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ssurance 审计    Tax 税务    Advisory 咨询    Transactions 财务交易    

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关东店北街1号国安大厦11-13层  100020
Tel: 010-65955311/5321/5322   
Fax: 010-65955570
Email: bj@ytcpa.com.cn 
http://www.ytcpa.com.cn

© 2020 永拓
版权所有

公司电子商务名片

公司新浪微博 公司微信 公司腾讯认证空间 公司网站 公司QQ

www.ytcpa.com.cn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Y o n g t u o  C e r t i f i e d  P u b l i c  A c c o u n t a n t s   L L P .

尼克夏国际全球性会计咨询服务组织中国区之成员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尼克夏国际全球性会计咨询服务组织中国区之成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李金华为永拓题词“永拓创新”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程思远为永拓成立题词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长崔建民为公司成立十周年题词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为永拓题词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简称：永拓事务所)是一家现代咨询服务机构。1993年,经国家审计署批

准成立了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是全国审计系统第一家加入国际会计组织的会计师事务所。

1999年，经财政部和审计署批准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2006年，永拓成为尼克夏国际成员

所。2007年，经香港政府批准，永拓在香港成立了永拓（香港）会计师事务所。2013年

底，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完成由有限责任公司向特殊普通合伙制转制。是全国具有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执业资格40家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具有金融相关业务审计资格，具有军工涉密业务

咨询服务安全保密条件备案证书。

2 0 0 2 年 起 至 今 ， 连 续 被 中 国 注 册 会 计 师 协 会 评 为 全 国 百 强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 通 过 了

ISO9001:2015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成立二十多年来，在服务国家建设中，永拓始终坚持“一元化领导、专业化管理、多元化服

务”的发展战略，坚持“以服务国家建设为主题、以诚信建设为主线”企业理念，坚持“永

远开拓、永远创新”的企业精神，坚持“依法治企、依法执业、诚信执业”，坚持“客观、

公正、独立”的执业理念，依靠严谨的专业团队、完整有效的执业规程、先进的信息化技

术、网络化审计手段、良好的沟通能力，长期为党和国家机关、国防军队军工、国有大型企

业、银行保险、上市企业、大型民营企业等提供审计、税务、咨询等提供优质服务。未来，

永拓将更加努力的为国家“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军民融合战略”、“粤港

澳湾区”、“雄安新区”、“京津冀一体化”、“上海自贸区”“海南自贸区”、“东盟自

贸区”等区域经济服好务。

永拓事务所概览
Introduction

1993年，永拓在北京成立，原系国家审计署所属事业单位，也是贯彻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设立的
全国第一家股份合作制的审计机构。

1994年，在全国率先创立了“基本工资+效益提成”的激励机制和绩效考核办法，为公司的快速
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这种探索也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1997年，经财政部批准，永拓成为全国审计系统第一家加入国际会计组织的事务所。

1999年，经财政部和审计署批准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

2000年，获得国家财政部、证监会颁发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2000年8月，成立北京永拓联华税务事务所有限公司。

从2002年起至今，永拓已经连续十几年进入中注协公布的全国百强会计师事务所名单。

2003年5月，依据建设部提出的工程咨询向专业化管理发展的要求，工程造价咨询业务从永拓会
计师事务所剥离，注册成立了北京永拓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咨询业务开始实行专业
化的独立运营。2014年股改，2015年上市挂牌，成为工程咨询行业第一个上市公司，连续十年
被造价协会评为“先进单位”和百强单位。

2004年，成立了注册会计师行业第一家党委——中共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委员会。

2004年，经美国公众会计监督管理委员会（PCAOB）批准成为国内第一批取得美国上市公司审
计资格的机构。

2006年，永拓加入全球排名前10位的国际会计组织——尼克夏国际。

2007年，经香港特区政府批准，永拓在香港设立了全资子公司，成为国内第一批在港设立独立法
人执业机构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开展中资企业海外审计业务打造了坚实的服务平台。

2010年，永拓完成国内首例上市公司分立、分立公司上市的审计项目。

2011年，被中注协党委评为创先争优全国大型事务所16强之一。

2013年11月，尼克夏国际成员所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等16个国家30余名高级合伙
人来永拓访问。

2013年12月，经财政部、证监会批准，换发新证券牌照；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总部完成了特殊普通
合伙制转制工作，经北京工商局批准取得了特殊普通合伙企业营业执照。

2018年2月，经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批准，取得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条件备案证书。

2018年5月，经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批准，永拓取得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证书。

2019年9月，经财政部、证监会批准，更名为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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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拓事务所服务网络

永拓在中国

永拓事务所办公地点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1号国安大厦11-13层；

深圳市福田区市花路1号深圳金融科技创新中心A栋10层。目前，注册资金

1850万元。

永拓事务所是从一家地区性事务所，发展成为全国性事务所，服务网络不断

扩大。至2019年，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已在山东（潍坊）、济南、河北、黑龙

江、大连、上海、上海自贸试验区、江苏、浙江安徽、广东（中山）、广州、

深圳、广西、海南、厦门、湖北、湖南、江西、河南、陕西、重庆、四川、贵

州、云南等省市设立了25家分所，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了永拓富信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业务范围辐射全国30多个省市、港澳地区及多个国家。

业务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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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架构与管理体系
Organizational Chart

山东分所(潍坊)

济南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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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拓富信会

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

广东分所(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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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永拓集团

永拓香港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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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拓事务所现有从业人员1072人，合伙人89人，注册会计师484人，注册税务师63人，注册信息系

统审计师56人，取得国防科工局颁发“培训证书”的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人员81人，其中许多执业

人员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执业资格。他们中有的被证监会选聘为中国证监会创业板发审委员，有多人

被选聘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和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的理事，有多人被北注协选聘为专家委员会委员，

还有多人被选拔为全国会计领军人才和资深注册会计师。是一支讲政治、顾大局，具有良好业务素质

的现代化咨询队伍。

高素质的专业队伍

公司收入增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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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公司一直以来十分重视国际化人才储备，我们积极打造国际化团队，吸收引进拥有美国注册

会计师（CPA）、英国特许注册会计师（ACCA）、澳洲注册会计师（CPA(Aust.)、香港注册会计师

(HKICPA)、以及国际内部审计师等各类执业人员，并积极挖掘国际“四大”背景的专业人才。在积极

引进人才之外，永拓同样重视人才的培养与提升，积极参加国内外的研讨会和培训班，并启动与多所

高校的战略合作，共同建立实习基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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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人员结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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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职称

80%

6%14%

人员学历结构分布

博士硕士

本科 /专科

大专以下

合伙人       人89

从业人员              人1072

484注册会计师            人

63注册税务师        人

56注册信息系统审计师        人

81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人员        人

www.ytcpa.com.cn

5 6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自2004年以来，连续多次入围国务院国资委审计项目。入围会计师事务所是经过国

资委任命的评标委员会评审，择优选择的结果。作为国资委委托实施中央企业审计任务的入围机构，

其主要服务内容包括：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央企业财务抽查审计及专项审计、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

审计、境外资产检查和派出合格业务人员配合国资委监事会进行相关工作等各项审计监督工作。

永拓是国内资质最齐全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可以为国内外客户提供综合性、多元化服务。

突出的资历与齐全的资质

国内资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
准，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国有大型企业
审计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金融相
关业务审计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
准，保险企业审计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批准，国际审计机构；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项目审计服务资格；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批准，军工企业审计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项目审计服务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项目审计服务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投资评审中心项目评审
资格；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人民银行系统内项目审
计服务资格； 

国家税务总局项目审计服务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科研项目审计资格； 

国家烟草专卖局项目审计资格；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授予的破产管理人资格；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授予的审计司法鉴定资格； 

北京市司法局授予的司法会计鉴定资格。

www.ytcp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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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资质

世界排名前十的英国著名商业顾问集团尼克夏国际成员

经香港特区政府批准依法设立在港独立法人执业机构

经香港会计师公会批准具有在香港独立执业资格

2019年，永拓通过香港FRC财务汇报局认证，获得香港上市许可

世界排名前十的英国著名商业顾问
集团尼克夏国际成员

经香港特区政府批准依法设立在港
独立法人执业机构

经香港会计师公会批准具有在香港
独立执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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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的管理体系和良好的内部控制
Management and Internal Control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坚持“一元化领导、专业化管理、多元化服务”坚持

“一体化”管理，是最高业务权力机构合伙人管理委员会。合伙人分为管理合伙人和技术合伙人。管理

合伙人负责对事务所实施全面管理，主要承担市场开发和队伍建设管理；技术合伙人主要负责制定风险

控制和质量管理流程、程序、技术标准和报告审核。

对分支机构实行“一体化”管理机制。业务上：统一坚持、统一报备、统一签约、统一委派、统一管

控、统一审核出具报告”的管理模式，实行一体化电子签章统一管理、数字化电子系统业务档案统一管

理；财务上：统一财务核算、严格监督管理；人事上：统一管理、统一培训；机构上：统一管理、统一

品牌；信息技术上：统一网络平台、统一技术软件。

建立了“计划管理、业务授权、业务报备、质量控制、业务签字、业务检查、财务管理、薪酬制度、人

事管理、专业培训、保密、档案管理、责任追究奖惩”等各项管理制度。

根据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的管理制度，独立复核人员要做好对证券、期货、金融、保险、国有大型企业集

团审计业务独立复核工作。

建立了保密制度和保密室，配备了保密设备，设置了保密办公室专职保密员，形成了人防、物防和技防

三维一体的保密防范体系，提高了保密项目的安全性。

为落实中央提出的“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为国防军工业务保驾护航，我所取得了“军工涉密业务咨询

服务安全保密条件备案证书”，由集团党委统一管理，实行“党管军工”、“一元化领导”、“一体化

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及其实施条例、《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监

督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等保密法律法规规定，为加强事务所内部的保密管理，推动保密工作向科学

化、规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结合本事务所实际情况制定《保密管理制度》共计十八章及《涉密审

计业务管理制度》、《军工涉密审计业务服务管理办法》、《国防、军工业务管理制度和业务操作流

程》，《服务党政军及国有大型企业涉密业务管理制度》等规章制度。对国防军工审计和咨询业务执行

“统一报备、统一委派、统一签约、统一复核并出具报告、统一收费并开具发票”的集中五统一管理。

永拓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把坚持“党的领导”写进了《事务所合伙协议》之

中。2000年永拓事务所改制后，做到“脱钩不脱党，党建不脱离党的纪律监督”。2013年会计师事务所

转制为合伙制，党委正确把握公司的政治方向，把坚持“党的领导”写进了《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合伙协

议》之中，保证党委在公司发展中的政治领导地位不动摇。

为了强化总分所的一体化管理和业务风险管控，永拓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进行事务

所管理，通过建立可全国联网的管理信息系统，加强了对人事、客户、财务核算等方面的管理

工作；通过建立电子签章系统，加强了报告及其他公文的审核和公章使用的管理，在强化风险

控制的同时，优化了报告出具的流程，建立起集中审核签章、异地打印装订报告的机制，实现

了总分所之间快捷高效的网络化办公。

为了进一步提高执业质量、优化执业成本，永拓建立了以风险为导向的网络审计业务管理平

台，通过业务开展前及执行过程中的持续的风险管理和及时的质量控制，有效地提高执业质

量、降低执业风险和成本。

永拓还在境内外两岸三地设有数据中心及灾难备份系统，有效地保证了客户信息和业务数据的

安全性和可靠性。

加强自身网络安全建设，提高安全防护能力，陆续上线了上网行为管理、下一代防火墙、

VPN、网络版赛门铁克杀毒软件以及数据备份系统等数据安全防护系统，为审计工具软件、公

司管理系统、电子签章系统等提供了较为充分的安全保障。

永拓建立的电子档案系统和共享函证中心，将为实现工作底稿的统一管理、函证工作的集中管

控提供一体化管理平台。

管理制度方面

信息技术管理方面

www.ytcp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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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拓与监管机构的沟通协调能力

永拓与相关政府部门、证券监管机构一直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并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委任。

我们在政府部门、证券监管机构、行业协会的一些重要委任包括如下：

经济学博士、注册会计师、高级咨询师刘国良先生1990至2000年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

局任职期间曾主持并参与国有资产管理方面规章的制定工作。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是国务院国资委的长期合作单位，与国资委监事会有着长期的合作关

系。郭平、刘俊亮、尹元月、唐琳等多名合伙人及注册会计师为国务院国资委服务。其

工作成果受到国资委领导的一致好评。

√

√

√

√

√

　

　

与政府、监管机构及行业协会的良好工作关系

部门

国务院国资委

中国证监会

中国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审计署

中注协

北注协

√

√

　

　

　

√

√

咨询服务 专家顾问

Communications with Government Agencies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山东分公司总经理、资深会计师

秦学昌先生自2012年8月至2017年10月被连续选聘为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创业板发审委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专

职委员。期间，上会约210次，参与260家企业的发审工作。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党委书记、董事长、首席合伙人吕江先生任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理事会理事，法律援助与权益保护委员会委

员，首批资深注册会计师。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吕江先生任北京注册会计师协

会常务理事、中共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纪律检查委员。合伙

人、总审计师马向军先生任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理事。合伙

人徐克美女士任重庆注册会计师协会理事。合伙人秦学昌先

生任山东注册会计师协会理事。合伙人利泽秀先生任广西注

册会计师协会理事。合伙人杨小龙先生任广东中山市注册会

计师协会理事。

重庆分所合伙人徐克美女士为重庆注协自律委员会委员、合

伙人罗俊先生为重庆注协专业技术委员会委员。合伙人秦学

昌先生任山东注册会计师协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委员。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北京和其他省市注册会计师协会

www.ytcp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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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公司还开展了财务托管、财务顾问、专业培训、金融服务、公司重整等特色服务。

服务领域：金融、证券、期货、保险、通信、能源、新材料、石油化工、航空、兵器、核工业、

建筑建材、制药、房地产、机械制造、冶金、汽车、造纸、电子信息、交通运输、烟草、新闻出

版以及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各行各业。

税务

税务咨询

税务筹划

税务代理

所得税汇算清缴鉴证

企业资产损失审核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审核

土地增值税审核

反避税

并购税务安排

转让定价安排

涉税风险评价

协助解决税务争议

涉税管理制度设计及流程诊断

咨询

企业内部控制审计

企业绩效评价

重组改制方案策划

商业计划书编制

财务尽职调查

协助商务谈判

企业组织制度设计

财务托管

财务顾问

专业培训

供应链金融咨询

居间服务咨询

投行外包业务咨询

审计

境内外上市审计

发行债券审计

新三板上市审计

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审计

改制审计

并购重组审计

金融保险审计

企业内部控制审计

外汇审计

信息安全审计

经济责任审计

资产清查审计

破产清算审计

司法鉴定审计

基建财务竣工决算审计

军队军工军民融合业务审计

提供的专业服务内容：

永拓的专业服务和主要特色
Professional Services

公司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多元化专业咨询服务，服务领域涵盖各行各业，力求满足客户的各项需求。

服务特色：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实施全过程跟踪审计服务。

永拓的杰出表现及社会认知
Awards and Honors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9年国庆前期视察北川中学项目，表扬永拓是特别能战斗

的队伍，嘱咐永拓党委书记、董事长吕江，要努力做好国家重点项目全过程跟踪审计。陪同视察的还有刘奇

葆同志（现任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李金华副主席对永拓的工作表示肯定，他指出：“讲

政治，抓党建促所建，服务经济大局，是永拓的特

色和经验；讲政治，永拓前程似锦。”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与永拓党委书记、

董事长吕江合影，他支持永拓加快与国际接轨，要

敢于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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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立碑撰文《北川中学重建记》，石碑上刻有

长期以来，永拓受到中组部、中纪委等众多党和国家机关、国有大型企业以及社会各界的多次表彰：

www.ytcpa.com.cn

17 18



客户资源和类型

永拓作为一个基层党组织、一个专业审计咨询服务机构，忠于党和忠于国家，自觉与党中

央保持一致，带领广大干部、职工“讲政治、顾大局”，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保守党和国

家的秘密，坚持“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和服务“无小事”的原则，对党和国家机关委托

的审计、咨询、评估和税务服务项目，不论大小，永拓都出色圆满地完成了工作任务，并

多次受到委托单位的认可和表扬。

在公司党委和管委会的领导下，永拓始终“以服务国家建设为主题，以诚信建设为主

线”，先后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全国人大机关事务管理局、中纪委机关事务管理局、中组部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单位数百个

项目提供了：政府新会计制度实施、财政预算评审、财政资金支出绩效评价、财务收支专

项审计、税务咨询、资产评估、建设项目审计等多元化服务。

Major Clients

服务党和国家机关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

中共中央组织部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中共中央党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全国人大机关事务管理局

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保密局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烟草专卖局

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中国侨联

全国妇联

人民日报社

中国日报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北京市审计局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服务党和国家机关主要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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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军工单位与军工企业主要客户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经济技术发展中心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卫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研究院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永拓积极服务于国防军队和军工企业，先后为40余家单位提供了多元化服务，做出了积极

贡献。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更加重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党的十九

大，把“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写进报告，写进了《党章》。为了支持军民融合事业发展，国

家设立了军民融合发展产业基金，制定了《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在服

务国家建设中，永拓实行党管“国防军队、军工和军民融合”业务，实行“一元化领导”、

“一体化管理”。永拓坚守严明的纪律，“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服务国防军队和军工企业

服务国防军队主要客户

中共中央军委机关事务管理总局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警卫局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保障部投送基地

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边防部队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警卫局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研究院

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机关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保障部军事交通局

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消防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

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莫桑比克）

近年来，永拓一直在为中国商飞提供咨询服务。永拓还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一定要把大飞机搞上

去”的指示，2014年先后承办了中国商飞北京民用飞机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中国商飞公司重要

的技术研究机构）、中国商飞东营试飞基地建设项目全过程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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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1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开始实施，网络信息安全上升为国

家战略。2018年6月，在公司党委的领导下，永拓获得国家信息安全测评中心颁发的“信

息安全服务资质证书”。这是永拓长期以来服务众多国家保密、机密项目，信息安全项目

沉淀的结果。按照中央提出的“党管保密，党管信息安全”工作要求，永拓实行“党管信

息安全业务”。同时，还专门设立永拓华安网络空间安全技术（北京）公司，专门负责网

络信息安全业务管理工作。

2018年6月，永拓通过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测评，成为首批获得国家信息安全服务资质

（信息系统审计类）的咨询企业。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的信息安全服务资质是我国颁发

时间最早、覆盖范围最大、最具权威性的国家级资质证书，年审核通过率不足60%。

信息安全服务资质（信息系统审计类）认定是对信息系统审计服务提供者的资格状况、技

术实力和信息系统审计服务实施过程质量保证能力等方面的具体衡量和评价。体现了对永

拓在信息系统审计能力的高度认可，将为永拓更高效地向国家、企业、个人输出优质网络

安全技术和产业资源提供有力支撑。

2018年以来，永拓先后对国家党政军机关、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金融机构以及中小微

企业信息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和经济性进行了检查和评价，通过检查和评价信息系统产

生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提出完善的审计意见和建议，帮助客户有效地防范和

控制了风险。

服务网络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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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永拓发扬“央企意识”，为众多国有企业提供了多元化服务。目前，永拓正在承办国

有企业客户近600家，其中世界500强22家，中国500强28家；中央国有大型企业47家，地

方国有企业537家，包括：中国中信集团、中信国安集团、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

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长江

服务国有大型企业

中信国安集团

国务院直属企业，现已发展成为一家国

有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2019年《财

富》世界500强位居第137位，永拓长期为

中信集团提供多元化服务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是一家特大型发电企业集团，是国务

院批准的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和国家

控股公司试点。2019年《财富》世界

500强位列第438位，永拓长期为中国

大唐集团提供多元化服务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国有重要骨干

企业，发电装机容量世界第二、亚洲

第一。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位列

289位。永拓长期为中国华能集团提供

多元化服务

中国核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

是国家战略核力量的核心和国家核能发

展与核电建设的主力军，肩负着国防建

设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双重历史使

命。2019年中国500强名列第178位。永

拓长期为中国工业集团提供多元化服务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是在我国战略高技术领域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和著名品牌，创新能力突出、核心竞争

力强的国有特大型高科技企业集团。2019

年《财富》世界500强排名第322位。永拓

长期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提供多元化服务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

中央直属特大型国有企业。2019年

《财富》世界500强名列第243名，中

国500强名列第199位。永拓长期为中

国船舶工业集团提供多元化服务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

是我军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装备

发展的骨干企业。2018年《财富》世界

500强企业排名第140位。永拓长期为中

国兵器工业集团提供多元化服务

是中国最大的海上油气生产商。公司在

2019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位列63

位；永拓长期为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提供

多元化服务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全球最大的水电开发运营企业和我国最大的清洁能源集团。永拓长期为三峡集团提

供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工程咨询和竣工决算审计服务

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由原神华集团、国电集团重组组成）、中国

电信集团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航空集团公司、中国中粮集团、招商局集团有限

公司、华润（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

限公司、中国卫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是中国中信集团子公司，前身是1987

年4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投资150

万元成立的北京国安宾馆。截至2017

年，公司总资产为2106亿元。永拓长

期为中信国安集团提供多元化服务

中信国安集团

是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独资公司，在

《财富》世界500强排名位列第4。永

拓长期为中国石油提供多元化服务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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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利集团
有限公司

是国务院国资委下属特大型企业集

团。2019《财富》年世界500强排名

242位，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排名

第33位。永拓长期为中国保利集团

提供多元化服务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

业，总部设于香港，亦被列为香港四

大中资企业之一。2019年发布的《财

富》世界500强榜单中。永拓长期为招

商局提供多元化服务

中国铁路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

是全球最大建筑工程承包商之一。

2019年在《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排

名第59位，在中国企业500强排名第7

位。永拓长期为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提供多元化服务

是由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从事以核电和

其他清洁能源为主的开发、投资建设、

经营和管理大型清洁能源企业集团。永

拓长期为中国广核集团提供多元化服务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
有限公司

是五大发电集团中唯一拥有核电控股

投资运行资质，也是全国唯一同时拥

有水电、火电、核电、新能源资产的

综合能源企业集团。2019年《财富》

世界500强排名第362位。永拓长期为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提供多元化服务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是全球用户规模、网络规模超前的移

动通信运营商。2019年世界500强排名

位列56位，中国500强排行中，排名第

8位。永拓长期为中信国安集团提供多

元化服务

是国有特大型通信骨干企业，拥有全球

规模最大的宽带互联网络和技术领先的

移动通信网络，2019年《财富》世界500

强位列141位。永拓长期为中国电信集团

提供多元化服务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是中央直属的特大型国有航空运输集团公司，是中国唯一载

国旗飞行的航空运输企业。2019年，中国500强68位。永拓

长期为中国航空集团提供多元化服务

中国航空集团公司

中国中粮集团

是全球布局、全产业链、拥有最大市场和

发展潜力的农业及粮油食品企业，集贸

易、加工、销售、研发于一体的投资控股

公司。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122名企

业。永拓长期为中粮集团提供多元化服务

是国有重点骨干企业，主营业务包括日

用消费品制造与分销、地产及相关行

业、基础设施及公用事业，旗下有17家

一级利润中心，在香港拥有6家上市公

司。2019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名

列第80位，永拓长期为华润集团提供多

元化服务。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

是我国实施国家大型飞机重大专项中大

型客机项目的主体，也是统筹干线飞机

和支线飞机发展、实现我国民用飞机产

业化的主要载体。永拓长期为中国商用

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多元化服务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
责任公司

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从事卫

星运营服务业的核心专业子公司。2019

《财富》世界500强排名323位。2019中

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榜单排名第25位。永

拓长期为中国卫通集团提供多元化服务

中国卫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是经国务院授权成立中国出版集团公

司，是中国最大的大众出版和专业出版

集团。永拓长期为中国出版集团提供多

元化服务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由原神华集团、国电集团重组组成)

是由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和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两家世界500强

企业合并重组而成。2019年《财富》世界500强排名第107位。

永拓长期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提供多元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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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永拓为众多国家金融机构和地方商业银行提供了多元化服务。

服务金融、保险机构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平安保险股份公司、华

安保险股份公司 、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大东方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等。

境 外

金 融

机 构

境 内

金 融

机 构

境 内

保 险

机 构

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瑞士信贷、德意志银行、巴黎银行、汇丰银行、香港东亚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

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平安银行、中信银行、中国交通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

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北京银行、兴业银行、北京农商银行；贵州银行、内蒙古银行、江西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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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拥有长期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

的丰富经验。近年来承接或参与了大量上市前改制审计、

股权转让审计、财务尽职调查、经济责任审计、内部控制

制度评审、内部控制制度设计等业务，业务类型日益增

多，范围不断扩大。在为企业提供主板上市、创业板上市

和发债服务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我们还勇于创新，完成了中国首例上市公司分立、分立公司上市的审计项目——由原东北

高速分立而成的吉林高速和龙江交通在上交所成功上市，并协助证监会编写出版了《上市公司

分立研究与实践》一书，开创了中国证券业上市公司分立审计业务的先河。

永拓审计服务的中国白银有色集团股份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首发上市，这是国内首例以净

资产发行的整体上市的国有大型企业集团。

永拓审计服务的全国首例智慧停车“成都交投停车费收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ABS

产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举行挂牌仪式，这对我国城市建设、城市发展、融资、集

资都具有重大的创新性意义。

服务证券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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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拓服务的中国（含香港）十大上市公司审计咨询业务

（6）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市主板（000716）

（8）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沪市主板（603916）

（4）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沪市主板（600965）

（10）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市中小板（002212）

（2）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沪市主板（601212）

（7）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沪市主板（603042）

（1）中国忠旺控股有限公司
         港股主板（01333） 

（3）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沪市主板（601608）

（5）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沪市主板（601188）

（9）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深市主板（000099）

多年来，永拓积极为境内、境外证券期货及发债业务服好务。在国内，共计为78家（主板、中小板、

创业板、拟上市公司）提供了多元化服务，其中：主板52家、中小板6家、创业板10家、B股2家、拟

上市8家；成功完成IPO首发13家。

多年来，永拓累计为41家客户实现海外上市提供了咨询服务，其中：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有11家、美

国柜台交易所（OTCBB）上市的有3家、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1家、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3家等。各类证券业务的多元化发展，进一步扩大了永拓在证券业务领域的行业影响力，有力提

升了永拓良好的品牌和信誉。

上市公司审计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13 家首发上市公司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同大海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脉科技

沪市主板 603042

38.28 亿人民币

2017年6月2日

白银有色

沪市主板 601212

12.42 亿人民币

2017年2月15日

山东矿机

深市主板 002526

13.4 亿人民币

2010年12月8日

山东章鼓

深市主板 002598

4 亿人民币

2011年6月29日

中信重工

沪市主板 601608

31.99 亿人民币

2012年6月27日

江苏苏博特

沪市主板 603916

6.86 亿人民币

2017年11月10日

福成五丰

沪市主板 600965

2.52 亿人民币

2004年6月28日

任子行

深市创业板 300311

2.66 亿人民币

2012年4月16日

同大股份

深市创业板 300321

2.55 亿人民币

2012年5月14日

山东得利斯

深市中小板 002330

8.3 亿人民币

2010年1月6日

新宁物流

深市创业板 300013

2.34 亿人民币

2009年10月30日

蓝盾信息

深市创业板 300297

3.92 亿人民币

2012年3月15日

北京康斯特

深市创业板 300445

1.84 亿人民币

2015年4月24日

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HEILONGJIANG TRANSPORT DEVELOPMENT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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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沪市交易所，为34家主板上市公司提供了审计服务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东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

康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牡丹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哈慈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天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满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西藏明珠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忠旺集团-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唐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名称 上市地点

沪市主板（首发）

沪市主板（首发）

沪市主板

沪市主板

沪市主板

沪市主板

沪市主板

沪市主板

沪市主板

沪市主板

沪市主板

沪市主板

沪市主板

沪市主板

沪市主板

沪市主板

沪市主板

沪市主板

沪市主板

沪市主板

沪市主板

沪市主板

沪市主板

沪市主板

沪市主板

沪市主板

沪市主板

沪市主板

沪市主板

沪市主板

沪市主板

沪市主板

沪市主板

沪市主板

+香港联交所主板

股票代码

600003

600067

600076

600084

600132

600173

600182

600252

600301

600319

600488

600614 

600701

600712

600714

600730

600747

600752

600829

600853

600873

600877

600890

600891

600965

601188

601212

601368

601518

601608

601991

603042

603916

A:603993

+H:03993

东北高速

沪市主板（首发）

600003

工大高新技术产业

沪市主板

600701

福成五丰

沪市主板

600965

佳通轮胎

沪市主板

600182

哈尔滨天鹅实业

沪市主板

600829

北京大唐发电

沪市主板

601991

康欣新材料

沪市主板

600076

青海金瑞矿业

沪市主板

600714

白银有色

沪市主板

601212

南宁化工

沪市主板

600301

西藏明珠

沪市主板

600873

江苏苏博特

沪市主板

603916

重庆啤酒

沪市主板

600132

大连大福控股

沪市主板

600747

吉林高速公路

沪市主板

601518

天津天药药业

沪市主板

600488

忠旺集团

沪市主板

600890

冠城大通

沪市主板（首发）

600067

南宁百货

沪市主板

600712

黑龙江交通

沪市主板

601188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

沪市主板

600252

北满特钢

沪市主板

600853

南京华脉科技

沪市主板

603042

中葡股份

沪市主板

600084

中国高科集团

沪市主板

600730

广西绿城水务

沪市主板

601368

潍坊亚星

沪市主板

600319

中国嘉陵工业

沪市主板

600877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

沪市主板 603993

+香港联交所主板

+H:03993

黑龙江牡丹新材料

沪市主板

600173

哈慈股份

沪市主板

600752

中信重工

沪市主板

601608

鹏起科技

沪市主板

600614

哈尔滨秋林集团

沪市主板

600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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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市交易所为36家主板上市公司、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提供了审计服务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龙涤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巨力股份有限公司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福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同大海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北方建设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

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原承德帝贤）

客户名称 上市地点

深市主板

深市主板

深市主板

深市主板

深市主板

深市主板

深市主板

深市主板

深市主板

深市主板

深市主板

深市主板

深市主板

深市主板

深市主板

深市主板

深市主板

深市主板

深市创业板

深市创业板

深市创业板

深市创业板

深市创业板

深市创业板

深市创业板

深市创业板

深市创业板

深市创业板

深市中小板

深市中小板

深市中小板

深市中小板

深市中小板

深市中小板

B股

B股

股票代码

000037

000099

000587

000596

000611

000622

000656

000677

000685

000716

000758

000812

000832

000880

000901

000922

000950

000976

300013

300093

300097

300194

300214

300237

300297

300311

300321

300445

002137

002212

002330

002348

002526

002598

200054

200160

深圳南山热电

深市主板

000037

黑龙江龙涤股份

深市主板

000832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

深市创业板

300297

金科地产集团

深市主板

000656

新宁现代物流

深市创业板

300013

山东得利斯

深市中小板

002330

金洲慈航集团

深市主板

000587

航天科技控股

深市主板

000901

同大海岛新材料

深市创业板

300321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

深市主板

000685

智云自动化装备

深市创业板

300097

山东矿机集团

深市中小板

002526

内蒙古时代科技斯

深市主板

000611

重庆建峰化工

深市主板

000950

麦达数字

深市中小板

002137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

深市主板

000758

日科化学

深市创业板

300214

北方建设摩托车

B股

200054

中信海直

深市主板

000099

山东巨力股份

深市主板

000880

任子行

深市创业板

300311

山东海龙股份

深市主板

000677

金刚玻璃科技

深市创业板

300093

高乐玩具

深市中小板

002348

古井贡酒

深市主板

000596

阿城继电器

深市主板

000922

康斯特仪表科技

深市创业板

300445

南方黑芝麻

深市主板

000716

重庆福安药业

深市创业板

300194

章丘鼓风机股份

深市中小板

002598

恒立实业发展集团

深市主板

000622

广东开平春晖

深市主板

000976

南洋天融信

深市中小板

002212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

深市主板

000812

美晨生态环境

深市创业板

300237

承德大路股份

B股

20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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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9年开始，永拓为全国775家新三板申请挂牌企业提供了审计服务，有288家已挂牌上

市，其中创新层近21家。主要分布于制造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务、金融企业、文化体育

娱乐业、批发零售业等。

新三板业务增长示意图新三板客户行业分布图

金融业

其他行业

制造业

批发和零售业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房地产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新三板业务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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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拓服务过的已挂牌上市的新三板公司统计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北京信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圣博润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星和众工设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教启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易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力码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宁夏上陵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兴和电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东方誉源农资连锁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同信通信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福建宝中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天蓝地绿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森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力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黄冈鲁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勤劳农夫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十堰市泰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爱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爱富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广西嘉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金百汇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名称 股票代码

430038

430046

430084

430176

430261

430367

430505

830988

831913

832003

832167

832641

832774

833159

833160

833506

833874

834707

834767

837331

839295

备注

创新层

创新层

创新层

创新层

创新层

创新层

创新层

创新层

创新层

创新层

创新层

创新层

创新层

创新层

创新层

创新层

创新层

创新层

创新层

创新层

创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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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境外，为41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多家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加拿大多伦多证交所（TSX) 上市公司 、香港交易所H股上市公司，提供

了审计服务。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山东南山纺织服饰集团公司

哈尔滨仁皇药业有限公司

山东泉信不锈钢有限公司

莱州半岛矿业国际有限公司

瑞立集团瑞安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晋明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汽车)

青岛中油通用机械有限公司

青岛圣元乳业有限公司

美国一力农业集团（控股公司）

江西贵溪市亿新铜业有限公司

四川宝光金秋老年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比克电池有限公司

河北环渤海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山东省寿光蔬菜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寿光市裕鑫化工有限公司

北京一帆清洁用品有限公司

黑龙江亚布力雪上亚运村大酒店有限公司

GLG Life Tech Corporation

中国忠旺控股有限公司

天臣控股有限公司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天大石油管材股份有限公司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渝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神州数码软件有限公司

首都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物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世纪股份公司

行者集团

山东天泽汽车投资有限公司

重庆南方翻译学院

北京京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衡水)

中国医院有限公司

客户名称 上市地点

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

美国柜台交易所(OTCBB)

美国柜台交易所(OTCBB)

美国柜台交易所(OTCBB)

美国纳斯达克

美国纳斯达克

美国纳斯达克

美国纳斯达克

美国纳斯达克

美国纳斯达克

美国纳斯达克

美国纳斯达克

美国纳斯达克

美国纳斯达克

美国纳斯达克

加拿大多伦多证交所（TSX）

加拿大多伦多证交所（TSX）

加拿大多伦多证交所（TSX）

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

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

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

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

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

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

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

香港联合交易所创业板

香港联合交易所创业板

香港联合交易所创业板

已上市-其他

拟在美国上市

拟在美国上市

拟在美国上市

拟在美国上市

序号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福清福捷塑胶有限公司

山东铜业

大连仁禾集团

添美（台山）电器制品有限公司

潍坊金正食品有限公司

安徽太阳禽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浦城县绿之星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综宝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客户名称 上市地点

拟在美国上市

拟在美国上市

拟在美国上市

拟在美国上市

拟在美国上市

拟在加拿大上市

拟在加拿大上市

拟在香港上市

自成立以来，永拓先后为14家期货公司提供了优质的多元化咨询服务，为维

护证券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期货审计

中信建投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重庆先融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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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永拓承办的第一个发债项目是：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债20亿元。

长期以来，永拓的发债审计业务逐年拓展，现已涉及能源、水利、交通、军工、地产、信息

技术等多个行业。

永拓先后为北京、广西、重庆、山东、湖北、安徽、上海等19个省市和香港地区348个发债

审计项目提供了服务，累计发债3897亿元。这些资金有力的支持了各省市地方经济建设和

企业的发展。

其中，境外债231亿元（重庆龙湖企业拓展有限公司118亿元、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35亿元、广西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35亿元、乌鲁木齐高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33亿

元、牡丹江市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10亿元等）、境内债3662亿元（广西金融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145亿元、广西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120亿元、重庆龙湖企业拓展有限公司100亿

元、西藏林芝汇福投资有限公司100亿元等）。

发债审计

永拓在多年的行业开拓中积累了丰富的境内外律师事务所网络资源，确保为每一位客户第一时间提供所

需法律顾问服务。

与永拓合作的律师事务所（内资）

与永拓合作的律师事务所（外资）

永拓多年来与全球知名律师事务所、投资银行、财经公关等第三方上市中介机构建立了紧密的战略合作

关系，确保在每一项交易中为客户选择最为合适的合作伙伴。

与永拓合作的保荐人及承销机构

发债企业增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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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永拓为世界许多国家的知名外商企业来华投资和民营企业提供了审计、评估、

税务咨询、外汇管理咨询等多元化服务，为改革开放和招商引资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多年的合作

中，永拓凭借过硬的专业技术，为众多外资企业提供了多元化的咨询服务。优质的专业服务有力地促

进了对外招商引资工作的开展，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

李克强总理视察瑞安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Time Warner 美国时代华纳（中国有限公司） 

LG 韩国集团

DOWJONES 美国道琼斯（中国有限公司） 

SK 韩国鲜京集团

FedEx 美国联邦快递（中国有限公司）

LOTTE 韩国乐天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Turck 德国图尔克（中国有限公司） 

永拓服务的全球性主要客户

Cheung Kong 长江实业集团

Lafarge 法国拉法基（中国有限公司） 

FuWah 香港富华国际集团

Mitsubishi Corporation 日本三菱商事株式会社

Winsway 澳门永晖投资控股集团

Toshiba 日本东芝（中国有限公司）

多年来，永拓为众多民营企业提供多元化的咨询服务，如中国忠旺集团、香港富华国际集团、澳门永

辉投资控股集团、百荣投资股份集团、广东鸿达兴业股份公司、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红狮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等。

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忠旺集团生产制造车间了解企业发展和转型升级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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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26日，永拓加入全球排名前十的尼克夏国

际。尼克夏国际（Nexia International）是由各自独

立的会计咨询公司组成的国际会计网络，成立于1971 

年，总部设在英国伦敦。2007年，永拓成立了永拓（香

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是境内会计师事务所最早

在香港设立的独立法人机构。永拓（香港）会计师事务

所对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发挥了重要作用。2012

年，永拓在香港又成立了永拓（香港）测量行有限公

司。2019年，永拓通过香港FRC财务汇报局认证，获得

香港上市许可。

永拓在国际化的实践过程中，为“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企业“走出去”项目提供了财务审计、内控咨

询、资产评估、税务咨询、外汇管理咨询、工程咨询审计、工程竣工决算审计等多元化服务，执业队伍

的能力水平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提高，积累了丰富的国际执业经验。先后到英国、法国、德国、加拿

大、南非、卢森堡、澳大利亚、新西兰、老挝、柬埔寨、乌兹别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墨西哥、安哥拉

等 多个国家，提供海外审计、工程咨询、评估、上市、发债等多元化服务，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

中国企业“走出去”项目遍布全球。             

为国家“走出去”战略提供审计服务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和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

2019年，永拓集团副总吕唯实陪同
中国长征火箭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宇、
中信国安集团通信项目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副总花燕翔考察老挝期间，拜会
了中国驻老挝大使姜再冬。

从2012年开始，永拓为白银有色
集团并购南非第一黄金国际有限公
司项目提供审计咨询服务。

2007年，永拓为四维—约翰逊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英国约翰逊汽
车改装企业提供审计和评估服务。

2017年，永拓为中国图书进出口
集团总公司收购法国巴黎图书出版
销售企业进行尽职调查、审计及估
值等服务。

2016年，永拓为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公司并购卢森堡IEE S.A.公司项
目提供审计咨询服务，图为合伙人
黄天友与中国银行卢森堡分行领导
合影。

2010年，永拓为中国企业收购美
国航空有限公司提供了评估咨询服
务。图为评估公司总经理胡利勇
（左）在美国卓越航空发动机有限
公司成品车间评估现场。

2008年，永拓为新天集团位于墨
西哥和巴西的下属企业提供审计咨
询服务。

2017年，永拓为中工国际上海寰
球联合体承建的乌兹别克斯坦纳沃
伊氮肥股份公司PVC生产综合体建
设项目提供全过程跟踪咨询服务。

2018年，永拓为福成五丰澳大利
亚投资项目提供评估和审计服务。

永拓（香港）现有香港注册会计师(HKICPA)、英国特许注册会计师（ACCA）、澳洲注册会计师

（CPA(Aust.）、国际内部审计师等各类执业人员17名，中港两地其他从业人员30余人。组织机构健

全，管理制度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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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d in NEEQ

2015年4月2日，北京永拓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了新三板挂牌。11月25日，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大厅举行隆重的上市敲钟仪式。永拓咨询成功上市，是我国会计师行业背景

工程造价咨询行业的“第一股”。

永拓咨询上市敲钟仪式，受到了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单位、金融机构以及新闻媒体等各界人

士的高度关注及大力支持。国家审计署原审计长吕培俭、国家发改委金融司副司长徐晓波、中

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陈毓圭、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党委副书

记薛秀丽、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会长郭文杰、北京资产评估协会副会长窦铮、中国改革报社长

程晓波、全国中小企业股份公司转让系统公司副总经理隋强、中国航天集团董事会秘书法律顾

问齐国生、太平洋证券股份公司股转部副经理王晨光等出席了仪式。

上市以来，永拓咨询正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号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

路”建设发展的需要，正在走向“联合经营体”。

在服务资质建设方面，永拓咨询在原有工程造价咨询甲级资质基础上，通过创新发展，取得了“军工

涉密业务咨询资质”、“信息安全审计资质”和“招投标 AAAA 级资质”；通过并购取得了土地 A 

级资质，彻底突破了单一造价咨询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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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拓管理咨询业务，涉及到投资机会分析、投资价值分析、内部控制风险评价、内部控制制度设

计、企业管理诊断、融资方案策划、企业重组方案设计、税收筹划、管理战略咨询、人力资源管理

等各个方面。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

见》提出：培育全过程工程咨询。全过程跟踪审计已

成为国家对重点建设项目监督管理的一种基本审计

形式，已经成为国家对重点建设项目监督管理制度规

定。

在服务国家建设中，永拓已成为：全过程工程咨询服

务的领跑者；全过程工程造价咨询是永拓的特色；全

过程工程跟踪审计是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保驾护航；

通过全过程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管理服务，解决

了项目基建程序、风险控制、招投标管理、合同签订

与实施管理、工程变更及索赔、物资采购与管理、工

程竣工结算、财务管理、工程决算等方面存在的诸多

问题，为项目规范管理、控制造价、规避风险发挥了

重要作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管理咨询 投资咨询 税务咨询

工程建设全过程咨询服务

截至2018年底，累计承接党和国家机关、国防军队和军工、国有大型企业、银行保险、大型民企委托

的全过程跟踪审计项目200多个，业务范围包括：石油、港口、机场、电力、新能源、铁路、交通、

电讯、银行、科技园区、军工、民用工程等。这些全过程项目委托单位要求高，服务期限长，有的

3-5年、有的8-10年，每年支付服务费用1-2次。需要讲政治、顾大局，团结合作，精心组织，勇于奉

献，长期自带干粮（资金）服务，这反应永拓服务国家建设的高尚执业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

目前，永拓咨询正在创新发展，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号召的“打造联合经营体”发展目标，实现了跨

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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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审计与鉴证评价

根据国家相关法规要求,对客户单位内部控制体系设计与运行的有效性进行评价,包括

内部环境评价、重大风险评估与控制评价、业务活动控制评价、信息与沟通评价、内

部监督评价等, 根据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完善建议。咨询服务

成果包括但不限于：

内部控制相关咨询服务

根据各类客户的不同需要, 提供内部控制相关咨询服务,包括内部控制相关知识培训，

内部控制建设辅导，内部控制现状评估，风险评估，提供重大风险解决方案，进行内

部控制制度设计与修改完善，设计优化内部控制流程，编制控制矩阵、权限指引、内

部控制手册、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手册，对内部控制实施进行跟踪评价与整改指导、承

担内部控制专项课题研究等，满足客户单位在内部控制方面的相关需要。咨询服务成

果包括但不限于：

内部控制审计
内部控制体系审计

根据国家相关法规要求，结合客户单位实际情况,帮助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包括

内部控制现状评估、现行内控制度缺陷、缺失及改进、企业风险评估、重大风险解决

方案、业务流程梳理与优化、编制控制矩阵、建立风险数据库、编制内部控制手册和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手册、汇编内部控制制度（负责审核指导）、建立权限指引（负责

审核指导）等，满足政府部门监管要求，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咨询服务成果包括

但不限于：

永拓“讲政治顾大局、诚信执业”，拥有一支懂政策、讲法律、精通业务的专业

队伍，面对客户各种要求，执业人员能始终恪守职业道德，秉承依法审计、实事

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出具高质量的审计报告。审计评价得到审计单位和审计

对象的高度认可，指出的责任令其无法推翻，为任用干部提供了过硬的证据，得

到客户的充分肯定，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评价。

经济责任审计

经济责任审计项目分类图

国有大型企业项目

其他项目

党政机关项目

证券期货企业项目

金融保险项目

4%

17%

26%

36%

17%
重大缺陷、重要缺陷和一般缺陷认定标准

内部控制缺陷清单

内部控制缺陷成因分析表

内部控制缺陷整改措施建议

过程成果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最终成果

风险评估报告

重大风险解决方案

业务层面风险数据库

内部控制手册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手册

内部控制制度汇编（负责审核指导）

权限指引（负责审核指导）

内部控制现状评估报告

内控制度缺陷、缺失及改进建议一览表

业务流程目录及业务流程图

业务流程控制矩阵

风险清单和风险排序

风险成因分析表

风险坐标图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的评分标准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表

过程成果 最终成果

内部控制专题培训讲义

内部控制建设方法培训讲义

内部控制现状评估报告

风险评估报告

重大风险解决方案

内部控制制度文件

权限指引文件

服务成果

内部控制流程设计与优化及控制矩阵

内部控制实施跟踪评价与整改报告

内部控制手册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手册

内部控制制度缺陷数据库

业务层面风险数据库

内部控制专项课题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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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服务

税务申报服务

永拓为企业和个人提供编制和提交税务申报表的服务，并对特定税务问题的处理与税

务部门进行沟通协商。另外，永拓的专业人员还提供长驻中国国内的外籍员工或驻海

外的本地雇员的个人所得税申报事宜服务。

税务鉴证服务

除了为企业和个人进行常规税务申报外，永拓也提供特殊事项涉及的税务鉴证服务，

如土地增值税鉴证服务和资产损失鉴证服务等。     

税务咨询及筹划

永拓集合团队优势，协助企业遵循中国的财税法规，引导企业以最具效益的方法规划

在国内外的投资和营运。我们为一批大型中央企业、上市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税

务风险自查、常年税务顾问、企业并购重组税务咨询、税务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税收

筹划等相关税务咨询服务，有效帮助客户合理控制税收风险，合法取得节税利益。

税务分歧协调服务

在日益沉重的财政收入压力下，中国地方税务机关不断加强税务稽查和纳税调整力

度，纳税人被加征罚款和滞纳金的风险不断攀升。此外，中国税收法规的持续变革也

为企业税务管理增添了不确定性，令企业难以预测。 

有鉴于此，纳税企业亟须制定化解潜在税收争议的行动计划，积极把握解决问题的机

会，应对潜在的税务纠纷和地方税务稽查。

永拓的税务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多领域的税收服务，致力解决税务争议，帮助您更

好地掌控争议解决流程。我们将利用深厚的技术知识，对本土业务的透彻理解，与政

府官员的稳固关系， 卓有成效的税务谈判技巧，为您提供高品质的服务。

永拓内部控制咨询服务优势

拥有专业的管理咨询团队

永拓的管理咨询团队成员大都做过多个内控咨询项目，其中不乏有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

管理经历、具有丰富内部控制咨询经验的专家,能够帮助客户建立符合国家法规要求、

具有本单位特色的内部控制体系，并具有良好的落地性和可操作性。

具有广泛领域的内部控制咨询经验

近年来，我公司承做的内部控制咨询项目领域包括装备制造、机械制造、能源、化工、

食品加工、酿酒、通信、交通运输、网络传媒、物流、房地产、电子商务、港务、住宿

餐饮等，所服务的对象有国企、上市公司、也有民企，还有一些行政事业单位。在对广

泛领域的内部控制咨询过程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各类行业咨询经验，能够满足对各类

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咨询需要。

能够实现内部风险控制建设与信息系统完善的无缝对接

永拓有一批优秀的信息系统咨询专业人员,他们既有丰富的信息系统咨询经验，又有内

控咨询经验，能够帮助客户在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中全面实现内部风险控制建设与信息系

统完善的无缝对接。

具有完整实用的内部控制咨询工具

永拓根据国家关于内部控制相关法规要求和内控咨询实践，总结出一套比较科学实用的

内部控制咨询方法和工具，其中包括：内控现状与风险评估方法、制度缺陷缺失认定方

法、权限指引编制方法、内控手册与内控自我评价手册编制方法、公司层面和业务层面

内部控制关注重点、业务流程梳理优化与绘制程序、控制矩阵编制模板、业务层面风险

数据库及相关表单等,能够满足客户单位内部控制培训、内部控制体系建设、评价、改

进完善等多方面的需求，并实现提交成果与帮助培训内部控制人才的有机结合。

丰富的内部控制实践经验

近年来，永拓圆满完成了多家国有大型企业、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设计与运行有效

性测试工作。在通信、化工、交通运输、机械制造、食品加工、物流等众多领域积

累了丰富的内控设计经验，能够满足客户多方面的管理咨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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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信息技术和跟踪审计培训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Follow-up Audit Training

2013年10月，永拓举办加强审计业务管理，全面推进
审计质量管理培训班。

2015年10月，永拓集团公司党委组织举办了“信息安
全与计算机保密管理教育”培训班。

2015年8月，永拓举办了合伙人管理培训班，对事务所
一体化管理、重大审计项目分工、合伙人责任落实、
执业质量风险控制以及国际先进事务所执业流程等进
行了培训。

2015年10月，永拓举办了“网络审计软件使用培训
班”，对承做上市公司、发债、新三板、国有大型企
业、大型民企的审计执业人员、合伙人进行了培训。

2013年10月，永拓举办加强审计业务管理，全面推进
审计质量管理培训班。

2010年9月，永拓集团举办全过程跟踪审计工作交
流会。

2011年，永拓党委书记、董事长吕江等集团高管与新审计准则培训班、新员工岗前培训班全体学员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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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拓党建工作
 Party Construction 

永拓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坚持“抓党建就是抓发展”。党委始终是公司

发展的“政治领导核心、战略发展方向引领者、公司发展的核心发动机”。无论是

1999年永拓会计师事务所脱钩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还是2013年永拓会计师事务

所转制为合伙制企业，都做到了脱钩不脱党，改制、转制不变质，把“坚持党的领

导”写进了《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合伙协议》之中。在事业发展的道路上，党旗一直

高高飘扬，引领永拓前进的方向。

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党建工作规范化、制度化。重大事项党委先行讨论；坚持

“党管干部”；注重抓好“基层组织建设”，坚持把“党支部建在连上”，注重

“非党一把手入党教育培养考察”工作，坚持“把党员培养成为业务骨干，把业务

骨干培养成党员”；在外地执行重大项目任务时，组建临时党支部，对党员进行动

态管理；注重抓好党风廉政建设，为公司健康发展创造风清气正的经营环境，实现

了“抓党建、促所建、促和谐、促发展”。永拓党建的经验成果多次受到财政部党

组、中共中注协党委、中共北京市社工委、中共北京标评协党委的表扬和肯定，

“红色永拓”已经成为行业内党建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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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永拓集团第五届党代会合影

2015年6月，永拓集团举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暨双先表彰大会，审计署老领导吕
培俭、北注协领导郭文杰、窦铮和公司领导与抗战家属合影。

2014年9月，永拓召开了第四届“服务国家建设”突出贡献表彰大会， 60人授予服务国
家建设奖章，181名同志受到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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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办公环境
Modern Office Enviroment Member Organization

经过近二十年的持续建设，公司办公环境更加符合现代企业发展的要求。信息网络已覆盖全国十多个

省市、上千个终端，并能够提供网络审计、财务管理和电子签章等多种服务功能。同时，加强了涉密

项目的管理工作。建立了保密制度和保密室，购置了保密设备，搭建了涉密网络和办公区，有效的保

障了涉密项目的安全性。

中国永拓集团成员机构

北京永拓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股票代码832207）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17号新瑞大厦4层

电话：010-65950511/65950611

永拓富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龙尖沙咀东部科学馆道14号新文华中心B座10楼1020室

电话：852-37073164

永拓（香港）测量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湾仔港湾道6-8号瑞安中心24层2409-2410室

电话：852-31062399

北京永拓联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昌平园超前路9号

电话: 010-65951768

北京德祥长江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关东店北街1号国安大厦12层

电话：010-6595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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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总部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保税区市花路一号深圳金融科技创新中心A栋10层
电话：0755-36991756/36991757/36991758/36991759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关东店北街1号国安大厦11-13层
电话：010-65955311/65955321/65955322
传真：010-65955570
邮箱：bj@ytcpa.com.cn

永拓富信会计师事务所有
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龙尖沙咀东部科学馆道

14号新文华中心B座10楼1020室

厦门分所

地址：厦门市湖里区泗水道597号

1005 室 

电话：0592-5386238 

湖南分所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中山路

589号开福万达广场C区2栋2602

邮编：410005 

电话：0731-85453939
广州分所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11号

1001室（自编05单元） 

邮编：510623 

电话：020-38211052

安徽分所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湖光路稻

香路9 号科创中心4 楼406A 

邮编：230000 

电话：17764482191
广东分所

地址：中山市东区兴中道22号东方

商贸大厦502

邮编：528403

电话：0760-88868772

深圳分所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5003

号爱地大厦东座三层 

邮编：518045 

电话：0755-83890316

大连分所

地址：大连市西岗区唐山街

24号春晖大厦13层 

邮编：116000 

电话：0411-82817007江苏分所

地址：南京市秦淮区中山东路532-1号 

邮编：210016 

电话：025-84650004

浙江分所

地址：浙江省义乌市北苑街道雪峰西

路968号科技大楼A 座8楼 

邮编：322000 

电话：0579-85100988

湖北分所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和平大道840号

绿地铭创1802 

邮编：430000 

电话：027-82777680

黑龙江分所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西四

道街15号国际城大厦C座11层 

邮编：150010 

电话：0451-84632501

永拓集团的专业子公司

陕西分所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高新三路

信息港大厦607室 

邮编：710065 

电话：029-88856030广西分所

地址：广西省南宁市青秀区双拥路

40-1号东方明珠花园1栋2单元2605室 

邮编：530028 

电话：0771-5556629

山东分所

地址：潍坊市奎文区东风东街338号

银海恒基大厦3层B座

邮编：262041

电话：0536-8199677

海南分所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昆北路

宏源证券大厦7楼 

邮编：570105 

电话：0898-65770023/65770032

河北分所

地址：石家庄市槐安西路260号乐橙

商务广场3号楼19层 

邮编：50000 

电话：0311-67306306

河南分所

地址：郑州市农业南路与商鼎路交叉

口东方陆港G 栋四楼 

邮编：450000 

电话：0371-68581558

上海自贸试验区分所

地址：上海黄浦区徽宁路183号6楼

601室 

邮编：200120 

电话：021-63306203

重庆分所

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新南路164号

水晶国际801 

邮编：401147 

电话：023-67398521转8005上海分所

地址：上海市徽宁路183号1楼

邮编：200011

电话：021-63085555

四川分所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

中段530号1栋35楼3506 号 

电话：13982130996

云南分所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

海埂路221号A栋4楼 

邮编：650000 

电话：0871-65306188

济南分所

地址：济南市槐荫区银座中心2号楼

1304室 

邮编：250117 

电话：0531-88552088

联系永拓
Contact Us

永拓工程管理咨询公司

Tel: 010-65955253

永拓联华税务师事务所

Tel: 010-65951768

永拓华盛管理咨询公司

Tel: 010-65955089

德祥资产评估公司

Tel: 010-65950511

永拓工程造价咨询公司

Tel: 010-65955961

江西分所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庐山

南大道215号丰和新城A-5地块20号

商业办公综合楼

电话: 0791-86805460

贵州分公司

地址：贵阳市观山湖区金融

城一期9号楼

www.ytcp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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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Yongtuo CPAs was founded in 1993 with National Audit Offi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one of the investors. It was reformed into a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in 1999 and then into a 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 by the end of 2013. 

Yongtuo is a top 30 CPA firm in China and one of the 40 CPA firms with the certificate 

to provide securities, futures and forward contracts related services around China.

A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CPA firms in China, Yongtuo i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professional  audit ,  tax and other consult ing ser vices to 

government agencie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listed 

companies and private clients in and out of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