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潍坊润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更正事项的专项说明 

山东潍坊润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丰股份”或“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

了《山东潍坊润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以下简称“公开转让说

明书”）等首次信息披露文件，公司股票于 2016 年 7 月 13 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证券”）作为润丰股份的主办券商，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挂牌公司信息披露及会计

业务问答（三）》等有关规定，对润丰股份挂牌首次信息披露内容更正事项出具

本专项说明。 

一、信息披露更正内容及原因 

（一）收入分类调整 

因原统计口径有误，公司对于 2014 年度按地区分类主营业务收入构成进行

了调整，并对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涉及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正，具体情况如下： 

1、公开转让说明书“风险及重大事项提示”之“八、汇率变动的风险”及

第四节“公司财务”之“十六\汇率波动的风险” 

更正前：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出口分别实现销售收入 267,667.80 万元、300,660.43

万元和 224,111.25 万元，占相应期间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98.86%、99.41%

和 98.07%。公司产品出口销售货款大都以美元进行计价和结算，因此汇率的变

动将会通过改变公司出口产品价格而对公司盈利造成一定影响。另外，汇率变化

也会对公司所持外币资产价值产生一定影响。报告期内，公司汇兑损失金额分别

为 3,862.77 万元、-75.23 万元和-3,883.49 万元。随着公司海外市场开拓规模的

扩大，外销收入将进一步增加，如果未来汇率波动较大，将对公司的业绩产生一

定的影响。 



更正后：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出口分别实现销售收入 267,667.80 万元、299,241.25

万元和 224,111.25 万元，占相应期间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98.86%、98.94%

和 98.07%。公司产品出口销售货款大都以美元进行计价和结算，因此汇率的变

动将会通过改变公司出口产品价格而对公司盈利造成一定影响。另外，汇率变化

也会对公司所持外币资产价值产生一定影响。报告期内，公司汇兑损失金额分别

为 3,862.77 万元、-75.23 万元和-3,883.49 万元。随着公司海外市场开拓规模的

扩大，外销收入将进一步增加，如果未来汇率波动较大，将对公司的业绩产生一

定的影响。 

2、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公司业务”之“四\（一）\2、按地区分类主营

业务收入构成” 

更正前： 

单位：万元 

地区 
2015年1-9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境外  224,111.25   98.07   300,660.43   99.41  267,667.80   98.86  

境内  4,416.39   1.93   1,788.44   0.59   3,074.23   1.14  

合计  228,527.65   100.00   302,448.88   100.00  270,742.03   100.00  

更正后： 

单位：万元 

地区 
2015年1-9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境外  224,111.25   98.07  299,241.25 98.94  267,667.80   98.86  

境内  4,416.39   1.93   3,207.63 1.06   3,074.23   1.14  

合计  228,527.65   100.00   302,448.88   100.00  270,742.03   100.00  

（二）供应商采购金额调整 

因原统计时遗漏了下属子公司的采购金额，公司对于 2014 年向山东科信生

物化学有限公司的采购金额进行了调整，并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公司业务”

之“四\（三）\3、报告期内前五大供应商情况”中 2014 年前五大供应商情况进

行了更正，具体情况如下： 



更正前：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物资 采购额（万元） 采购占比（%） 

2014 年度 

1 石家庄汇联商贸有限公司 除草剂 11,829.95 5.03  

2 昊元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除草剂 8,143.03 3.46  

3 江苏腾钰化工有限公司 除草剂 6,660.45 2.83  

4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除草剂 5,979.24 2.54  

5 河北临港化工有限公司 合成原料 5,185.85  2.21  

合   计 37,798.52 16.08  

更正后：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物资 采购额（万元） 采购占比（%） 

2014 年度 

1 石家庄汇联商贸有限公司 除草剂 11,829.95 5.03  

2 山东科信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除草剂  8,509.73  3.62  

3 昊元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除草剂 8,143.03 3.46  

4 江苏腾钰化工有限公司 除草剂 6,660.45 2.83  

5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除草剂 5,979.24 2.54  

合   计 41,122.40 17.49 

（三）土地及房产补充 

经核实，因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时境外律师

核查不完整及公司相关工作人员疏忽，公司下属子公司阿根廷格林公司拥有的一

处土地及相应房屋未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现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公

司业务”之“三\（二）\1、土地使用权”及其他首次信息披露材料中补充披露

相关内容，具体如下： 

 “根据 GARCÍA MENÉNDEZ ABOGADOS 出具的法律意见书，阿根廷格

林公司在阿根廷合法拥有一处土地（面积为 1.08 公顷）及建于该土地上的相应

房屋。” 

（四）境外子公司境外租赁房产补充 

考虑到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时，公司的境外

子公司租赁房产较少，且在公司及其子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作用也相对较小，

所以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未披露境外子公司的租赁房产情况，现在公开转让说明书



第二节“公司业务”之“三\（六）\1、主要房屋建筑物” 及其他首次信息披露

材料中补充披露相关内容，具体如下： 

“除上述境内租赁房产外，公司部分境外子公司根据经营需要在境外租赁了

少量房产。” 

（五）行政处罚补充 

在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时，尽管潍坊市环境

保护局滨海分局出具了确认函且主办券商项目组对该局也进行了访谈，确认了公

司受到的环境保护方面的行政处罚；潍坊海关也确认公司在该海关无违法违规行

为，主办券商项目组也对公司相关负责人员进行了访谈，确认了公司受到环境保

护、海关方面行政处罚的情况，但因相关工作人员的疏忽，还是未能完整提供公

司所受到行政处罚的信息，因此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的挂牌前公司在环保和海

关方面的行政处罚内容有所遗漏，现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三节“公司治理”之“三

\1、公司违法违规及受处罚情况”中补充披露相关内容，具体如下： 

1、环保行政处罚 

补充披露内容： 

“2015 年 9 月 8 日，潍坊市环境保护局滨海区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

（潍滨环罚字[2015]第 0908-3 号），公司因向大气排放异味气体，被处以：立即

停止违法行为；罚款 5 万元。 

针对该处罚，公司立即新增加了废气高功率窄脉冲装置，废气活性炭吸附装

置，并将涉及到有异味物料的设备、管线更换为膨胀四氟垫，确保设备、管线无

泄漏，使废气达标排放。同时公司及时足额缴纳了相应罚款。” 

针对上述情形，潍坊市环境保护局滨海区分局于 2017 年 1 月 17 日出具了

《潍坊市环境保护局滨海区分局确认函》，认定公司存在的上述违法违规行为不

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会导致润丰股份不符合挂牌条件。 

2、海关行政处罚 

补充披露内容： 

“①涉及罚款的行政处罚 



2016 年 6 月 15 日，因 2015 年 4 月 9 日向海关申报出口货物的品名、商品

编号不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洋山海关分别作出沪洋关缉违字[2015]219 号、沪洋

关缉违字[2016]135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公司及润科国际分别处以 1.7 万

元、1.3 万元人民币罚款。 

2016 年 3 月 28 日，因实际货物数量较申报数量多 9.01%，中华人民共和

国黄岛海关作出黄关缉违字[2016]0059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公司处以 0.22

万元人民币罚款。 

②不涉及罚款的违法违规行为 

序号 处罚时间 处罚机关 处罚对象 处罚原因 处罚类别 

1 2014.7.21 黄岛海关 润科国际 
申报境内货源地与实际境内货源

地不符 
警告 

2 2014.7.29 黄岛海关 润科国际 
申报货物毛重与实际货物毛重不

符 
警告 

3 2014.8.8 黄岛海关 润科国际 
申报货物毛重与实际货物毛重不

符 
警告 

4 2014.9.15 黄岛海关 润科国际 
申报境内货源地与实际境内货源

地不符 
警告 

5 2015.4.22 黄岛海关 润丰股份 申报规格与实际规格不符 警告 

6 2016.5.16 黄岛海关 润科国际 
申报境内货源地与实际境内货源

地不符 
警告 

7 2016.5.24 济南海关 润科国际 
企业地址变动未及时向海关申请

变更 
警告 

” 

【注】：由于上述部分行政处罚发生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及公司正式挂牌之日之间，

因此未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补充披露。 

针对涉及罚款的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

第十五条第（三）项规定，进出口货物的品名、税则号列、数量、规格、价格、

贸易方式、原产地、启运地、运抵地、最终目的地或者其他应当申报的项目未申

报或者申报不实，影响国家许可证件管理的，处货物价值 5%以上 30%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洋山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岛海关核定，润丰股份和润

科国际上述三次罚款的实际出口货物价值或申报总价分别为 228,783.58 元、

172,172.01 元、38,707.2 美元，从上述规定的罚款幅度来看，润丰股份和润科

国际的罚款金额比例较低，接近上述条款规定的罚款额度的下限，不属于情节严



重的处罚。 

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公司及

润科国际上述罚款金额接近规定的罚款金额下限，不属于情节严重的处罚；公司

及润科国际已针对该事项采取了有效整改措施并及时足额缴纳罚款，未造成严重

后果。因此，公司报告期内存在的海关出口方面涉及罚款的违法违规行为不构成

重大违法，不会导致润丰股份不符合挂牌条件。 

此外，就润丰股份、润科国际受到的上述第 1 项至第 6 项警告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进出口

货物的品名、税则号列、数量、规格、价格、贸易方式、原产地、启运地、运抵

地、最终目的地或者其他应当申报的项目未申报或者申报不实，影响海关统计准

确性的，予以警告或者处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润丰股份、润科国际未被处以罚款，处罚程度较轻；就润科国际受到的

上述第 7 项警告行政处罚，根据《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管理规定》第四十条的

规定，报关单位企业名称、企业性质、企业住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等海关

注册登记内容发生变更，未按照规定向海关办理变更手续的，海关予以警告，责

令其改正，可以处 1 万元以下罚款，润科国际未被处以罚款，处罚程度较轻。 

因此，鉴于润丰股份、润科国际上述行为未被处以罚款，处罚程度较低，且

公司及润科国际已针对相关事项采取了有效整改措施，未造成严重后果。因此，

公司报告期内存在的海关出口方面不涉及罚款的违法违规行为不构成重大违法，

不会导致润丰股份不符合挂牌条件。 

（六）2014 年度所有者权益变动表调整 

经核实，公司在编制 2014 年度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时，误将由外币报表

折算引起的其他综合收益变动金额 142.24 元，计入股东投入和减少资本的变动，

因此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公司财务”之“一、近两年一期财务报表”中的

2014 年度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正，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更正前 更正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少数股东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少数股东 



其他综合 

收益 

权益 其他综合 

收益 

权益 

（二）其他综合收益 384,349.17 36,856.46 384,491.41 36,714.22 

上述（一）和（二）小计 384,349.17 726,350.11 384,491.41 726,207.87 

（三）股东投入和减少资本 142.24 42,904.80  43,047.04 

3.其他 142.24 -171,973.20  -171,830.96 

上述更正不影响所有者权益的金额，只是列报明细的调整。 

（七）在建工程项目分类调整 

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准确性、一致性和可理解性，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对于在建

工程进行了重新分类和命名，并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公司财务”之“八\

（十）在建工程”中部分在建工程项目名称进行了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更正前： 

项目 2014.12.31 

A 类车间水解尾气回收节能项目  353.91  

北拓区消防站工程项目  107.89  

北拓区杀虫杀菌剂车间项目  1,673.94  

M10 连续化改造项目  329.26  

北拓区项目  395.28  

总变配电室首期工程项目  398.58  

消防站工程项目  103.82  

年产 30000 吨 24DCP 项目  614.74  

年产 15000 吨高端制剂项目  1,908.65  

首期道路及地下管网工程项目  160.53  

零星工程  379.39  

合计 6,425.99  

更正后：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09.30 2014.12.31 2013.12.31 

99%M24 合成 C10 项目  -     -     3,133.83  

年产 200T 草铵膦原药项目  -     -     117.63  

20T/d B3090%WG 生产线建设项目  -     -     905.91  

日产 5T M10 TC 项目  -     -     745.47  

10000 吨/年可溶性粒剂建设项目  -     -     106.25  

西厂区水综合利用项目  -     -     100.74  



综合工厂水平衡项目  -     -     106.13  

草甘膦车间水解尾气回收节能项目  -     353.91   -    

阔叶田除草剂制剂项目  -     1,673.94   -    

麦草畏连续化改造项目  409.74   329.26   -    

2,4-二氯苯酚项目  678.15   614.74   -    

高端制剂项目  534.04   1,908.65   -    

零星工程 1,774.49 774.67  334.28  

综合楼项目  166.11   -     -    

2,4-D 原药合成搬迁项目  1,839.51   -     -    

莠灭净原药搬迁项目  301.22   -     -    

麦草畏合成装置升级改造项目  148.23   -     -    

配套工程 753.58 770.82  

合计 6,605.06  6,425.99  5,550.24  

（八）政府补助调整 

经核实，2014 年度收到的政府补助金额有误，差异金额为 0.13 万元，同时，

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准确性、一致性和可理解性，公司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公

司财务”之“七\（五）\2、非经常性损益情况”、第四节“公司财务”之“六\

（四）\1\（2）经常性损益情况”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正，具体情况如下： 

1、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公司财务”之“七\（五）\2、非经常性损益情

况” 

更正前： 

报告期内，公司非经常性损益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度 

1、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1.36 

2、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169.90 

3、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03.18 

4、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404.52 

5、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34.40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数 -597.20 

非经常性损益所得税影响数 -170.82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影响净利润） -426.38 

减：少数股东损益影响额  -0.05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426.33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670.52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5,603.80  

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比例（%） -2.82 

报告期内，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占相应期间净利润的

比例分别仅为 2.36%、-2.82%和 2.60%，公司较高的盈利水平主要来源于主营

业务，公司盈利对非经常性损益不存在重大依赖。 

报告期内，公司确认的政府补助金额分别为 403.40 万元、169.90 万元和

422.26 万元，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度 

黄河三角洲地区引进急需人才专项经费 17.00 

2014 年度对外投资合作扶持资金 60.00 

外经贸发展市级扶持资金 30.00 

专利申请补助资金 28.57 

“山东省优势企业培育工作”专项资金 10.00 

山东省科技计划项目资金 10.00 

2013 年度知名品牌奖励 10.00 

其他 4.33 

合计 169.90 

更正后： 

报告期内，公司非经常性损益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1、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45.10 -31.36  -165.92  

2、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422.26 169.77 403.40 

3、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36.44 103.18  114.83  

4、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457.69 -404.52 233.43 

5、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22.34 -434.27 172.28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数 448.94 -597.20 758.01 

非经常性损益所得税影响数 45.63 -170.82 98.21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影响净利润） 403.31 -426.38 659.81 

减：少数股东损益影响额  0.23   -0.05   -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403.08 -426.33 659.81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910.75   14,670.52   28,647.71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净利润 
15,507.67  15,096.85   27,987.90  

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比例（%） 2.60 -2.82 2.36 

报告期内，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占相应期间净利润的

比例分别仅为 2.36%、-2.82%和 2.60%，公司较高的盈利水平主要来源于主营

业务，公司盈利对非经常性损益不存在重大依赖。 

报告期内，公司确认的政府补助金额分别为 403.40 万元、169.77 万元和

422.26 万元，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依据文件 金额 

2013年度 

《关于下达 2013 年度省扶持外经贸发展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鲁

财企【2013】608 号） 
15 

《关于确定 2011、2012 年度黄河三角洲地区引进急需人才专项经费

资助项目的通知》 
10 

《关于下达外经贸发展扶持资金的通知》（潍滨财指字【2013】282

号） 
21 

《关于下达2013年第一批专利申请补助资金的通知》（潍财指【2013】

143 号） 
2.6 

《关于下达山东省 2013 年科学技术发展计划（第一批）的通知》（潍

科规字【2013】4 号） 
10 

《关于拨付高新技术产品研发上级补助资金的通知》（潍滨财指字

【2013】389 号） 
100 

社保补贴 89 

《关于下达 2013 年度出口信用保险保费补助专项资金预算指标的通

知》（潍财指【2013】225 号） 
82.8 

《关于转发省经信委<关于下达 2013 年企业技术创新技术能力提升

项目和自主创新成果转化项目的通知>的通知》（潍经信技字【2013】

46 号） 

50 

《关于拨付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的通知》（潍滨财指字【2013】

560 号） 
20 

其他 3 

合计 403.40 

2014年度 

《关于转发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确定 2013 年度黄河三角

洲地区引进急需人才专项经费资助项目的通知>的通知》（潍人社字

【2012】161 号） 

10.00  

《关于印发<山东省知识产权（专利）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鲁财教【2013】45 号） 
5.20  

《关于拨付 2013 年度专利专项资金的通知》（潍滨财预字【2014】 20.00  



96 号） 

《关于拨付 2013 年第二批专利申请补助资金的通知》（潍滨财预字

【2014】97 号） 
1.05  

《关于转发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确定 2014 年度黄河

三角洲地区引进急需人才专项经费资助项目的通知>的通知》（潍人社

字【2013】184 号） 

7.00  

《关于拨付市级扶持外经贸发展资金的通知》（潍滨财指字【2014】

391 号） 
30.00  

《潍坊市专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2.32  

《潍坊市知识产权局和山东潍坊润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优势企业培

育实施工作委托合同书》 
10.00  

《关于拨付 2014 年中央外经贸专项资金（对外投资合作项目）的通

知》（潍滨财指字【2014】555 号） 
60.00  

《关于下达山东省 2013 年科学技术发展计划（第一批）的通知》（潍

科规字【2013】4 号） 
10.00  

《关于拨付在线监测设备托管运维费的通知》（潍滨财预指字【2014】

177 号） 
1.50  

《关于下达 2014 年第二批专利申请补助资金的通知》（潍财企指

【2014】125 号）  
0.70  

《关于下达 2013 年度知名品牌奖励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潍财企

指【2014】34 号） 
10.00  

《关于下达 2013 年度市级外经贸发展引导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济

财企指【2013】53 号） 
2.00  

合计 169.77 

2015年 

1-9月 

《关于拨付 2014 年山东省扶持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潍滨

财预字【2015】4 号） 
215.50  

《关于拨付 2014 年度中央外经贸专项资金的通知》（潍滨财预字

【2015】15 号） 
150.00  

《关于转发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确定 2014 年度黄河

三角洲地区引进急需人才专项经费资助项目的通知>的通知》（潍人社

字【2013】184 号） 

3.00  

《关于拨付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补贴的通知》（潍滨财指字【2015】

62 号） 
13.10  

《关于转发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确定 2015 年度黄河

三角洲地区引进急需人才专项经费资助项目的通知>的通知》（潍人社

字【2015】7 号） 

20.00  

《关于下达 2014 年度市级外经贸发展引导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济

财企指【2014】62 号） 
15.00  

其他 5.66 

合计 422.26 

2、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公司财务”之“六\（四）\1\（2）收到其他与



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具体构成” 

更正前： 

类别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利息收入  1,717.10   1,669.70   1,229.73  

政府补助  421.60   169.90   403.40  

其他往来款 308.09    111.11   276.0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446.79   1,950.70  1,909.19  

更正后： 

类别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利息收入  1,717.10   1,669.70   1,229.73  

政府补助  421.60   169.77   403.40  

其他往来款 308.09    111.24   276.0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446.79   1,950.70  1,909.19  

二、对更正事项的专项说明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 

1、润丰股份本次信息披露更正事项主要系会计差错更正、原统计数据有误、

前次披露遗漏等原因所致，润丰股份对挂牌首次信息披露等相关内容的更正符合

公司实际情况，能够提升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除对于 2014 年度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

表少量科目进行重分类调整外，润丰股份本次信息披露更正事项不涉及资产负债

表、利润表的调整，对于公司相应期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造成任何影响，

不存在导致润丰股份不符合挂牌条件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2、针对本专项说明涉及的更正内容，润丰股份已进行更正，符合《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

信息披露细则》、《挂牌公司信息披露及会计业务问答（三）》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业务规则的规定。 

  



（本页无正文，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潍坊润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更正事项的专项说明》之签署页）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