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审核委员会 2021 年度履职报告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董事会审核委员会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公司《审

核委员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要求，勤勉尽责，积极履职。现将 2021

年度审核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如下： 

一、审核委员会基本信息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审核委员会由 4 名独立非执

行董事组成，其中主任委员（召集人）由具有专业会计资格的谢

孝衍先生担任，成员包括徐二明先生、王学明女士及杨志威先生。

审核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审核委员会议事规则》清晰界定了

审核委员会的地位、组成及任职资格、运作程序、职责义务、工

作经费及薪酬等。 

审核委员会主要职责包括监督公司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性、

公司内部监控制度及风险管理制度的有效性和完整性、内部审计

部门的工作，以及负责监督和审议外部独立核数师的资质、选聘、

独立性及服务，并确保管理层已履行职责建立及维持有效的风险

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包括考虑本公司在会计、内控及财务汇报

职能方面的资源、员工资历及经验是否足够，以及员工所接受的

培训课程及有关预算又是否充足等。审核委员会亦有权建立举报

制度以受理和处理关于公司会计事务、内部会计控制和审计事项

的投诉或匿名举报。 



二、审核委员会 2021 年度召开会议情况 

2021 年，审核委员会召开了 7 次现场会议，并完成了 2 次

通讯会议/书面决议。会议情况和决议内容如下： 

召开日期 会议内容 

2021 年 3 月

8 日 

1. 批准 2020 年度业绩报告，并建议董事会批

准有关报告 

2. 批准公司 2020 年度关连交易执行情况汇报 

3. 批准 2020 年度风险管理及内控报告，并建

议董事会审议通过该报告 

4. 审议通过 2020 年度公司内审工作情况及

2021 年工作计划汇报 

5. 审议通过审核委员会 2020 年运作及章程回

顾 

2021 年 3 月

19 日 

批准关于转让天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和天翼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并建议董事会批准

该议案 

2021 年 4 月

8 日 

1. 批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 股）招股

说明书的议案，并建议董事会批准该议案 

2. 批准关于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的议案，并建议董事会

批准该议案 

3. 批准公司发行 A 股并上市的相关财务会计文

件，并建议董事会批准该议案 



4. 批准关于新增“支付与数字金融业务相关服

务”关连交易并申请 2021 年年度上限的议

案，并建议董事会批准该议案 

5. 批准关于聘用德勤为公司发行 A 股并上市的

审计师及相关费用的议案，并建议董事会批

准该议案 

2021 年 4 月

28 日 

1. 批准关于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业绩的议案，

并建议董事会批准该议案 

2. 批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美国年报的议案，并

建议董事会批准该议案 

2021 年 5 月

17 日 

批准关于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1 年

度第一季度财务报告（国内口径）出具的审阅报

告的议案，并建议董事会批准该议案 

2021 年 6 月

16 日 

1. 审议通过公司 2021年一季度关连交易执行情

况汇报 

2. 审议通过公司 2021 年一季度内审工作汇报 

3. 批准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1年中

期业绩的审阅工作计划 

2021 年 8 月

9 日 

1. 批准关于 2021 年中期业绩的议案，并建议董

事会批准该议案 

2. 审议通过 2021年上半年关连交易执行情况汇

报 



3. 审议通过 2021 年第二季度内审工作汇报 

4. 审议通过 2021 年《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

进展汇报 

2021 年 10

月 22 日 

1. 批准《关于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并建议董事会批准该议案 

2. 批准《关于持续性关连（联）交易续展及 2022-

2024 年度上限申请的议案》，并建议董事会批

准该议案 

2021 年 12

月 20 日 

1. 审议通过《关于外部审计师 2021 年度审计工

作计划汇报的议案》 

2. 审议通过《关于外部审计师 2021 年度内控评

估初步结果汇报的议案》 

3. 批准《关于外部审计师 2021 年度费用的议

案》，并建议董事会批准该议案 

4. 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度前三季度关连（联）

交易执行情况汇报的议案》 

5. 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度第三季度内审工作

汇报及 2022 年度内审工作计划的议案》 

6. 批准《关于 2021 年度<环境、社会及管治报

告>工作进展汇报的议案》，并建议董事会批

准该议案 

7. 批准《关于审核委员会 2022 年度会议计划的

议案》 



各成员会议出席情况如下： 

 

委员姓名  实际出席次数/应出席次数 

谢孝衍 9/9 

徐二明 9/9 

王学明* 7/9 

杨志威 9/9 

*审核委员会委员王学明女士因其他安排未能出席部分审核委员会会议，其

已提前审阅相关会议议案并书面委托其他独立非执行董事代为表决，以确保其意

见充分于会议中反映。 

三、审核委员会 2021 年度履职情况 

1. 监督及评估外部审计机构工作 

报告期内，审核委员会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多次沟通，协

商确定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计划，讨论审计中的重大事项与处理方

法，督促年审会计师严格按照计划安排工作进度，确保审计工作

顺利完成。审核委员会认为，执行年审的会计师具有承办审计业

务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相关能力，能够胜任审计工作。 

2. 指导内部审计工作 

报告期内，审核委员会审阅了公司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

积极督促公司内部审计计划的实施。经审阅内部审计工作报告，

未发现公司内部审计工作存在重大问题，审核委员会认为公司内

部审计工作能够有效运作。 

3. 审阅公司的财务报告并发表意见 

报告期内，审核委员会认真审阅了公司的季度、半年度及年



度财务报告，认为公司财务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在所有重大

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公司

不存在与财务报告相关的欺诈、舞弊行为及重大错报的情况。 

4. 评估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关规定的要求，建立了比较

完善的公司治理体系和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2021 年度，公司严

格执行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公司章程以及内部控制制度，董事会、

监事会、经营管理层规范运作，切实保障了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

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审核委员会对公司审计部的日常运作进行督

促指导，认为公司内部控制实际运作情况符合有关上市公司治理

规范的要求。 

5. 审核公司日常关连（联）交易及 2022-2024 年度上限并发

表意见。 

报告期内，审核委员会认真审核了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电信集团”）、公司与天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分别与公司、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通服”）、新国脉数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国脉”）、北京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辰

安科技”）、电信集团（不包含本公司、中通服、新国脉和辰安科

技）的日常关连（联）交易及 2022-2024 年度上限。认为该等关

连（联）交易均符合公司发展需要，关连（联）交易协议遵循公

开、公允、公正的原则，均按一般商业条款或更佳条款订立，相



关建议年度上限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四、总体评价 

2021 年，审核委员会依据上市地法律法规要求和《审核委员

会议事规则》，在董事会清晰明确授权范围内充分履责。针对公

司实际情况，审核委员会提出了多项切实可行并具专业性的改进

建议，促进公司管理工作的不断改进和完善，为董事会提供了重

要的支撑，并在保护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审核委员会 

2022 年 3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