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6：上市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变更情况明细表（截至2021年3月31日）

序
号

股票
代码

上市公司名称 变更日期
后任事务所 前任事务所

名称 是否报备 报备陈述变更原因 名称 是否报备 报备陈述变更原因

1 000151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0-11-25 中兴华 未报备 立信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2 000638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02-22 中兴财光华 未报备 大信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3 000687 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 2021-01-08 中喜 未报备 大信 已报备 审计时间、资源安排或地域原因

4 000802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1-01-12 中审众环 未报备 中兴华 已报备 审计服务聘期已满

5 000862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04-24 普华永道中天 未报备 信永中和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6 002082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02-05 大华 未报备 天健 已报备
保持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客观性
和公允性

7 002104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0-10-29 中兴华 未报备 上会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8 002232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10-24 致同 未报备 信永中和 已报备 集团或控股股东要求更换事务所

9 002248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0-07-11 大华 未报备 信永中和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10 002336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01-28 中审亚太 未报备 立信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11 002570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2020-10-27 中汇 未报备 天健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12 002610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11-27 苏亚金诚 未报备 中兴华 已报备 审计服务聘期已满

13 002732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11-23 大华 未报备 天健 已报备 审计服务聘期已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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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002842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04-28 广东司农 未报备 广东正中珠江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15 003028 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02-25 大华 未报备 天健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16 200168 广东舜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03-23 尤尼泰振青 未报备 亚太（集团） 已报备 审计时间、资源安排或地域原因

17 300079 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11-13 大华 未报备 中兴华 已报备 审计服务聘期已满

18 300917 深圳市特发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1-01-25 容诚 未报备 天健 已报备 审计服务聘期已满

19 600018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04-10 普华永道中天 未报备 立信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20 600020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0-10-31 中勤万信 未报备 致同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21 600266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08-08 大华 未报备 中审亚太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22 600291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02-01 中审亚太 未报备 中汇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决定不再承接

23 600578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10 中审众环 未报备 天职国际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24 600655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03-24 上会 未报备 安永华明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25 600734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01-29 中兴财光华 未报备 立信中联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26 600765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1-01-15 大华 未报备 立信 已报备 原审计团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27 600767 运盛（成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08-21 中审众环 未报备 大华 已报备 审计时间、资源安排或地域原因

28 601179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04-29 普华永道中天 未报备 安永华明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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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603110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25 容诚 未报备 天健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30 603133 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07-21 容诚 未报备 公证天业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31 603167 渤海轮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31 大华 未报备 立信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32 603499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10-29 普华永道中天 未报备 立信 已报备 实际控制人变更要求更换事务所

33 603567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02-09 中准 未报备 中审众环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34 603848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05-07 华兴 未报备 广东正中珠江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35 603863 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05-20 广东司农 未报备 广东正中珠江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36 603959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02-09 大华 未报备 信永中和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决定不再承接

37 603991 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02-02 立信中联 未报备 立信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38 603996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10-26 众华 未报备 中兴财光华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39 300352 北京北信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1-03-19 中兴财光华 已报备 审计时间、资源安排或地域原因 致同 未报备

40 000045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08-20 致同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中勤万信 未报备

41 000096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08-21 亚太（集团）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容诚 未报备

42 000400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30 信永中和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中审华 未报备

43 000537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11 信永中和 已报备 审计服务聘期已满 瑞华 未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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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000551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10-19 天衡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公证天业 未报备

45 000587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02-26 中兴财光华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永拓 未报备

46 000636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01-07 中喜 已报备 集团或控股股东要求更换事务所 中审众环 未报备

47 000670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02 天健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亚太（集团） 未报备

48 000690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11-09 大华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北京兴华 未报备

49 000719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07 致同 已报备
保持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客观性
和公允性

中勤万信 未报备

50 000732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31 中兴华 已报备 审计服务聘期已满 大华 未报备

51 000803 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09-19 信永中和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中喜 未报备

52 000806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01-13 中兴财光华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中审华 未报备

53 000852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1-01-25 立信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致同 未报备

54 000878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04-10 信永中和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天职国际 未报备

55 000915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04-25 致同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瑞华 未报备

56 000920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 2020-10-29 天健 已报备 招投标 瑞华 未报备

57 002071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21-01-25 中兴华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中天运 未报备

58 002168 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11-06 大信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上会 未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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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002321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10-17 亚太（集团）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中兴华 未报备

60 002445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11-25 利安达 已报备 随年报审计变更 公证天业 未报备

61 002517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0-08-10 中审众环 已报备 审计服务聘期已满 华兴 未报备

62 002581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10-20 中兴财光华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中喜 未报备

63 002719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11-24 中兴财光华 已报备 上市公司辞聘事务所 希格玛 未报备

64 002966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11-03 普华永道中天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安永华明 未报备

65 300020 银江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18 中兴华 已报备
保持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客观性
和公允性

瑞华 未报备

66 300053 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01 中兴财光华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大华 未报备

67 300328 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11-11 天职国际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中审华 未报备

68 300391 康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04-27 中审亚太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和信 未报备

69 300429 常州强力电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09 天健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苏亚金诚 未报备

70 300540 成都深冷液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03-05 天职国际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中审众环 未报备

71 300596 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18 天职国际 已报备 审计服务聘期已满 致同 未报备

72 300805 广东电声市场营销股份有限公司 2020-10-12 毕马威华振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广东正中珠江 未报备

73 300866 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11-04 毕马威华振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天健 未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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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600249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2020-09-29 永拓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大华 未报备

75 600251 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 2020-11-06 希格玛 已报备 随年报审计变更 中审华 未报备

76 600287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2020-04-17 天衡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苏亚金诚 未报备

77 600312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31 立信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中审华 未报备

78 600421 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15 立信中联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瑞华 未报备

79 600448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 2020-09-29 致同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瑞华 未报备

80 600489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21-02-09 天健 已报备 招投标 瑞华 未报备

81 600517 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 2021-01-13 信永中和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瑞华 未报备

82 600567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2021-01-30 信永中和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容诚 未报备

83 600593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02-18 中兴财光华 已报备 实际控制人变更要求更换事务所 大华 未报备

84 600647 上海同达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0-10-24 中审众环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瑞华 未报备

85 600666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11-20 中审亚太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大华 未报备

86 600711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28 信永中和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中证天通 未报备

87 600787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08 大华 已报备 集团或控股股东要求更换事务所 中审华 未报备

88 600828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10 信永中和 已报备 审计服务聘期已满 瑞华 未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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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600880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2020-10-30 信永中和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四川华信（集团） 未报备

90 600916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1-02-15 天健 已报备 招投标 瑞华 未报备

91 600936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09 信永中和 已报备 审计服务聘期已满 瑞华 未报备

92 601003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11 天职国际 已报备
保持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客观性

和公允性
中审华 未报备

93 601019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0-08-31 信永中和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瑞华 未报备

94 601098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04-27 天职国际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瑞华 未报备

95 601101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10-24 天圆全 已报备 审计服务聘期已满 瑞华 未报备

96 60128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11-04 毕马威华振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普华永道中天 未报备

97 601677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30 大华 已报备 集团或控股股东要求更换事务所 容诚 未报备

98 601816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0-06-29 信永中和 已报备 招投标 天职国际 未报备

99 601900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0-06-02 信永中和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瑞华 未报备

100 601999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08-27 中审众环 已报备 招投标 瑞华 未报备

101 603118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09 亚太（集团）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中勤万信 未报备

102 603136 江苏天目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0-04-30 大信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公证天业 未报备

103 603389 亚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1-01-11 天健 已报备 审计时间、资源安排或地域原因 容诚 未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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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603616 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11 信永中和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北京兴华 未报备

105 603822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02-18 大信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瑞华 未报备

106 603888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0-04-22 中审众环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瑞华 未报备

107 603900 莱绅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1-01-21 中兴华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决定不再承接 中天运 未报备

108 605188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0-09-29 立信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瑞华 未报备

109 688020 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18 大信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天健 未报备

110 600780 山西通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10-27 致同 已报备
保持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客观性
和公允性

大华 已报备 实际控制人变更要求更换事务所

111 000008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07 信永中和 已报备 招投标 大信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112 000011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04-07 天职国际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天健 已报备 招投标

113 000025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10-29 容诚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天健 已报备 审计服务聘期已满

114 000035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28 毕马威华振 已报备 审计时间、资源安排或地域原因 立信 已报备 集团或控股股东要求更换事务所

115 000046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01-13 永拓 已报备 审计服务聘期已满 立信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116 000056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01-23 亚太（集团）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立信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117 000088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0-11-26 天职国际 已报备 审计服务聘期已满 天健 已报备 招投标

118 000408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14 天衡 已报备 审计服务聘期已满 中审众环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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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000505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08-20 天职国际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中兴华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120 000516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01-09 中审亚太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希格玛 已报备 随年报审计变更

121 000520 长航凤凰股份有限公司 2020-10-30 立信 已报备 实际控制人变更要求更换事务所 信永中和 已报备 实际控制人变更要求更换事务所

122 000525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2021-01-15 立信中联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立信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123 000571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02-09 大华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立信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124 000573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2020-04-14 华兴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广东正中珠江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125 000576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22 容诚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广东正中珠江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126 000606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0-11-14 大信 已报备 审计时间、资源安排或地域原因 立信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127 000608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20-04-20 大华 已报备 实际控制人变更要求更换事务所 普华永道中天 已报备 实际控制人变更要求更换事务所

128 000620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11-16 中兴财光华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天健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129 000768 中航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10 大华 已报备 集团或控股股东要求更换事务所 信永中和 已报备 审计服务聘期已满

130 000782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2020-08-04 中审亚太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立信 已报备 集团或控股股东要求更换事务所

131 000790 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10-28 信永中和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立信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132 000798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 2021-01-14 中审亚太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中审众环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133 000836 天津富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04-27 中兴财光华 已报备
保持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客观性
和公允性

中审众环 已报备
保持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客观性
和公允性



序
号

股票
代码

上市公司名称 变更日期
后任事务所 前任事务所

名称 是否报备 报备陈述变更原因 名称 是否报备 报备陈述变更原因

134 000851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11-17 中审亚太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立信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135 000881 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09-30 立信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信永中和 已报备 审计服务聘期已满

136 000893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09 致同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中勤万信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137 000927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14 立信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致同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138 000951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0-06-03 安永华明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普华永道中天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139 000960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10-24 天职国际 已报备 审计服务聘期已满 中审众环 已报备 审计服务聘期已满

140 000980 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01-11 中兴财光华 已报备 实际控制人变更要求更换事务所 天职国际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141 002202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04-28 德勤华永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安永华明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142 002213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28 信永中和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中兴财光华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143 002345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04-27 华兴 已报备 上市公司辞聘事务所 广东正中珠江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144 002586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08-28 亚太（集团）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立信 已报备 集团或控股股东要求更换事务所

145 002611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10-16 安永华明 已报备 集团或控股股东要求更换事务所 立信 已报备 集团或控股股东要求更换事务所

146 002672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0-05-26 中审众环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信永中和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147 002681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09-08 亚太（集团）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立信 已报备 集团或控股股东要求更换事务所

148 002696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11-19 信永中和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大信 已报备 实际控制人变更要求更换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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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002734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08-28 天衡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信永中和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150 003816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03-25 毕马威华振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德勤华永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151 300044 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1-01-11 中汇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决定不再承接 立信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152 300273 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15 亚太（集团）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中兴财光华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153 300353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10 天职国际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立信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154 300452 安徽山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06-24 天职国际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容诚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155 300602 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07-13 立信 已报备 集团或控股股东要求更换事务所 天职国际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156 300817 浙江双飞无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29 天健 已报备 审计时间、资源安排或地域原因 信永中和 已报备 审计时间、资源安排或地域原因

157 600048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10-28 天职国际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立信 已报备 集团或控股股东要求更换事务所

158 600061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20-11-27 信永中和 已报备 审计服务聘期已满 立信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159 600073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2020-09-04 毕马威华振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决定不再承接 德勤华永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决定不再承接

160 600081 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08-28 信永中和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立信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161 600090 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01-09 亚太（集团） 已报备 审计服务聘期已满 大信 已报备 审计服务聘期已满

162 600098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10-29 立信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广东正中珠江 已报备 集团或控股股东要求更换事务所

163 600110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11 大华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立信中联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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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600116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10-22 大华 已报备 招投标 天健 已报备 实际控制人变更要求更换事务所

165 600119 长发集团长江投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08-06 上会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立信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166 600178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28 中兴华 已报备 审计服务聘期已满 立信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167 600183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03-23 华兴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广东正中珠江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168 600195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31 中审亚太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中审众环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169 600215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30 中兴财光华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德勤华永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决定不再承接

170 600236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08-28 天职国际 已报备 审计服务聘期已满 信永中和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171 600242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11 亚太（集团） 已报备 审计时间、资源安排或地域原因 中审众环 已报备 审计时间、资源安排或地域原因

172 600248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14 天职国际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希格玛 已报备 随年报审计变更

173 600289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2020-10-21 大华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致同 已报备 审计时间、资源安排或地域原因

174 600303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18 大华 已报备 集团或控股股东要求更换事务所 信永中和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175 600313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29 中审亚太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信永中和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176 600328 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11-04 天职国际 已报备 审计服务聘期已满 立信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177 600331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1-01-27 四川华信（集团） 已报备 审计时间、资源安排或地域原因 天健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决定不再承接

178 600369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21 信永中和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天健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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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600370 江苏三房巷股份有限公司 2020-09-28 大华 已报备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公证天业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180 600381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10-21 大信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中兴财光华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181 600382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04-16 华兴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广东正中珠江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182 600390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20-07-30 天职国际 已报备 审计服务聘期已满 致同 已报备 招投标

183 600475 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11-07 公证天业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天衡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184 600500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10-29 安永华明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德勤华永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185 600545 卓郎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18 立信 已报备 集团或控股股东要求更换事务所 普华永道中天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186 600550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10-26 中兴华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立信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187 600568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08 大华 已报备 集团或控股股东要求更换事务所 立信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188 600599 熊猫金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1-01-11 利安达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天健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189 600615 上海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04-29 大华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天健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190 600684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05-19 大信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大华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191 600698 湖南天雁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0-10-28 中兴华 已报备 审计服务聘期已满 立信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192 600704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04-24 大华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天健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193 600759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11-27 大华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中汇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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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600830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08-27 立信 已报备 集团或控股股东要求更换事务所 中汇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195 600831 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29 中审亚太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希格玛 已报备 随年报审计变更

196 600834 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04-18 天职国际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上会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197 600836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03-02 立信中联 已报备 审计时间、资源安排或地域原因 立信 已报备 实际控制人变更要求更换事务所

198 600837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03-26 普华永道中天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德勤华永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199 600838 上海九百股份有限公司 2020-05-08 中汇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立信 已报备 集团或控股股东要求更换事务所

200 600850 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2020-10-31 大华 已报备 集团或控股股东要求更换事务所 中审众环 已报备 集团或控股股东要求更换事务所

201 600853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15 中审亚太 已报备 原审计团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中审众环 已报备 原审计团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202 600868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03-12 立信 已报备 集团或控股股东要求更换事务所 广东正中珠江 已报备 集团或控股股东要求更换事务所

203 600895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04-30 毕马威华振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天职国际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204 600909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07-21 天职国际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容诚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205 600918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01-13 容诚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信永中和 已报备 审计服务聘期已满

206 600939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09-09 信永中和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大信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207 600962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09 信永中和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天职国际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208 601007 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 2020-04-28 信永中和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中兴华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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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601011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21 中审亚太 已报备 集团或控股股东要求更换事务所 中审众环 已报备 原审计团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210 601016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10-19 中审众环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中勤万信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211 601128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06-02 德勤华永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立信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212 60121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03-24 毕马威华振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安永华明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213 601228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0-09-05 信永中和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立信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214 601229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06-18 普华永道中天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毕马威华振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215 601236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03-27 信永中和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立信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216 601577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05-22 大信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天健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217 601600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03-26 普华永道中天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安永华明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218 601618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06-08 大信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德勤华永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219 601668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0-04-24 安永华明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普华永道中天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220 601766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0-05-25 毕马威华振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德勤华永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221 601878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03-17 中汇 已报备 审计服务聘期已满 天健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222 601916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04-24 毕马威华振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普华永道中天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223 601933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20-06-04 安永华明 已报备 审计服务聘期已满 致同 已报备 审计时间、资源安排或地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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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603006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0-11-20 大华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立信 已报备 集团或控股股东要求更换事务所

225 603009 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01 中汇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天职国际 已报备 审计服务聘期已满

226 603013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0-11-23 信永中和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天职国际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227 603038 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08-12 致同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广东正中珠江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228 603043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08-28 致同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立信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229 603108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25 亚太（集团）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立信 已报备 实际控制人变更要求更换事务所

230 603117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14 天健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德勤华永 已报备 前任事务所已连续服务多年

231 603127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2020-08-29 毕马威华振 已报备 统一境内外审计机构 天衡 已报备 统一境内外审计机构

232 603157 新疆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0-11-23 大华 已报备 收费分歧 安永华明 已报备 上市公司控制审计成本

233 603268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2020-04-28 华兴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广东正中珠江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234 603309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0-04-24 华兴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广东正中珠江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235 603348 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 2020-09-13 安永华明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大华 已报备 集团或控股股东要求更换事务所

236 603603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04 中兴财光华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信永中和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237 603619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11-17 中汇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立信 已报备 集团或控股股东要求更换事务所

238 603630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0-04-28 华兴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广东正中珠江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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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603693 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04-28 苏亚金诚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天衡 已报备 根据规定需要轮换

240 603808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17 容诚 已报备 审计服务聘期已满 天健 已报备 审计服务聘期已满

241 603833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04-28 华兴 已报备 集团或控股股东要求更换事务所 广东正中珠江 已报备 集团或控股股东要求更换事务所

242 603885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1-01-16 大华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立信 已报备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需要

243 603898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0-05-08 华兴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广东正中珠江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244 688300 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04-21 华兴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广东正中珠江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245 688378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01-08 大信 已报备 上市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立信 已报备 集团或控股股东要求更换事务所

注： 本表系根据从事证券服务业务事务所向中注协报备的审计机构变更信息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