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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推荐英华融泰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的推荐报告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份转让系

统公司”）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以下简称

“《业务规则》”），英华融泰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华融泰”

或“公司”）就其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国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公开转让事宜经过股东大会决议批准，并聘请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恒泰证券”或“本公司”）作为其挂牌公开转让的主办券商。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推荐业务规定（试行）》（以下

简称“《业务规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

指引（试行）》（以下简称“《工作指引》”）的要求，恒泰证券对英华融泰的

业务情况、财务状况、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以及合法合规事项等进行了尽职

调查，并对英华融泰股票申请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出具本推荐报告。 

一、尽职调查情况 

恒泰证券推荐英华融泰挂牌项目小组（以下简称“项目小组”）根据《工作

指引》的要求，对英华融泰进行了尽职调查，了解的主要事项包括公司的基本情

况、历史沿革、独立性、关联交易、同业竞争、规范运作、持续经营、财务状况、

发展前景、重大事项等。 

项目小组与英华融泰董事长、总经理、信息披露负责人、财务总监、董事、

监事以及员工等进行了交流，并同英华融泰聘请的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亚太会计”）注册会计师和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

所（以下简称“中伦文德”）律师进行了交流；查阅了公司章程、三会（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记录、公司各项规章制度、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审

计报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资料、纳税凭证等；了解了英华融泰的生产经营

状况、内控制度、规范运作情况和发展计划。 

经项目小组核查，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英华融泰股东为牛欢、王京、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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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迈迪珂医疗器械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尹光、盛刻索、刘玉刚，5位自然人、

1个有限合伙企业，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 

通过上述尽职调查，项目小组出具了《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英华融泰

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挂牌之尽职调查报告》（以下简称“《尽职调查报

告》”）。 

二、内核意见 

本公司推荐挂牌项目内核小组（以下简称“内核小组”）于2017年5月24日

召开了内核会议，参与项目审核的内核成员杨耘、李羚、崔松鹤、辛本华、吴则

涛、谢远东、徐超玉等7人，其中律师、注册会计师、行业专家各一名。上述内

核成员符合《业务规定》中内核人员应具备的条件，不存在近三年内有违法、违

规记录的情形；不存在担任项目小组成员的情形；不存在持有拟推荐挂牌公司股

份的情形；不存在在该公司任职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职责的情形。 

根据《业务规则》对内核机构审核的要求，内核小组经审核讨论，对英华融

泰本次挂牌公开转让出具如下的审核意见： 

（一）内核小组按照《工作指引》的要求对项目小组制作的《尽职调查报告》

进行了审阅，并对尽职调查工作底稿进行了核实，认为项目小组已按照《工作指

引》的要求对公司进行了实地考察、资料核查、测试计算、访谈、咨询等工作；

项目小组中的注册会计师、律师、行业分析师已就尽职调查中涉及的公司财务会

计相关事项、公司法律相关事项、公司行业和业务相关事项出具了调查报告。项

目小组已按照《工作指引》的要求进行了尽职调查。 

（二）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

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试行）》的格

式要求，公司已按上述要求制作了《公开转让说明书》，公司挂牌前拟披露的信

息符合信息披露规则的要求。 

（三）根据《业务规则》有关挂牌的条件，英华融泰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含有限公司阶段）；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机制健全，

合法合规经营；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根据英华融泰与恒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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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签订的《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书》，恒泰证券作为主办券商推荐其挂牌

并持续督导。 

（四）根据相关要求，内核委员会成员审核了英华融泰风险评估表及风险事

项，经内核会议审核，评定英华融泰为低风险等级。 

综上所述，英华融泰符合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规定的挂牌条件，七位内核

成员经投票表决，7票同意、0票反对，同意本公司推荐英华融泰股票在全国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 

三、推荐意见 

根据项目小组对英华融泰的尽职调查情况，本公司认为英华融泰符合全国股

份转让系统公司规定的挂牌条件： 

（一）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公司成立于2016年9月13日，英华融泰前身内蒙古英华融泰高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成立于2004年7月5日。2016年8月22日，有限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一致同

意以2016年5月31日为改制基准日对英华融泰有限进行财务审计和评估，以经审

计的账面净资产61,403,348.40元整体转制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折合股本

50,000,000股，其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2016年9月13日，英华融泰取得了包头

市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颁 发 的 《 营 业 执 照 》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1502007610983804，公司名称为英华融泰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为牛毅，注册资本为50,000,000元。英华融泰整体变更履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合法有效。 

公司最近两年内主营业务明确且未发生变化，报告期内英华融泰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构成为适应公司业务发展以及满足公司治理需要发生变动，未对

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自股份公司成立后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重大变动。在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过程中，英华融

泰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折股，其存续期限可以自有限公司成立之日起连续计

算，公司存续已满两年。 

因此，英华融泰满足《业务规则》2.1条规定的“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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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二）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英华融泰的主营业务为精密医用呼吸系统雾化、湿化治疗类设备及耗材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 

最近两年及一期，英华融泰合法经营，具有持续经营记录。根据由具有证券

期货业务资格的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亚会

B审字（2017）1096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2017年1月、2016

及201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6,005,488.55元、69,619,484.29元及40,263,266.63

元；实现净利润788,355.80元、13,696,193.34元、5,396,144.87元。截至2017年1

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94,923,640.66元、净资产71,214,654.42元、流动比率2.41、

速动比率1.61，公司资产质量良好，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因此，英华融泰满足《业务规则》2.1条规定的“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

能力”的规定。 

（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合规经营 

英华融泰自设立以来，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制定了《公司章程》，建立和完善了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

逐步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制度，公司的重大决策也经过了相应

的决策程序。 

自成立至今，英华融泰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按照《公司章程》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展经营，不存在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相关主管机关处

罚的情况。 

公司、公司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包括法定代表人）自2015年1月1

日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不存在因违法行为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

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违反法律法

规规定或章程约定的董事、监事、高管义务的问题，最近24个月不存在重大违法

违规行为，任职资格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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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英华融泰满足《业务规则》2.1条规定的“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

规范经营”的规定。 

（四）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英华融泰设立的程序、资格、条件、方式等均符合当时的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历次增资、股权转让、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事宜履行了法定

决策程序，并进行了工商变更（备案）登记，合法有效。公司历次增资和股权转

让定价合理，交易过程实际履行完毕，并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公司历次增资

和股权转让的有关出资人依法履行了出资义务，纳税义务人已履行纳税义务；公

司改制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过程中，履行了必要的财务审计、资产评估、验资

等程序，符合当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因此，英华融泰满足《业务规则》2.1条规定的“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

让行为合法合规”的规定。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本公司作为推荐英华融泰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转让系统挂牌的主办券商，与英

华融泰签署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书》，负责推荐公司股票进入全国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并持续督导股份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因此，公司满足《业务规则》2.1条规定的“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的

规定。 

（六）《挂牌条件适用解答（二）》规定的挂牌条件 

1、对挂牌准入负面清单管理 

（1）科技创新类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营业收入累计少于1,000万元，但因新

产品研发或新服务培育原因而营业收入少于1,000万元，且最近一期末净资产不

少于3,000万元的除外。 

依照《关于发布<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关于挂牌条

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二）>的公告》（股转系统公告〔2016〕78号）文件，

科技创新类公司是指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营业务均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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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精密医用呼吸系统雾化、湿化治疗类设备及耗材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属于“专用设备制造业（C35）”；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1），公司属于“专用设备制造业（C35）”大类之“医疗仪器

设备及器械制造（C358）”之“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设备制造（C3581）”；

参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投资型分类指引》，公司所处行业属

于“医疗保健（15）”大类之“医疗保健设备（15101010）”；参照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管理型分类指引》，公司所处行业属于“专用设备制

造业（C35）”大类之“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C358）”之“医疗诊断、监

护及治疗设备制造（C3581）”。根据国家发改委制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

和服务指导目录》（2016版），公司主营业务不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英华融泰

属于非科技创新类公司。 

（2）非科技创新类公司最近两年累计营业收入高于行业同期平均水平 

○1 行业分类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精密医用呼吸系统雾化、湿化治疗类设备及耗材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

修订），公司属于“专用设备制造业（C35）”；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1），公司属于“专用设备制造业（C35）”大类之“医疗仪器设

备及器械制造（C358）”之“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设备制造（C3581）”；参照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投资型分类指引》，公司所处行业属于“医

疗保健（15）”大类之“医疗保健设备（15101010）”；参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公司管理型分类指引》，公司所处行业属于“专用设备制造业（C35）”

大类之“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C358）”之“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设备制

造（C3581）”。 

○2 判断是否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 

根据国家发改委制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和服务指导目录》（20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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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营业务不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故英华融泰属于非科技创新类公司，应满

足报告期两个完整会计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同期行业平均水平的要求。 

○3 行业平均营业收入水平的测算 

公司主要从事精密医用呼吸系统雾化、湿化治疗类设备及耗材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公司所属行业为“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设备制造（C3581）”。根据公

司所属行业特点，考虑行业可比和数据获取等因素，我们选取公开市场数据作为

对标测算基础，测算结果见下表： 

单位：元 

行业 
数据来

源 
市场类别 

2015 2016 

两年平均之和 
平均收入 

样本

数 
平均收入 

样本

数 

可比细分行

业：医疗诊

断、监护及治

疗设备制造

（C3581） 

公开市

场数据 

新三板挂

牌公司 44,138,297.10 49 57,435,998.11 46 101,574,295.20 

协会数

据 -- 21,690,000.00 - 26,060,000.00 - 47,750,000.00 

二类市场综合 32,914,148.10 - 41,747,999.06 - 74,662,147.16 

○4 数据来源说明 

公开市场数据均来源于东方财富Choice数据库，数据下载日期均为2017年5

月15日。中国医药物资协会医疗器械分会数据来源于《2016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发

展蓝皮书》。 

○5 营业收入对标 

根据样本企业的测算结果，公司所处细分行业的可比挂牌公司2014年、2015

年平均营业收入之和为101,574,295.20元。中国医药物资协会医疗器械分会统计，

我国医疗器械行业2016年、2015年平均营业收入2606万元、2169万元，两年合计

4775万元。 

英华融泰报告期内营业收入情况：2015年营业收入40,263,267.63元，2016年

营业收入69,619,484.29元，两年合计109,882,751.92元。 

英华融泰最近两年累计营业收入高于细分行业的行业平均营业收入水平，符

合“报告期两个完整会计年度营业收入高于同期行业平均水平”的挂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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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科技创新类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连续亏损，但最近两年营业收入连

续增长，且年均复合增长率不低于50%的除外 

公司2015年度、2016年度和2017年1月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475.23万元、1,243.97万元和72.55万元，不存在负面

清单“非科技创新类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连续亏损”的情形。 

（4）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营业务中不存在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类

产业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相关工作的通

知》（工信厅产业函〔2015〕900号），涉及行业包括炼铁、炼钢、焦炭、铁合

金、电石、电解铝、铜冶炼、铅冶炼、锌冶炼、水泥（熟料及磨机）、平板玻璃、

造纸、酒精、味精、柠檬酸、制革、印染、化纤、铅蓄电池、稀土（氧化物）等

20个行业。经核查，公司业务不属于“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类产业”。 

2、英华融泰国有控股或国有参股情形核查 

根据项目小组核查并经公司声明，公司不涉及国有控股或国有参股情形。 

3、英华融泰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核查 

报告期，公司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在报告期末，公司不存在关联方资

金占用情形。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公司资金被实际控制人、股东、董事

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占用的情况。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防止实际控制人、股东、董事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占用或者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行为发生，公司在《公司章程》中规

定公司的股东、董事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违反规定给

公司及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为规范公司关联交易和

对外担保行为，公司还审议通过了《对外担保决策办法》、《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关联人和关联交易的界定、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对

外投资的决策权限及审批程序、对外担保决策权限及审批程序等均作出专门规

定。 

4、英华融泰涉军企事业单位情形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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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小组核查并经公司声明，公司不属于涉军企事业单位。 

5、英华融泰涉失信被执行人情形核查 

根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开具的征信报告

及公司的相应声明，经项目组在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核查，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自申报报表审计基准日至申请挂牌文件受理时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经核查，英华融泰项目小组认为，公司不存在股转系统公告〔2016〕78号文

件所列示的负面清单中规定的情形、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不存在国有控股或

者参股情形、不属于涉军企事业单位、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符合挂牌条件。 

四、推荐理由 

英华融泰依法设立且已存续满两年；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治理机

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英华融泰已

与本公司签署《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 

英华融泰是一家从事精密医用呼吸系统雾化、湿化治疗类设备及耗材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 

英华融泰所处行业：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属于“专用设备制造业（C35）”；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1），公司属于“专用设备制造业（C35）”大类之“医疗仪器

设备及器械制造（C358）”之“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设备制造（C3581）”；

参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投资型分类指引》，公司所处行业属

于“医疗保健（15）”大类之“医疗保健设备（15101010）”；参照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管理型分类指引》，公司所处行业属于 “专用设备

制造业（C35）”大类之“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C358）”之“医疗诊断、

监护及治疗设备制造（C3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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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设立以来，坚持雾化行业持续领跑者和优质产品提供者的角色定位，

高度重视自主知识产权和产品的研发。公司成立了专门的研发中心，并与各大院

校和医院等研发机构建立了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目前已取得专利 63 项。 

经过长期的研发和生产经验积累，公司产品性能不断提升。此外，公司建立

了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并成立了质量评审小组，定期和不定期地对进行质量评

审，严格控制产品质量。根据近年来的市场反馈，客户对公司产品的认可度越来

越高，随着公司研发的继续深入和营销体系的进一步拓展，公司的产品将有更大

的市场空间。 

综上，本公司认为，英华融泰符合挂牌条件，具有很好的业务拓展能力和发

展潜力。 

五、提请投资者关注的事项 

（一）依赖经销商渠道的风险 

公司现有的产品销售主要以经销模式为主。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与全国各

省市的经销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但如果未来公司与经销商之间不能保

持持续良好的合作，不能为经销商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发展空间，可能导致经

销商转而销售竞争对手的产品；或者出现经销商未能遵守双方约定的销售条款，

经销商所在区域的市场秩序可能会出现失控现象，从而对公司的经营活动产生负

面影响。 

（二）行业监管风险 

我国医疗器械行业受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共同监管。国内医疗器械行业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行业内恶性竞争和产品不

达标等情况。因此，政府会不断加强对医疗行业的监管和立法，尤其是企业资质、

生产环境、设备配置及人员素质等方面。政府越来越严格的监管将对医疗器械行

业的经营环境带来一定影响，如果公司不能持续拥有现有业务资质或者开展新业

务时不能取得必要的业务资质，那么将会对公司的业务开展和持续发展产生不利

影响。 

（三）新产品研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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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医疗消费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公司需要不断研

发新的产品以满足客户日益差异化和个性化的需求，从而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占

据有利地位。目前来看，虽然公司加大研发力度和积极引进人才，但是仍然不能

完全排除公司现有技术被国内外同行业更先进的技术所替代，以及新产品在技

术、性能、成本等方面不具备竞争优势，或者研发的新产品不符合市场发展趋势

的可能性。如果公司研发的新产品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将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造

成不利影响。 

（四）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主要为聚丙烯、聚碳酸酯、聚氯乙烯、塑胶颗粒等，

原材料成本在整个生产成本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聚丙烯、聚氯乙烯、塑胶

颗粒等原材料的价格变化将对公司产品成本有着很大影响。近两年一期，主要原

材料的价格整体随着石油价格波动而波动，若原材料价格出现上涨，将对公司生

产经营成果及盈利能力产生影响。 

（五）因产品质量不规范而被相关部门处罚的风险 

包头市食品药品监督和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5 年 5 月 4 日对公司生产的压

缩空气式雾化器Ⅱ类医疗器械进行现场检查，经四川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检验，

检验发现产品的输入功率为 128VA，不符合说明书规定。包头市食品药品监督和

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5年 10月 21日出具（包）食药监械罚 [2015]7 号《行政

处罚决定书》，对公司处以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 7,540.00元；并处以销售不合格

的压缩空气式雾化器货值金额 3倍的罚款人民币 22,620.00元，罚没款合计人民

币 30,160.00 元。 

包头市食品药品监督和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5 年 12 月 16 日对公司生产的

型号为 FC型和 HA 型医用压缩雾化器Ⅱ类医疗器械进行现场检查，检查发现产品

的电压、电源频率、输入功率、分类标记等不符合规定。包头市食品药品监督和

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6 年 2 月 1 日出具（包）食药监械罚 [2015]23 号《行政

处罚决定书》，对公司处以人民币 20,000.00 元的罚款。 

内蒙古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 2016 年 9 月接到河北省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关于核查监督抽验不合格医疗器械产品的函》（冀食药监械便函[20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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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随函所附检验报告（报告编号：2016-Q-0346）反映标示为公司生产的批号

为 140320L0327 的“医用压缩雾化器”经河北省医疗器械与药品包装检验研究

院检验认定为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为“外部标记”一项不符合 YZB/内蒙

0122-2013《医用压缩雾化器》、GB9706.1-2007《医用电器设备第 1 部分：安全

通用要求》标准要求。内蒙古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 2017 年 4月 13日出

具（内）食药监械罚 [201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公司处以人民币 25,000.00

元的罚款。 

英华融泰受到行政处罚后及时缴纳了罚款并进行了整改，受到处罚的违法行

为较轻、处罚金额较小，结合《内蒙古自治区重大行政处罚备案监督办法》第三

条之规定，英华融泰上述行政处罚不属于重大行政处罚。 

上述违法行为虽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且公司已及时缴纳了罚款，并强

加了产品质量标准，但仍存在因部分员工工作疏忽等违反《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

例》等法律法规而被相关部门处罚的风险。 

（六）税收优惠减少的风险 

公司享受“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税收优惠政策”，2011年1月1日至

2020年12月31日企业所得税减按15%征收。公司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降低了公司

税赋，提高了净利润，增强了公司的竞争力，未来税收优惠政策如果发生重大变

化，将可能导致公司净利润下降。 

（七）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随着公司产能的增加，公司积极开拓市场，赊销客户大量增长，因此公司2016

年收入较2015年收入出现大幅增长，相应地应收账款大幅增长。公司客户比较分

散，单个客户销售收入较小，小型企业客户较多，应收账款大幅增长后应收账款

回收风险也相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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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荐英华融泰医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的推荐报告》之签字盖章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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