 4月 28日前完成全部审计工作，

出具正式审计报告。 

（2）今年审计工作探讨的重点问题 



（3）审计委员会委托公司内部审计部门以及董事会秘书处负责督促审计机

构在约定时限内即 2021年 4月 30日前提交审计报告，必要时形成书面意见并由

相关人员签字确认。同时提醒 2020 年年报将按新的收入准则确认收入，请公司

明确收入确认方式。 

（4）审计委员会认为需提请董事会及公司经营管理层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①海南湖湾小区项目公司 50%股权必须在出具年度报告前完成过户； 

②公司必须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保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③盘活资产，增加业绩增长点，尤其是柬埔寨境外资产； 

④强化内控，特别是在防范资金占用方面，杜绝类似事项的发生。 

审计委员会主任张晓峰先生再次强调要加强公司治理，强化内部控制，解决

公司尚存在相关的问题。 

 

（二）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1 年第二次

会议于 2021年 4月 23日上午 10:30在公司董事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

开。应到委员五名，实到五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广

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会议由主任

委员独立董事胡志勇先生主持，副总裁兼董秘蔡锦鹭、财务总监司小平、监事会

主席隆利以及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特殊普通合伙）相关负责会计师

出席了会议。会议就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特殊普通合伙）在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过程中发现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对此形成书面

意见如下： 

1、中审众环的会计师在会上提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经初审存在的重大

关注事项及内部控制缺陷。 

2、独立董事胡志勇对上述审计事项提出以下意见：  

（1）督促董事会和控股股东沟通，关联交易、资金占用等问题需在 2021

年 4月 30日前妥善解决； 

（2）对外投资前需对项目完成尽调、评估，以保证项目的顺利落地； 

（3）关于公司持续经营，提请公司战略委员会关注公司的未来发展战略及

发展能力。 

3、就独立董事提出的意见，公司董事会秘书蔡锦鹭表示： 

（1）公司自查发现的资金占用已于 2021 年 2月解决，另一笔资金占用将于



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后，于 4月 30日前解决； 

（2）公司在对外投资前对交易对方进行了背景调查，对所投行业完成了可

行性分析，并取得了对方的商业计划书。因公司尝试发展第二产业，对新行业处

于摸索期，且新项目需得到政府批准运营的条件下，才可继续推进； 

（3）公司未来将更关注内部控制问题，规范内部控制制度执行，以实现公

司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目标。 

独立董事希望公司经营管理层及公司董秘办能抓紧推进审计工作的进度，督

促董事会和经营层及时完成整改，并及时反馈给各审计委员会的委员。 

 

（三）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1 年第三次

会议于 2021年 4月 28日晚 19:30在公司董事会议室召开。应到委员五名，实到

五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会议由主任委员独立董事胡志勇先生

主持，，副总裁兼董秘蔡锦鹭、财务总监司小平、监事会主席隆利列席了会议。

会议对《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财务状况分析报告》、《广州粤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报告》初稿以及《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进行了讨论，形成决议如下： 

1、会议对公司出具的《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财务状况分析

报告》进行了审议，认为公司出具的《分析报告》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及经营

状况进行了详细深入的剖析，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审计委员会同

意公司出具的《财务分析报告》。 

2、会议对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报告》进行了讨论，对《审计报告》中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

表示了肯定，认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会计报表的有关数据客观公允反映了公司

截至 2020 年 12月 31日的资产负债情况和 2020年的生产经营成果，并同意以此

审计报告为基础制作公司 2020 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并要求中审众环按照

审计计划出具正式的审计报告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3、审计委员会认为需提请董事会及公司经营管理层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1）公司经营管理层需加强内部控制管理，确保公司内部控制有切实可行

的规章制度并不断更新加以完善；公司审计中心制定相关计划，定期检查制度执

行情况。 



（2）公司经营管理层需督促公司控股股东尽快解决相关问题，加强整改。 

（3）结合 2020 年度公司审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需严格规范自

身行为，防止再次产生关联方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问题。 

4、同意《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四）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1 年第四次

会议于 2021年 8月 27日以现场结合视频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委员

5名，实际参与委员 5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广州粤

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对公司出具

的《公司 2021年半年度财务报告》以及《公司 2021年半年度财务分析报告》进

行了讨论，形成决议如下： 

会议对公司出具的《公司 2021年半年度财务状况分析报告》以及《公司 2021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讨论，对《分析报告》以及《财务报告》中所提供信

息的真实性表示了肯定，认为公司出具的 2021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没有重大差错，

审计委员会同意公司出具的《财务分析报告》和《财务报告》。 

 

（五）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1 年第五次

于 2021 年 11 月 23 日以现场结合视频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委员 5

名，实际参与委员 5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广州粤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对公司拟变更

会计师事务所事项进行了讨论，并发表意见如下：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具

有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能增强公司审计工作的全面性、

客观性，审计服务费用合理。我们同意公司更换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担任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为公司提供财务审计和相关专项审计服务，

聘期为一年，审计服务费用由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决定，不再聘任中审众

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报告期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情况 

(一)审核公司 2020年度审计工作计划,与年审注册会计师协商确定年度财



务报告有关审计事项； 

(二)年审注册会计师进场前,审议公司编制的财务会计报表并出具审阅意

见； 

(三)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初步审计意见后的财务会计报表的审阅意见； 

(四)审计期间,多次和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沟通并对其审计工作进行督促； 

(五)监督公司财务信息的有关披露工作； 

(六)监督公司内部审计部门的工作,并就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向董事会报

告,并与公司管理层进行沟通； 

(七)与年审注册会计师就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沟通和交流； 

(八)对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公司 2020年度审计工作进行总结； 

(九)对聘请 2021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给董事会提供专业意见。 

 

三、审计委员会对公司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一）审计委员会关于年审注册会计师进场前对公司编制的财务会计报表的

书面意见 

按照年报审计相关规定,审计委员会在年报披露和编制过程中履行检查、监

督职能。审计委员会审阅了公司财务部提交的财务报表,包括 2020年 12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0 年度的利润表、股东权益变动表和现金流量变动表及财

务报表附注。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所有交易均已记录,交易事项真实,资料完整,

公司会计政策选用恰当,会计估计合理,未发现有重大错报、漏报情况。同意以此

财务报表基础开展 2020 年度的财务审计工作。 

 

(二)审计委员会关于年审注册会计师出具初步审计意见后对财务会计报表

的书面意见 

在年报编制过程中,年审注册会计师和审计委员会进行了有效的沟通,公司

2020年报审计工作总体上按计划进度进行,年审注册会计师对公司 2020 年度财

务报告的审计工作严格按照审计业务相关规范进行,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

公司 2020年 12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及 2020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同意以

此财务报表为基础制作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同时要求会计师事务所按

照计划尽快完成审计工作,以保证公司如期披露 2020年年度报告。 

 



(三)对会计师事务所 2020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 

按照中国证监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以及要求，现对中审众环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从事 2020年度公司审计工作总结如下： 

1、审计前的准备工作  

①审计计划的确定 

在中审众环正式进场审计前，公司审计委员会与中审众环经过协商沟通，确

定了公司 2020 年度审计的工作安排，并由公司财务负责人向审计委员会及独立

董事报告。计划审计进度及时间安排为：2021 年 3 月 1 日正式进场进行审计，

2021 年 4 月 20 日出具审计报告初稿。2021 年 4 月 28 日前完成全部审计工作，

出具正式审计报告。 

在中审众环进场审计前，公司对审计人员的独立性进行了审核，并于 2021

年 3 月 5 日召开公司审计委员会 2021 年第一次会议，中审众环向审计委员会提

交了本年度审计工作的总体计划以及向审计委员会汇报了本年度的审计重点。 

②未审财务报表的审阅 

2021 年 4 月 23 日，公司审计委员会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会议，会议就中审

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特殊普通合伙）在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

过程中发现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2、审计过程  

2021 年 3 月 1 日开始，中审众环派出审计小组正式进场对公司下属子公司

全面开展审计。审计过程中，中审众环定期通过公司审计中心向董事会秘书处汇

报审计进展情况，审计委员会通过公司董事会秘书处根据审计进度先后两次要求

中审众环严格按照审计计划安排审计工作，确保在约定时间提交审计报告初稿。 

2021 年 4 月 20 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计的现场审计工作结束。 

3、审计报告初稿的审阅 

2021 年 4 月 27 日，审计委员会召开 2021 年第三次会议，中审众环向审计

委员会提交《审计报告》（初稿，下同），同时提交《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及其他

专项报告。审计委员会全体委员认真仔细地审阅了中审众环提交的审计报告和其

他相关报告初稿。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会计报表的有关数据客

观公允反映了公司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的资产负债情况和 2020年的生产经营



成果，并同意以此审计报告为基础制作公司 2020 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并

要求中审众环按照审计计划出具正式的审计报告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4、审计报告定稿 

2021 年 4月 28 日，中审众环按照总体审计计划如期完成了审计报告定稿，

并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的有关要求出具了《审计报告》、《控

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等其他专

项报告，公司 2020 年度审计工作圆满结束。 

 

四、总体评价 

2021 年，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充分发挥了审查和监督作用，为董事会科

学决策提供专业意见，较好地履行了审计委员会的职责。 

2022 年，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继续忠实勤

勉地履行职责，积极发挥审计委员会的职能作用，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 

                                   （董事会代章） 

                                  二 O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