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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院士观察杂交水稻生长情况。 本报资料图片

坚持独立诚信客观公正执业理念

建立成熟健康的审计文化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首席合伙人 肖厚发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也是注

册会计师行业脱钩改制二十周年。经过多

年发展，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已经成为我

国市场监督体系的重要制度安排。注册会

计师行业成为高端服务业门类之一，也已

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力量。

然而，近一段时间以来，几起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虚假案件连续发生， 相关会计师

事务所等专业服务机构也受到强烈质疑，

显示出在审计风险巨大的当下， 注册会计

师行业执业质量和社会公信力亟需提高。

就会计师事务所而言， 审计服务是

其法定专业服务， 审计质量的高低是衡

量一个会计师事务所专业服务能力的重

要标志。 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有赖于会计

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对审计文化的理

解并严格落实于审计服务过程中。 审计

文化是注册会计师行业特有的文化理

念， 包含对注册会计师职业定位和行业

认知； 对法律法规体系的完整理解和严

格遵守；对行业从业人员价值观的引导、

培养；对专业从业人员声誉的珍惜；对社

会责任的担当职业操守的忠贞等， 是注

册会计师专业价值观的综合体现。 会计

师事务所特别是证券从业资格会计师事

务所承担着服务资本市场的重任， 是行

业中坚力量， 对审计文化的认识并融入

日常工作理应走在行业前面。

如何培养成熟健康的审计文化，净化

市场环境，让注册会计师行业满足外部信

息使用要求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成熟

健康的审计文化要满足外部环境的要求。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社会公众、政府部门、

企事业单位等均为注册会计师行业劳动

成果的外部需求方。 市场越发达，注册会

计师的劳动成果越重要，影响也越大。 概

括来说，他们的需求就是注册会计师应该

提供符合其预期的、 高质量的专业服务，

高质量至少包括及时、正确、完整、有用。

从需求决定论来看，这一需求正是注册会

计师行业得以存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形成

成熟健康审计文化的基础。

为满足这种需求，《注册会计师法》、

《会计法》、《证券法》、《公司法》等各类法

律法规以及 《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

准则》 等给予了注册会计师行业以相应

的职业定位和责任承担， 以规范其社会

行为。会计师事务所应规范其自身行为，

尽最大可能不断提升自身专业水平，向

社会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 理解培养

行业成熟健康的审计文化是社会对这一

行业的要求。

成熟健康的审计文化要求会计师事

务所必须建立健全其质量控制体系。 法

律法规层面的制度安排必须和单位内部

的具体制度相结合才能落地并确保有效

实施。 会计师事务所必须根据自己的实

际情况建立健全质量控制制度， 采取切

实有效的措施确保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成

果真实、完整、高质量。

从实际情况来看， 国内四十家具备

证券资格的事务所规模不等， 历史沿革

差异较大，地域分布也不尽相同，内部管

理模式也有较大差异。但无论何种情况，

会计师事务所都有责任建立一套行之有

效的质量控制制度体系。 该系统不仅能

够运行顺畅， 关键还是要确保其劳动成

果———审计报告的高质量。 从近年来行

业发展情况看，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完善，

特别是在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中注协等

监管部门的持续检查和督导下， 各家具

备证券资格的事务所均建立了一套较为

完整的质量控制流程。 但该系统是否适

用，是否符合其自身特点，满足其质量控

制的要求则另须评判。 特别需要强调的

是， 事务所质量控制制度系统不仅是要

规范执业流程， 更要有合伙人相互监督

相互制约制度， 独立风险评估及反馈制

度，重大执业责任处置预案，责任追究及

善后制度。

成熟健康的审计文化首先必须建立

有效的考核评价体系， 特别是合伙人考

评和分配机制。 会计师事务所是一个人

才集聚的专业机构， 如何确保其团队勤

奋敬业，严谨务实、客观公正，通过其团

队工作达成审计目标和发展目标， 满足

社会及公众需要是每一个会计师事务所

必须面对的挑战。 建立有效的内部绩效

考核评价体系对员工考核与评价、晋升、

团队建设是基础性的， 员工考评机制建

设及兼顾业绩更应重视审计质量及服务

能力， 在考核指标体系中应有适当比重

的执业质量权数。 在软性评价指标中融

入相当的质量内容， 使日常评价中审计

质量这根弦能够让每位员工都紧绷起

来， 把质量意识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内

涵表达出来， 则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文

化必然不断成型、升华，成为其持续发展

打造百年老店的原动力。

相比员工考评制度， 合伙人的考核

评价和分配制度对事务所的审计文化建

设更加重要。 合伙人是审计项目的负责

人，是事务所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对事务

所内部管理有决定权， 事务所经营的好

坏对合伙人来说收益大，影响也大。事务

所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 制定出符合

其自身发展需要的合伙人考核评价办

法。个人认为：对于同一利润池共享分配

的，事务所应重视质量考评比重，对于发

现的各类审计质量问题要在考评制度中

有相应安排； 在全所范围内倡导质量优

先文化，让不遵守规则、不重视质量的在

合伙人队伍无容身之所。 对于分团队考

核和分配的事务所， 除应建立强有力的

质控体系外， 还应对发生的各类审计失

败行为予以检讨、追责。

成熟健康的审计文化重视人的因

素，重视企业文化的塑造，优秀的企业必

然有优秀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与企业

的规章制度相辅相成， 是指导企业及员

工工作行为的一般准则。 企业文化的渗

透力可以到达员工的精神层面， 影响其

工作以外的日常行为。 注册会计师行业

是智力密集型高端服务业， 主要依赖于

注册会计师的执业活动， 企业文化对以

人合为基础的会计师事务所意义更大，

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在提供专业服务过程中坚守那些理念；

如何对待我们的同事和客户； 应该走什

么样的企业发展之路等， 从而帮助我们

塑造共同的专业服务理念和价值观。 思

想统一了，可以帮助融洽同事关系，建立

相互信赖相互协作的亲密关系； 均质化

其服务品质，避免其服务质量参差不齐。

对外看，可以帮助其树立品牌形象，让服

务对象易于接受和理解； 对同业市场更

容易形成协同能力和品牌优势， 从而在

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

对于会计师事务所来说， 人的因素

尤为重要。人是承载文化的主体，也是对

外展示形象，显示其能力的主体，传承发

展的载体。人的工作做好了，所面临的问

题就迎刃而解。

重视人的因素的另一方面是要求加

强培训及梯队建设。 纵观会计师事务所

发展的历史， 能形成百年老店的一般都

有成熟先进的培训系统，人才队伍完整，

人员结构合理。 培训是培养员工健康成

熟审计文化的重要手段， 系统的培训不

仅仅是课堂培训， 还包括执业过程培训

及内外部交流等。 健康成熟的审计文化

依赖人员的传承， 梯队建设是会计师事

务所持续经营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其

中包括营造一个有利于人才成长、 帮助

其达成职业规划的内部环境。

成熟健康的审计文化需要一个适宜

的外部环境。社会公众、政府部门、企事业

单位等注册会计师行业劳动成果的外部

需求方， 对于注册会计师行业的需求是：

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应该提供符

合其预期的、高质量的专业服务。 从需求

决定论来看，这一需求正是全球注册会计

师行业得以存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形成健

康成熟审计文化的基础。高质量的专业服

务要求注册会计师行业要坚持独立、诚

信、客观、公正的执业理念，正确引导注册

会计师等专业服务人员，依照注册会计师

法等法律法规、审计准则、职业道德守则，

合理运用职业判断，客观、公正地出具值

得公众信赖的审计产品。

然而，就当前外部环境看，尚未形成

一个良好的社会诚信环境，作为资本市场

主体的上市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有相当

一部分利用高杠杆追求快速增长， 赚快

钱， 甚至不惜利用各种途径粉饰会计报

表，营造虚假的高增长。 对于这类违法情

形，现行法规的处罚不力，基本就是顶格

罚款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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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行业禁入等，与其形

成的对中小投资者的伤害或损失无法相

提并论，对资本市场的信誉伤害更是不可

估量。 违法成本低导致一些人无所顾忌，

诚信意识无法树立，注册会计师在这种环

境下执业面临严重风险，营造健康成熟的

审计文化也面临着巨大挑战。

对于外部环境的改善仅靠注册会计

师的行动是不够的， 能够改变环境的主

要依靠外部力量。 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业

管理和监管部门应站在全局高度准确给

出注册会计师在我国市场经济中的定

位，规划出行业发展的轮廓，让会计师事

务所根据其自身情况具体定位发展目

标；推动国家在立法层面适时修法，对各

资本市场各责任主体精确追责， 明确上

市公司的主体责任和相关专业机构的责

任；加强监督和引导，促进注册会计师行

业健康稳定发展， 以及健康成熟审计文

化在行业内的形成；加强正向引导，对符

合行业发展方向的， 无论是提高执业质

量还是有利于形成成熟健康审计经营环

境及内部治理机制的行为予以表扬和鼓

励，树立行业发展的正确标杆。

当前， 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和国内经

济面临下行压力，资本市场作为“促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助推器” 的地位和作用愈

发凸显。注册会计师行业，特别是具备证

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是资本市场的

“看门人”，其能否坚持诚信执业、提供高

质量审计服务， 对于资本市场的健康稳

定发展至关重要。

值此时刻， 注册会计师行业应当高

度重视执业理念的确立和审计文化的塑

造，从服务党和国家建设大局、助力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坚持诚信、独

立、客观、公正的执业理念，树立成熟健

康的审计文化， 让注册会计师行业承担

起时代赋予的重任。

“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

将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本报记者 段芳媛

梦想种子生根发芽

袁隆平与杂交水稻的渊源还得追溯到他的小学。

袁隆平回忆，小学一年级时，老师带着班里的同

学到学校附近一个园艺场郊游。 “那是6月中旬，桃

树上挂着红红的桃子，还有一串串葡萄，好漂亮。 哎

呀，这个学农好。 ” 就这样，农业在6岁的袁隆平心中

悄悄种下了一颗珍贵的种子，也为我国杂交水稻事

业的生根和发芽埋下了伏笔。

1949年，新中国成立。 19岁的袁隆平不顾家人

的反对，带着儿时的那颗在心中播下的种子报考了

重庆湘辉学院农学系。 从重庆湘辉学院毕业后，23

岁的袁隆平被分配到湖南省洪江市安江镇的安江农

学院任教。 当时，土地改革刚刚完成，农民获得了土

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不过，一场霜灾突如而至。

1953年的春天，山东、山西、江苏、河南和安徽等地

的小麦遭受了霜灾，粮食价格出现波动。 此时，袁隆

平还在安江农学院从事教学生涯，那颗儿时播下的

种子仍埋藏在心中没有发芽。

1959年，随着环境的变化，袁隆平开始意识到，

要吃饱饭首先要关注主要粮食作物。 于是，他将所

有的热情投入到了水稻研究，那颗梦想的种子也开

始生根发芽。

1961年7月的一天， 袁隆平和往常一样行走在

稻田里，一株特殊的水稻引起了他的注意。“突然发

现一株鹤立鸡群的稻子，长得特别好。 穗很大、很整

齐，籽粒很饱满。 ” 袁隆平说，“我当时估计，这个品

种可以亩产一千斤。 ”

第二年，袁隆平播了一千株该品种水稻，每天去

田地里观察，希望“该品种成龙” 。 可惜现实让人失

望。“一抽穗大失所望，高的高，矮的矮，没有一株有

他‘老子’ 那么好。 ” 袁隆平意识到，按照遗传学理

论，当前面对的混乱属于分离现象，杂交二代会产生

分离。 那株“鹤立鸡群” 的稻穗就是杂交一代，属于

天然杂交稻。 灵感一现，袁隆平开始研究人工培育

杂交稻。

“东方魔稻”的诞生

1966年，袁隆平在《科学通报》上发表论文《水

稻的雄性不孕性》，正式提出了通过培育水稻“三

系”（即雄性不育系、雄性不育保持系、雄性不育恢

复系），以“三系” 配套的方法来利用水稻杂种优势

的设想与思路，由此拉开我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

不久，袁隆平、李必湖、尹华奇三人组成的黔阳地区

农校水稻不育科研小组正式成立。

1968年春天， 袁隆平开始第一次大田试验，栽

下了700多棵不育水稻，并悉心照料，细致观察。 然

而，一场大雨过后，发现这700多棵不育水稻被人毁

坏， 之前的努力化为泡影。 “真的是受到了很大打

击，把我的实验推迟了三年。 ” 袁隆平说。

袁隆平没有就此气馁，“有困难和坎坷，更要奋

发图强，要与困难做斗争。 ” 随后，袁隆平在试验田

旁边的废井中找到5棵残存的秧苗，继续他的实验。

通过雄性不育株与近千个品种和材料进行3000多

次杂交测试，但结果仍不尽如人意。

“亲缘关系太近的稻子不行， 把亲缘关系拉远

一点行不行？ 用野生不育稻是否可以？ ” 1969年，袁

隆平带领实验小组远赴云南，寻找野生不育稻，加速

实验进行培育。

成功总是不会一帆风顺。 袁隆平在云南寻找到

的野生不育稻开展的实验，因为不能保持不育性状

而再一次失败。 于是，他将寻找野生不育稻的目光

投向了海南。

1970年， 袁隆平研究小组在海南找到了一株

雄蕊没有花粉的水稻， 袁隆平将其命名为 “野

败” 。 经过两年实验，利用“野败” 转育，杂交水稻

实验终于获得重大进展， 雄性不育性可以百分之

百遗传了。

1972年，杂交水稻研究被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

目，上千个品种和“野败” 进行了上万次实验。 “我

们的杂交稻长得非常好， 但收获的结果并不令人满

意。 稻谷有所减产，而稻草增产了70%。 ” 袁隆平笑

称，“当时有人说可惜人不吃草，人要是吃草这个实

验就成功了。 ”

尽管实验结果让人不满意， 但却再一次证明了

杂交水稻的强大优势。 “这个优势表现在稻草上还

是在稻谷上是技术问题，我们可以改进。 ” 于是，杂

交水稻实验得到了国家的继续支持。

两年后的1974年秋，从湖南到广西杂交水稻的

喜讯频传。 普通水稻亩产只有200多公斤，而袁隆平

的杂交水稻最高的超过650公斤。 历经千辛万难后，

杂交水稻的研究终于成功。

上世纪90年代，面对“谁来养活中国” 的疑问，

我国提出了超级稻育种计划。 袁隆平领衔的科研团

队接连攻破水稻超高产育种难题， 超级稻亩产700

公斤、800公斤、900公斤、1000公斤和1100公斤的

五期目标全部完成，一次次刷新世界纪录。

“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了自己手中。 ”袁隆平说。

让老百姓吃得更好

袁隆平表示，杂交水稻的产量没有上限，希望向

高产、高产、更高产目标进发，每公顷15吨、16吨、17

吨的目标都已经实现，现在要向亩产1200公斤也就

是每公顷18吨的目标冲刺。

“我有两个梦想，一个是‘禾下乘凉梦’ ，另一

个就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 在我的有生之年，

希望实现试验田达到每公顷20吨的目标。 从光能利

用率角度看，根据湖南地区的辐射情况，按2.5%的

光能利用率计算， 最高产量可以达到每公顷22.5

吨。 ” 袁隆平说。

追求产量的同时， 袁隆平表示产量和质量没有

冲突。

“上个世纪我们主要解决温饱问题， 主要是吃

饱。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老百姓不满足于吃

饱，还要吃好。 所以，我们做了战略调整，不仅要高

产，还要优质。 ” 袁隆平说，“优质和高产没有矛盾，

不能说优质就不高产，高产就不优质，只是难度大小

的问题。 ”

据袁隆平介绍， 日本稻米协会副会长品尝过超

级稻后表示袁隆平的超级稻可以与日本的优质大米

“越光” 媲美。“‘越光’ 的产量是每亩800市斤，而

我们的超级稻是每亩800公斤！ 日本人很骄傲，但在

水稻面前他们折服了。我们的水稻不仅产量更高，品

质也很不错。 ”

在采访过程中，90岁高龄的袁隆平聊起杂交水

稻总是刹不住车，对记者讲述着一个又一个故事。而

这些故事的背后，是这位老人一生的奉献与付出。如

今，杂交水稻已经走出国门，在越南、印度、孟加拉、

美国、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实现了生产与种植。袁隆平

不仅让中国人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 还为解

决世界粮食短缺问题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 9月17日，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名

单公布，而鲐背之年的“杂交水稻之

父” 袁隆平仍在田间地头查看“第

三代杂交水稻”制种情况。在袁隆平

眼中， 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

自己手中是他应该担起的责任。 从

上世纪60年代至今， 袁隆平用心血

培育成了一粒粒饱满的稻谷， 每一

粒稻谷都饱含他对祖国的热爱和对

国家粮食安全的赤诚初心。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在湖南长

沙的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见到了这位90岁仍未退休的老

人， 听他讲述其 “禾下乘凉梦” 和

“杂家水稻覆盖全球梦”的故事。 目

前， 袁隆平培育的杂交水稻已经实

现每公顷17吨的目标， 正向每公顷

18吨目标冲刺。 袁隆平说，“在我有

生之年， 希望实现试验田达到每公

顷20吨。 ”

华铁股份拟收购山东嘉泰51%股权

□本报记者 郭新志

华铁股份10月13日晚间公告，拟斥资9.69亿元

现金购买菏泽合兴、菏泽昌盛持有的山东嘉泰合计

51%股权。 通过本次收购，公司将拓展绕轨道交通

座椅领域的业务，提升公司整体竞争优势。 华铁股

份2018年围绕该领域做了诸多拓展， 目前公司主

营产品为给水卫生系统、备用电源、闸片、铁路贸易

配件等。

构成关联交易

公告显示，山东嘉泰专注于轨道交通座椅设计、

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提供完整的产品解决方案，

目前向青岛四方、长客、唐客、庞巴迪等主机厂供应

VIP座椅、客室座椅、城际列车座椅等型号座椅。

本次交易前，山东嘉泰有三名法人股东：菏泽合

兴（持股35%）、菏泽通盛（持股25%）、菏泽昌盛

（持股40%）。 交易完成后，菏泽合兴持股比例降为

0。 刘雪生为菏泽合兴的实际控制人，罗艳华为菏泽

昌盛的实际控制人。由于菏泽昌盛合伙人罗艳华、谭

福文现持有华铁股份子公司北京全通达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少数权益股东北京永隆昌盛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的股权，根据有关规定，以实质重于形

式的原则认定本次交易对方菏泽昌盛与上市公司构

成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经审计的财报显示，2018年及2019年7月31日，

山东嘉泰期末资产总额分别为3.37亿元、3.41亿元，

负债总额分别为2.51亿元、1.96亿元，应收款项总额

（包含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

分别为1.33亿元、1.43亿元。 2018年及2019年1-7

月， 山东嘉泰分别实现营业收入2.21亿元、1.96亿

元，净利润分别为4902.78万元、5859.76万元，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811.50万元和

316.75万元。

根据评估报告， 截至评估基准日2019年7月31

日，山东嘉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9.28亿元。 经交

易各方协商一致，本次交易的总对价为9.69亿元。

拓展轨交产业布局

根据公告， 本次交易股权转让价款的40%来自

于华铁股份的自有资金， 剩余60%款项公司通过申

请并购贷款筹集。 公司拟在标的股权交割后以山东

嘉泰51%股权作为质押，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6亿

元并购贷款，贷款期限不超过7年。

业绩承诺方面， 山东嘉泰经审计的2019年度

-2021年度净利润（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计数） 分别不低于1.61亿

元、2.15亿元、2.51亿元。

华铁股份称，通过本次收购，公司将拓展绕轨道

交通座椅领域的业务，逐步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提

升公司整体竞争优势，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