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6-2：上市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变更信息明细表（截至2016年3月14日）

名称 是否报备 报备中陈述的变更原因 名称 是否报备 报备中陈述的变更原因

1 600879 航天电子 2015-02-13 中兴财光华 已报备 客户审计工作需要 北京中证天通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服务年限较长

2 600475 华光股份 2015-04-03 天衡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服务年限长，重新招标 江苏公证天业 已报备 招投标

3 600283 钱江水利 2015-04-10 利安达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聘期已满 天健 已报备 聘期已到，公司改聘

4 600132 重庆啤酒 2015-04-10 天健 已报备 被审计单位出于成本效益考虑变更进行整合审计 北京永拓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聘期已满

5 002644 佛慈制药 2015-04-10 立信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服务年限较长 瑞华 已报备 服务年限较长

6 600116 三峡水利 2015-04-18 利安达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聘期已满 天健 已报备
为充分发挥外部审计机构对公司治理的促进作
用，客户分别聘请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

7 002449 国星光电 2015-04-18 北京中证天通 已报备 服务年限较长 瑞华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服务年限较长

8 600983 惠而浦 2015-04-24 安永华明 已报备 控股股东变更，重新选聘事务所 华普天健 已报备 与控股股东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保持一致

9 600990 四创电子 2015-04-24 众华 已报备 选用客户所属集团公司的中标会计师事务所 大华 已报备 集团同意委托

10 600466 蓝光发展 2015-04-30 信永中和 已报备 客户发生重大资产重组 天健 已报备 客户发生重大资产重组

11 600520 中发科技 2015-05-04 天健 已报备 实际控制人变更，重新选聘事务所 北京兴华 已报备 时间安排或地域原因

12 000976 *ST春晖 2015-05-15 大华 已报备 聘期已到 北京永拓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聘期已满

13 002149 西部材料 2015-05-16 希格玛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服务年限较长 中审众环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聘期已满

14 600038 中直股份 2015-05-22 安永华明 已报备 客户业务发展需要 中审众环 已报备 客户业务发展需要

15 600562 国睿科技 2015-05-29 众华 已报备 客户所属集团公司招标 大华 已报备 招投标

16 603123 翠微股份 2015-05-29 瑞华 已报备 前任服务年限较长 德勤华永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服务年限较长

17 600679 金山开发 2015-06-19 上会 已报备 与年报审计同选一家事务所 众华 已报备
2014年度审计已改由上会所进行审计，2015年度
内控审计也相应改为上会所进行审计

18 601007 金陵饭店 2015-06-30 中兴华 已报备 按照国资委要求定期轮换 天衡 已报备 按照国资委要求定期轮换

19 000018 神州长城 2015-06-30 瑞华 已报备 合同期满 大华 已报备 重大资产重组，更换大股东

20 600666 奥瑞德 2015-07-07 大华 已报备 实际控制人变更 天健 已报备 客户发生重大资产重组

21 600698 湖南天雁 2015-07-29 立信 已报备 确保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和客观性 大信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服务年限较长

22 600713 南京医药 2015-07-31 毕马威华振 已报备 公开招标 天衡 已报备 公开招标

23 600806 昆明机床 2015-08-10 瑞华 已报备 前任服务年限较长 毕马威华振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未与客户未就2015年审计收费达成一
致意见

24 000633 合金投资 2015-08-12 大华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人员安排等问题          天职国际 已报备 大股东变更

25 600550 保变电气 2015-09-02 立信 已报备 实际控制人重新选聘事务所 大信 已报备 服务期限届满，客户集团统一招标               

26 002083 孚日股份 2015-09-07 安永华明 已报备 公司根据发展要求提出变更 瑞华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服务年限较长

27 600135 乐凯胶片 2015-09-11 中勤万信 已报备 客户认为后任事务所有较高的专业水平 立信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聘期已满

28 600284 浦东建设 2015-09-15 立信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聘期已满 众华 已报备 为保证审计独立性和客观性

29 000033 *ST新都 2015-09-18 天健 已报备 董事会改聘 立信 已报备 与客户在会计审计等问题上存在分歧

30 600561 江西长运 2015-09-18 大信 已报备 公开选聘 中审亚太 已报备 企业决定

31 300434 金石东方 2015-09-22 利安达 已报备 客户发展需要 瑞华 已报备 合同期满

32 300282 汇冠股份 2015-10-10 瑞华 已报备 合同期满 立信 已报备
公司第一大股东西藏丹贝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为北
京和君商学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3 002419 天虹商场 2015-10-15 瑞华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服务年限较长 大华 已报备 前任聘期已满

34 600236 桂冠电力 2015-10-20 信永中和 已报备前任事务所连续10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聘期已到。 天职国际 已报备 服务期限已到，国资委要求换所

35 601918 国投新集 2015-10-20 天职国际 已报备 国资委轮换     北京中证天通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服务年限较长

36 000972 新中基 2015-10-26 中兴财光华 已报备 考虑公司目前实际情况以及未来发展需要 瑞华 已报备 合同期满

前任事务所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变更日期

后任事务所



名称 是否报备 报备中陈述的变更原因 名称 是否报备 报备中陈述的变更原因

前任事务所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变更日期

后任事务所

37 600359 新农开发 2015-10-27 大信 已报备 招投标 信永中和 已报备
变更原因详见2015年10月27日公司董事会公告
（编号：2015—067 号）

38 002555 顺荣三七 2015-10-28 天健 已报备 客户发生重大资产重组 大华 已报备 合作时间长

39 600584 长电科技 2015-10-30 安永华明 已报备 客户未来发展需要 江苏公证天业 已报备 合作时间较长

40 002054 德美化工 2015-10-31 信永中和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服务年限较长 瑞华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服务年限较长

41 600390 金瑞科技 2015-10-31 天健 已报备 超过国资委规定年限 天职国际 已报备 超过国资委规定年限

42 000043 中航地产 2015-11-02 瑞华 已报备 合同期满 大华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聘期已满

43 600128 弘业股份 2015-11-02 信永中和 已报备 招投标 天衡 已报备 按照国资委要求定期轮换

44 000151 中成股份 2015-11-10 立信 已报备 按照国资委要求定期轮换 信永中和 已报备 会计师事务所轮换

45 600516 方大炭素 2015-11-11 立信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服务年限较长 瑞华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服务年限较长

46 600120 浙江东方 2015-11-17 大华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聘期已满 天健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聘期已满

47 600287 江苏舜天 2015-11-17 江苏苏亚金诚 已报备 国资委统一招投标 天衡 已报备 按照国资委要求定期轮换

48 000833 贵糖股份 2015-11-25 中审众环 已报备 项目主要审计团队加入后任事务所 中审亚太 已报备 项目主要审计团队加入后任事务所

49 300114 中航电测 2015-11-25 致同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服务年限到期 瑞华 已报备 合同期满

50 000538 云南白药 2015-11-27 中审众环 已报备 项目主要审计团队加入后任事务所 中审亚太 已报备 企业决定

51 600217 *ST秦岭 2015-11-28 中天运 已报备 合同到期不再续聘 信永中和 已报备 聘期已到，公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

52 002362 汉王科技 2015-12-02 信永中和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聘期已满 瑞华 已报备 合同期满

53 000665 湖北广电 2015-12-04 利安达 已报备 客户发展需要 北京中证天通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服务年限较长

54 002258 利尔化学 2015-12-09 信永中和 已报备 前任聘期已满 瑞华 已报备 合同期满

55 300063 天龙集团 2015-12-10 天职国际 已报备 服务期限较长，为保持独立性换所 瑞华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服务年限较长

56 600981 汇鸿集团 2015-12-12 信永中和 已报备 客户发生重大资产重组 天衡 已报备 客户发生重大资产重组

57 600848 上海临港 2015-12-12 瑞华 已报备 合同期满 德勤华永 已报备 控股股东变更

58 600988 赤峰黄金 2015-12-15 中审众环 已报备 项目主要审计团队加入后任事务所 中审亚太 已报备 项目主要审计团队加入后任事务所

59 600192 长城电工 2015-12-15 瑞华 已报备 前任服务年限较长 希格玛 已报备 随年报审计变更

60 300179 四方达 2015-12-15 天职国际 已报备 瑞华 已报备 合同期满

61 002267 陕天然气 2015-12-16 希格玛 已报备 随年报审计变更 天健 已报备
控股股东对各子公司2015年年报审计机构进行了
调整

62 000780 平庄能源 2015-12-17 立信 已报备 为保证审计独立性，客户决定重新选聘事务所 中审众环 已报备 为保证公司审计独立性,正常更换

63 600005 武钢股份 2015-12-17 立信 已报备 到期正常更换 北京兴华 已报备 国资委重新招标

64 000667 美好集团 2015-12-19 中审众环 已报备 项目主要审计团队加入后任事务所 中审亚太 已报备 部分执业团队加入中审众环

65 600606 绿地控股 2015-12-21 瑞华 已报备 前任服务年限较长 安永华明 已报备 客户发生重大资产重组

66 600252 中恒集团 2015-12-22 中审众环 已报备 项目主要审计团队加入后任事务所 中审亚太 已报备 部分执业团队加入中审众环

67 600121 郑州煤电 2015-12-25 亚太（集团） 已报备 合同到期 北京兴华 已报备 国资委相关规定

68 002147 方圆支承 2015-12-26 利安达 已报备 客户发生重大资产重组 瑞华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服务年限较长

69 600777 新潮实业 2015-12-27 众华 已报备 变更为同一家事务所审计 立信 已报备 客户业务发展需要

70 000903 云内动力 2015-12-28 中审众环 已报备 项目主要审计团队加入后任事务所 中审亚太 已报备 部分执业团队加入中审众环

71 000948 南天信息 2015-12-28 中审众环 已报备 项目主要审计团队加入后任事务所 中审亚太 已报备 部分执业团队加入中审众环

72 600715 *ST松辽 2015-12-29 大华 已报备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 瑞华 已报备 合同期满

73 600744 华银电力 2015-12-30 信永中和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聘期已满 天职国际 已报备 国资委统一招标改聘

74 000560 昆百大A 2016-01-04 中审众环 已报备 项目主要审计团队加入后任事务所 中审亚太 已报备 部分执业团队加入中审众环

75 002464 金利科技 2016-01-04 信永中和 已报备 上市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业务后变更 大华 已报备 客户发生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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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600556 慧球科技 2016-01-04 大华 已报备 审计服务年限长，实际控制人变更 大信 已报备 客户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

77 600490 鹏欣资源 2016-01-06 中审众环 已报备 项目主要审计团队加入后任事务所 中审亚太 已报备 部分执业团队加入中审众环

78 600368 五洲交通 2016-01-06 致同 已报备 时间安排或地域原因 瑞华 已报备 内部整合，人力资源紧张

79 600096 云天化 2016-01-06 中审众环 已报备 项目主要审计团队加入后任事务所 中审亚太 已报备 部分执业团队加入中审众环

80 600862 南通科技 2016-01-11 中审众环 已报备 项目主要审计团队加入后任事务所 瑞华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服务年限较长

81 002289 宇顺电子 2016-01-12 天健 已报备 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更换审计机构 大华 已报备 新进大股东要求

82 000008 神州高铁 2016-01-14 大信 已报备 客户业务需要 大华 已报备 客户发生重大资产重组，更换大股东

83 000007 零七股份 2016-01-14 亚太（集团） 已报备 合同到期 瑞华 已报备 合同期满

84 000611 *ST蒙发 2016-01-14 大华 已报备 实际控制人变更 瑞华 已报备 合同期满

85 000989 九芝堂 2016-01-16 华普天健 已报备 客户发生重大资产重组 天健 已报备 公司重组，控股股东变更

86 000796 凯撒旅游 2016-01-18 中审众环 已报备 项目主要审计团队加入后任事务所 中审亚太 已报备 部分执业团队加入中审众环

87 600560 金自天正 2016-01-20 中审众环 已报备 考虑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的相关性 天职国际 已报备 合同到期

88 601005 重庆钢铁 2016-01-20 天健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服务年限较长，未就审计收费达成一
致意见

毕马威华振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服务年限较长，未就审计收费达成一
致意见

89 600608 *ST沪科 2016-01-31 中审众环 已报备 项目主要审计团队加入后任事务所 中审亚太 已报备 部分执业团队加入中审众环

90 600462 石岘纸业 2016-02-02 大信 已报备 客户发生重大资产重组 中准 已报备 无

91 000691 亚太实业 2016-02-23 希格玛 已报备 随年报审计变更 瑞华 已报备 服务年限较长

92 600363 联创光电 2016-09-30 大华 已报备 客户业务发展需要 中审华寅五洲 已报备 已满5年

93 600657 信达地产 2015-03-19 安永华明 已报备 正常轮换    德勤华永 未报备

94 002179 中航光电 2015-03-31 安永华明 已报备 客户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 中审众环 未报备

95 002153 石基信息 2015-04-28 瑞华 已报备 前任服务年限较长 中审众环 未报备

96 600190 锦州港 2015-05-09 致同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服务年限较长 华普天健 未报备

97 600721 百花村 2015-05-13 希格玛 已报备 随年报审计变更       中审华寅五洲 未报备

98 600316 洪都航空 2015-05-16 安永华明 已报备 正常轮换    普华永道中天 未报备

99 300369 绿盟科技 2015-05-19 瑞华 已报备 合同期满 利安达 未报备

100 601226 华电重工 2015-05-28 立信 已报备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财务决算报告管理办法》（2004）（国资委令第5号）和财政部《关于会计师事务所承担中央企业财务决算审计有关问题的通知》（财会【2011】24号）等文件的规定，会计师事务所连续承担同一家中央企业财务决算审计业务应不少于2年，不超过5年。公司原审计机构大信事务所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已满5年，为保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经与大信事务所友好协商，改聘立信。                                                                                                                                                                                  大信 未报备

101 600895 张江高科 2015-06-09 天职国际 已报备 招投标   立信 未报备

102 600604 市北高新 2015-06-23 瑞华 已报备 合同期满    立信 未报备

103 600372 中航电子 2015-06-25 安永华明 已报备 随母公司更换审计师一同更换             致同 未报备

104 000659 *ST中富 2015-06-30 中喜 已报备 业务约定书到期 普华永道中天 未报备

105 002178 延华智能 2015-09-21 天职国际 已报备 未来业务发展需要        华普天健 未报备

106 002323 雅百特 2015-09-25 众华 已报备 上市资产重组      中审亚太 未报备

107 600299 安迪苏 2015-10-23 毕马威华振 已报备 按照国资委要求定期轮换 普华永道中天 未报备

108 200986 粤华包B 2015-10-30 大华 已报备 立信 未报备

109 600279 重庆港九 2015-10-30 大信 已报备 招投标   天健 未报备

110 002232 启明信息 2015-10-30 信永中和 已报备 国务院国资委统一安排 致同 未报备

111 000927 *ST夏利 2015-11-13 瑞华 已报备 国资委五年轮换制度 致同 未报备

112 300209 天泽信息 2015-11-25 天职国际 已报备 公司董事会决定       立信 未报备

113 600678 四川金顶 2015-11-25 瑞华 已报备 服务年限较长      中汇 未报备

114 600892 宝诚股份 2015-12-04 瑞华 已报备 服务年限较长      中喜 未报备

115 600145 *ST新亿 2015-12-07 大华 已报备 客户业务发展需要       立信 未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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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600073 上海梅林 2015-12-16 天职国际 已报备 管理层更换     立信 未报备

117 000835 长城动漫 2015-12-24 瑞华 已报备 合同期满 天健 未报备

118 600076 青鸟华光 2015-12-29 瑞华 已报备 合同期满    中兴华 未报备

119 600422 昆药集团 2015-12-30 中审众环 已报备 项目主要审计团队加入后任事务所 中审亚太 未报备

120 600507 方大特钢 2015-12-30 中审华寅五洲 已报备 公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            中兴华 未报备

121 002411 九九久 2016-01-06 瑞华 已报备 合同期满    上会 未报备

122 600326 西藏天路 2016-01-08 中审众环 已报备 项目主要审计团队加入后任事务所 中审亚太 未报备

123 600515 海岛建设 2016-01-09 中审众环 已报备 项目主要审计团队加入后任事务所 中审亚太 未报备

124 000687 华讯方舟 2016-01-10 大信 已报备 客户发生重大资产重组          天职国际 未报备

125 300086 康芝药业 2016-01-13 中审众环 已报备 项目主要审计团队加入后任事务所 中审亚太 未报备

126 300372 欣泰电气 2016-01-18 华普天健 已报备 原事务所已审计多年，为保持独立性                北京兴华 未报备

127 603588 高能环境 2016-01-28 天健 已报备 前任会计师事务所因人力资源配置不够                 致同 未报备

128 600966 博汇纸业 2015-01-16 山东和信 未报备 瑞华 已报备 合同期满

129 000708 大冶特钢 2015-03-20 普华永道中天 未报备 毕马威华振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聘期已满

130 601998 中信银行 2015-03-20 普华永道中天 未报备 毕马威华振 已报备 金融企业审计机构定期轮换

131 600030 中信证券 2015-03-23 普华永道中天 未报备 安永华明 已报备 正常轮换

132 000635 英力特 2015-04-08 中审众环 未报备 瑞华 已报备 合同期满

133 600856 中天能源 2015-04-24 立信 未报备 大信 已报备 客户发生重大资产重组          

134 600578 京能电力 2015-05-29 天职国际 未报备 北京兴华 已报备 国资委重新招标

135 600779 *ST水井 2015-06-09 普华永道中天 未报备 毕马威华振 已报备 客户所属集团公司更换事务所

136 000505 珠江控股 2015-06-15 中兴华 未报备 大华 已报备 应国资委要求轮换

137 000418 小天鹅A 2015-07-01 普华永道中天 未报备 江苏公证天业 已报备 控股公司境外上市

138 600297 广汇汽车 2015-08-03 普华永道中天 未报备 大华 已报备 客户基本情况发生变化

139 300386 飞天诚信 2015-08-07 天职国际 未报备 瑞华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服务年限较长

140 600061 国投安信 2015-10-30 立信 未报备 天职国际 已报备 客户发生重大资产重组

141 600759 洲际油气 2015-11-04 中汇 未报备 福建华兴 已报备 客户未来发展需要

142 000333 美的集团 2015-11-18 普华永道中天 未报备 天健 已报备 客户未来业务发展需要，统一全球审计主体

143 601818 光大银行 2015-11-19 安永华明 未报备 毕马威华振 已报备 金融企业审计机构定期轮换

144 300014 亿纬锂能 2015-11-25 致同 未报备 瑞华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服务年限较长

145 000777 中核科技 2015-12-02 中天运 未报备 信永中和 已报备 提供审计服务聘期已超过有关规定

146 600576 万家文化 2015-12-07 中汇 未报备 立信 已报备 客户发生重大资产重组

147 002167 东方锆业 2015-12-19 致同 未报备 广东正中珠江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不在国资委要求通过招标方式选聘的
外部审计机构的范围内

148 600111 北方稀土 2016-01-21 致同 未报备 大华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服务年限较长

149 600110 中科英华 2016-02-02 立信 未报备 中准 已报备 无

150 000591 桐君阁 2016-02-18 瑞华 未报备 天健 已报备 企业重组

151 600656 *ST博元 2016-02-23 亚太（集团） 未报备 大华 已报备 合约已到期，公司董事会决定不在再续聘

152 000979 中弘股份 2016-02-29 亚太（集团） 未报备 天健 已报备 前任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期限较长              

注： 本表系根据证券资格事务所向中注协报备的审计机构变更信息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