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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总所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始创于 1986 年，是全国设立较

早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总部设在天津市，并依托于天津作为环渤海经济中心

的独特区域优势和强劲的发展势头，在北京、福建、安徽、河北、山东、山西、

江苏、浙江、四川和深圳等地设有分支机构。为了充分发挥我们的专业服务优

势，更好地服务社会和广大客户，根据国家鼓励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的有关

精神，通过合理布局，实现跨地区强强联合及设立分支机构，使得本所得到进

一步发展和壮大，是国内大型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同时，我们已加入马施云国

际会计公司（Moore Stephens International）成为 MSI 中国成员所。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一直坚持健康稳步的发展理念，

目前已形成了一支经验丰富、专业技术过硬、能够提供高效专业服务的团队，

从业人员已达到 400 余名。此外还有能够提供国际业务服务的专业人员和业内

外的各类杰出专家，这些专家在财务会计、审计、税务、公司治理和战略管理

咨询、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全面预算管理、企业购并重组、IT 审计和国际化

业务等方面具有丰富的专业经验，是本所为客户提供全面优质服务的坚实基础，

是高质量执业水平的有力保障。 

作为“立足天津、面向全国”的国内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我们非常希望能

以我们的专业知识和职业经验服务于贵单位（公司），为您的包括拟上市(IPO)、

重组并购、发行企业债、中期票

据、短期融资债、私募债券、新

三板、年度财务报告等提供优质的

相关尽职调查、审计、资产评估、

管理咨询等的专业服务工作。我们

相信凭借我们在专业技术上、人才

储备上的优势，我们能够完全胜任

并能为您带来增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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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信中联浙江分所 

立信中联浙江分所是在与宁波国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合作的基础上设立，

是在立信中联中成立最晚、发展最迅速的分支机构，尤其是在证券期货业务方

面，在资本市场领域（包括上市公司、期货公司、新三板、发行企业债、中期

票据、短期融资债、私募债券等）取得了骄人业绩，得到相关部门和客户的充

分肯定，在宁波市同行业该类业务处于优先地位，我们的业务区域已基本铺盖

浙江全省。浙江分所团队的主要合伙人及骨干曾在宁波市设立最早的原宁波会

计师事务所从事多年证券期货及大中型企业的相关业务，为许多客户提供 IPO、

重组并购、年报等审计和资产评估及其他专业服务，曾提供过服务的主要客户

包括：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                 银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富邦精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维科精华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大红鹰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舜宇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华升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凭借成熟管理与执业基础，使得浙江分所的成立就形成一定规模，目前内

设审计一部、审计二部、资产评估部、国际业务部、标准部、行政部等，已拥

有执业人员近 70 人。并具有独立承接业务的能力和丰富的实务操作经验，其中

现有的浙江及宁波地区证券、金融等业务客户均由浙江分所团队直接提供便捷、

高效的专业服务。 

此外，我们与国际咨询机构开展合作，专门设立“宁波立信中联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主要为客户提供包括跨境投资、并购等专业服务。我们的团队利

用丰富的专业经验、广泛的数据库和合作的国际全球网络资源，为客户提供全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简介》 

打造业内公认、社会信赖、管理规范、服务一流的品牌事务所 
 

3

 

面领先的顾问服务和交易支持服务，

包括评估、重组、尽职调查、企业并

购、财务建模和审查、企业融资、不

同会计准则及财务汇报外包等专业服

务。 

 

 

三、服务领域 

 审计与审阅业务

●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   公司上市、融资审计（包括发行股

票及境内上市、发行企业债、重组审计） 

●   公司收购审计 

●   公司清算审计 

●   公司转让审计 

●   经济责任审计  

●   基建财务审计  

●   事业单位审计 

●   社会团体审计 

●   内部控制鉴证 

●   预测性财务信息审核 

●   净资产审计 

●   涉税事项审计 

●   特定项目审计 

●   司法会计鉴定 

●   政府采购审计 

●   财务报告审阅 

●   高新技术企业审计 

 

 验资业务 

●   内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验资            ●   公司发行股票申购资金验资 

●   公司首次发行、上市公司再融资募集            ●   企业改制净资产折股验资 

资金验资                                                                      ●   企业股权转入验资 

●   企业的增资与减资验资                                         ●   企业的合并与分立验资 

 咨询服务 

上市、融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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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客户发行股票及境内、外上市、发行企业债、并购、重组提供全方位的咨询、

公司上市策划服务  

管理咨询：

●   项目可行性研究    

●   企业收购、兼并策划 

●   财务会计顾问                      

●   投资分析 

●   企业融资咨询 

●   企业管理模式设计、人力资源管理、            ●   战略咨询、宏观经济研究、行业 

企业组织设计、营销战略设计、购            研究、社会变革研究、消费者研 

并及资产重组、企业改制方案设计           究、企业发展战略 

 资产评估服务 

●   上市公司相关资产业务评估             ●   重组改制评估 

●   中外合资评估                                                            ●   引进战略投资者企业价值评估 

●   企业投资评估                         ●   产权交易、置换、抵押评估 

●   公司股本回购、换股评估               ●   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 

●   产权抵押评估                         ●   房屋土地评估 

四、具备的执业资质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相关专业执业资质，包括： 

  经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批准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入围资格 

  从事国有大中型企业财务决算资格 

  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审计资质 

  金融机构认可的贷前审计机构 

  高级人民法院司法鉴证机构等业务资质 

  经批准加入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具有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发行短融、       

中票、发债等审计资格，为债务及上市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目前，我们的业务范围包括审计鉴证、管理咨询、资产评估等，同时依托

MSI 国际会计公司的全球服务网络，可以为进入中国的国际公司和走进国际的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简介》 

打造业内公认、社会信赖、管理规范、服务一流的品牌事务所 5

中国企业提供全球化的审计和咨询等

优质专业服务。服务对象主要为上市公

司、大型国有企业、金融保险企业、外

商投资企业，涉及航空、金融、电子、

电力、化工、造纸、旅游、房地产、电

信、交通运输、能源、机械、农业、林

业、餐饮、食品、酒店、医药等多个行

业领域。 

五、我们的与众不同 

 本地专业技能和全球化视野 

结合对审计、税务和咨 方面有着熟识的本地和国际专业知识和丰富的行业

经验，我们可以为你提供综合化的全球服务，协助您在国内及国际证券交易所

成功上市。我们可以从资本市场的角度认知中国企业在国内及国际资本市场融

资的风险和机遇，同时提供高价值的咨询以减少您的风险而实现您的潜力。 

 专注、灵活和高效 

我们将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量身定制具有专业水平的解决方案，并专注

于提供超越您期望的高质和及时的服务。我们已经发展成一支独立、客观和诚

信的专业咨询团队。通过全球网络资源共享，我们可以提供高效的服务，以有

效地节约您的时间和成本。 

 全球合作 

我们依托全球化资源与您在整个上市和并购过程中保持密切的联系，以为

您提供个性化的服务。我们与全球成员所有着紧密地联系，确保跨境交易的圆

满成功。 

在多年的执业中，我们为众多上市公司、企业集团、外资、政府相关部门

提供过服务，积累了一套成熟的实践经验，锻炼培养了一支成熟的专业队伍。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简介》 

打造业内公认、社会信赖、管理规范、服务一流的品牌事务所 6

同时拥有一批精通税收、会计政策及咨询业务的项目负责人及专业团队。 

我们用最好的实践方法和国际合作，同时结合牢固的本地知识技能和理解，

促成在全球市场上享有的声誉。同时我们专门成立了客户服务部门，制定了一

套标准的客户服务流程，及时倾听客户的回馈，了解客户的需求，以便更好地

为客户服务。 

◆ 适才专用，以确保项目操作的时间进度及业务质量。 

◆  及时沟通，以期达到最佳的业务效果。 

◆  增值服务，对业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时给予专业的咨询意见。 

◆  恪守职业道德，保证整个项目工作的独立、客观、公正；严格遵守保

密原则。 

◆  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我们确保将倾力提供您所需要任何专业

服务。

我们非常荣幸，在此向您简介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浙江

分所所具有的执业资格并从事相关业务的服务功能、专业实力及其相关之信息，

并基于我们的专业人员多年来从事专业服务所积累的经验和曾经接受的相关委托

及提供我们的各类服务的情况，特此向您作自我推荐。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浙江分所将秉承“诚信、专业、效

率”的服务理念，依赖全体同仁的专业知识和敬业精神，在注册会计师行业确立

了自己应有的地位。现在，我们祈盼与您携手合作，以良好的职业操守为您提供

高水准的专业服务，与您共谋发展！ 

 浙江分所团队主要成员基本情况： 

舒国平先生，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兼浙江分所主

要负责人，中国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系从事注册会计师行业最早的专业人

士之一，从业三十年来先后直接参加主审浙大网新、维科精华 IPO，协审宁波韵

升、宁波热电 IPO；参与并出色地完成了宁波维科、宁波富邦控股、海运集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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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配合宁波市国资委做好资产界定、财务审计、资产评估及职工劳动关系理

顺工作；牵头负责宁波富达和荣安地产资产重组中的资产评估和审计工作；并已

成功为宁波、绍兴、嘉兴、台州等多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提供审计服务，该些地

方政府融资平台已累计募集将近 100 亿债券资金。此外还曾担任宁波富达、宜科

科技独立董事，现担任宁波通商银行、柯力电器独立董事。舒国平先生还先后担

任宁波市第十二届、第十四届政协委员；2009 年、2012 年分别被评为宁波市优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2012 年被评为浙江省优秀注册会计师；现为宁波

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副会长。 

俞德昌先生，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兼浙江分所

业务主管，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具有

18 年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经历，拥有丰富的证券业务经验，期间参加了宁波韵

升、宁波热电 IPO；香溢融通、维科精华等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参与完成了宁波

维科集团、宁波开投集团下属子公司、宁波海运集团及下属子公司的改制；作为

项目负责人和项目合伙人主持宁波城投、宁波开投、奉化投资，宁波工投和天台

运输等地方融资平台审计服务工作，成功发行债券约 80 亿元。同时，主持枫林绿

能、天台公运等公司发行私募债券提供审计服务，成功发行私募债 3 亿元。截止

目前已主持和主审宁波公运等 24 家企业新三板挂牌成功。2017 年被评为浙江省

优秀注册会计师。 

孙华先生，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浙江分所业务主管，中

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评估师。于 1993 年起从事注册会计师职业，拥有丰富的

证券业务经验。作为项目总负责人或签字注册会计师其主要客户分布极为广泛，

最近几年 IPO 客户包括：宁波海天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维科电池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柯力传感股

份有限公司等。其中：海天精工 2016 年已上市，维科电池重大资产重组项目证监

会已审核通过，合力模具、水表股份、柯力传感已申报。 

董坚女士，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浙江分所质量控制主管，

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具有 20 多年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经历和 4 年风险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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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经历，专业服务经验较为丰富。原为宁波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经理，1998 年

改制后分别担任事务所董事、副总经理、高级合伙人等职务。在会计师事务所执

业期间，主持并参与了宁波波导、浙江康恩贝 IPO，浙大网新、宁波中元（现为

荣安地产）的增发和资产重组工作，以及该等公司的年报审计工作。在风险投资

公司期间，主持并参与了北京尚洋环科、宁波思进机械、宁波高发、宁波精达、

宁波星箭航天、杭州柯瑞特等公司的股改及 IPO 方案设计、内控制度完善等工作，

并负责与会计师、律师、券商的协调沟通，宁波思进机械已得到证监会的反馈意

见，宁波高发、宁波精达已上市成功。曾担任北京尚洋环科的监事会主席。还担

任过宁波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2003 年被评为浙江省优秀注册会计师。 

 浙江分所联系方式： 

办公地址：宁波市鄞州区江东北路 317 号和丰创意广场和庭楼 6F-606 室 

邮政编码：315042    

联 系 人：浙江分所负责人：舒国平  0574-27980901、13906682944 

                            俞德昌  0574-27980902、13857428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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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分所承办的上市、期货、债券、新三板等主要客户一览表 

 

序号 项目类别 客户全称 
上市代码 

或状态 
上市简称 

1 上市公司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600724 宁波富达 

2 期货公司 兴业期货有限公司 年报审计 / 

3 IPO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中 / 

4 IPO 浙江衢州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中 / 

6 IPO 山东腾达紧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中 / 

7 上市公司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

审计 
阳光城 

8 新三板 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32399 宁波公运 

9 新三板 浙江合力海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835246 合力海科 

10 新三板 宁波金网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835340 宁波金网 

11 新三板 浙江康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34745 康德药业 

12 新三板 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834144 华创电子 

13 新三板 浙江创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34269 创源环境 

14 新三板 上海久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34789 久江科技 

15 新三板 杭州中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834537 中焯股份 

16 新三板 浙江维涅斯装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831250 维涅斯 

17 新三板 浙江润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34600 润阳科技 

18 新三板 浙江圣安化工有限公司 835841 圣安化工 

19 新三板 浙江志高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836517 志高机械 

20 新三板 浙江汇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836141 汇锋新材 

21 新三板 金华万得福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833877 万得福 

22 新三板 上海创建达一系统集成股份有限公司 833774 创建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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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新三板 宁波恒胜澜海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37147 恒胜澜海 

24 新三板 宁波开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37215 开利控股 

25 新三板 宁波纬诚网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36958 纬诚股份 

26 新三板 南京天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37740 天印科技 

27 新三板 浙江上洋机械有限公司 871125 上洋机械 

28 新三板 杭州久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39298 久良科技 

29 新三板 杭州西南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839499 西南检测 

30 新三板 宁波伊司达工具有限公司 870276 伊司达 

31 新三板 浙江爱吉仁科技有限公司 870935 爱吉仁 

32 新三板 西安博冠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33108 博冠科技 

33 新三板 浙江鼎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71529 鼎峰科技 

34 新三板 浙江九州量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837638 九州量子 

35 新三板 杭州欧维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38514 欧维客 

36 新三板 宁波红五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838576 红五星 

37 新三板 温州瓷爵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31441 瓷爵士 

38 新三板 浙江古纤道股份有限公司 834677 古纤道 

39 新三板 浙江美安普矿山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833507 美安普 

40 新三板 浙江群大饲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34031 群大科技 

41 新三板 浙江展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871732 展诚机械 

42 新三板 浙江九州治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中  

43 新三板 宁波仁通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承办中  

44 新三板 宁波银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中  

45 新三板 宁波卡特马克炊具科技有限公司 承办中  

46 新三板 浙江涌原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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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新三板 宁波立新电控设备厂 承办中  

48 新三板 杭州得力科技有限公司 承办中  

49 新三板 浙江新乐造船有限公司 承办中  

50 新三板 浙江长兴加泰尔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承办中  

51 新三板 浙江乾泰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中  

52 新三板 浙江恒欣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中  

53 新三板 杭州翠沁斋清真食品有限公司 承办中  

54 新三板 浙江德西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承办中  

55 新三板 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中  

56 新三板 华特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中  

57 新三板 台州市家得宝科技有限公司 承办中  

58 新三板 安吉凯达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承办中  

59 新三板 浙江中用市政园林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中  

60 新三板 宁波市镇海精诚帕尔工程有限公司 承办中  

61 新三板 浙江清钰科技有限公司 承办中  

62 发债 宁波市海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已发行  

63 中票 绍兴市上虞区交通投资有限公司 已发行  

64 发债 群升集团有限公司 已发行  

65 中票 宁波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已发行  

66 发债 上虞市水处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已发行  

67 中票 上虞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已发行  

68 发债 温州市铁路与轨道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已发行  

69 发债 天台县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已发行  

70 中票 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已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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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中票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已发行  

72 中票 杭州江东富丽达热电有限公司 已发行  

73 发债 久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已发行  

74 发债 浙江省嘉善经济开发区实业总公司 已发行  

75 中票 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已发行  

76 发债 奉化市投资有限公司 已发行  

77 发债 浙江围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已发行  

78 发债 美大集团有限公司 已发行  

79 发债 宁波科元塑胶有限公司 已发行  

80 发债 广西科元新材料有限公司 已发行  

81 发债 宁波科元特种橡胶有限公司 已发行  

82 发债 宁波市镇海区海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已发行  

83 发债 湘潭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已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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