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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

司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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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发行方案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本公司、公司、美罗福 指 山东美罗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山东美罗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山东美罗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公司章程 指 山东美罗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股票定增、发行方案 指 
山东美罗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增发

行方案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 

股票发行业务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

（试行）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细则》，2013年2月8日发布，2013年12月30

日第一次修订并施行，2017年7月1日第二次修订

并施行。 

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主办券商、开源证券 指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指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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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山东美罗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美罗福 

证券代码：872490 

注册地址：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韩店工业园 

办公地址：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韩店工业园 

联系电话：0543-4619148 

法定代表人：李杜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负责人：严应莲 

二、发行计划 

(一) 发行目的 

本次股票发行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公司的资金实力及扩大

股本规模，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主

要用于吡唑醚菌酯、噻虫胺原药项目的建设及补充流动资金，

满足公司经营规模扩大所带来的新增营运资金需求，保障公司

经营的持续发展。 

(二) 发行对象 

   1、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

行）》第八条的规定，挂牌公司股票发行以现金认购的，公司

现有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发行的股票有权优先认购。每一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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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优先认购的股份数量上限为股权登记日其在公司的持股比例

与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上限的乘积。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 

公司章程未对现有股东是否享有在同等条件下对发行股票

的优先认购权作任何约定。截至本股票发行方案签署日，公司

在册股东均已签署承诺自愿放弃本次股票发行的股份优先认购

权且不在审议本次发行方案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含当日）

前转让股份。 

   2、发行对象确定的股票发行 

本次股票发行为发行对象确定的股票发行，股票发行对象3

名，均已现金方式认购，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7月1日施行

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细则》规定条件

的合格投资者，发行后股东人数累计不超过200人。 

本次股票发行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购数量

（万股） 

认购金额

（万元） 

认购

方式 

1 
滨州兴滨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500 3000 现金 

2 梁祥 15 90 现金 

3 张凤霞 5 30 现金 

合计 520 3,120 -- 

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 

（1）滨州兴滨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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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名称 滨州兴滨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主体类型 有限合伙 

基金编号 SN8386 

成立时间 2016-11-09 

备案时间 2016-12-1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600MA3CL7C03F 

经营场所 山东省滨州市开发区渤海二十四路557号华翔大厦 

基金管理人名称 山东润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 山东润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梁祥（核心员工） 

男，1979 年 10 月 12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函授大专学历。 

1998 年 11 月至 2001 年 12 月，在中国驻香港部队服役；2002

年 2 月至 2009 年 4 月，在山东三星集团担任管理员；2009 年 5

月至 2014 年 6 月，在山东西王集团食品公司担任销售部经理；

2014 年 6 月至 2015 年 11 月，在金冠食品（福建）有限公司担

任销售经理；2015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 月，在山东国豪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2017 年 1 月至今，担任山东美罗福农

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吡唑醚菌酯原药工程师。 

（3）张凤霞（核心员工） 

女，1955 年 5 月 27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中共党员(1994 年 9 月入党)，大专学历。 

1971 年 7 月至 1973 年 7 月，在山东省邹平县黛溪街道办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4%E4%B8%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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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城里村担任卫生员；1973 年 7 月至 1975 年 6 月，在山东邹平

师范学习(中专)；1975 年 6 月至 1978 年 6 月，在邹平县礼参镇

担任教师；1978 年 6 月至 2002 年 7 月，在山东邹平县建筑设计

院工作。其间，1990 年至 1991 年，在职在济南大学学习二年(大

专学历)。其间，历任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

师。1995 年 2 月任建筑设计院副院长。1997 年 7 月考取国家二

级注册建筑师，2002 年 7 月办理退休；2002 年 7 月至 2014 年

12 月，被原单位(建筑设计院）聘用；2015 年 1 月至今任山东美

罗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建筑工程师。 

 本次发行对象滨州兴滨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为符合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合格投资者。 

根据《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的

相关规定，经查询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中国

执行信息公开网等网站公示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截至本

次发行方案公告之日，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滨州兴滨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与公司及

在册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中，梁祥与张凤霞同属公司

核心员工。除此以外，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及全体股东、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三) 发行价格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00元/股，以股东大会最终审

议通过的价格为准。本次股票发行均由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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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截至2016年末，公司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为1.03元，基本每

股收益为0.21元。 

本次发行定价依据参考了宏观经济环境、公司所属行业、

公司成长性、公司的商业模式、每股净资产、市盈率等多种因

素，并与投资者协商后最终确定。 

(四) 发行股份数量 

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拟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520万股（含520万股）。 

（五）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预计股票发行募集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120.00万元（含人民

币3,120.00万元）。 

（六）公司除权除息、分红派息及转增股本的情况 

    公司在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股权登记日期间预计不会

发生除权、除息事项，不会导致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做相应调整。

公司自首次披露以来未发生过分红派息、转增股本的情形、不存

在除息情况对公司本次发行价格产生影响的情形。 

（七）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安排或发行对象自愿锁定的承诺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

司北京分公司。发行对象中涉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

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办理限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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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对象不涉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自愿锁定承诺，经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备案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登

记后可一次性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 

（八）募集资金用途及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1、前次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为公司挂牌以来的第一次定向发行，不存在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的资金主要用于原药吡唑醚菌酯的建

设、投产、运营、噻虫胺的基建，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保障

公司经营的持续发展，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于2016年8月8日发布的发布的《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

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

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预计不超过3,120.00万元（含3,120.00万

元），将用于原药项目建设，具体使用计划如下所示： 

序号 项目名称 资金需求（万元） 

1 原药项目建设（吡唑醚菌酯和噻虫胺） 1,32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1,800.00 

合计 3,120.00 

3、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必要性 

本次募集资金的主要用于原药项目建设和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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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改善公司产品结构，使品种向多元化发展并提高公司产品

的科技含量，使公司产品符合国家相关产业发展政策要求以提

高公司产品市场占有份额，提升公司盈利水平，最终实现增强

公司市场竞争力的目的。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金实力将进一步增强，抗

风险能力和融资溢价能力将得到提高，为企业向纵深发展提供

坚强后盾，财务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改善。本次股票发行有助于

公司及时把握市场机遇，增强整体竞争力，为实现公司长远发

展目标奠定基础。 

综上所述，公司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是必要的。 

4、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合理性及测算过程 

（1）募集资金用于原药项目建设的合理性及测算过程 

吡唑醚菌酯是德国巴斯夫公司于1993年发现的一种兼具吡

唑结构的甲氧丙烯酸甲酯类广谱杀菌剂。该化合物不仅毒性低，

对非靶标生物安全，而且对使用者和环境均安全友好，已被美

国EPA列为“减小风险的候选药剂”。公司计划今年建设年产500

吨项目，该项目计划投资3000万元，该原药已经获得工信部的

生产批准（证号：HNP37107-D5508）公司关于该产品研发了相

关核心技术，即在消化巴斯夫工艺的基础上，在废水排放和溴

化技术方面有了重大创新，并已申报发明专利。公司通过该技

术可使生产成本降至每吨11.3万元，另外市场上该产品销售价格

为每吨36万元，因此该项目投产后预计新增销售收入1.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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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可实现净利润7000万元。 

一吨吡唑醚菌酯（97%）物料单耗及成本 

序号 原料名称 规格 消耗（公斤） 单价（元/公斤） 金额（元） 

1 对氯苯胺 99% 600 18.5 11,100.00 

2 甲醇钠 30% 3500 4.5 15,750.00 

3 丙烯酰胺 99% 345 8 2,760.00 

4 双氧水 30% 2250 1.2 2,700.00 

5 盐酸 30% 6500 0.35 2,275.00 

6 亚硝酸钠 98% 320 3.4 1,088.00 

7 亚硫酸钠 98% 1400 2.2 3,080.00 

8 液碱 30% 1200 0.8 960.00 

9 邻硝基甲苯 99% 1020 8 8,160.00 

10 氢溴酸 47.5% 900 13.5 12,150.00 

11 偶氮 99% 100 34 3,400.00 

12 催化剂 1  70 9.2 644 

13 催化剂 2  12 5 60 

14 四丁基溴化

铵 

 60 33 1,980.00 

15 甲醇 99% 2300 2.3 5,290.00 

16 甲苯 99% 1200 6 7,200.00 

17 四氢呋喃 99% 400 15 6,000.00 

18 水合肼 80% 380 20 7,600.00 

19 雷尼镍  55 100 5,500.00 

20 碳酸氢钠 99% 700 2 1,400.00 

21 硫酸 98% 300 1 300 

22 氯甲酸甲酯 99% 310 11 3,410.00 

23 硫酸二甲酯 98% 480 2.6 1,248.00 

24 片碱 96% 1200 2.5 3,000.00 

25 异丙醇 99% 300 8 2,400.00 

合计    109,455.00 

2018年原药项目建设投资预算明细 

投资项目 明细 金额（万元） 投资比例 合计数额 

（万元） 

厂房 土建 5.00 7.00% 200.00 

钢结构 150.00 

门窗 35.00 

设备 反应釜（39 台） 350.00 33.33% 1,000.00 

离心机（16 台） 135.00 

真空泵（12 台）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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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5.00 

其他 其他材料物件 120.00 26.67% 120.00 

合计 -- 1,320.00  1,320.00 

 

2018 年吡唑醚菌酯销售利润测算表 

科目名称 数量（吨） 单价（吨） 金额（元） 

（一）收入 420 360,000 151,200,000.00 

（二）成本 420 25,902 10,878,840.00 

（三）财务费用   2963750.00 

（四）管理费用   12,096,000.00 

（五）销售费用   22,680,000.00 

（六）税金   30,000,000.00 

其他   2,500,000.00 

净利润   70,081,410.00 

（2）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合理性及测算过程 

公司基于销售收入预测数据和销售百分比法（各项经营性

资产和经营性负债与营业收入保持稳定的百分比）预测未来公

司所需的资金需求。由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生产

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故仅对公司经营性流动资产及经营性流

动负债分别进行估算，不考虑非流动资产及非流动负债。 

A、公司流动资金需求的测算方法如下： 

a.确定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项目： 

经营性流动资产=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存货； 

经营性流动负债=应付账款+预收款项+应付职工薪酬+应交

税费+其他应付款； 

b.计算各项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占营业收入

的百分比； 

c.计算预测期各项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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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预计的各项经营性流动资产=预计营业收入×对应的销售百

分比； 

预计的各项经营性流动负债=预计营业收入×对应的销售百

分比； 

d.确定预测期流动资金需求： 

预测期流动资金占用额=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资产-预测期经

营性流动负债。 

预测期流动资金需求量=预测期流动资金占用额-前一期流

动资金占用额 

B、流动资金需求假设条件 

①预测期内营业收入的确定 

本次测算选取2016年的财务数据为基期数据，采用销售百

分比法测算2017年度、2018年度公司营运资金需求。公司2016

年营业收入为7270.52万元，较2015年增长10.73%；随着公司主

营业务持续增长，管理层预计公司未来两年内主营业务收入将

持续增加。2017年预计营业收入8000.00万元（未审计数据），

较2016年增长10.04%。根据前两年发展速度及公司未来发展规

划，预计2018年营业收入不低于20000.00万元。因此，公司2018

年的预计收入增长率按150.00%进行计算。 

②流动资金需求测算其他假设条件 

本次测算以经审计的2016年财务数据作为基期数据进行测

算。假设公司经营情况在预测期不发生重大变化，预测期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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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流动资产科目和流动负债科目的预测值=基期相应科目占基

期营业收入比重*预测期营业收入。 

C、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项目 实际值 

（单位：元） 

占营业

收入的

比重 

预测值 

（单位：元） 

预测值 

（单位：元）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审计数） （预计数） （预计数） 

营业收入 72,705,288.57  80,000,000.00 200,000,000.00 

应收账款 19,986,465.68 27.49% 21,992,000.00 54,980,000.00 

预付款项 1,186,623.26 1.63% 1,304,000.00 3,260,000.00 

其他应收款 28,575,114.46 39.30% 31,440,000.00 78,600,000.00 

存货 5,078,735.86 6.99% 5,592,000.00 13,980,000.00 

经营性流动资

产小计（X） 

54,826,939.26 75.41% 60,328,000.00 150,820,000.00 

应付账款 1,420,110.30 1.95% 1,560,000.00 3,900,000.00 

预收款项 211,762.65 0.29% 232,000.00 580,000.00 

应付职工薪酬 417,297.66 0.57% 456,000.00 1,140,000.00 

应交税费 777,450.46 1.07% 856,000.00 2,140,000.00 

其他应付款 4,310,973.68 5.93% 4,744,000.00 11,860,000.00 

经营性流动负

债小计（Y） 

7,137,594.75 9.82% 7,856,000.00 19,640,000.00 

流动资金占用

（Z=X-Y） 

47,689,344.51 65.59% 52,472,000.00 131,180,000.00 

2018 年流动资金需求量 78,708,000.00 

注：上述表格中部分合计数会出现四舍五入导致的尾差现象。 

根据上述测算，公司2018 年需新增流动资金额为7,870.8万

元，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能适当解决公司2018年

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不足部分通过其他方式取得。 

特别说明：本方案中公司对营业收入增长、相关财务比率

的预测分析并不构成公司业绩承诺，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

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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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募集资金的管理 

公司已于2018年1月30日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山东美罗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明确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措施

及信息披露要求。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于2016年8月8日发布

的《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

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为本次发行批准

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作为认购账户，

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公司将会在本次发行认

购结束后、验资前，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

订三方监管协议，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其中

《山东美罗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

案》尚需经过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股票发行所募集的资金不会投资于交易性金融资产和

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不

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不会通

过质押、委托贷款或其他方式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九）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由公司新老股东共享本次发行前公

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十）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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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议案如下： 

1、《关于<山东美罗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

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2、《关于修改<山东美罗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议案》 

3、《关于制定<山东美罗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的议案》 

4、《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

关事宜的议案》； 

5、《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的议案》； 

6、《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7、《关于提请召开山东美罗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十一）本次发行不涉及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事项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为28人，未达到或超过200 

人。本次股票发行除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相关规则履行股票发行备案程序外，不涉及其他主管部门审

批、核准事项。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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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

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情况未发生变化。 

(二) 本次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造成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用途，有利于公

司经营的持续发展，有利于公司财务结构更趋稳健，从而提高公

司整体经营能力，增加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为公司后续发展带来

积极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总资产规模及净资产规模均有所提升，对

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有积极影响。 

(三) 与本次发行相关特有风险的说明 

本次发行不存在其他相关特有风险。 

四、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 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公司的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

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形。 

(二) 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

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三) 不存在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

受到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全国

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公开谴责的情形。 

(四) 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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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五) 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协议的内容摘要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山东美罗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滨州兴滨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梁祥（核心员工） 

张凤霞（核心员工） 

    签订时间：2018年1月30日 

2、认购方式、支付方式： 

本次股票发行全部以现金认购。 

乙方须于甲方确定的具体交款日期，根据甲方的股票发行认

购公告，将认购款足额汇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指定账户。 

3、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由甲乙双方签署，并在下述条件全部满足时生效：（1）

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2）本次非公开发

行获得甲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述条件均满足后，以最后一个条件的满足日为本协议生效

日。 

4、合同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本次发行的股份认购协议中未附带其他任何保留条款、前置

条件。 

5、自愿限售安排： 



山东美罗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  公告编号：2018-005 

20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

司北京分公司。发行对象中涉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

（试行）》等相关规定办理限售。 

本次发行对象不涉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自愿锁定承诺，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备案，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登记后可

一次性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 

6、估值调整条款： 

本次股份认购协议中并无估值调整条款。 

7、违约责任条款：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或本协议所作出的声明、承诺与保证存

在虚假、重大遗漏的，均视为违约，违约方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违

约责任。 

8、其他条款：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或法律另有规定外，本协议任何一方未履

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本协议的相关约定，守

约方均有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或采取补救措施，并要求违约方赔

偿因此给守约方造成的实际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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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介机构信息 

（一）主办券商：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1 号都市之门 B 座 5 层 

法定代表人：李刚 

项目负责人：郑艳超 

项目组成员（经办人）：郑艳超 

联系电话：（010）88333866 

传真： （010）88333866 

（二）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刘克江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永安东里 16 号 CBD 国际大

厦 16 层 

联系电话：13911105887 

传真：010- 85219992 

经办律师：郭恩颖、郭芳晋 

（三）会计师事务所：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李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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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1 号东塔楼 15 层 

联系电话：010-68340031 

传真：010-68340031 

签字注册会计师： 李晖  叶寅 

（四）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戴文桂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地锦路 5 号 1 幢 401 

联系电话：010-58598980 

传真：010-58598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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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关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股票发行方案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字： 

                                                                                  

    李 杜           李红云           张 军             李 玲 

                      

韩 平          

全体监事签字： 

                                                            

   张同海             徐京宝            张海泉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李 杜           韩 平             严应莲 

 

 

 

 

               

 

山东美罗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