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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于 9 月 4 日在
北京开幕。上海市为唯一受邀主宾市，由许昆林
副市长带领上海交易分团赴北京参会。9 月 5 日，
以“卓越服务 链接全球”为主题的上海主题日
活动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上海市司法局高度重
视，汲取并总结上海律师连续两届为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成功经验，专门部署并
组建了由 6 位涉外、金融律师组成的上海律师志
愿团。在 9 月 4 日—9 月 9 日会期，上海律师志愿
团全程为上海企业提供法律志愿服务，为上海交
易团保驾护航。

C

本
期
导
读

D
上海无疑是中国法律服务市场中的标

杆城市。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在这
座大都市的法律服务市场具有相当突出的
地位和极大的影响力。这不止是因为它已
进入年收入 10 亿元的律师事务所行列，
更在于它汇聚了一批法理学识精湛、专业特
长高超、职业操守卓越的律师精英，使得上
海大成名列沪上律师界前茅。陈峰律师便
是其中的标志性人物。

本期“律师素描”，看东方大律师陈峰
如何实现人生的“华丽转身”，如何坚持专
业化发展和专家型律师的理念，探索出一条
法理和实务相结合的道路。

——《为上海企业保驾护航
上海律师志愿团参加 2020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陈峰：专业精深 实绩卓然》

——《2020 年度“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启动

4 名上海律师参加》

——《影视微解说类短视频
存在哪些法律问题与侵权风险？》

随着网络技术特别是 5G 技术的普及，短视
频已经成为每个人手机上的必备应用，成为我们
生活娱乐的一个部分。其中有一类短视频特别引
起很多人的关注，就是影视解说类视频，它不仅
给平台带来巨大流量，而且给制作者带来可观经
济效益。

本期“法律咖吧”，四位嘉宾聚焦影视类解
说短视频，共同探讨此类视频涉及的法律问题。

2020 年 10 月 16 日，“1+1”中国法律援助
志愿者行动 2019 年度工作总结暨 2020 年度
启动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来自全国的
128 名律师志愿者和 114 名大学生志愿者（或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欢聚一堂。上海代表团
由市司法局律师工作处副处长张铭带队，上海
喜睦律师事务所律师黄维青、上海申浩律师事
务所律师余庆芳、上海华尊律师事务所律师张
斌慧、北京安博（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潘耐
荣 4 名律师志愿者等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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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上海企业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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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新锐手记

29 跳出执业舒适区

一名新律师的执业初体验/李盛缘

63 闲笔趣谈

63 花开花落的情怀/裘索

59 岁月回眸
59 从创建“经济法律事务部”到创办个人所

傅玄杰律师访谈摘要/李海歌 刘小禾

55 仲裁精研
55 中国法下仲裁协议效力准据法确定制度的完善

/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商事仲裁研究中心

31 律师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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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详细解读/黄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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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的思考

金融消费者保护新规为何不覆盖证券投资？/马晨光 江翔宇

45 个人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法律实务/庄帆

49 私募基金管理人、GP及执行事务合伙人三者的关系/刘冰

52 私募基金在我国的发展和监管变化/张洁

30 实习周记

30 进入你追我赶的闪耀日子里

一个实习人员的真实生活写照/吕晔



文│吕轩

为上海企业保驾护航
上海律师志愿团参加2020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上海市司法局高度重视，汲取

并总结上海律师连续两届为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成功

经验，专门部署并组建了由 6 位涉

外、金融律师组成的上海律师志愿

团。

9月4日，市司法局党委副书记、

一级巡视员、市律师行业党委书记

刘卫萍带队赴京。上海律师志愿团

在 9月 4日—9月 9日会期，全程

为上海企业提供法律志愿服务，为

上海交易团保驾护航。

9月 5日，许昆林副市长巡视

上海主宾市展区，刘卫萍和上海市

律师协会副会长曹志龙汇报了上海

律师行业及上海律师志愿团的相关

情况，上海律师的专业法律服务能

力得到了市领导的充分肯定。

上海主题日活动展示了含法

律服务业在内的上海服务贸易 30

年来的创新发展成就，以及技术

4

本期关注
INSIGHTS

2020 中国国际服务

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服

贸会”）于 9月 4 日在北

京开幕。上海市为唯一受

邀主宾市，由许昆林副市

长带领上海交易分团赴北

京参会。9月 5 日，以“卓

越服务 链接全球”为主

题的上海主题日活动在国

家会议中心举办。



服务、金融服务、运输服务、文

化服务、境外消费、中医药服务

等领域的发展特点、重点区域、

重要平台和重大项目，数字贸易

和在线新经济的服务新模式、新

业态等，并举办了报告发布、新

品发布、企业合作协议签约、项

目签约等活动。

上海律师志愿团参加了上海数

字贸易创新发展论坛，感受了全球

服务贸易领域最先进、最前沿的发

展趋势和经营理念，收获颇多，受

益匪浅。

上海律师志愿团主动上前送服

务，逐一走访了上海主宾市展区的

每一家企业，提供合同签约、知识

产权、金融证券、外商投资等方面

法律服务。

结束了一天连续八小时的服务，

曹志龙律师表示：“上海作为唯一

受邀主宾市，展区规模比较大，参

展企业都是代表上海服贸领域的浓

缩经典。上海律师能够来到一线为

上海企业提供法律服务，机会难得，

更是义不容辞。我们会把在本届服

贸会上学到的‘全球服务，互惠共享’

理念带回来，更好地运用在专业领

域中，运用到律师行业的开放发展

中。”

此外，上海共有 15 家律师事务

所受邀通过现场或线上参展。在上

海主宾市展区的文化服务、法律服

务展区，展示着记载上海律师行业

发展的多幅海报。

上海律师志愿团由上海律协

副会长、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主

任曹志龙，上海律协理事、外事

委员会主任、国浩律师（上海）事

务所合伙人黄宁宁，环太律协主席、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李志强，上海律协信息化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

务所主任倪伟，上海市女律师联谊

会副会长、上海律协调解业务研

究委员会主任、北京市中伦（上海）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彬彬，上海

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欧龙

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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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共享谋发展 危中寻机开新局
京沪两地深化律师行业交流学习
文│吕轩

本期关注
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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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9 日，上海市司法局党委副书记、一级巡视员、市律师行业党委书记刘卫萍，上海市律师协会会长季诺带

队赴北京学习考察律师工作，分别走访了北京市律师协会、中央电视台及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

为何选择此时赴京交流？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全球疫情冲击对我国经济

的影响尚未完全显现，律师行业发

展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前所未有

的挑战。本届理事会提出要在变局

中寻找和把握新的机遇，科学研

判、积极应对，进一步推动“职业

化、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建设，

推动上海律师业持续健康发展。合

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这不仅需要

学习借鉴成功的实践经验和先进的

发展理念，更需要加深与各方合作，

相互借力，资源共享，协同发展。

为此，本次交流活动由上海市

司法局律师工作处、上海市律师协

会共同参与，参加人员包括上海市

司法局律师工作处处长叶斌、副处

长唐洁、主任科员李琳，上海市律

师协会副会长曹志龙、徐培龙，副

秘书长潘瑜等。

共享资源 协同发展

上午，代表团一行来到北京市

律师协会，与北京市司法局二级巡

视员、市律师行业党委书记王群，

北京市司法局律师工作处处长、市

律师行业党委副书记赵跃，副处长

周凯，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高子程，

副秘书长（主持工作）徐志锋，副

会长韩映辉，副秘书长梁文辉等相

关负责同志进行交流座谈。

高子程会长简要介绍了协会基

本情况，希望京沪两地律师能够多

交流、多沟通，进一步加强往来、

增进了解、深化合作、共同发展。

王群书记代表北京市司法局对

上海代表团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他

左：上海市司法局党委副书记、一级巡视员、市律师行业党委书记 刘卫萍
右：北京市司法局二级巡视员、市律师行业党委书记 王群



左：上海市律师协会会长 季诺
右：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 高子程

7

希望今后可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强强联合，加强京沪两地互动，促

进合作交流，为推动中国律师行业

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季诺会长谈到，京沪两地集聚

了大量的高端法律人才，疫情期间，

两地律师行业通过彼此及时分享经

验，争取到多项行业扶持政策，帮

助两地律师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疫

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季诺会长提议

两地律协进一步共享资源，在行业

管理、事务所发展、党建、涉外等

方面组建联合课题组，共同研究行

业未来发展。

刘卫萍书记表示，京沪两地律

师可以在党建、涉外、纪律惩戒等

方面特别是律师规范执业、服务大

局方面加强交流，设立联席会议机

制，定期就两地律师在党建引领、

服务大局、规范执业、矛盾化解等

交流、协作，在更高起点、更高水

平上推动两地律师行业健康发展，

发挥好两地律师在服务中心、服

务大局中的作用，努力为经济、社

会、文化发展和法治进步作出更大

交流。座谈中，双方就进一步加强

与《法律讲堂》《律师来了》等节目

的多元化、深层次的合作进行探讨，

通过入驻“央视频”等形式，打造

有规模、有深度、有特点的系列宣

传项目，进一步推动上海律师品牌

建设，扩大上海律师行业的影响力。

上海律协与《法律讲堂》等法

制类栏目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

系，合作十六年间，一批又一批优

秀的上海律师登上央视舞台，参与

节目录制，收获了较高的收视率和

观众满意度，充分彰显了上海律师

专业严谨、热心公益的社会形象。

2020 年 8 月，上海律协与《法律

讲堂》联合举办栏目主讲人上海选

拔大赛，取得圆满成功。

深耕细作 担当头雁

代表团最后一站来到上海市方

达（北京）律师事务所。代表团对

事务所的发展状况及面临的困难

进行了解，并对涉外法律服务的现

状及未来发展进行了探讨。刘卫萍

书记希望北京分所能够发挥更大作

用，为同行贡献宝贵发展经验。

的贡献。

与会人员围绕进一步做实、做

深、做细律师行业党建工作，不断

推动涉外法律服务工作全方位、跨

越式、高质量发展，促进京沪两地

律师往来合作等展开深入交流。

深度合作 打响品牌

下午，代表团一行走访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与《法

律讲堂》栏目组制片人苏大为、执

行主编刘念等进行了深入沟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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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1+1”
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启动
4名上海律师参加
文│上海律协业务部

500 多名，帮助受援群众挽回经济

损失 45 亿余元，取得了良好的政

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启动仪式结束后，黄维青律师、

余庆芳律师、张斌慧律师、潘耐荣

律师将分别赶赴青海达日县、贵州

道真县、新疆新源县和内蒙古赤峰

市，他们将在当地开展为期一年的

基层法律援助服务工作。其中，潘

耐荣律师和黄维青律师分别是第四

次和第五次参与“1+1”中国法律援

助志愿者行动。

2020年 10月16日，“1+1”中国

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 2019 年度工

作总结暨 2020 年度启动仪式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来自全国的

128 名律师志愿者和 114 名大学

生志愿者（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欢聚一堂。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顾秀莲出席会议并讲话，司法部

部长唐一军向志愿者代表授法律

援助志愿者旗帜，司法部副部长熊

选国就进一步深化实施“1+1”志

愿者行动提出工作要求。司法部原

副部长、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理事

长张彦珍主持会议。上海代表团由

市司法局律师工作处副处长张铭带

队，上海喜睦律师事务所律师黄维

青、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余庆

芳、上海华尊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斌

慧、北京安博（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潘耐荣 4 名律师志愿者等参加

会议。

自2009 年启动以来，“1+1”志

愿者行动共向 19 个中西部省（区、

市）400 多个县（区）派出 1800 余

人次“1+1”志愿者，办理法律援助

案件 8万余件，调处矛盾纠纷 1万

多起，开展普法宣传 2.3 万余场次，

为 200 多个县（区）人民政府提供

法律顾问服务，帮带培养法律人才

上海律师参加 2020 年度“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名单

黄维青 男 青海达日县

余庆芳 男 贵州道真县

张斌慧 男 新疆新源县

潘耐荣 女 内蒙古赤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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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上海律协会员部

上海律协举办2020年度
网络桥牌比赛个人赛

2020 年度上海市律师协会网络桥牌比赛
个人赛前八名

名次 姓名 所在单位名称

第一名 宋濂溥 上海市白玉兰律师事务所

第二名 蒋海平 上海用友软件公司

第三名 范若愚 上海路诚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第四名 李诗怡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第五名 江维龙 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

第六名 郭志敏 上海市万隆众信律师事务所

第七名 刘祖康 上海市捷华律师事务所

第八名 胡沛君 上海谷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上海市律师协会网络桥牌比赛
律师个人赛前八名

名次 姓名 所在单位名称

第一名 宋濂溥 上海市白玉兰律师事务所

第二名 李诗怡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第三名 江维龙 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

第四名 郭志敏 上海市万隆众信律师事务所

第五名 刘祖康 上海市捷华律师事务所

第六名 肖东进 上海市商惠律师事务所

第七名 潘良峰 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

第八名 钱来红 上海东方环发律师事务所

2020 年 9日 12日至 18日，上海律协文体与福利委员会举

办了“2020 年度上海律协网络桥牌比赛个人赛”。受疫情影响，

本次比赛个人赛移师新睿网络桥牌平台APP 进行，共有 44位

上海律协个人会员、律所行政人员和上海律协桥牌社特邀人员

报名参加。经过七天七轮共 84 副牌的激烈比拼，2020 年度上

海市律师协会网络桥牌比赛个人赛圆满结束。

2020 年 9月 26日下午，本届网络桥牌比赛闭幕仪式在上

海律协 35 楼第一会议室举行，上海律协文体与福利委员会主

任朱黎庭、副主任朱理亮，上海市桥牌协会副会长、北京大成（上

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翟建出席。闭幕仪式由上海律协桥牌社

负责人刘祖康主持。

闭幕仪式上，仲裁委员会委员周史侃宣布本次个人赛比赛

成绩，朱黎庭、朱理亮、翟建分别为个人赛前八名、律师个人赛

前八名获奖选手颁发证书。

来自上海市白玉兰律师事务所的宋濂溥律师荣获本次个人

赛及律师个人赛冠军，特邀嘉宾蒋海平、范若愚分列个人赛第二、

三名；律师李诗怡、江维龙分列律师个人赛第二、三名。

朱黎庭在闭幕式上表示，桥牌是上海律协传统体育项目，

上海律协桥牌社在全国律师界具有一定影响力，本届比赛进一

步丰富和活跃了律师文化体育生活。希望桥牌社能进一步扩大

在律师群体中的影响力，吸引更多新鲜血液加入桥牌活动中，

并加强与社会各界的交流，促进律师体育活动的健康、活跃发展。

翟建分析了桥牌与律师执业能力的关联，他说，桥牌不仅

能锻炼人的逻辑思维和判断能力，还能培养团队协作能力，律

师界可以举办更多的桥牌比赛。

朱黎庭、朱理
亮、翟建为律
师个人赛前三
名获奖选手颁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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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廖潇歌

汇聚她力 赋能法治
徐汇区女律师联谊会成立仪式顺利举行

9 月 15 日，徐汇区女律师联谊

会成立仪式隆重举行。上海市律师

协会副会长、上海市女律师联谊会

会长邹甫文，上海市律师协会副会

长杨波，徐汇区妇联主席陈华，区

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左静鸣，区

司法局副局长、律师行业党委书记

朱志忠等出席成立仪式。

成立仪式由徐汇区女律师联谊

会副会长黄琮主持，徐汇区女律师

联谊会会长温陈静向与会嘉宾作了

徐汇区女律师联谊会的筹建报告。   

温陈静会长首先向到会的领导

和嘉宾表达了感谢。她介绍徐汇区

内现有律师 3315 人，其中女律师

有 1469 人，占徐汇区全体律师的

比例高达 44%。她就徐汇区女律

联的筹建过程、建会理念、会徽公

布、品牌活动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说

明。她说，徐汇女律联是一个关注

彼此成长、相互成就的地方，相信

通过徐汇区女律师联谊会这个大家

庭，将会有更多的女律师展示才华。

徐汇律师工作委员会主任廖明

涛介绍，经区司法局及各律所推荐，

由徐汇区律师行业党委最终确定，

徐汇区女律联理事共 45 名，其中

温陈静担任会长，黄琮、奚敏洁、

廖潇歌担任副会长 ；王婷婷担任秘

书长，杨莉、张释文、蔡逸奇担任

副秘书长。

出席活动的嘉宾对徐汇区女律

联的成立表示祝贺并寄予厚望。徐

汇区妇联副主席、律师界妇联主席

谭芳希望徐汇区律师界妇联和徐汇

区女律师联谊会两支队伍将共同树

立徐汇女律师技能专业、致力公益

的形象。

上海市律师协会副会长、上海

徐汇律工委主任

廖明涛和女律联

首届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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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律师合影留念

市女律师联谊会会长邹甫文表示，

徐汇女律师人才济济，在全市女律

师工作队伍中表现卓越，能取得这

样的成绩，离不开徐汇区司法局领

导、妇联、律工委等的大 力支 持。

希望徐汇女律师的工作在徐汇区女

律联的平台上发挥得更好，联情联

谊，大放异彩，为经济、民生建设

特别是妇女儿童的维权贡献力量，

承担责任，展示大爱。

徐汇区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

左静鸣指出，女律师是职业女性中

的精英，是律师行业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希望徐汇区女律师积极“汇

聚她力、赋能法治”，通过女律师

的自信、智慧为社会发展奉献力量 ；

向社会传递法律职业女性的内外兼

修的独特魅力 ；通过各类活动吸引

更多的优秀女性参与到徐汇区各项

工作和事业中来，为徐汇区律师行

业、乃至上海市律师业的整体发展

作出更大的贡献。

仪式上，徐汇区女律联还与上

海海蕴女性创业就业服务中心签约

协作共建，并成立了“汇律师太极社”。

伴随着悠扬的音乐四重奏，下

半场“成长系列微沙龙”活动缓缓

拉开了序幕。     

上海证监局原局长、上海证券

交易所原监事长张宁作“女性如何

自我成长”的主题分享。她表示，

作为女性、女性律师、女性领导，

在自我成长的过程中可以从三个方

面去进行思考。一是树立大目标，

从小事做起 ；二是善于学习，勤于

思考 ；三是提升作为领导的影响力。

该分享干货满满，引起了与会嘉宾

的共鸣。   

徐汇区女律联副会长奚敏洁主

持“成长系列微沙龙”之《律师她

力量 ：如何发现、发展和发挥法律

行业中的女性优势》。上海市律师

协会副会长杨波、上海市总工会劳

动关系工作部二级调研员黄琦、北

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合伙

人罗洁、史丹利百得公司亚洲区总

法律顾问樊翠华从各自不同的视角

分享了心得体会，深受现场嘉宾喜

爱。

女律师作为职业女性的典型代

表，她们所展现出来的干练、严谨、

专业，和她们与生俱来的柔情、感

性、热爱生活相得益彰。若有诗书

藏于心，岁月从不败美人！愿徐汇区

女律师姐妹们走向更加丰富多彩的

未来。 

上海市律师协会副会长、上海市女律联会长邹甫文，徐汇区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左静鸣，徐汇区

妇联主席陈华为徐汇区女律师联谊会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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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中秋 联情联谊 
嘉定区女律联金秋亲子活动暨市女律师联席会议圆满举办
文│上海市女律联

9 月 20 日下 午， 由 上 海 市 女

律师 联谊会 和嘉定区女律师 联谊

会共同主办的“追本溯源 寻找中秋 

联情联谊 不忘初心”——嘉定区女

律联金秋亲子活动暨市女律师联席

会议”主题活动，在嘉定区汉未央

学宫顺利举行。

上海市女律师联谊会常务副会

长韩璐，市女律联副会长孙彬彬、

时军莉，嘉定区司法局副局长、嘉

定区律师行业党委书记、区妇联兼

职副主席陈静，嘉定区司法局律公

科副科长高碧瑜，市女律联秘书长

张秀华，市女律联副秘书长陶丽萍、

沈奇艳，嘉定区女律师联谊会会长

戴璐蓉，各区女律师联谊会代表以

及来自嘉定区的女律师代表 30 余

人参与了本次活动。市女律联副秘

书长沈奇艳担任本次活动主持人。

领导致辞

会议伊始，由嘉定区司法局副

局长、嘉定区律师行业党委书记、

区妇联兼职副主席陈静致欢迎词。

在欢迎市女律联的代表们来嘉定开

展联席会议后，介绍了嘉定的地理、

人文、历史发展概况，从司法局层

面以及妇联群团组织的角度就嘉定

律师行业发展、女律师执业情况等

做了分享，随后，陈静书记提前为

女律师们送上节日祝福。

上海市女律师联谊会常务副会

长韩璐为本次活动致辞。她介绍了

上海市女律联规划发展、基层联络、

公益服务等七个部门设置，对于嘉

定区女律师联谊会的活动形式表示

了积极的肯定。韩璐表示，疫情后

上海市女律联推出了民法典百人宣

讲团、上海市女律师联谊会公众号，

创新普法形式，进一步增强了各区

之间的交流。韩璐提出女律师要有

理想有高度，同时关注年轻女律师

在职业初期的工作环境成长方向，

最后还鼓励女律师要在工作中添一

份“野心”，增一点“霸气”，在机

遇面前勇敢跨前一步。

嘉 定区 女 律 师 联 谊会 会 长 戴

璐蓉介绍了嘉定区女律联的发展情

况。嘉定区女律联成立于 2017 年

2 月，当时只有 4 名理事和 1 名秘

书长。经过近三年的活动实践，女

律师的活动开展仍存在着以下难点 ：

经费少，组织活动难度大，参加活

动女律师人数少。为进一步增强女

律联的工作能力，从去年年底开始

酝酿筹备增补理事，在全面分析嘉

定区女律师的数据后，决定依靠占

比 78% 的 40 岁以下年轻女律师，

取得女主任、女合伙人的支持，从

中遴选理事。在与区局领导、各律

所主任作充分沟通后，根据推荐、

结合个人意愿，充分考虑补选理事

个人在律所担任的职务、社会兼职、

原从业经历和个人影响力等，从原

先四名理事增补到现有 11 名理事，

增补后理事 40 岁以下 6 人，占到

从左至右：嘉定区司法局副局长、嘉定区律师行业党委书记、区妇联兼职副主席陈静；上海市女律师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韩璐；

                    嘉定区女律师联谊会会长戴璐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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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正副秘书长从 1 名增加到 3

名。组织梯队化建设完成，现在的

理事会人数和年龄更为合理，号召

力更强，组织能力在各方面得到提

升。戴璐蓉会长表示 ：新班子将始

终不忘初心，围绕市女律联章程规

定的宗旨开展活动，联情联谊，努

力提高本区女律师的社会地位和社

会形象。

互动讨论

上海市女律师联谊会副会长孙

彬彬希望大家积极参与女律联的各

项活动与工作，鼓励与会的各位女

律师姐妹集思广益，为 2020 年年

底的活动及各区联动活动多提宝贵

意见。

上海市律师协会秘书长助理、

办公室主任、上海市女律师联谊会

副秘书长陶丽 萍在交流中特别指

出 ：女律师要坚持传统与创新、变

与不变相结合，在传承中创新适应，

在联情联谊中共同成长是女律师联

谊会始终不变的初心。

与会人员合影

上海市女律师联谊会副会长时

军莉指出 ：女律师市、区两级的行

业工作要站在党建引领促进整体行

业规划与发展的高度开展，并且要

注重人才的培养和梯队的建设。

长宁区女律师联谊会会长张伟

华分享了长宁女律联工作的八字方

针“凝聚、提升、关爱、奉献”。徐

汇区女律联会长温陈静提出了要加

强各区联动，助力女律师成长，提

升女律师社会地位。宝山区女律联

会长杨颖琦认为嘉定女律师联在工

作中遇到的难点是女律师工作中共

性，嘉定宝山比邻而居，区与区之

间要加强交流沟通，多多互动联谊。

与会律师就女律师的个人发展、

执业理想、区域联动等各方面发表了

自己的体会与建议，现场气氛热烈。

本次活动，嘉定区女律联创新

活动形式，鼓励女律师平衡家庭与

工作，同时与会的女律师的子女们体

验了传统月饼制作，会后大家一起参

与了汉未央特色的汉服活动，并参

观游园，度过了愉悦而充实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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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潮流生活” 谋“合力创新”
首届“静安律师电子竞技体育交流赛”火热举行 
文│静安律师工作委员会

9 月 20 日，首届“静安律师电

子竞技体育交流赛”暨“律师 & 电

竞”行业交流活动在静安区珠江创

意中心 NICE 电竞馆隆重举行。本

次活动由上海市律师协会静安律师

工作委员会主办，上海瀛东律师事

务所协办，并得到了静安区司法局、

静安区商务委以及上海市电竞协会

的大力支持。

静安区 20 家律所、25 支战队、

150 名律师及实习人员积极参赛、

热情高涨。

两 天 的 线 上 预 赛， 一 天 的 线

下决赛，详尽的专业解说，清晰的

LED 大屏直播。或正面交锋激烈

对战，或潜伏隐蔽狙击敌人，或隐

匿在树林草丛之中，或驰骋于各段

兵线之间。选手全神贯注，观众热

情高涨。气氛如火如荼，各队角逐

激烈。来自盈科、德恒、京师、正

策 4 家律师 事务所的战队 挺 进四

强，决赛时盈科与德恒两队向冠军

发起猛烈冲击，最终盈科荣耀 Pro

战队夺得桂冠。

赛后冠军队伍与 eStar 职业战

队进行了表演赛，职业队熟练的操

作、精密的配合，给在场的观众带

来紧张激烈的比赛之外的享受与乐

趣。从线上的语音合作到线下的即

时交流，将游戏与专业结合为不同

行业的沟通连接纽带，构建桥梁。

在本次比赛的行业交流环节，

静安区商务委员会都市产业科科长

温威、上海恒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施扬、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张楠、上海市电子竞技运动协会副

秘书长陶俊赢、上海游聚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总经理郑龙祥、eStar 战

队领队杨泽丞参与交流。

交流中，静安区商务委详细介

绍了静安电竞行业现状、产业政策

等情况，律师与电竞协会等“电竞

人”就电竞领域中的法律问题圆桌

论道，用头脑风暴碰撞思维火花，

比赛现场气氛如火如荼，各队角逐激烈

畅谈行业协同发展的广阔空间 ；活

动后，参赛的青年律师纷纷表示，

通过比赛和交流，既收获情谊、增

强凝聚，亦拓宽思路提升专业。

主 办方 表 示， 举 办 本 次 电 竞

交流活动，一是顺应“潮流生活”，

丰富青年律师的文化和娱乐生活，

构建工作与生活间的平衡关系。其

次寻求“互联互通”，搭建律师与电

竞行业交流沟通平台，探索战略合

作纽带关系。最后也是为了共谋“合

力创新”，为进一步推动静安区电

竞产业蓬勃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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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沈栖

陈峰：专业精深 实绩卓然 

陈峰

北 京 大 成（上 海）律 师 事 务 所 合 伙

人。上海市律师协会副会长、上海市

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中共

上海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上海

市法学会“一带一路”法律研究会副

会长、上海市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

副会长、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法律顾

问上海市人大代表法律专家库成员、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特约监督

员。曾获 2012 年“五一劳动奖章”、

2013 年 上 海 市 司 法 行 政 个人 三 等

功、2011—2015 年度“上海市优秀律

师”、2011—2014 年度“全国优秀律

师”、2016—2018 年《商法》杰出交

易奖、2018 年 ALB“中国十五佳诉讼

律师”、Chambers、The legal 500、

IFLR1000“上榜律师”。2019 年被评

为第四届东方大律师。

上海无疑是中国法律服务市场

中的 标 杆城 市。北 京大 成（上 海）

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上海大成”）

在 这 座 大 都市的法律服 务市场具

有 相当突出的地位和 极 大的影响

力。这不仅是因为它已进入年收入

10 亿元的律师事务所行列，更在于

它汇聚了一批法理学识精湛、专业

特长高超、职业操守卓越的律师精

英，使得上海大成名列沪上律师界

前茅。陈峰律师便是其中的标志性

人物。

陈峰的经历似乎有些特异 ：少

年时期曾经有过律师梦，高考填志

愿也选择了法律专业。1994 年毕业

于安徽大学法律系后，陈峰却没有

直接涉足法律领域，而是在空军上

海企业局干了整整七年。但他不以

为这是耽误了人生。因为这段经历

对他严守纪律、追求信仰、树立“三

观”打下了扎实基础。这段期间，陈

峰并没有停止他对律师职业的追求，

在业余时间继续学习，他考取了律

师执业资格。2001 年，在部队不得

经商的大背景下，陈峰离开部队，进

入律师行业，实现了从军队企业到

律师的“华丽转身”。

2010 年陈峰加盟上海大成。他

的法律功底、从业精神、人格魅力

旋即得到同仁的认可，2012 年，当

选所内常委会成员分管文化建设 ；

2014 年当选执行主任 ；2016、2018

年连任两届上海大成主任，兼任党

委书记，其间还兼任了大成全球董

事局董事、中国区董事局副主席。在

2019 年第十一届上海律师代表大

会上当选上海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后，

陈峰尽心竭力为推进行业发展出谋

划策。如关于律师事务所规范与发

展委员会工作思路——“以打造律

所管理系列品牌活动为纽带促进发

展，努力提升律师参政议政的广度、

深度和亮度”，为拓展上海律师法律

服务市场打开了巨大空间，获得业

界广泛关注和赞许。

 “在自己选定的田里深耕细
作”

百 艺通不如一艺 精。从 2003

年 开 始，陈 峰 律 师 就 擅 于从事 建

设 工程 与 基 础 设 施 法 律 服 务，从

BOT、BT、TOT 做到现在的 PPP，

自云 ：“其他项目不是不能做，只是

我宁愿在自己选定的田里深耕细作，

无暇顾及他处肥田。”自律师执业以

来，陈峰坚持专业化发展和专家型

律师的理念，以扎实的法学理论功

底和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探索出一

条法理和实务相结合的道路。

2003 年的上海市金山区一水

厂项目是陈峰办理的第一个基础设

施项目。该项目设计日供水量为 40

万立方米。项目综合运用了 BOT、

BT、O&M、EPC 等多种模式。其

         从2020年第2期开始，上海律协邀请《上海法治报》记者沈栖，对十位第四届“东方大律师”

进行专访，文章将陆续刊登在《上海律师》和《上海法治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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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自来水厂取水头部和厂区部分采

用 BOT+EPC 模 式。出 厂 水 输 水

管网部分则采用 BT 模式，由项目

公司负责投资建设，建成后移交给

金山区水务局。金山区水务局通过

O&M 模式将出厂水输水管网委托

上海金山自来水有限公司运营。面

对全新的挑战，陈峰带领团队夜以

继日地投入到工作与学习中 ：项目

管理、工程术语、自来水行业惯例、

BOT 结构、合同文本……需要学习

的东西太多太多。在将近一年的时

间里，仅《特许经营权合同》和《供

水合同》就先后经历了 17 次谈判，

厚达数百页的合同文本易稿 23 次。

在项目竣工和通水仪式上，当项目

负责人宣布正式开始供水的那一瞬

间，陈峰想起将近三年的艰辛工作，

想到金山区人民今后喝上的洁净自

来水中也有自己的付出，刹那间百

感交集。

上海市首个正式落地的青浦区

重固镇 新型城 镇化 PPP 项目，是

陈峰牵头团队办理的又一重大 PPP

项目。作为政府法律顾问，陈峰为

这一项目提供了从意向接触、竞争

性磋商到签约项目合作合同期间的

法律服务。该项目的创新亮点在于 ：

一，由社会资本负责筹措项目所需

的建设资金，有效解决了城镇化建

设的资金问题，减轻了政府财政投

资 压 力。二，农 村 集 体资 产 参 与，

如占股 10%，今后将获得稳定收益 ；

拿出 5 万平方米商业面积让渡给镇

集体经济组织，不仅让当地农民分

享了城镇化成果，也减轻了项目动

拆迁的难度。该项目采用 PPP 模式，

按照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的思路，

总体打包，一次授权，统一规划设计，

分期分阶段实施，在确保政府与投

资人利益的同时，还妥善兼顾和保

障了村民在农村城镇化改造进程中

的利益，使村民能够通过相关项目

机制安排长期稳定地享受城镇化改

造的红利。这一总投资约 120 亿元、

合作周期为 10 年的项目是目前本市

入选国家发改委 PPP 项目库唯一

重点推荐范本，获 2016 年度《商法》

最佳交易奖。

陈峰不仅在实务方面为 10 多

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不同阶段提

供法律服务，还在理论方面有所建

树。他在《社会科学》《上海投资》

等 刊物上 发表了《试述 BOT 融资

方式及其在我国推行的法律对策》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的 TOT 融资

方式》《BOT 项目中的政府保证问

题》《国企“走出去”战略中关于国

际工程项目承包的相关法律问题分

析》等 10 多篇学术论文。

汽车行业的法律服务方面，陈

峰处于国内领 先 水平。十多年来，

他熟悉汽车行业的并购、汽车产品

召回、主机厂和汽车零配件企业的

销售、采购、产品质量问题等方面

法律业务，并代理了大量涉及汽车

行业的诉讼和非诉讼案件。陈峰还

在《上海国资》等刊物上发表了《缺

陷汽车召回制度的立法缺陷》《无

人驾驶汽车的法律责任研究》《自

动泊车 商业化应 用的法律困境 及

建议 对 策》《< 智能互联汽车道路

测试管理规定 > 评析》等论文，为

进一步完善这一行业法治体系、提

升内部管理与控制水平建言献策，

《汽车产业法律法规大全》一书的

出版更是填补了汽车行业这方面的

空白。

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优质法
律服务

陈峰为多家世界 500 强和中国

500 强企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如

负责及参与过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

任公司破产重整项目、高远系债务

重组项目等，这些重大项目的涉案

金额均在百亿元以上。近两年来，作

为上海市法学会“一带一路”法律研

究会副会长的陈峰，业务重心主要

在海外并购上，得益于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由他组织的 DENTONS

跨境法律服务团队为国内企业“走出

去”的多个项目提供了跨境专业法

律服务，也和汇丰银行、安永等全球

顶级投行、专业咨询机构和律所合

作，以专业团队的形式提供服务。“一

带一路”的海外项目，遍及德国、英国、

意大利、西班牙、埃及、孟加拉国等等。

陈峰深知基础设施项目不仅投资巨

大，而且利益牵涉面广，因此在项目

办理过程中特别注重项目各方主体

利益的平衡，致力于促进和实现各

方共赢发展。

这里，不妨列举一则典型案例 ：

西班牙 Zero-E 集团下属共计 7,138

兆瓦的光伏及风力发电站股权并购

项目。这是陈峰又一个获得 2018 年

度《商法》最佳交易奖的海外项目。

该项目卖方 Cobra 集团是西班

牙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 ACS 集团用

于规划其境内外可再生能源的控股

集团公司，买方是国内某大型发电企

业。本项目涉及交易金额超 31 亿欧

元（约合人民币 235 亿元），采用股

权并购模式，并购标的包括西班牙

Zero-ESustainable Assets 旗 下

位于西班牙境内的 60 个拟投产光

伏电厂（装机容量 1636MW）。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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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难点在于项目同时包含已投产的

光伏项目、即将投产的光伏项目以

及在未来几年将陆续投产的新光伏

项目等多种项目类型，因此在项目设

计交易结构，辨析许可、牌照持有人，

确认收购主体等方面对律师均提出

了极高要求。并且，该项目项下的

光伏发电厂遍布西班牙 Zaragoza、

Burgos、Toledo、Caceres 等多

个自治区，每一个自治区对项目相关

规定都不尽相同，为律师完成法律

尽职调查，作出法律风险提示、提

供法律解决措施增加了挑战性。不

仅如此，由于项目周期横跨西班牙

固定补贴电价（Feed-in Tarrif）以

及固定费用投资激励政策（Specific 

Remuneration Regime）两个不同

的电价阶段，还需要律师对该项目

拟投运资产能否按期合规投产，及

时向客户传达、分析、讲解最新政策

是否会对本项目补贴政策造成影响

等做出准确及时的判断和响应，以

为客户作出收购及报价决策提供有

力参考。陈峰带领的 DENTONS 上

海和马德里律师团队克服了各种问

题和难关，顺利完成了该项目法律

服务。

除了建设工程及基础设施法律

服务领域以外，陈峰还擅长于重大

疑 难商事争议 解决 ；公司与并购、

公司重组与破产、银行和金融等专

业领域。安联保险集团获批筹建我

国首家外商独资保险控股公司项目

是陈峰办理的又一重大项目。该项目

获得了 2018 年度《商法》最佳交易

奖。在该项目之前，中国金融保险业

从未对外国保险公司开放在华设立

保险控股公司，大量法律及行政审

批事项均无先例可循。陈峰带领律

师团队参考内资保险控股公司的筹

建设立要求，对于申报工作中不适

用外资的部分，大成的律师团队又

从立法意图，监管导向等方面进行

分析、研究并通过与中国银保监会

的深入沟通，协助安联保险集团完

成相关申报工作，最终助其摘得首

张外资保险控股公司牌照。德国安

联保险集团拟投资人民币 100 亿元，

采用新设方式，在中国上海设立我

国首家外商独资保险控股公司。这

是中国金融保险业进一步对外开放

的积极举措，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

这一成功案例写入了 2020 年年初

上海“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民主决策 协同管理

自身 700 人规模的大体量管理，

上海大成是在民主制度和文化氛围

中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美美与

共的业态。陈峰认为：“民主制度已

经深入大成每个人的内心。民主虽

然不是非常高效的决策方式，但可

以降低犯大错误的概率，将更多人

的智慧运用到事务所的运营管理发

展中，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在上

海大成，管理最重要的不是管控而

是协同，给大家赋予能量、能力、平

台、机会，让更多律师有不懈的战斗

力和持续的创造力。2019 年，上海

市律师协会专业委员会换届，数十

名上海大成律师当选多个专业委员

会的主任、副主任或委员，这佐证了

业界对这个品牌律所的肯定。

陈峰就“如何打造一流品牌律

所”谈 论 该 所行之有 效的管 理 方

式——2017 年出台《大成上海律师

执业专业化管理办法》，对于经费、

立案、宣传、专业组牵头人选拔、业

务部门划分及公共资源分配等作出

制度性安排。从 业务培养的角度，

定期举办内部培训和讲座，事务所

设立专门的经费支持专业化建设。

以专业化建设强化内部单体作战能

力，对律师进行“一主三辅”的强制

专业分工，提升在既定领域的服务

质量，着力增加人均创收，实现律所

最大化收益 ；

合伙人晋升制度改革。除了学

历和从业时间要求外，还规定了业

务能力、专业特长及合伙人精神等

标准。

上海大 成除了有一支 30 多人

的执行机构团队以支撑高效运转外，

还相继制定出 90 多项规章制度，涉

及人事、财务、专业化、市场推广、

客户服务、风险防范等，在机制设置、

人员配置和成本投入上，着力打造

业务支持和行政服务两大系统的建

设。

文化建设。2016 年 11 月，该所

成立的“归国华侨联合会、归国留学

人员联合会”，系国内律师界第一个

侨团组织。微信公众号成为了该所

市场品牌建设的重要举措。该所还

组建了足球队（曾由陈峰带队参加第

十六届、十七届律师世界杯）、合唱

团、公益律师志愿团、女律师联席会、

羽毛球对、篮球队、游泳队、高尔夫

球队等近 20 个文化社团。

以党建为航标，充分发挥党组

织政治核心的作用，这是上海大成

发展的强大内驱力。该所于 2011 年

6 月成立中共北京大成（上海）律师

事务所委员会，这是沪上律师界第一

家基层党委，下辖 13 个党支部，事

务所党员人数从 83 名发展到 228

名。作为两届党委书记，陈峰注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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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党委一班人和各党支部作用，将

律师党建工作定位于政治导向和价

值引领。党委成立以来，配备专职

党务工作者，专司所内党建事务和企

业文化建设事务 ；把对党员政治思

想教育放在首位，以党课、参观、民

主会、交流会等形式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所内重

大事项的决策，都先进行党委内部

通报，共同探讨，并充分听取党内外

群众意见，达成共识 ；党委重视发

展新党员工作，党员关心青年律师

培养，“青年之家”成为了支持和帮

助新生代律师成长、成才的知名品

牌 ；每位党员的工作间或办公室都

有印刻着党徽的铭牌，促使其平时

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 ；党员形成公益

律师志愿团的骨干力量 ；党委班子

成员和党员通过民主选举进入事务

所核心管理层，充分证明党组织有

着厚实的群众基础。上海大成党委

继 2018 年入选“全国律师行业先进

党组织”后，2019 年再度被评为“上

海市律师行业先进党组织”；该所还

获得了“上海市司法行政工作标兵

集体”荣誉称号，这是当年度上海

律师界唯一获此殊荣的律师事务所 ；

2019 年 3 月，又 入 选“2015-2018

年上海十佳律师事务所”。

陈峰为该所“规范化、规模化、

专业化、品牌化、国际化”建设出谋

划策，身体力行，受到了合伙人及广

大律师的赞誉，也赢得了社会各界

的尊重，他被推选为上海市第十五

届人大代表、中共上海市第十一次

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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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罗一静

上海律师行业公益之星
公益之路是我最好的选择

2019年 9月，上海律协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首届上海律师行业履行社会责任主题宣

传活动，经评审，最终产生10位“上海律师行业公益之星”，并于 2020年 1月 2日举行的“纪

念律师制度恢复重建 40周年大会”上对获奖个人进行表彰。从本期起，《上海律师》将陆续刊

登公益之星的个人事迹，展现上海律师的大爱无疆。

2012 年年底，我告别了在巴西

年深日久的工作与生活，回到了中

国。原本我的计划是与朋友一起开

一个小咖啡馆，慵懒舒适地开始享

受我的退休生活，是上海市捷华律

师事务所这个大家庭，点燃了我重

新做一名执业律师的信念。根据律

所主任的提议，让我发挥多年海外

生活的优势以及出国前在上海市工

商业联合会及浦东新区商会工作的

有利条件，为所里拓展一些涉外法

律业务。于是我开始了成天跑企业、

拜访客户的生活。正当业务渐入佳

境，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东方律

师网上看到了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

全国律师协会和中国法律援助基金

会等单位共同倡导的“1+1”中国法

律援助志愿者行动的消息，我的心

被触动了，当即就报名参加了此项行

动。尽管我的年龄已经超过报名要

求，但由于我的坚持，最终获取了组

织上的批准，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法

律援助志愿者。2014 年盛夏，我离

开了熟悉而温暖的上海，踏上了法

律援助的征途——来到了广西北海

市银海区，一个 20 多年前从小渔村

发展起来的新城区。

自上世 纪 90 年代初，我开始

从事律师工作以来，就在上海主要

从事涉外业务，曾先后为上海纺织

品进出口公司、上海文教用品进出

口公司等 10 余家进出口公司和企业

担任常年法律顾问，并受理了百余

起债权债务，涉外经济，租赁，房产

等各种类型的经济纠纷。出国到巴

西后，开始从事进出口贸易。随着

中巴贸易的发展，我于 2002 年又

回到了律师行业，在巴西诺劳亚律

师事务所工作，帮助巴西诺劳亚律

师事务所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并

任巴西诺劳亚律师事务所上海办事

处主任，受理了多起反倾销案子及

其他经济案件。

我虽有十多年的涉外法律工作

经验，却几乎没有接触过刑、民事

案件。到了北海，我忽然发现自己

练 就了的一身功夫 却全 无用武 之

地，找上门来的全是小案子——农

民工被欠薪、下岗工人的利益得不

到保护、土地承包纠纷，房屋拆迁、

改建纠纷、人身伤害赔偿……但这

些小案子，却是影响着当地社会稳

定的主要问题。群众的需要，就是

我们法律 援 助律师义不 容 辞的责

罗一静

上海 市 捷华律师 事务所律师。2015

和 2016 年被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等单位评为优秀法

律援助律师；2016 年被司法部评为

第五届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进个人；

2017 年她获得 2014—2016 年度上

海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先进个

人；2019 年获得首届上海 律师行业

公益之星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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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于是我边学边干 ：一起邻里纠

纷引起的人身伤害赔偿案，在法院

和我的努力主持下得到了调解，当

事人送来了“精通法律，维护正义”

的锦旗 ；一起外地农民工的人身伤

亡道路交通事故在我的斡旋下顺利

地与肇事司机达成了协议，并通过

法院向保险公司获得了赔偿，两位

年迈的受害者父母委托其儿子送来

了“法律援助解忧困，尽心尽责一

心为民”的锦旗。很快，一年的法

律援助任职期很快就到期了，我在

当地政府、机关以及同事、居民的

热情挽留下又延续了一年。

两年后，我怀揣着在北海结下

的浓厚情感与不舍重返上海。回到

上海后，我利用休整期重新学习了

证券业务方面的知识，并通过了基

金从业人员资格考试，打算加入事

务所的基金团队，但静安区法律援

助中心的召唤又让我回归到了法律

援助队伍——加入了市妇联巾帼律

师志愿团和静安区法律援助志愿团。

自此，先后为上海市法律援助中心、

市妇联、静安区法律援助中心以及

我居住地所属的瑞金二路街道的法

律咨询窗口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约 500 余人次，并坚持每年办理 10

余起法律援助案件。“道虽通不行不

至，事虽小不为不成”。通过从事援

助工作我深深地体会到 ：正是这些

小案子，才是老百姓亟需维权的大事。

做好这些小案子犹如雪中送炭，表

达党和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和关

注，体现援助律师回馈社会的心愿

和价值。

这几年，我将大部分的时间和

精力投入到法律援助的社会公益活

动中，我的体会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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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工作，把我从一个商
业律师变成了社会律师

在做援助律师之前，我的服务

对象主要是企业，奔走于各种类型

的企业中间，而对社会上各种群体

性矛盾以及弱势群体的热门话题并

不关注。当我从事法律援助工作后，

我的服务对象发生了变化，我开始

更多地关心下岗失业工人的利益保

护、劳动纠纷、房屋拆迁纠纷等社

会群体性事件，开始把眼光投向那

些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通过

多年的基层法律援助工作，我深深

地体会到要解决这些问题，法律手

段是最重要、最理性、最有效的方

式之一。而作为法律手段之一的法

律援助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中发

挥着“调节器”和“减压阀”的重要

作用，它使社会成员中的贫弱群体

在遇到矛盾和纠纷的时候，能够通

过理性制度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

求，使上述矛盾在法律框架内得到

解决。避免社会冲突与动荡，达到

和谐社会“安定有序”之要求，最大

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实现社会

和谐稳定。法律援助工作的实践也

充分证明，法律援助工作者通过参

与和处理涉法涉诉的信访案件，侵

害弱势群体利益的群体性案件，能

够及时解决纠纷，有效地化解矛盾。

因此，法律援助的实施是民主工程，

更是一项稳定措施。

法律援助工作，把我从一个经
济律师变成了公益律师

在做援助律师之前，我更多关

心的是房产市场的导向，经济政策

的趋势，注重各种经济类型的法律

法规以及与其相关的各种类型的案

件，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所指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法

治基本原则，我认为它只是一个理

论，一个概念和精神。从事法律援

助工作后，使我真正有机会参加到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实践活动

中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

则”是指一个国家的所有公民，无

论其是否存在社会地位高低，财产

多寡，种族不同，智力强弱，年龄大

小等差别，一律平等地受到既定法

律的保护，实现法律所认可和赋予

的权利。严格地说“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其实还只是一种秩序平等的

权利，它本身并不能保证实体法律

权利的平等。如果因为经济困难请

不起律师，享受不了法律服务，“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成了一句空话。

然而，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从根本

上解决了这一系列的问题。法律援

助对于我们法援律师而言，它不仅

在于维护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的原则，更重要的是，它通

过法援公益律师的努力，将这个宪

法原则变成了现实。

法律援助的任务十分艰巨，前
景十分广阔

法律援助切实保障了诉讼当事

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法律援助旨在

保障人权。人权是人的自由和平等

的权利，也称“公民权利”。“公民权利”

一方面体现了实体法上的权利，是

靠自身从事法律行为而获得 ；一方面

也是程序法上的权利，体现在诉讼

中。特别是在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处

于特殊地位，往往由于法律知识匮

乏和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不能很好的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而，需要具

有法律知识和专业诉讼技能的律师

提供法律援助。在刑事案件中，某

些经济困难的被告人如果请不起律

师担任辩护人，就有可能出现无法

从法律角度阐述自己无罪，罪轻或

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请不起律

师，对于刑事案件被告人来说，也许

损失的是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 ；但

对于国家来说，受到损害的却是司

法公正的原则和形象。建立法律援

助制度，对于经济上确有困难的当事

人减免聘请律师的费用，正好弥补

了这一缺陷。法律援助工作大有可为，

前景广阔。大力弘扬司法良知，开展

人性化司法，注重保护弱势群体的

合法权益，对农民工、下岗职工、孤

寡老人、残疾人等经济确有困难的

当事人，积极开展司法救助工作，采

取缓、减、免律师费、诉讼费的司法

救助措施，让“有理无钱的人打得起

官司”，这才是我们律师应尽的社会

责任。

公益是一种润物无声、水滴石

穿的力量，热心投入公益活动，可

以从中获得成长、历练和充实。我

从事法律援助工作已六年有余，我

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我的心态变

得更加平和。我热爱公益工作，通

过公益工作，增强了自己的使命感

和社会责任感。我将继续努力，努

力使自己无愧于“公益律师”这一

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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வࠄஷਓǍʽ๒ͻ˞ੈܱࠫڎन

ஊᄊଆ݀ФἻښԧ࡙๘ܱข॥Ҭ

ˊʽવద४ܹ࿘Ԓᄊፃ͖ҹˁӝ

͖ͯҹἻԧ ǒʽ๒ԧ࡙๘ܱข॥

ҬˊࠄஷਓǓᄊՏϢѣ̀ˀ

෬๘ܱ॥۲ᝫښþݠழүͻἻඋ࠶

ိੋᆑξိÿþ॥ᡎᎿǌᡎᔮ۲ᝫ

ᮊᄬÿþဗࣱܺภ॥ө͘ ����ʽ

๒ࣲ͘ÿþʽ๒๘ܱข॥Ҭ̡੦֗

ःÿþʽ๒๘ܱข॥ҬವΓःÿ

Ἳˀல˞۲Щʽ๒๘ܱ॥̡੦

þᩔߕÿþୄߕÿǍ

͊ʽ๒॥ө͘͘εӼ

ᩤ॥ఢፇἻᬤᅌᒭӝǌþʷࣜʷ

ÿ੍႕ᄊԧ࡙Ἳʽ๒๘ܱข॥Ҭ

ˊԧၷ̀̋வ᭧ᄊԫӑὉ̫ ௧͐

ᄊԫӑǍʽ๒Պ॥̃Ҭਫ਼नݽ˟

үծጪదڎᬅᑀఀᄊ॥Ѝࠄ͐Ἳ

વదːڎᠫಫၵᒰܳڎᠫಫᄊ॥

ᄊ᧚ᤪຒܙҫǍ̄௧ᑟҧᄊԫӑǍ

ᬤᅌ๘ܱˊҬ᧚ᄊ֗ܙፃᰎᄊሥ

ግἻʽ๒॥࡙ᒭᢶڎᬅข॥ᄊ

Ҭᑟҧ֗ڤቤ̂ҧἻᤪຒЦܬЍ

Ѭᖍԩࠇਗ਼η͊ǌ࿘ቡ˟ҩ๘ܱವ

͈ᄊᑟҧǍʼ௧ͯڡᄊԫӑǍԝڎ

Я॥ڎښᬅವ͈˗࡛̰ܳ̆ܫТ

ጇἻ̩̩ԧᣙҰͻၹἻဘڎښЯ॥

ᄊڎᬅͯڡ४҂௭ᗃଢᰴἻႀ˗ڎ

॥ྱ݀ᄊᮊᄬᡕᡕ Ǎܳپ௧᧙

ᄊԫӑǍڎЯ॥ద͘ଌᝏ҂ܱ

ڎЯੱ࡙҂ڎᄊข॥ҬἻᅋႍ̰ڎ

Ἳܱܸү̀॥̓ڎᬅӑ᧙ᄊ

۲ЩǍ̋௧ྠڏᄊԫӑǍᒭ̰ڎЯ॥

ਫ਼४҂ܸ̀᧚ˁܱڎथቡՌͻᄊ

͘Ἳᤉʷ൦࡙̀ข॥ҬՌͻᮗ

۫ᄊڎᬅࡍǍ

ԩ४ੇᄊՏἻੈ̓˷࠲ˀ

லনᏦݠ͵ᡌݞళᄊǍ���� ࣲ

௧ழ˗ੇڎቡ��ևࣲἻڎ˗ښС̗

Зᄊᮗ Ἳʾੈڎขथԩ४᧘ܸ

ԧ࡙Ἳ˗ྲڎᓤᇫ͘˟˧ขʹጇ

Ѻ൦थੇǍʷ˔ࠀڲᒱҧ̆ࠫЯ

ᤉขᄊ˗ڎἻՏ˷ॹཀྵ௧ڎᬅข

ᄊࠀڲ፥ઐᏨ֗ሥथᏨǍ˗

ᄊࣂᬅขᓂԼʽదᒭڎښᭊ᜶ڎ

॥ἻᏫ˅ᤈዝ॥ᭊ᜶ድᤰᄱТ

ᮗ۫ˊҬ֗ڎᬅѷǌЦదЛု᧙ǌ

Цద˘ࠝੰˊፃᰎ֗ᡵឦᝓǌᡵ

ӑᤂၹᑟҧἻ᜶ਵข॥ǌਵፃเǌਵ

ܱឦǍ

ԧ࡙๘ܱ॥ˊ௧˗ڎþᡌѣ

ԝÿᄊॹཀྵᤥહǍ̡੦௧ಪవἻ௧Т

᪄Ǎ۲Щ๘ܱ॥ᮗй̡੦Ἳ̯ཀྵ௧

ʷ˔ழភᮥǌழ͊ҬἻద્੍ভǌଊ

ጊভǍʾ᭧ੈ࠲ፇՌᒭࣂఢԠˁᄊ

๘ܱ॥۲ᝫำүἻϢʷ̏ଊᝧ֗

࡙మǍ

ᯫЏἻڎښᬅቡขࡏ᭧ऄे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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ਫ਼ͻ˞ǍᬤᅌڎᬅͯڡᄊˀலଢӤἻ

ࠀᬅþѷÿᄊ҄ڎښᤪຒڎ˗

˗ద̀ʷ̏ភឦిǍͮ௧Ἳႀ̆ੈڎ

࠻ᬅขေᆑቃ̯దឱܳˀᡜἻڎ

ˀᑟ֗᜵வࠒڎᄱඋǍښԝᣗ

ᄊʷ᧗Ἳႀ̆መመԔڂἻੈ

ሮ˗ԧᄊࠀᬅขѷ҄ڎښڎ

ͻၹඋᣗదᬍἻڎښᬅข॥ʹጇԫ

᭩˗௧þՑᏨÿþԠˁᏨÿᄊᝈᓤἻ

ᬅขԧ࡙˗ᄊᝬᮥᎶǌڎదТښ

ភឦथ֗ѷ҄ࠀவ᭧̯ཀྵᄱ

ࠫ໕ՑἻᤇˀᑟЍѬڡ˞ᒭࣂþԧܦÿἻ

̿ᒰ̆ဘښᄊڎᬅþѷÿΚ

ཀྵ௧ʷݓ᜵வᄊភឦʹጇǍੈ̓ऄ

ेҫूࠫڎᬅข۳వေᮥᄊᆑ

ቃἻඋڎݠᬅขᄊေঐǌڎᬅขᄊ

ข॥ভǌڎᬅขᄊҧಪǌڎ

ᬅขˁڎЯขᄊТጇǌڎᬅขᄊԋ

Ծǌڎᬅขᄊຎູǌʷᓊข॥Ԕѷǌ

ᬅขᄊ͉ϙǌڎᬅขᄊவขǌڎ

ᬅขՊѬஃڎᬅขᄊᝣគ̿ԣڎ

ᄊʷ̏ေᮥἻᝨʷᰴጉ

ᄊڎᬅข॥ᆑቃ̡੦ӊ॥˞ళ

ڎᬅþѷÿᄊ҄ࠀ᠈˗

வವǍڎ˗అਦǌڎ

ХἻ॥๒ܱ۲ᝫᮊᄬԻ̿ఞ

ງКʷ̏ǍᄬҒᄊ॥๒ܱ۲ᝫᮊᄬ

ᄊெሮʷᓊӊὉᥙឰेڡᅼՐขߦ

ᬓஔ૿ǌ॥ਫ਼Ռ̡͗˄ߦࠒᏨἻन

ेڡՃขʹጇǌងࢼǌ॥ᛡ

ˊৱцЛᔮិሮὊԠेڡᅼ

Ր॥ਫ਼Ἳܱڎ˸ߦ॥ਫ਼ኮေǌӑथ

ǌ˄ˊԧ࡙ὊԠेڡՃขТǌ

॥ө͘ǌܸ͘ڎԘὊஸզे

ր̀ᝍߦΎԪᝫࠄขᬓनऑἻᆸڡ

Ճขʹጇᄊᤂᛡ҄֗۳వܱܒ̀

ᄊՃขӑἻ௧๘ܱ॥̡੦͐थ

ᄊតᆃἻ҂̀ʷࠀᄊ౧Ǎͮ

௧ἻᤈᤇᤊᤊˀܵǍඋ˨ԝἻܫݞ

ᬅขڎ॥ᄺ҂̀ڎ˗Ὁఞܳᄊ̆ښ

ᓂԼѷᄊᤂၹ҄ἻఞງКڡ

ᝣគ̀ˀՏข॥ʹጇ˗Ճขࠄᄊ

ˀՏ˨ܫǍ࡙మళἻˀᡜᤇదὉݠ

͵ᡑᕙڎᬅขऑǌͅᜇऑᄊՊዝข

॥͈Ὂݠ͵ྀጷᤂၹՊዝڎᬅ

ѷǌͅᜇѷὊݠ͵ᆑѼΎၹڎᬅข

ᄊՊᮊ̂ᝬགὊݠ͵ᖍ४ڎᬅ॥Տ

ᛡᄊᝣԻ֗࠴᧘Ὂښ͵ݠขऑʽन

វἻ̩̩௧ѺቫϔἻΚཀྵ

͊᧘᥋ᤊǍᤃїࣲἻదʷ˔ፃ

ᜂळၹἻþՃขᦊፒᝠἻᄬҒ ��

॥ڎ˗ʺ Ἳ̠ᄾᑟྀܵጷ̰̃ڎ

ᬅข॥ҬˊҬᄊἻЛڎጞ ����̡Ἳ

Ӵட˔॥͐ᄊ ��ÿǍ়ণԁΧ௧

̭ெἻৱц˷ళࠄভஈǍళ

ᄊ॥๒ܱ۲ᝫᮊᄬԻ̿࠽តὉᴂҵ

రᄊܱܒ॥ਫ਼ࠄ ἷ˸ᒰ࠶ʼ˔థ̿

ʽἸἻᝨ˗ڎ॥ᄾԠˁ҂Цʹವ

͈ᄊҩေ˗Ὂ࠽តˁܱܒᅼՐขߦ

ᬓǌᅼՐ॥ਫ਼ՌͻҩߦἻन˄᧫

ҬዝិሮἻᴂҵࣳࠄ॥ᄊڎ˗ࠫ

ે˗ڎ॥ᤰܱܒՃขᠫಫᏦ

តὊஆᬷǌடေࣹࣳʷ͖ሒᄊܱ

ข॥ዝ˺ዚἻ˟᜶ᄦᅼគ̗ిǌ

ஆ᠔ЪࣳǌᄣኮՌǌ҆ˁᠫవ

ǌᩐᛡˁሰˊࡃலǌҷүˁۉǌԦڤ

Ҭǌ̂ᝬᝍхង֗᭤ងˊҬǍ

гᏨἻፙࣹ፞ڎᬅവલขऑ

ᠿ̃Ἳϲڎܬᬅ̂ቫᝍх̡੦ःǍവ

લ੍ࠄ௧ጷФ౧ᄊតᆃἻᄬҒ

ᅼՐᄊڎᬅവલขऑᠿ̃దὉἷ�Ἰڎ

ᬅНขᮗ۫ద+FTTVQ ᬅขവલڎ

ขऑᣳᠿὊἷ�Ἰ850̂ቫᝍх

҄வ᭧ద˗ڎþ850 വલขऑቤ

ᠿÿὊἷ�Ἰ̃ͅᜇᮗ۫దþڎᬅ̃

ͅᜇവલͅᜇऑᣳᠿÿἻþͅÿ

௧សᠿڎ˗ښӝᄊᤥપᠿἻܱᤇద

.PPU4IBOHIBJǌᯮມڎᬅͅᜇ˗ॷ

ˡҩᄊڎᬅͅᜇ˗ᠿὊἷ�ἸڎᬅѲ

̃வ᭧దڎᬅѲ̃ขᬓവલขऑቤ

ᠿὊἷ�ἸХ̵ᮗ۫ᄊదڎᬅᓈቇขവ

લขऑቤᠿǌЛڎᰴಣ๒ภขവલ

ขऑǌڎᬅ̡᥋ขവલඋᠿǍ

తՑἻᤉʷ൦ᤉڎЯขथἻ

ҫঌथþʷࣜʷÿጳڎᬅ̂ቫ

ᝍх҄Ǎþʷࣜʷÿӝ۫˗ద��

˔ˌӯ̎ࠒڎἻ�˔ӯ̎ࠒڎἻ��˔

˗̎֗᜵̎ࠒڎἻ�� ˔˗ˌ֗᭤ฯ

ԣ̿ࠒڎ �� ˔˗ൗ֗ˌൗࠒڎǍܸ

ܳþʷࣜʷÿϏᝬڎ௧ԧ࡙˗ڎ

ἻڂἻదྲదᄊ̂ቫᝍх҄Ǎࠒ

ᄊ̂ቫ̿ԣ̂ࠒڎᝍхᤈ̏͵ݠ

ቫᝍх҄ᄊᤠၹভἻࠄ˞ੇࣃஷ

þʷࣜʷÿϏᝬత᧘᜶ᄊᮥ˨ʷǍ

త˞ၹᄊͅᜇˁូᝍἻΚཀྵ௧̿

˞ᜇր֗ូᝍրܱͅܒǌܱܒ

Ǎऄे˟ þ̿ʷࣜʷÿԧ࡙˞ݏ

ἻᯫЏᖹᤵڎЯሷࠀǌНࣱǌᤩ

ᄊขӑဗܒἻ̿ᡅ४ጳࠫࠒڎ

ᝬᝍх҄ᄊηॷˁ̂ڎ˗ขǌڎ˗

ηᠻἻᤉᏫᝨʷڎЯͅᜇǌ॥

̃Ҭਫ਼ǌ๘ܱ॥˟˞ڎ˗̿ښ

þʷࣜʷÿ̂ቫᝍхᄊڎᬅᓂԼʽ

॥ڎ˗ÿǍʷவ᭧Ἳߘ᭧ڎ˗ҫþܙ

þᡌѣԝÿἻһ̆˟˞ڎܱ̿ښᄊข

ऑʽ̝ᄱǌԧܦὊԳʷவ᭧Ἳूܙ˗

॥˷ਝਓڎᬅӑἻᝨܱڎข॥ᄊڎ

þᡌᤉÿἻᡌ҂̿˗˟˞ڎᄊขऑ

ʽǍ���� ࣲ �థ��ெἻ˗ڎڎᬅ

̃ขऑἷ$*$$ἸੇቡἻӊѬѿͯ

̆ງ֗ڢ᜵߷ᄊతᰴ̡ඟขᬓኄʷ

֗ኄ̄ڎᬅ̃ขऑἻՏቡڎ

ᬅނࠒ˄̃ր͘Ἳᤥ͊ᄊ ��ͯ˄

ԣþʷࣜʷÿጳڎ˗րӊނࠒ

ᏨἻᒭˀՏߦࠒ˄Яܱᄊڎࠒڎ

ขጇǌˀՏࠒڎǌˀՏڡӝἻښՃข

֗ͅᜇࠄҬႍЦదНᝣᄊॖ־ҧǍᤈ

Χ௧ʷదᄞᄊ࠽តǍ

॔Ϋ॥ښଌԪǒข̡ǓᝮᏨ

᧔ឭἻþੈˀ௧๒ᴠἻ௧ژᲑἻ

దѣڎ႑ߦἻᑟదᤈನᄊ᥅Ἳ

ੈʷᄰᝀ४௧ᒭࣂᤂඡݞÿþѣऑˀ

௧ԝխἻᏫ௧ԝᝯʷ˔˗ݞڎ

̃ÿþੈ̓ښԋԾ Ἳ̠ੈ̓˷ښѹᤵ

ԋԾÿἻᤈऄសࡃ௧˗ڎ๘ܱ॥ᄊ

ళ˨֗ԋԾΎ֑բ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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ข॥֞բ
SALON JURIS

ॖॲᝍឭዝᆁᮠ
ข॥ᮥˁΦి᮳ᬗὝ̏דښߛ
ͨᠮϧ喟 㾦ᓤᑧ ̷⊤ᒸࡃ᪴э྿͇ߎⵁ⾣༁অчͨޜШȠ̷ ⊤๖ᅇᒸጵθߎवцϧ

ଶ����ძ喟 ����ろ ̷⊤ᒸࡃ᪴э྿͇ߎⵁ⾣༁অч༁অȠै वᒸጵθߎ̷⊤ܳᒸጵ

Ვᄼ䱿 ̷⊤ᒸࡃ᪴э྿͇ߎⵁ⾣༁অч༁অȠ̷ ⊤ጯⅴ͇ᒸጵθߎᒸጵ

ॡा͉ ᒸጵߎহⅶੳᒸጵθ⊤̷

᪴ႄ᪡⤳喟 䃥����Ֆ

鑸䗞䔂 ἰൔᤁ҂ݞʾӥࠒܸ�

ข॥֞բǍᬤᅌᎪፏషྲѿ௧ �(

షᄊԣἻᆁᮠࣃፃੇ˞ඈ˔

ʽᄊॹܬऄၹἻੇ˞ੈ̓ၷำ

ᄊʷ˔ᦊѬǍХ˗దʷዝᆁ˭ޡ

ᮠྲѿळᡑТฌἻࡃ௧ॖᝍឭዝ

ᮠἻ߲ˀ̩ፌࣱԼࣜืܸࢽ᧚Ἳ

Ꮻ˅ፌ҄ͻᏨࣜԻፃเᄞǍ

ੈ̓వరᝧᄊ˟ᮥࡃ௧ॖᝍឭ

ዝᆁᮠᄊదТข॥ᮥǍ̭ܹឰ

҂ᄊࠖي௧ᇭኛ॥ǌ࠵᭟॥ǌ

լՔˌ॥ǍѸ੦ᝯ҂̀ॖᝍឭ

ዝᮠळᡑॢ̡ܳТฌἻᑟաឰ

॥̮ፁʷʾᄬҒॖዝᝍឭᆁ

ᮠᄊဘ࿄ԣᤰ͘๘ԣ̏דข॥

ᮥ

勿㼭ꫬ ��ॖᝍឭዝᆁᮠХ

௧ᆁᮠᄊʷመἻవʽ௧ʷመࠄ

ॖកἻၹਗ਼ώҰ˄ˊᄊష

Ἳࠫဘښ᭧ʽᄊॖͻֶᤉᛡ

ҝᣤǌ્ᤥǌጸՌࣳᦡʽஸᄇἻࠫᤈ

ᦊॖͻֶᤉᛡ̮ፁǌកǌᝍឭ

ੋງएᄊҖౢǍʷᓊ௧ � ҂ �

Ѭ᧿ἻᤰၹᄊಖᮥἻඋݠþ�Ѭ᧿

ࣜͿᄺႃॖÿþ౽౽ྐቷᝍឭႃॖÿ

˨ዝᄊǍʹʽឭἻॖͻֶښ

ᆁᮠ˗௧ʷ˔ᣙҰࢺЦἻ̵̓ᄊ

ஸᄇੋᝍឭ᠖ቈ̆ட˔ᮠἻ௧

ᮠᄊॷǍॖᝍឭዝᆁᮠॷ

᜶˧దː Ἳ̝ʷ˔ࡃ௧ᆁἻ �

҂ �Ѭ᧿Ἳʷᓊښ �� Ѭ᧿˨ЯὊԳ

ܱʷ˔ࡃ௧ᝍឭἻਫ਼់ᄊᝍឭԻ̿

௧̮ፁǌកੋᏨ௧ሼവ͌Ǎᤈࡃ

௧ॖᝍឭዝᆁᮠᄊഐঐǍॖ

ᝍឭዝᆁᮠత᧘᜶ᄊྲགࡃ௧வ

ΧἻʷவ᭧௧҄ͻவΧǍੈ̓ᅼ᥋ဘ

ጼቫॢ᥆Ἳᮠ҄ͻவᤰښ

ጼቫҝᣤࢺЦἻгҫैᮃՌ

Ի̿ॎੇʷᦊͻֶἻ҄ͻࡃЦࢺੇ

ੇవͰἻപͰǍԳʷவ᭧௧ᄺவ

ΧǍܸࠒᅼ᥋ᄺʷᦊ͜ፒॖͻֶἻ

ܸഐᭊ᜶ʷ˔ܳ࠵҂ː˔࠵ἻᏫ

˅˗తݞˀ᜶Ԫ҂੪Ἳաѷਖ

ˀ௧ྲѿݞǍᆁᮠඋᣗᆁἻܸ

ഐ �҂ �Ѭ᧿Ἳੈ ࣱ̓ʽʾိ˗Ἳ

ੋᏨࢺͻ͔ৌἻࡃԻ̿ᤴᄺ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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ద˔ভӑ᛫ǍᄬҒՃขࠄࡃ௧

ᤈನᝣࠀᄊǍݠ౧ᆁᮠਇᖍ४ǒᗃ

ͻిขǓᄊδઐἻᥧࡃ᜶࿘ቡ߹ੇ

ᇭኛ

ͻֶښߛݠ౧ੇͻֶἻข॥ፌ́

Ѿʽᄊδઐి̏ד߲

勿㼭ꫬ ��ϸᤈመॖᝍឭዝᄊ

ᆁᮠἻݠ౧ኀՌǒᗃͻిขǓ˗

Т̆ͻֶᄊᝣࠀ͈Ἳ௧Ի̿ͻ˞

ʷ˔࿘ቡͻֶښߛᄊǍಪੈڎǒᗃ

ͻిขǓኄ̄ᄊࠀἻǒᗃͻిǓ

ขਫ਼ሦͻֶἻ௧ૉߦǌᓨష֗ሙ

ᮗ۫ЯЦద࿘ѹভࣳᑟ̿౽መదߦ

ॎॎर҄ܭᄊఅҧੇ౧ǍТ̆ͻֶ

ᄊࠀ˧Ἳǒᗃͻిขξವἷᕙವʼ

ࠆᝬሽἸᤉᛡ̀ʷ̏ξஈἻੈ̓ʽ

๒॥өӑ͜ˊҬᆑቃނր͘˷

ࠫξஈᕙವଢѣ̀ʷ̏थᝬǍੈڎ

ဘᛡᄊǒᗃͻిขǓ௧ંͻֶᬍࠀ

ǌᓨషʼ˔ᮗ۫Ἳࣳߦǌሙߦښ

ᑟ̿౽መదॎॎर҄ܭᄊఅҧੇ౧Ἳ

Ꮻ˅ͻֶዝی௧ขࠀǌ࠰ᄊǍǒᗃ

ͻిขǓξᕙವʼϢ̀ʷ̏ஈүἻ

ቊᆡ̀ӑǌሙߦǌᓨషʼ˔ᮗ۫

ᄊᬍ҄Ἳࣳ þંᑟ̿౽መదॎॎर

ÿఞஈ҄ܭ þ˞ࣳᑟ̿ʷࠀॎर᛫

ဘÿἻࣳ˅ંͻֶዝیႀขࠀஈ˞न

ஊἻþኀՌͻֶྲढ़ᄊХ̵అҧੇ౧ÿ

ᦐੇͻֶǍࠫੈ̓௧ેదपᝬ

ᄊǍੈ̓ᝣ˞Ἳͻֶᤇ௧ᬍښࠀߦǌ

ሙߦǌᓨషᤈʼ˔ᮗ۫උᣗݞἻա

ѷ͘ંʷ̏ጦషዝੋʹᐲүͻ˷

ጪК҂ǒᗃͻిขǓδઐᔵڊἻᤈ

ನ͘ᒱՃขδઐඋᣗຉ˽ǍܱἻ

ੈ̓ᤇ௧మͻֶዝیขࠀἻڂ˞

ښߛˀᴏἻԻᑟࣀඵࣱԠ߾ขڎੈ

ʷ̏ϠࣀἻࠫՏʷ˔ವ͈ᝣࠀ௧ա

ੇͻֶ͘దˀՏᄊѼхἻᤈನ͘

ࠀᒱՏವˀՏѼǍेཀྵࠫ̆ͻֶ

˧˗ᄊþᑟ̿౽መదॎॎर҄ܭÿఞ

ஈ þ˞ࣳᑟ̿ʷࠀॎर᛫ဘÿੈ̓௧

ᡂՏᄊἻᤈನᄊ᛫ᤘఞ˞юᆸǍ

ಪǒᗃͻిขǓТ̆ͻֶᄊ

ࠀἻॖᝍឭዝᆁᮠ᜶ੇͻ

࿘ѹভǍТ̆࿘ѹভЦܬ᜶Цࡃֶ

ʹ௧̤˦ನᄊಖюἻᄬҒข॥ద

ᆸᄊࠀἻͮ௧ښՃขࠄ˗Ἳ

උښݠઇᮃ࠵ᮠង͗થ࠵ᮠᤈ

˔ವ͈˗Ἳขᬓࠫ̆࿘ѹভᄊႍࠀ

దʷ˔ᆸᄊࠀ˧Ǎእӭ̮ፁʷʾ

ವὉ���� ࣲ �థ ��ெἻઇᮃၹਗ਼

ᳬᑵ 7 ઇᮃࣱԼʽԧᄊǒ�e��Ἳښ

ੈਇࠫͿឭǓᆁᮠἷ̿ʾእሦǒੈ

ਇࠫͿឭǓᆁᮠἸἻសᆁᮠ௧ښ

�� ሚᄊЯἻᤰᝠǌᎄଆǌ

ҝᣤǌ᛫ข፬ՌॎੇᄊͻֶἻ

ЍѬ᛫̀ࠫිڡࢶӡևࣲᄊ፵

খǍͻֶʷፃԧࡃԪ҂̀Ꭺඟᄊ

ࣹฅᡂἻགᡂ᧚҂ ��� ܳʺǍ

͗થ࠵ᮠᣄ͈ʽ͜୧ ǒ̀ੈ

ਇࠫͿឭǓᆁᮠἻសᆁᮠ୧ஊ

ᮆ᭧ʽళ௭ᇨదઇᮃ֗ၹਗ਼ *% Ղ

ඵӿǍઇᮃࣱԼᝣ˞ǒੈਇࠫͿឭǓ

ᆁᮠੇ̿ዝͫ҄ႃॖᄊவข

ѹͻᄊͻֶἻ͗થ࠵ᮠʽᤘ͜୧

֗๗ᬔඵӿᄊᛡ˞Φ࿁̀Х̚దᄊ

ηৌᎪፏ͜୧ిἻଢᡑងǍ

សವᄊࠆေ๘ԣͻֶ࿘ѹভᄊ

ᝣࠀǍੈ̓Ի̿ӭ̰ߚ᭧ʽᄺἻ࿘

ѹἻᯫЏ᜶ᝍ᧖ʷʾ࿘௧̤˦ե˧Ἳ

ѹ௧̤˦ե˧ǍЦʹ҂ವ͈˗Ἳข

ᬓᝣ˞ͻֶЦద࿘ѹভἻऄेЦܬ

ː˔᜶͈ὉኄʷἻ௧աႀͻᏨ࿘ቡ

߹ੇὊኄ̄Ἳ௧աЦܬþѹͻভÿǍ

ਫ਼់࿘ቡ߹ੇἻ௧ૉͻᏨʽ͜˨Ғ

ᙊཀྵదᄱТྟڏǌᮠጉెᄊߛ

ࠇἻͮ௧๘ವᮠˁʽᤘጉెదښ

ԻគѿᄊࣀपǍ˅ద

សᆁᮠښઇᮃࣱԼʽԧҒἻߛ

ἻขࠔᄱՏੋᤃͫᄊᆁᮠЯښ

ᬓᝣࠀǒੈਇࠫͿឭǓᆁᮠႀ҄

ͻᏨ࿘ቡѹͻ߹ੇǍТ̆ѹͻভἻ

ขᬓᝣ˞Ἳ۳̆ᆁᮠᄊѹͻ֗͜

୧దҰ̆Н͕ᄊܳЋӑ᛫֗ӑ

ᄊጓᕦἻࠫ̆ᆁᮠ௧աኀՌ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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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ҫКᒭࣂᄊ˔ভӑ᛫Ǎ

ੇͻֶᄊᆁᮠἻข॥ᠲ́

ͻᏨᎸՐిǌξஈిǌηৌᎪፏ͜

୧ిిѾǍళፃͻᏨԻἻХ̵

̡ˀ४᭤ขΎၹǍ

鑸䗞䔂 �ဘښ �( షѣ Ἳ̀

ൔᄺᮠἻʷவ᭧ኀՌၹਗ਼؞̡ܳॢ

ᄊᭊරἻԳʷவ᭧ॢࣱܳԼ᜶Κ᭥

ื᧚Ἳ᭥ื᧚ࣱԼࡃᭊ᜶વదܸ᧚

ᄊᆁᮠЯࠔǍᤈዝᆁᮠἻ̰̆

ࣱԼவᝈएᝯἻ˷͘๘ԣʷ̏ข

॥ʽᄊฌਓགἻឰլ॥ፌੈ̓Ѭ

̚ʷʾ Ǎ

゠ぢ⚎ �ࣱԼவ᜶̰ʼ˔ࡏ᭧

ᏦᘽὉ̫ Ἳࣱ Լভ Ὂ̄ Ἳข॥ࠀὊ

ʼἻࣱԼவˁѹͻᏨᄊՌՏǍࣱԼ

ોভѬੇːዝἻኄʷዝԷЯࠔଢ

ΙᏨἻᎪፏЯࠔଢΙࣱԼὊኄ̄ዝ

ԷᎪፏቇଢΙࣱԼἻߛϲቇଢ

ΙࣱԼǍߛϲቇࣱԼʽᄊͻֶ௧

ၹਗ਼ʽ͜ᄊἻࣱԼᒭᢶˀଢΙЯࠔἻ

Զ௧ଢΙቇΙၹਗ਼ʽ͜ǌߛϲЯ

௧ͿࣱԼࠔଢΙࣱԼᄊЯࠔǍЯࠔ

ᒭ҄ࣂͻࣳʽ͜҂ࣱԼʽᄊἻЯࠔ

᜶ઞΦిࡃΦిৱॎἻࣱԼښߛ

᠊͊ǍˁᎪፏቇଢΙᏨᄱТᄊข

॥ࠀ᧗උᣗ᧘᜶ᄊː˔གἻʷ˔

௧ᥘ᮳ມԔѷἻʷ˔௧ጚԔѷǍ

ᥘ᮳ມԔѷ௧ૉἻᎪፏቇࣱԼԧ

ဘੋᜂిѾ̡ᤰᅼښߛΦిৱॎ

ἻऄेѻᬔΦిЯࠔὊݠ౧Яࠔ

ᜂѻᬔՑἻၹਗ਼ܦሦХʽ͜Яࠔ௧

ᖍ४૿ిᄊἻऄेፌࣱԼԦᤰᅼὊ

ࣱԼଌ҂ԦᤰᅼՑἻԻ̿ূܭЯ

ǍࣱԼͻ˞ᎪፏቇଢΙவἻᥖࠔ

॰ᄊѷ௧ᤰᅼǌѻᬔǌԦᤰᅼ֗

Ǎᤰᅼᤰӊᤈ̏᜶ጉὉిܭূ

Ѿ̡ǌిѾ̡̚దిѾᄊѺ൦

ǌᐏጇவरǌ᜶රѻᬔᄊЯࠔ

ᄊᩗଌǍஆ҂ᤈನᄊᤰᅼ˨ՑἻࣱ

ԼԶ᜶ѻᬔᄱऄЯࠔἻࡃˀၹઞ

᠊͊ Ǎࣱ̀ࠫԼᝯἻᤈࡃ௧ᥘ᮳

ມǍʽ͜ᮠᄊ̡Ἳଌ҂ᤰᅼՑἻ

Ի̿ଢ̔ԦᤰᅼἻ᛫ХጇᤰՌ

ขນ᥋ᖍ४ᤈ˔ᮠἻԻ̿ʽ͜ᤈ

˔ᮠἻ᜶රࣱԼ࠲ѻᬔᄊᮠূ

Ǎ�֗ᥘ᮳ມԔѷᄱࠫऄᄊ௧ጚܭ

ԔѷǍݠ౧ʷᦊႃॖᖍ४̀ݘள

ӵݒἻԻ௧ࣳదڎ˗ښʽἻᤈ

ϋ˗ڎᤈద̡ʽ͜ᆁᮠ҂ࣱ

ԼʽἻࣱԼࡃऄសᅼ᥋ᤈ˔ᮠ௧

ΦిᄊǍᤈ˔ᆁᮠࡃϸ๒᧗᭧ᄊ

ʷ˔ᱰ᱓Ἳᱰ᱓݀ʽቢ̀ʷ᭧ጚἻ

ࣱԼࡃऄសᄺ҂ᤈ˔ጚἻ࠲Хѻ

ᬔἻᤈࡃ௧þጚԔѷÿǍेదʷ˔

௭ᗃᄊԻគѿᄊಖঃἻΎ४ࣱԼᅼ

᥋ᤈ˔ᮠΦిἻࡃऄសѻᤈ

˔ᮠǍ

ࣱԼဘښ˷උᣗฌਓᥘВΦిǍ

ࣱԼᄊฌਓགదː˔வՔἻʷ˔௧

᭧ՔԔᗃͻి̡ǍࣱԼड़ड़᜶රԔ

ᗃͻి̡ЊࣱԼၹਗ਼ࠫԔͻᤉᛡ

ʷ̏ᤠेҝᣤἻϢੇᆁᮠἻծळ

͕ǍඋݠἻ�� ᬷᄊႃқἻ࠲ඈ

ᬷҝѣ�� ሚἻҝᣤጸੇʷ˔їѬ᧿

ᄊᆁᮠἻࣱԼड़ड़͘ՔԔᗃͻి

̡᜶රᤈ˦ʷ˔ిѾǍኄ̄˔வՔἻ

᭧Քၹਗ਼ǍࣱԼ͘᜶රၹਗ਼Ἳˀ

४Φ࿁Ԕᗃͻ̡ᄊిѾἻˀ४ᤋขǍ

鑸䗞䔂 ��ࠫ̆҄ͻᏨឭἻʷ

˔උᣗᄰଌᄊथᝬࡃ௧བྷᄊᮠἻ

ښʽᄊᮠἻԁΎ௧̿ੈ̭̓

ܹᝧ҂ᄊᝍឭዝᮠἻ˷తݞ௧

ˀ᜶ԝϢἻ̿ᥘВΦిǍ̃ࠄʽἻ

ੈ̓ᄺ҂ॢܳదགࣲᬍᄊἻੋᏨʷ

̏ᣗொᄊፃЧॖἻϢកឭੋᝍឭ

ᄊඋᣗ ǍܳԳʷவ᭧Ἳࠫ̆ښʽ

ᄊབྷॖͻֶἻࣱԼவʷேԧဘ

Իᑟ๘ԣþጚԔѷÿἻ߲ᤰ͘˟

үѻᬔἻѸ੦լ॥˷ᝯ҂ࣱ̀Լ

வᄊ˧ҬǍੈ̓˷ᄺ҂ழᄊඟขЧ

Т̆Φి᠊͊ԡϢ̀ʷ̏ஈᤉἻᆸ

ቡ̀ழᄊþԦᤰᅼѷÿἻࠄᬅʽࡃ

ࠫဘదþᥘ᮳ມᄊԔѷÿښඟขЧ᧗

᭧ࠄᬅʽϢ͖̀ӑ֗߹ؓǍ

ᙊཀྵื᧚௧උᣗݞἻඋᣗþབྷÿἻ

ͮ௧˷దþཕÿᄊื᧚ǍࣱࠫԼ

ᝯἻᐰࠀ᜶ТฌᤈʷڱἻˀᑟԶ

ᮏ̀ื᧚ᏫˀТฌข॥᮳ᬗἻˀТ

ฌࣱԼᄊᇫ͘᠊͊Ǎ

ੈ̭ܹ̓ᝧᤈ̏Ἳ௧ࠫ

ΦిᮥἻᤇ௧࿘ቡͻֶᮥᄊ

གѬ̚Ἳత˟᜶ᄬᄊᦐ௧మᆁ

ᮠᤈನʷመЯࠔᑟ४҂ࣹฅᄊԧ࡙Ἳ

ፌᤰၹਗ਼ࣜΧѾǍੈ̓Տ˷

ଢᧈἻˀኮ௧ࣱԼவᤇ௧ͻ˞҄ͻ

ᏨἻʷࠀ᜶҉Цܬ߶ขਓគἻᥖ

߶ǒᗃͻిขǓᄊअጳǍԶదᤈನἻ

ॖͻֶᄊᝍឭዝᮠ੦ᑟ४҂ԧ

࡙Ἳ੦ᑟܸҧڡΨᤉட˔ᛡˊᄊԧ

࡙Ǎᤈ௧ੈ̭ܹ̓ᝧᄊ᧘གἻ˷

ྲѿਖ៙ʼͯࠖيԠҫవరำүǍ

వЯࠔಪैᮃடေὊጇي�

ࠖ˔̡ག�

டေ���� ࣲ ��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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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ᄊੰˊெᝮᒭཀྵ

దᥧ̏ੰˊӡࣲ̋ǌ̄ӡࣲᄊᠫງ

॥ᄊԒǍͮᄱऄڡἻੈ̓ᄊᤉξ

ѳᘙʽऄదఞЍࠄᄊЯࠔǍһ̆

્੍Ⴁᬲವ͈ǌښՌขႍܒЯܸᐿ

ͻவरἻ௧ࢺតˁવકᰴᑟᄊ࠽

ѣᒾᤠӝࠄဘᒭੈଢӤᄊᤥξិǍ

ʷǌһ્੍̆Ⴁᬲವ͈

॥ऄសંፐࠫᄊᰴᑈងဋͻ

˞ੰˊᤝරՙదᄊ॥ʷ֊્ᤥత

እӭǌతదંଧᄊ੪ขἻሯదڈᬲࡃ

Ҩे̡̃ᤞᏫරХǍݠʷἻ॥

ᄊੰˊᑈងဋʽԝ Ἳ̀ͮጘጭӑᝍ

ᄊੇࡃʾ Ǎ̀ੈᄊᄺข௧Ὁ߱ ᐰ

ᜂ᧔ጪᄊඋΓͰʷགἻͮଢѣག

᧚ᤇ௧᜶ܳʷགǍ߱ਝંವ͈੪ᬲἻ

˷ˀ᜶ં̽ေϢእӭǍੈښөҰʽ๒

Ѷᭇ॥̃Ҭਫ਼˟͊Ѷᭇҩေ౽

ՌՏጘጭವᄊ̽ေᮩࢽНՃˊࠄ

ሮ˗Ἳੈ̓ښЛᄨѬౢǌЛ᭧ូಊ

ԩᄊ۳ᆩʽἻతጼ˞ࠇਗ਼લࠫ̀ࠀ

˟ϘҬ̡ǌϘҬ̡ᐧˌǌϘҬ̡ᄊ᠊

͊ᗉ̃ǌϘҬ̡ࠄᬅ̡҄ǌۙᠫН

Ճἷ๘ԣચᤡѣᠫἸЛ᭧ᡑង፥ిᄊ

̽ေኖ႕Ἳతܸᬍएࠇ˞ڡਗ਼ૡڀ૯

ܿ֗ᓬጞ፥ిੇవǍંವ͈Ϣᬲᄊ

ሮἻՏ˷௧ѣڍӑন፥ࠀरǌድ

ᄞරድᄊሮǍ

̄ǌښՌขᔵڊЯܸᐿ࠽ត

ద þ̝ښᤋขᎆ࠵ॷតଊÿ

ᄊڏ᛫ৱӡѬᡚǍស᛫ৱᦡڏ

௧ʷԶ᳓ᲬባูښໞʽἻ࠵ॷᏣᏣ

ϸኄʷʾඵࡃᑮड़ඵ᧗ଊἻંڡ

ၷণबຳ̀ᑮኮͫᄊǍੰښˊ

ሮ˗Ἳੈ̓˷ड़ड़᭧ࠫመመႡ৵Ǎ

˷௧ࠫࠄҬᦊЦʹˊҬҩေื

ሮᄊᬋၷἻ˷௧ेᭊ᜶ࠫ౽

ᔵˀՏေᝍᤉᛡԩᒼᄊጘፇἻఞ

Ҭ୲ͻૉळࠄదᆸᄊښ௧ڡܳ

ᄊቇᘿǍͮࠫ॥̃ҬᏫᝓἻښ

ՌขᄊҒଢʾἻద̤˦௧ˀԻ̿

ܸᐿ࠽តᄊǍښᝠѳᡐˀʽԫӑᄊ

̽᧗ἻᑟᑲᮣᏫѣࡃ௧ښҩေழ

ᄊ॥ਫ਼Ǎڂವ͈దᅌᤈನᒭη۳ی

Ѷᭇਫ਼͍̽ڎیܸ౽˞ښေϘҬ

̡ᆡ̗ຍካವ˗Ἳे᭧ࠫข॥ᔵ

ళదᆸ୲ͻૉळᄊৱцἻ࠻᭧ࡏ

దˍඓၷণþबຳ̀ᑮኮÿǍᮘ

ᠠևઉՑἻ̿ኮေ̡᠉̗ᤝڀᐌి

ˁНՃข̡̡ಫေ˞ಪ۳Ἳᤠ

ՔขᬓᤘऄࠫϘҬ̡Тᐏ͍

ˊՌࣳᆡ̗ᄊགἻᖍ४̀ࠇਗ਼֗

ኮေ̡ᄊᓢݞក͉Ǎళ˨ǌ

Ռข˨ขἻ௧॥ښᒾᤠӝܱద

ᏰᏳᄊᕦҽቦǍ

ʼǌવકᰴᑟᄊࢺͻ˸ਅ

ηৌܫေဋ௧॥ᄊॷᑟ

ҧ˨ʷǍݠ͵δેᰴᑟᄊηৌܫ

ေᑟҧἻ௧ੈ̓ᭊ᜶҉নᏦᄊǍੈ

̓ˀͮ᜶֗ՏᛡඋἻᤇ᜶֗ՑᏨ

උǍੈʽߦ࠵Զᑟʷʷᅋگڡ

᧗զᏥᝯិἻʷᓬិᄊࠉஔښ

௧��Ѭ᧿ǍҒːࣲಖюិᤪ൦

ѓ˞��Ѭ᧿ǍᤃெզἻЛߦ࠵ڎ

ၷښႯৱరࠒࡐႃஔߦඈᓬិ

ᄊࣃፃѓ࠶ᒰ �� Ѭ᧿Ǎិѓ

ጉἻڂၷѓ᠇Х̵ߦ˞ཀྵ˷దे࠶

ͮ˷ˀᬲԧဘἻੈ̓ᄊηৌܫေᑟ

ҧښᤉ൦Ǎࠫ ဘښᄊ࠵నԤ̓ឭἻ

˷�� Ѭ᧿ਫ਼ᑟଌஆᄊηৌ᧚֗ࣃ

ੈ̓ᄊ �� Ѭ᧿ࣀǍੈ̓ᤈʷ॥

నԤ̓Ἳܸᦐᡑູ̆దᝠካ

ᄊဗܒἻ௧̰ᥧ˔Ꭺᤴᤇ௧̿,#�4

˞ӭͯᄊࣲ̽ᤪ൦ບᄊηৌረ

ඟἻᏫဘښᄊ࠵నԤԻ̿ឭ௧եᅌ

Аጜܸᄊηৌ̽ᄊԔͱඟǍ˷

ੈ̓ဘښᦐ̆ܫ᭟ࣲܥరἻˀ

Вదϋ͘ંድҧेͻᑟҧἻͮӡї

ࣲǌїӡࣲՑݠ͵δᬪηৌܫေ

ဋˀ௭ˬҧքᒭԝࣲ॥ਫ਼ᔉ᧘੪

ᤵ "MQIB అᑟҩವጇፒՑἻੈࠫᤈ

˔ᮥᄊনጊద̀ழᄊவՔǍ"MQIB

ጇፒ௧ʷࠄݓဘᮊᄬኮေǌఅᑟ

ᎄଆǌࠇਗ਼፥ઐ፬ՌҪᑟ॥

ᣙҰጇፒἻᤰ "MQIB�ጇፒἻ॥ਫ਼

ੇրࠄဘ̀ᰴǌదऀᄊөՏҩ

ವǍؓݰѾၹݞழʷ̽ᄊηৌӑࢺ

ЦἻવકᰴᑟᄊࢺͻவरἻ௧ဘ

̽॥ښವ͈ኮေவ᭧ѣᒾᤠڔ

ଢӤࢺͻဋᄊૉӯǍ

ᶄⴑ㕎

ʽ๒Ѷᭇ॥̃Ҭਫ਼॥

ˊҬவՔὉՌՏขǌНՃขǌᆡ̗ข

ᮽƎᶄⴑ㕎

ཌኴᄽ൶
Ăǩĥझ̅ĀˡحɆ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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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௧ˀ̡Ǎʷ௯Ἳੈੇ˞

ፃːᄈܹܳࣃր̡˸ࠄ Ǎ̀

ेѺᤥહขߦᤈ˔˄ˊᄊϋἻ

॥ݞхॷ᜶Ϣʷ˔Ұूीᄊࡃੈ

ǍݞԤ̓ፃˀጞᏫՏੈڡʷ

˔ᮥὉͿ௧̰̤˦ϋమϢʷ˔

॥ᄊੈ ˷ఢᝣᄾনᏦᮥᄊን

ವǍੋ௧ቨࣲԪ57#॥қᄊ

ོᬝ֗ॖ־ᏫॷᛞἻੋښఞொ

ᄊʷА᧗Ἳ፥ઐНࣱ˧ᄊመߕ

ᄊॷၷಪԧᔏǍੈښࣃࡃ

ੈఞਝਓᄱη௧ՑᏨǍ

րᄊʷࣲܳၷำ௧ᣭᔫ̡˸ࠄ

ᄊἻ˷௧Ѝ໘્੍ᄊǍːᄈܳ˔ெெ

ܴܴ᧗Ἳ͔ৌᄊॢ࠶Ǎұҧʷ̏ǌ

гұҧʷ̏௧ੈፃၹ༏ҵᒭࣂᄊ

ភឦǍ˺иͻ۳వҪᄊጷ˸ᒭ

ཀྵ௧࠶ˀ̀ᄊἻˁข߾ԣे̡̃ᄊ

ᤰ˷௧ᭊ᜶ߦ˸֗᪐ངᄊǍత᧘᜶ᄊ

௧Ἳ҂ʷ˔ข॥ᮥᄊᆑቃࢺͻ

௧ੈʷᄰਇ᜶ଢᰴᄊᦊѬǍੈʷᄰᝀ

४Ἳᬔֶ̀ॴ֗ጉЩἻ˄ˊᑟҧ௧ʷ

˔॥ऄសЦదᄊతᆶᄊᑟǍ

̿ʾї˔ྟ௧ੈࠄ˸ၷำ˗

ᄊᄾࠄиིὉ

ἷ Ἰ̫ԝ̗̔ڡ˗ॷᄊវ

ΚைదፇౌἻऄࠇਗ਼ᄊ᜶රἻੈг

ʷҒड़̗̔ڡ˗ॷἻ̰ʷഎ

҂̄എἻ̰ቔࢺͻ̡ր҂ᮗἻ

Զර४҂తЦిޏᄊንವǍڀ

Ἳతጼ࠵˔វે፞̀ʷːڡڀ

҂̀ᆸѭᄊንವἻੈॢनॷἻԣ࠲

ፇ౧Ԧᯠፌ̀ࠇਗ਼Ǎ

ἷ Ἰ̄ੈ̓ڄ॥௧ਫ਼᧗ᅼគ

ր͘˟͊Ἳඈథੈ̓ᦐ͘Ϣʷނి̗

˔ᅼគ̗ిᠫঌઑǍੈ̓ጊˁ

ᅼគ̗ిᄱТᄊ̃ழǌழ

ኖǌವΓ̿ԣབྷགᠫǍ

ἷ Ἰ̓ᮏӭͯᄊՌՏࠆࢺͻ

˷௧ˀᑟᗀʾᄊἻੈᭊ᜶ૉѣՌՏ˗

ᄊ᮳ᬗགἻଢᇨˊҬᦊฌਓǍښߛ

ੈ˷ԠҫᮏӭͯТ̆ՌՏЯࠔ

ᄊᝧᆑቃ͘Ǎᤈመዝیᄊर͘

ᝬˁេѼॢᄱͫ Ἳ̀їவᜲԀگἻ

ឦ࡙नՊவѾᄞᄊӰभἻᄺᝓښ

ࣱͫ᭢ࠄѷ᭤༏ཊǍ

ἷپἸþፃเᛪϪөᝬᄊᡑᕙ̿ԣ

ҷүขᄱТᮥᄊข॥ਓ˺̭ܹ

ፌੈἻࠇਗ਼ܹொʽ᜶॥ਫ਼᭧េǍÿ

ੈЏࠫ҂ᄊᤈʷ˔͈̃ᤉᛡ

Җ ἻౢᒭࣂХ˗๘ԣ̏דข॥Т

ጇἻద̏דᄱТᄊข॥ขԻ̿ᤂၹǍ

ద̀Ѻ൦ᄊေᝍՑἻੈ ᯱʽनݽᤉᛡ

ᄱТᠫநᄊಊἻࣳ ᤉᛡኙᤥ֗டՌἻ

᧘᜶ᦊѬҫዤಖ̝ǍଌᅌἻੈਇಊ

దదዝͫᄊವΓԻ̿ͻ˞ԠᏦ֗

ߦ Ἳ˸݊ࣳద҂Тᐏएඋᣗ

ᰴᄊವΓǍࣃፃॢ௹ Ἳ̀ͮข॥

ਓ˺ᤇద୩иἻ᜶અጋ Ǎ̀নᏦ

̀ʷ Ἳʾᤇ௧̰ʾቸǍᙊཀྵಊ҂

ʷ̏ᠫநἻͮ௧ࠫ̆ݠ͵ຍఁڡေ

ຍᑢፏᤉᛡ˺иἻࣳᤂၹᄱТᄊข

॥ขҫ̿ӿἻੈ ᤇదӡѬଂଧǍ

ͮݠ͵Ἳ᜶ોིᒭࣂᄊনં

߲иѣἻ̆௧ੈਥਥေনἻࣳ

ஞ੪ʾǍڡߚʷߚᄊਇขʷࣂᒭ࠲

ຒຒڡἻʷ͋ข॥ਓ˺ѺᬽॎǍ

ἷ Ἰ̋ᤉК॥ਫ਼˨Ց੦ᅼ᥋ੰᛡ

ข߾Ԕᤈ˦অǍ੪ႃភ௧භᤊᐏ

ጇˀʽᄊἻښข߾ଌॠெ҂ขᬓˁข

ߕ௧Ὁವ˷ܸܳܭ᭧េἻ४҂ᄊን߾

অἻదፇ౧гᤰᅼǍܺښࠄܳܺ

̆௧Ἳੈ ᕙલ̫̀ វѦἻరॠ࠰

ᑟڀ˔ႃភੋ௧ڀѦǍ๘ԣੰᛡἻे ̃

ੋ

ʽ๒ᄩ॥̃Ҭਫ਼ࠄ˸̡ր

̡ड़ड़ॷফݠཤǍи߹˨ՑἻੈፌ

॥ᄺἻ॥ᝀ४ੈи४ˀܵၷำӑ

˅ܺरἻࣳదቊѣࠫவे̡̃

ਓੰᛡᛡ Ἳ˞ขʹဘੈவे

̡̃ႂឰੰᛡᄊফᤕॷৱǍզ̀॥ᄊ

ਓ˨ՑἻੈ ᔷ܋ᮐनἻਖᝀஆᖍ̀ॢ

Ἳܳ̆ ௧ԡᤉᛡ̀ξஈ֗߹ Ǎؓᒰʷ

ੇ߹ᄊੰᛡវѦ߾ፌੰᛡข࠙࠰ Ἳ̀

మᑟܵொெᤁข߾ᄊܭڀǍ

దᡚᄊྟᒭཀྵᤇద Ἳܳᬍ̆

ኽࣨขʷʷնဘǍښᤝᤪೕਇᄊབྷ

ᛞၷำ᧗ἻదၶᦻǌదᔫᣱǍੈॢᰴ

УᒭࣂᑟܵᡤѣᒾᤠڔἻᤥહᤉК

ᤈ̂Ѭ݄ሚͿᤝੈᡐᄊᏤெߕ᧗Ǎ

ڳతᤃᄊʷጳʽښ Ἳ̠̈ᓥᏥ

ឭᄊþᡌॷǌၹॷǌ˄ॷÿፌ̀ੈॢܸ

ᄊթᤔἻښଌʾᄊࠄ˸А᧗Ἳᤈ

ʼ͋ॷਓ௧ੈ᭸ኖᒭࣂᄊԡʷ᠉ Ǎࠝ

௧ॢግᄊἻᥧࡃʷᮐᯮإإ

ᄊдᅌབྷඡᄊᎿ֊௹ᯀբἰ

ܺѣ Ἳ̀ԡ௧ழᄊʷܹἻ

ཀྵՑፙ፞ҫ෴բἰ

ేጕڦߋᄳනጱ
ĂċǰІĉ˴ĀŬǰŀƜ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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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10ሆ 13 නǈๆෙাඇࡔටٷ྿ܾࣷڼๆْܾࣷᅱڼᅃْอᅱକĖ߲ට႑တԍࢺ Ǆ݆ᅃอ֥ӄǅėǄူ

Ėᅃอ֥ӄėǅă

ৎઠዐྪࡔஏҾඇĂຕᇑ߲ට႑တԍࢺ૬݆Ăአ֧तՔጚۨํ७ǈࣹᄽୱ๚ခྪஏᇑຕ݆

ୱཷٗܓཉ࿔ीᇑظႎڪঙ܈ǈၘဦ܁Ėᅃอ֥ӄėڦዷᄲాඹतܔႜᄽڦᆖၚǈࠃᄽా֖ă

ʷǌ̝ ̡ηৌδઐข҄ࠀԋሮԣ
˟᜶Яࠔ

ொښ ���� ࣲѺἻ˗ࡃڎଢѣ҄

̡˔ʷᦊขЧӑᄊࠀ ηৌδઐขἻे

ࣲᤇѣ̀ܳ˔ྠవᄊ˄ࠒथᝬሽǍͮ

Ꮶᘽ҂ቡขᄊ៝ઃভἻڂᎪፏԣ

ᛡˊԧ࡙ᄱࠫඋᣗࣲᣐἻᏫϣൣǍ

ᬤᅌ̉ᐏᎪԣႃηᛡˊᄊঌᤴ

ԧ࡙Ἳᒰ ���� ፃѣࣃԿἻᇫ͘ࢻࣲ

ဘܸ᧚Φ࿁Нඟ˔̡ ηৌᄊವ͈ἻԪ

҂ʹԣቡขᏨᄊࣹฅТฌǍ˞̀ᝍ

хጋᤕᮥἻቡขᏨ᧔ԩ̀ЏѲՑඟ

ᄊቡขኖ႕ǍՑїࣲἻᤰښǒѲ

ขξವἷ ἼǓǒѲขξವἷ˵ἸǓ

Ճขᝍ᧖˗ҫКǌੱसǌᝍ᧖Φ࿁Н

ඟ˔̡ ηৌᎵ൜Ἳ̿ԣழܙǌ߹

ؓનˀᛡηৌᎪፏ߷Лኮေ˧Ҭ

Ꮅǌࣟ ҰηৌᎪፏ࿁ᎵำүᎵ൜Ἳ

ҫू˔̡ ηৌδઐǍ

ᒭ���� ࣲनݽἻͻ˞ऄফভቡ

ขἻЛ̡ܸڎᤰ ǒ̀Т̆ҫूᎪፏ

ηৌδઐᄊхࠀǓἻ௧ੈڎ˔̡ηৌ

δઐతொᄊ˄ভቡขǍՑἻࢺη

ᦊ˷ԧ̀ᦡݓᄊ˄ভᛡข

ǒႃη֗̉ᐏᎪၹਗ਼˔̡ηৌδઐ

ǓἻǒ๗ᠠᏨిᄞδઐขǓǒࣹշขǓࠀ

ǒႃߕҬขǓ˷̰ˀՏᝈएҫू

̀˔̡ ηৌδઐదТᄊࠀǍ

ፙǌѹழˁॖ־
뺶ċĉƱʜ̝֕ʒ뻛ޯ뻜뺷ނժ̛փ

���� ԧᄊǒᎪፏ߷ЛขǓݖ

Ꭺፏ˔̡ηৌδઐᛡᄣڎੈ̀ࠀ

ኮᄊ۳వ҄एǍᬤՑїࣲἻቡข

ԣಖю҄ࠀᦊԧ̀ʷጇѵᦡݓ

ᄊข॥ԣಖю͈ἻΓݠǒЈቨ˔̡

ηৌδઐࠀǓǒ˔̡ηৌѣܒ߷Л

កͥҩขἷਓሽἸǓǒ߷Лኮ

ေҩขἷਓሽἸǓǒ˔̡ηৌ߷Л

ᔵǓǍܱἻ���� ࣲԧᄊǒඟ

ขѷǓἻᯫᆸ̀˔̡ηৌᄊඟ

̃ిѾͯڡὊ���� ࣲԧᄊǒඟข

ЧǓቡ˄ቦἻហጺ̀ࠀ˔̡ηৌ

ඟ̃δઐᄊ۳వ҄एǍ

���� ࣲ �థἻЛ̡ܸڎԧ̀

ǒ߷ЛขἷᕙವἸǓἻᆸቡ̀

ˁ˔̡ ηৌѬѿᄣኮᄊቡขኖ႕Ǎ

ᒭ���� ࣲनݽἻӡʼࡓЛ̡ڎ

ηৌδઐข̡˔ࠀ҄࠲ࣃ͘ނܸ

ѵК̀ቡขѳἻᄰᒰవǒʷࠆᕙ

ವǓἻጼ̆ૼन̀˔̡ηৌδઐขᄊ

ᇸሜ᭧ጨǍ

ǒʷࠆᕙವǓСᝠМቦ�� ἻЯ

Яڎʹʽ௧ፙǌώǌծஆ̀ࠔ

ܱቡขፃᰎἻښၷ֑ևరՌவ᭧ώ

̀ӭᛡቡขԣǒ˔̡ ηৌ߷ЛᔵǓ

ʷ̏උᣗݞᄊࠄἻښ˔̡ηৌ˟

ʹిѾவ᭧˷ծஆ ǒ̀Ꭺ߷ขǓǒႃ

ေܫηৌ̡˔ښἻࠔขǓᄱТЯ

ᏨՌ˧Ҭவ᭧ፙ ǒ̀Ꭺ߷ขǓ

ǒ߷ขǓదТЯࠔǍेཀྵἻǒʷ

ᤇ௧ЦनࠔᕙವǓᄊॢܳЯࠆ

ভἻᡔѣˊႍ᥆ᮕరἻࠫళቡข

ԣᛡˊԧ࡙ॖ־ᣗܸǍ

̄ǌ̝ ̡ηৌၷ֑ևరᄊʷᓊভ
ࠀ

ǒʷࠆᕙವǓԠ ǒི˔̡ηৌ߷

ЛᔵǓᄱТЯࠔἻ̰˔̡ηৌၷ

֑ևరᝈएហጺ̀ࠀ˔̡ ηৌδઐ

ᄊʷᓊԔѷἻՏᤇ̀ࠀ˔̡ ஐਖ

ηৌԣࠒڎТܫေ˔̡ηৌᄊྲ

ѿࠀǍЦʹᄊЯࠔӊͮˀᬍ̆ݠ

᛫ʷǍ

ʽᤘЯࠔᄊ˟᜶ॖښ־ Ἳ̆ǒʷ

᭧ूӑ̀СՏࡏᕙವṴ̌ቡขࠆ

҄Ꮸᄊᤌࣜ᠊͊Ἳੱܸ̀ӭ࿘Տਓᄊ

Ռ᜶රἻᯫܙҫ̀ᮠ᧔ᬷԣ

គѿᄊၹᬍࠀἻᬍ̀ࠀНन˔̡ η

ৌઅԩǌΎၹᄊၹᬍࠀἻࠫᛡˊॖ

Ǎܸࢽ־

ʼǌ̡̝ηৌ˟ʹᄊిѾ

ǒʷࠆᕙವǓښ˔̡ηৌ˟ʹి

Ѿவ᭧ἻښፙǒᎪፏ߷ЛขǓǒႃ

ҬขǓԣǒ˔̡ηৌ߷ЛᔵǓߕ

Я۳ࠔᆩʽἻ˷ దᦊѬѹழভ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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嬫⅏

ిѾ Ռ᜶ག ࠫಖࠀ

ᵥᓰᱰ㘪 ⴒᗲᱰȠ۠ Ⴧᱰ ÿÿ

ᴒ䄏Ƞฺ ᱰݣ
ᰶ∂ᒸȠ㵹ᩬ∂㻱㻱ჇᏁᒀԊ
ჳᝃ㔲̺䰭㺮ॷⴒ⮱ᗲᒏ䮑ใ

Ȩℾ∂ڥȩ
Ȩ⩢ၽੳߎ∂ȩ
Ȩ ϧ͗ԎᖜႶڕ㻱㠰ȩ

ᰡₐȠ㶒ٲᱰ
喟͗ݺ ϧԎᖜ̺۳ᝃ㔲̺Ⴙ
᪡⮱喠
ั⤳喟v �ࣷᬣั⤳

Ȩ㑾㐉Ⴖڕ∂ȩ
Ȩℾ∂ڥȩ
Ȩ⩢ၽੳߎ∂ȩ
Ȩ ϧ͗ԎᖜႶڕ㻱㠰ȩ

䮑ᱰݍ

䄤Ⅿݍ䮑�ͨݍߕ䮑喠
⤳⩞喟䓴ᝃⰛ⮱⣝喠։
喠᧑ఋहᘼߎ
։ั⤳⮱ᰬА

Ȩ㑾㐉Ⴖڕ∂ȩ
Ȩℾ∂ڥȩ
Ȩ⩢ၽੳߎ∂ȩ
Ȩ ϧ͗ԎᖜႶڕ㻱㠰ȩ

㼐䛷ᱰ
ᄦ͗ϧԎᖜั⤳㻱݆䔈㵹㼐䛷
䄡ᬻ

ÿÿ

ἷ᛫ Ἰ̄Ǎ

 ἻܱǒʷࠆᕙವǓᤇूӑ̀ˁ

᧚దТᄊࠀἻᆸࠀþਫ਼

ေᄊ˔̡ηৌऄेюᆸܫ ࣳԣఞ

ழÿǍ

ǌ̝پ ̡ηৌܫေᏨᄊ˟᜶Ռ
˧Ҭ

ǒʷࠆᕙವǓښώǒᎪፏ߷

ЛขǓǒ߷ЛขἷᕙವἸᄊ۳ᆩʽἻ

ហጺ̀ࠀ˔̡ηৌܫေᏨᄊॲ

Ռ˧ҬἻЦʹӊͮˀᬍ̆᛫ʼǍ

̋ǌ̡̝ηৌߛϲవڡӑԣᡵܒ
͜ᣥ

ǒʷࠆᕙವǓతܸᄊᄺག௧ጺӑ

̀˔̡ ηৌవڡӑԣᡵ͜ܒᣥᄊదТ

᜶රἻᦊѬЯࠔቊᆡ ǒ̀Ꭺፏ߷ЛขǓ

��ࠀԣ ���� ǒྠ˔̡ ηৌѣܒ

߷Лកͥҩขἷढ़රਓሽἸǓదТ

ЯࠔἻੋᤈ˷௧˞̤ ǒ˦˔̡ηৌ

ѣܒ߷ЛកͥҩขǓढ़රਓՑᤍ

ᤍదԧᄊԔڂ˨ʷǍ

ӑ᜶රவ᭧Ἳڡηৌవ̡˔ښ��

ǒʷࠆᕙವǓᆸࠀἻݠʾৱॎऄ

̡˔ϲߛЯܒ̿े ηৌ˞ԔѷὉ

ἷ�ἸࠒڎТܫေᄊ˔̡ ηৌὊ

ἷ�ἸТ᪄ηৌ۳ᆩஷᤂᖹᏨ

̡˔Яஆᬷ̗֗ၷᄊܒښ ηৌὊ

ἷ�ἸܒښЯஆᬷ̗֗ၷᄊ˔̡ η

ৌ᧚҂ʷࠀ᧚ᄊ˟ʹǍТ̆

Цʹ᧚ἻᄬҒదː˔ԻࠫಖࠀὉ

ʷ˔௧ ����ྠవᄊǒ˔̡ηৌ֗᧘

᜶ѣܒ߷Лកͥҩขἷढ़රਓ

ሽἸǓᄊ ��ʺ̡֗ ����(ὊԳʷ

˔௧ǒТ᪄ηৌ۳ᆩஷគѿૉӯǓ

ᄊ ���ʺ̡Ǎ

ᣥѷவ͜ܒηৌᡵ̡˔ښ��

᭧ἻǒʷࠆᕙವǓ᧔ԩ̀ఞҫनᄊ

গएἻᆸ̀˔̡ηৌԻѣܒᄊขࠀ

य़ӊͮˀᬍ̆Ὁ

ၷ֑ևర Ռ᜶ག

ᩣ䯳ȠҬ⩕

ॷⴒ�∂Ⴧᗲᒏ喍हᘼ喑वहᓲ䶨喑∂Ⴧ㕹䉐喑ڞڙ⩌喑
ᝃ䬨្䖀ぶぶ喎喠
ॷⴒᑧݣᕔ喍࠲᠙పუᱧัڠ⤳喎喠́ ᓲ䶨␎䋠ᒏᐼহڲ
ღव㻱喠͗ ϧ᩼ᙌԎᖜᓲ䶨ॷⴒᓲ㺮ᕔࣷᄦ ϧ͗⮱ᒞ৺喠
̭㝙हᘼᓲ䶨␎䋠㜗ͨहᘼȠᘼᙬ㶕䓫㺮Ⅿ喠٬〒͗ϧ
Ԏᖜࣷ ϧ͗᩼ᙌԎᖜᓲ䶨␎䋠➦₷हᘼ㻱݆ȡ

Ԋႅ 䭽ᰭᄼࡃ�∂ᒸ㻱Ⴧ喠పუᱧڠᓲ䶨ධוႅڲ

ݣहᣔڞ 䘕䉐Шڲ䃛ᬻ �ᄦใឬ៲䔋ፓ䉐Ш

༁ចั⤳ ⮱䘕䉐Ш喠⯾Ⲑノ⤳喠䭽ჇⰛڲ䃛ᬻ

ᄦใӈ ॷⴒ ⮱ᄦใӈ喎喠䭽ჇⰛڠ᠙పუᱧ࠲⠙हᘼ喍�

㜗۠ࡃߕゃ 㻱݆䔼ᬻᏓ喠㐀ڙᎠᕔ喠㜗࣯̻ͨ

㻳䶾䛴䯳ࣷ䃳ݘ ϲ㘪ധλڞڙႶڕⰛ⮱喠᭫ 㦄ᴴ䃳�⠙हᘼ

ᐭڙ
⮱ᐭڙ⤳ั�ᐭڙ⠙हᘼज ϧ͗ԎᖜᏁᒀ䭽Ⴧ⩕䕁喠
䛺๔ᒞ৺ॷⴒ �हᘼ

嬫

ἷ�ἸҒᤘԔѷऄेవڡӑߛϲᄊ

ৱцἻፃ߷ЛកͥὊ

ἷ�Ἰˀ࡛ ἷ̆�ἸৱцᄊἷΓ࠶ݠ

᧚ᄊրࢺ˔̡ηৌѣܒἸἻፃ˄ˊ

ᤉᛡ˔̡ ηৌδઐᝣᄊἻੋᏨˁ

ଌஆவᝡቡՌՏܱܒጞࠀԥவᄊి

Ѿ֗˧ҬࣳᄣᅖХ˔̡ηৌܫေำ

ү҂వขࠀᄊ˔̡ηৌδઐಖ



33

哺ᱛ᷍

ʽ๒ලˊ॥̃Ҭਫ਼Ռ̡͗ἻЛڎ

॥өηৌᎪፏˁᰴழషข॥˄ˊނ

ր͘ނրἻ̔ ๒॥ө̉ᐏᎪˁηৌ

షˊҬᆑቃނր͘Ҟ˟͊Ἳ̔ ๒̔ᤰ

Ꭺፏቇေᆑቃ˗ॷᆑቃրߦܸ

ˊҬவՔὉᎪፏˁՌǌழУష

ˁޡ˭ӑᮗ۫፬Ռข॥Ҭ

юᄊὊ

ἷ�ἸԠི߷ขࠀἻڂᛡڎ

ᬅՃขөҰੋᏨᛡੰขөҰ˧Ҭ

ᄊἻፃ˟ኮᦊюǍ

ͮ௧Ἳ᧔ԩדመय़Ἳکऄ

ेշᅼ˔̡ηৌ˟ʹࣳፃХӭ࿘Տ

ਓἻन࡙˔̡ηৌ߷Лॖ־កͥἻ˅

ଌஆவళᜂѵКᬍ҄ੋᏨህൣ˔̡

ηৌଢΙຍӭǍ

Оǌข॥᠊͊

ᬔ̿ʽЯࠔ ἻܱǒʷࠆᕙವǓᤇ

ᆸ̀ੈڎ˔̡ηৌδઐᄊᄣኮ

҄Ἳᤉʷ൦ूӑ̀Φ࿁˔̡ ηৌᄊඟ

̃ǌᛡข॥᠊͊ǍХ௧ښඟ

̃᠊͊வ᭧ἻǒʷࠆᕙವǓᆸࠀἻ

ᤋԦవขܫࠀေ˔̡ ηৌἻੋᏨܫ

ေ˔̡ηৌళોིࠀ᧔ԩॹ᜶ᄊ

߷ЛδઐଐஷἻৱᓬˑ᧘ᄊ ႀᛡ

˔̡ηৌδઐᐌ᠊ᄊᦊ᠊̾ஈ 

ஆᤋขਫ਼४ ӢʺЋ̿ʾੋ̋ܫࣳ

ᏨʽʷࣲएᖹˊᮩᄈѬ˨̋̿ʾᎯ

൜ ࣳԻ̿᠊̾ఇϣᄱТˊҬǌϣˊ

டᮐǌᤰઑదТ˟ኮᦊՎᩙᄱТ

ˊҬԻੋᏨՎᩙᖹˊੰི�ࠫᄰଌ

᠇᠊ᄊ˟ኮ̡ր֗Х̵ᄰଌ᠊̡͊

րܫӡʺЋ̿ʽʷᄈʺЋ̿ʾᎯ൜Ǎ

 ἻܱǒʷࠆᕙವǓᤇ̀ࠀН

ᄞង҄Ἳԁ˔̡ ηৌܫေᏨᤋԦ

వขܫࠀေ˔̡ ηৌ 

Φ͕ܳࠏ˔̡ᄊిᄞᄊ ̡ඟ

ࠣᬓǌᛡ˔̡ ηৌδઐᐌ᠊ᄊᦊ

ᄊጸጻԻ̿ΚࠀᎪηᦊᆸࠒڎ֗

ขՔ̡ඟขᬓଢᡑНᄞងǍ

嬫

˧Ҭ Ռ᜶ག ࠫಖࠀ

ノ⤳ݣᏓহ᧺
҉㻱⼸

Ƞᢛڕ᠙㑾㐉Ⴖ࠲ღڲ
ࣷ ϧ͗Ԏᖜぶ

Ȩ㑾㐉Ⴖڕ∂ȩ
ȨᢛႶڕ∂喍㡶ᵵ喎ȩ
ԊࣷぶԊҸڠ

ϧ͗ԎᖜԊ៑
䉌䉐ϧ

䃫⿸䬕Ἀ喟㻱Ⴧ䛼喍ᮯ
ᬣजВ࣯㔰Ȩ͗ϧԎᖜႶ
㻱㠰ȩ�����D喎喠ڕ
ධใ㏱㏴Ꮑౕධڲ䃫⿸̀
䬕ᱧᲱᝃ㔲ᠴჇА㶕喠
ᏁڙጰᎣाჅิᵵ䉌䉐
ϧԎᖜ

ȨᢛႶڕ∂喍㡶ᵵ喎ȩ
Ȩ ϧ͗ԎᖜႶڕ㻱㠰ȩ

व㻱䃎
Ⴧ䃎喠
ใ䘕͇̀ᱧᲱ䃎

ÿÿ

θݺ䷻䮖䃱ѝ

䔯⩕ᗲᒏ喟͗ ϧ᩼ᙌԎᖜ喠
㜗۠ࡃߕゃ喠༁ចั⤳Ƞ
ᄦใӈࣷڙᐭ喠䌕ධэ
䓀喠ぶ
្ॷڲღ䭽Ⴧ喑Ԋႅ̺ᄾ
λ̶Ꭱȡ

ȨᢛႶڕ∂喍㡶ᵵ喎ȩ�

ϧ͗Ԏᖜܳ㏔
ܳㆨ

ᵦᢛ㵹͇➦ᒮ喑࣯ ⚔㵹͇
䌢ࣷᴴ۳᪴У

ȨᢛႶڕ∂喍㡶ᵵ喎ȩ�

Ⴖڕឭᱜᣗ
ჳȠิߍ ЪȠࣨ ᴴ䃳ࡃȠᠴ
Ⴧϔ৮ぶ

Ȩჳ∂ȩ
ԊࣷぶԊҸڠ

ᱰ䭽ࣷڲᣔᱧ
ݣ

㐀वܳ㏔ܳㆨᣕ䔈व㻱㥪


Ȩ ϧ͗ԎᖜႶڕ㻱㠰ȩ
ԊࣷぶԊҸڠ

᪆㗟ദ䃚
ᄦ͗ϧԎᖜั⤳㻱݆䔈㵹
㼐䛷䄡ᬻ

Ȩ㑾㐉Ⴖڕ∂ȩ
Ȩ ϧ͗ԎᖜႶڕ㻱㠰ȩ

θУั⤳
㶒ᣗ � ្ॷᎣ䕇ⴒ
喍Вࣷ䕇ⴒ⮱䅮ٺ喎

Ȩ㑾㐉Ⴖڕ∂ȩ
Ȩ ϧ͗ԎᖜႶڕ㻱㠰ȩ

䄤ⅯȠែ䃶ั
⤳ᱧݣ

䕇፥Ꮑౕ��ᬒڲ৺Ꮑ喠̺
ั⤳⮱䄡ᬻ⤳⩞ȡ

ጒԎ䘕 ��तБ
Ȩ ϧ͗ԎᖜႶڕ㻱㠰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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ᮽƎཅ⎭⌘

ܸ̽ښ ἻʾЦదࢽ

ܸᄊፃเ͉ϙἻ௧͍ˊᄊॎᠫ Ǎ̗

ཀྵᏫἻेᜂΦిৱцԧၷἻข

ᬓड़ड़ڂ˞ి࡛ˀᆸࠀᏫᔫἻ

˟᜶దὉἷ�Ἰ˔̡ǌ๒᧚ǌ

ܸഐঐຉὊἷ�Ἰϲߛǌ

ΦࠀԣгၷᄊྲགἻᒱΎᬲ̿ᝣ҄ܭ

ిᛡ˞ԧၷిѾᄊॆ࡛Ὂἷ�Ἰ

ᄊࠔ᧚ܸǌູዝܳیǌፃ̡

րܳᄊྲག˞δઐܙ̀

ᬲएǍҬࠄᄊগएऄ௧Ὁ͍ ˊੋ

ӭͯऄښெኮေ˗ࡊԻᑟझຍ

ᄊిѾႍἻࣳ࠲Х᠖ग़҂δઐ

ኖ႕˗ԝἻ̿రښጘጭԧၷԩ४˟

үǍ

ʷǌЯᦊ۳གὉþʼÿి
࡛ᆸࠀᄊขေ۳ᆩ

ʷᓊᏫᝓἻᄊၷևరԻѬ

ေǌΎܫǌߛὉ᧔ᬷǌϲ˔پ˞

ၹǍཀྵᏫἻࠄ˗ેద̡ड़ड़ও

႕̀ਫ਼ܫ˅ˀᤉᛡЍѬᆑ

ቃἻవᅌၹਗ਼ࣃፃþՏਓ૿ిÿᄊ

ঐἻ࠲ਫ਼దᄊஊ͊ΎၹἻᬲВࠫ

ᄊδઐˀΈǍڂἻ᜶झຍ

ిѾᄊႍἻҒþʼÿి࡛

ᄊᆸࠀ௧ᯫ᜶͊ҬǍ

Ǆᅃǅຕ֑णĊĊ߲ටຕ

ຌඓ݆ۨڦएإ

᧔ᬷ௧ૉ̰ྲࠀ

ၷ̗ဗੋܒˀՏᄊູ˗ᖍ४ᄊ

ԔݽǍᤈʷᖍ४ᄊԔݽ

ܳ˞ށՐǌভѿǌඟீþूÿ

̿ԣᤂүᢾᤜǌ᠔ྭᝮैǌᛡᢼጳ

˔̡Ϡੋݞᛡүவ᭧ᄊþीÿǍ

ἻសᄊిѾТᐏ˟ʹ

˞ᒭཀྵ̡Ǎ

ᄬҒՊڎข॥ࠫ˔ʹᄊδ

ઐ˟᜶۳̡̆ ಫిᄊনἻښߛːመ

δઐவरὉ̫ ௧۳̆͜ፒᄊᬥሓి

δઐᄊᎿڎവरἻХࠇʹ௧ᑀ

Ցᄊ̡ಫిᄞἻХ۳ᆩ̆ښδઐН

ඟᄊ̡ಫ࠴ˑὊ̄ ௧۳̆ᒭႀᄊ˔̡

ᒭхᄊॴڎവरἻХࠇʹ˷௧

ᑀՑᄊ̡ಫిᄞἻХ۳ᆩ̆ښ

δઐНඟᄊ̡ಫ࠴ˑ̡֗ಫԧ࡙ᄊ

ᒭႀǍҒᏨఞฌ᧘̃ՑเἻՑᏨఞ

˟स̃ҒᮕǍ

ᄬҒἻܸᬆขጇᄊᬥሓిࣃᜂ

ᝣ˞ʷᮊЦʹ̡ಫిἻ˔̡ ˀՏ

̆˔̡ᬥሓǍڂἻੈڎऄសቡᡜ̆

దᄊข҄ဗܢژܒἻᤥહʷᓊ̡

ಫిͻ˞˔̡δઐቡขᄊిѾ

۳ᆩǍڂ˞Ἳʷᓊ̡ಫిѾˀ̩ࠫЦ

ʹ̡ಫిదഐͻၹἻՏ˷௧ʷᮊ

࿘ቡᄊඟ̃ిѾǍʷவ᭧Ἳʷᓊ̡ಫ

ిԻ̿хࠀˁึၷՊመЦʹ̡ಫిὊ

Գʷவ᭧ἻХԻ̿ੇ˞̡ᢶి˗తЦ

ચ៶ਓ˧֗Чیভᄊ۳వ̡ಫిǍ

Ǆܾǅຕئ٪ĊĊ࡛ଉຕ

ຌඓ݆ۨڦएإ

ϲߛ௧ૉࠫ๒᧚

ᄊϲ֗ߛኮေἻᏫᤈ̏ᄊϲߛ

֗ኮေᏨʷᓊ˞ऊੋ͍ ἷ́ʾሦþ

҄ᏨÿἸڂ҄Ꮸښ๒᧚

ஆᬷሮ Ἳ̠આКܸ̀᧚ష֗

ኮေੇవἻសᄊిѾТᐏ

˟ʹ˞҄ᏨǍ

ࠄښ Ἳ̠๒᧚ಪˀՏ

ৱцԻԪ҂ܳᮊిѾᄊδઐǍڎੈښ

ဘదᄊข॥ʹጇ Ἳ̠ࠫ̆๒᧚δ

ઐዝͫ̆ǒᗃͻిขǓኄӡپ˗ࠫ

ःδઐǍ҄Ꮸࠫ๒᧚

ලᎄϲߛՑॎੇЦద࿘ѹভᄊල

ᎄԻᖍ४ᗃͻిขδઐὊԦ˨Ἳ

ѷขᖍ४᠉̗ѷʾᗃͻిവर

ᄊδઐἻͮԻ̿ಪǒԦˀेቤ̂

ขǓኄӡࠀἻ໘ᡜሜࠛভǌδࠛভǌ

ၹভᄊషηৌ֗ፃᖹηৌԻ̿ࠄ

ͻ˞ˊሜࠛδઐǍ Ἳܱښˀ໘ᡜ

ྠిขࠫ࿘ѹভ᜶ර˅ˀኀՌˊ

ሜࠛᄊ๒᧚ጘጭವ͈ Ἳ̠ህൣˀ

ेቤ̂ड़ड़௧Ԕշ֗ขᬓᄊಖю

ᤥᮊἻԁขᬓښᜇѼ̰δઐ

ѾၹːᏨࣱᛦᝈएѣԧἻࠫˊ֗

ข҂Ғᤘ͈ᄊ́̿Ғరᐰ

ѾၹᄊˊἻ̿δᬪХ๒᧚ࠀ

ిѾႍ˨झຍ

ખൣຕ૧Չহᆶၳԍࢺຕ૧ዷ༹ڦമ༵ăܔݘփे՚ݴૌڦຕĐཥᅃԍࢺđժփൽăຕ

Ӏቷഄิዜ຺߲ྺݴǈݴ՚֑णĂئ٪ĂتĂ๑ᆩăԨ࿔ཚܔࡗമෙ߲ຕຌ݆ݴဆǈ

ժܔຕ๑ᆩኁൔĐ๑ᆩđຕڦႜྺݛ๕ႜ༑༪ǈᅜྺۨຕ૧Չহዺᅮă

Т᪄ឈ�ిѾႍ�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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ሢऀǍڤ

ǄෙǅຕتĊĊٷຕ

ຌඓ݆ۨڦएإ

ܫေ௧ૉ͍ˊੋऊ

ἷʾሦþၷ̗ᏨÿἸѾၹѬౢவข

Цࠫᤉᛡࠣǌԫ૱֗थࢺੋ

വ̰ࣳ˗ଢԩ͉ϙἻԁښ๒᧚ᄊ

۳ᆩʽࠫХᤉᛡþ̈ᝠካÿἻႀ४

҂ܸἷᛢၷ̗ ἸֶǍἻႀ̆๒

᧚ᄊ˔̡ࣃᜂ͍ˊੋऊຍฤἻ

ܸ᠉̗ভ͉ϙቊ௭Ἳស

ిѾТᐏ˟ʹ˞ၷ̗ᏨǍ

ፒᤰข᧗Ἳ૭ᖍѷ௧͜ښ

ͧᬤᅌ᧙ၷүྭᠫູǌᆃ෴ᠫູ̿

ԣᄱऄข॥҄एԧ࡙ሮ˗ᄊʷᮊ

᧘᜶̗ి҄एǍᗃՐᄊᄕ࠷ᤦងฉ

ளྲವ Ἳ̠ࠆѼขᬓᆸቡ̀᧙ၷүྭ

ԶᑟᤰӴదᄊவरԩ४Хਫ਼దిǍ

࿘దϦἻښ΄ॴᎭᆃ෴НՃˁᬁ

РॴᠫູదᬍНՃúವ Ἳ̠ࠆѼขᬓ

ૉѣ૭ᖍѷ௧ᄱڡژਫ਼ది̡

ᖍԩ̵̡࡛̆ڡʾԻረүᆈ̗ᠫູ

ৱॎʾᄊ᠊͊ѷǍڂἻ૭ᖍ

ѷݒҵᄊ௧ЏӴੇҪᏨᏫˀ௧ұҧ

ᏨǍ

૭ᖍѷՏನᤠၹܸ̆Ǎ

ၷ̗Ꮸࠫ๒᧚ᤉᛡҫࢺǌ

ຍฤǌܫေᏫ४ᄊᛢၷֶ̗Ἳ̚

దਫ਼దిǍᯫЏἻηৌݠ᧙ၷү

ྭǌඵืǌᆃ෴ʷᓊἻ௧ʷመԻืү

ᄊᠫູǍХἻᛢၷֶ̗௧

ၷ̗Ꮸᄊҷүੇ౧ἻҷүᏨԻ࠲

ᤈ̏þሓదӑÿǍతՑἻ૭ᖍ

ѷፌ́ၷ̗Ꮸሥదᄊ༏ҵἻ

ଢӤ̀ᄊनஊए֗Ի४ভἻ̰Ꮻ

ᤉᄊᒭႀืᤰǍܙ

̄ǌܱ ᦊТ᪄གὉΦ þిΎၹÿ
ᛡ˞ᄊѼலˁúú
Ύၹ

ࠄ Ἳ̠ՊڎՃขᦊ̰͍ˊ

ੋӭܱͯᦊКἻ̿҄Ύၹ

ᏨࠫΦ þిΎၹÿᛡ˞ǍڂἻ

ʾ̿࠲Ύၹ˞ᝈἻଊ

ౢΎၹᏨΦ þిΎၹÿᄊᛡ

˞வरἻ̿ర˞ԑࠀిѾႍ

ҰᄞǍ

Φ þిΎၹÿᛡ˞ԻѬ˞ᄰ

ଌΦ þిΎၹÿᛡ˞ˁଌΦి

þΎၹÿᛡ˞ǍҒᏨ௧ૉ߹டڡǌ

Ԕ࠰ˀүڡΎၹଈੋ᧔ᬷᏫ४ᄊ

˔̡ ἻՑᏨѷ˟᜶᛫ဘ˞Ѿၹ˔

̡ᄊ̄नԧԣˀेΎၹᏫᖍ

४ᄊቤ͖̂ҹੋᤵੇԔݽ˟ʹ

ᄊ૯ࠏǍ

ᄰଌΦ þిΎၹÿᛡ˞Ꮶࠣ

᜶ག˟᜶ӊὉἷ�ἸᄰଌѣӮੋ̔

˔̡ ηৌὊἷ�ἸஆᬷᏨ࠲๒

᧚ၹ̆ӭͯЯᦊᆑԧǌˊ

ӑੋХ̵ᡔᡕᬍ҄ᮗ۫Ὂἷ�ἸԶ᜶ᑟ

ᬌͰᆑԧǌஆᬷੇవࡃԻᑟੇቡᄰ

ଌΦ þిΎၹÿὊἷ�ἸѾၹ˔̡ळ

ឪ˟ʹᄊᛡ˞Իᝣࠀ˞ᄰଌΦ

þిΎၹÿὊἷ�ἸஆᬷᏨᡔరΎၹ

ཅ⎭⌘

ʽ๒ಫᐏ॥̃Ҭਫ਼Ռ̡͗ἻЛڎ॥ө

ηৌᎪፏˁᰴழషข॥˄ˊނր͘

րἻ̔ނ ๒॥ө̉ᐏᎪˁηৌషˊҬ

ᆑቃނր͘Ҟ˟͊Ἳ̔ ๒ขߦᬓข॥

ऐஔ૿ࠇᬓߦ

ˊҬவՔὉӝڱᩗˁܸǌᅼគ̗ిǌ

ႃηˁ̉ᐏᎪ

˔̡ ˷ԻੇᄰଌΦ þిΎၹÿǍ

ଌΦ þిΎၹÿᛡ˞ᄊѼ

லѷాܭ ἻܳᏦࠣ᜶ག˟᜶ӊὉ

ἷ�Ἰ˔̡ښၷ̗Ꮸþၷ̗ÿ

ᄊᛢၷֶ̗˗ᄊ᠈एὊἷ�Ἰ

దᛢၷֶ̗ᄊНनಖюὊἷ�Ἰ

˟ʹࠫХ˔̡δࠛଐஷᄊˑ

ࠛएὊἷ�Ἰ௧աΎၹ˟ þʹ๗

ᄊ˔̡ ÿԁ˟ʹܳᄊ֗ˀ

ᡑͻၹᄊηৌǍ

ʼǌፇ

వಪᄊၷևరં

Ѭ˞پ˔Ὁ᧔ᬷǌϲߛǌܫေǌ

ΎၹἻҒʼ˔௧झຍిѾ

ᄊЯᦊ۳གǍᏫښΎၹἻ

҄ᏨΦ þిΎၹÿᛡ˞௧

ిѾႍᄊܱᦊТ᪄གǍమవ

ଢѣᄊి࡛ԑຍவरἻᑟ˞

ᤈʷᮥϢѣదᄞᄊଊጊ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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ᮽƎᒺ⇻䳺

ʷǌळᝓ

ᬤᅌሙߦషᄊԧ࡙ἻН͕ࠫ

̆ၷำ᧚ᄊᤝරᡕᡕᰴἻࠫ̆

Ҭᄊ᜶ර˷ఞ˞ܳನǍԝ˭ޡ

ͻˁႃᓬᄬԧၷфቊἻड़ࢺे

ड़Զ४Ի݊͵ڡஊफႃᓬᄬǍ

ͮ௧ښηৌ̽ᄊܸᑀఀ Ἳʾˀல

ԧ࡙ᄊʼᎪᚸՌషښʷࠀሮएʽ

ᝍх̀ᤈನᄊᬲᮥǍ

ʼᎪᚸՌ௧ૉႃηᎪǌࣹ୧ႃ

Ꭺǌ̉ᐏᎪښՔࣜࠕᤰηᎪǌ

ႃᎪǌʾʷ̽̉ᐏᎪᤉሮߚ

˗ἻʼܸᎪፏᤰషஈᤵἻХ

షҪᑟᡖ̆ʷᒱἻˊҬᔵڊᡖ̆ᄱ

ՏἻᎪፏ̉ᐏ̉ᤰǌᠫູС̚Ἳᑟ˞

ၹਗ਼ଢΙឦᮃǌࣹ֗୧ႃ

ܳመҬǍښᤈನᄊ۳ᆩʽἻ*157

ႃڀᄺҬᚸՌ̀ႃηࣹ֗ႃἻ

߷ЛǌԻ᭥͜ڡᣥܸ᧚ᄊܳʹЯ

Ἳၹਗ਼Ի̿ᤰႃǌǌࠔ

ᜉదᮇᄤᄊረүႃੋᏨዝͫᄊ

ᜉᎶଌஆҬЯࠔǍ*157˗ႃ

ᄬҒʼᎪᚸՌᄊ۳ښ௧ࡃᄺҬڀ

ᆩʽॎੇᄊҬழവरἻၹਗ਼ښʷ

̰*157ႃڀᄺವេࣹ୧ి
ˁηৌᎪፏ͜୧ిᄊႍᬍ

ӵໜर݀ቛܸઠڦփৈิऄݛ๕߀ڦՎǈᆶ݆ୱฉڦઓउăሞෙྪබڦԝৠ ǈူIPTV ࣮ੂศۉ

ට்ڦනǈᇑُཞ้ǈܔᇀ IPTV խᇑ႑တ࠽వ༶ǈბহएԨሞڦୱฉ݆ྺׯಒۨᄺڦ࣮ੂൔႜྺႠዊۉ

ྪஏدխኮक़ׂิኛᅱǈణമິ݆ಒਦᄺ٪ሞଇटࣅݴǈनᆶණྺ࠽ׯࠓխൔڦᄺᆶණྺൔݖ႑တྪஏدխ

ڦăኄᆯᇀࡔዸፕ݆૬݆ڦውࢫႠඍ݄ဣཥႠሰڦׯăᄲٗߵᇸฉਦ IPTV ڦ࣮ੂൔႜྺႠዊۉ

ۨႠ࿚༶ǈᆌړओटླྀዸፕ݆ڦႪ߀ǈᅜُํ၄૧ڦඇ௬ԍࢺă

ፃࣃᄺڡЯԻ̿ˀԪᬍ҄ࠀ

ᣁ୧ᄊႃᓬᄬἻࠄဘ͔ޡ˭

Яࠔᄊܳನӑ֗ΧૹӑǍ

ழషᄊऄၹҹॹ͘ळᡑʷ̏

ழᄊข॥ᮥἻ*157ႃڀᄺҬ

໘ᡜ̡̓ၷำ͔ᭊරᄊՏˀښ

ԻᥘВڡ˷ࣜ̀ʷ̏ᗃͻిጘጭǍ

̄ǌ*157ႃڀᄺ˭ងႃηವ

���� ࣲ �థἻ᜵ᘩ˭Ꭺηৌ

షదᬍНՃἷ̿ʾእሦþ˭ᎪÿἸ

ႃηᐧ͋ڎ˗ᐏᎪขᬓࠫ̉ࢷښ

దᬍНՃࢷѬНՃἷ̿ʾእሦþ

ႃηళࢷႃηÿἸଢᡑងἻሦࢷ

ፃԻἻښХᤂᖹᄊþࢷ *157ÿ

˗ᄊڀᄺڱ˗ἻଢΙࢷӼे

ਫ਼୧ஊǒᓮథ͜Ǔᄊ ႃ࠵��

ԼᓬᄬڀᄺҬǍ˭Ꭺᝣ˞ࢷ

ႃηᤰηৌᎪፏՔН͕ଢῚ๘

ವႃқͻ ǒֶᓮథ͜Ǔښጳག୧

ҬἻΦ࿁̀Х ǒࠫᓮథ͜Ǔ̚దᄊ࿘

ηৌᎪፏ͜୧ిǍࠒ

ࠫἻࢷႃηᝣ˞ἻᜂΦ

ిᛡ˞ᄊข॥ভ࡛ࣹ̆୧ిᮊ Ἳʾ

Ꮻ᭤ηৌᎪፏ͜୧ిᮊʾᄊᛡ˞Ἳ

þࢷ *157ÿЯ͜ࠔ୧य़ǌԪ͕

ᔵکڊదᡔѣԔᄰ୧ᄊᔵڊἻᓬ

ᄬԶᑟࣃښ߷ᜉ *1Ꭺፏǌႃᄊጼ

ቫᖍԩἻᄰ୧ηՂืԶښҬ٨ʽ

ХᤥښἻ͕ˀᑟ࠵��͋ܬϲߛ

ڂགᖍ४๘ವͻֶἻڡᄊ֗ࠀ

ᜂΦిᛡ˞௧ࣹ୧ᛡ˞Ǎ

���� ࣲ �� థἻ̉ࢷᐏᎪข

ᬓښᤉᛡࠆေՑͻѣʷࠆѼхἻᝣ

ࢷþࠀ *157ÿ˗ᄊþ*157ႃڀ

ᄺÿവरˀΦ࿁˭Ꭺ ǒࠫᓮథ͜Ǔ

̚దᄊηৌᎪፏ͜୧ిǍښข॥ࡏ

᭧ʽἻขᬓᝣ˞Ἳþ*157 ႃڀᄺÿ

വरదᬍ҄Ἳԡదڡགᤥહ

ᬍࠀἻࣳˀኀՌˑಫਓ˧ʽᄊηৌ

Ꭺፏ͜୧ᄊþᤥࠀÿྲགǍХ̩ᬍ̆

*157˄Ꭺᄊၹਗ਼Ἳ୧ஊᄊηՂ̩ᬍ

̆ᄱऄႃԼᬍࠀЯ୧ஊᄊη

ՂἻྲࠀၹਗ਼̩ᑟښᬍڀࠀஊ

ЯἻࠀྲښဗܒʾᤰྲࠀКો

ᭊරᄺႃᓬᄬǍᏫþ*157 ႃ

ᄺÿവरࣳదࠫᗃͻి̡ͻֶڀ

ᄊηৌᎪፏ͜୧வरǌ͜୧ᔵ֗ڊ

͜୧͈ᤉᛡᆡੋڮஈԫἻːᏨ

ˀ͘ੇࠄভᄊణ̽ቤ̂ТጇἻ

Т᪄ឈ*157ႃڀᄺὙͤ НጞὙ̌ࡉ࠷ ႍᅼគ̗ిጸጻྠిጞὙࣹ ୧ిὙηৌᎪፏ͜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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ᬲឭࠫԔշងሦᄊηৌᎪፏ͜୧ᄊ

ভࠄၹਗ਼̿ԣፃเѾᄞੇڤ

૯ࠏǍڂἻþ*157 ႃڀᄺÿവ

रˀ͘ஈԫࣹ୧ጸጻଢΙࣹ୧ᄊӭ

Քভ͕֗ᄊᜂүভἻښູǌ͜

୧य़ǌԪ͕ǌᖍ४வरʽکӝѿ

̆Чیਓ˧ʽᄊηৌᎪፏ͜୧ᛡ˞Ǎ

ࢷႃηͻ˞ηՂѬԧவࠄᬅʽԶ

௧ࠫႃᓬᄬЯࠔᄊ᧘୧ଢῚڀ

ᄺᄊషǍࢷႃη࡛̆ηՂ

ѬԧவἻࠫηՂԧѣவᄊྠిЯࠔ

௧ขࠆಊᄊἻ˷ిࣰ๘Ὂþ*157

ႃڀᄺÿҬᤰ˄Ꭺ˄ଢΙ

ᄊηՂౌࠄဘἻՏ͜ፒᄊࣹ୧ిᄊ

̄Ѿၹ˨దవӝѿǍࢷ

̉ᐏᎪขᬓతጼᝣࠀ๘ವþ*157 ႃ

ڀᄺÿവरˀ࡛̆Чیਓ˧ʽη

ৌᎪፏ͜୧ᛡ˞Ἳڂ̀ڀԔշ

˭ᎪᄊងឰරǍ

Ѽх˨ՑἻྠిႍǌข॥ႍک

ʷྟׇཀྵἻద̡ᡂՏ̉ࢷᐏᎪข

ᬓᄊѼхἻ˷ద̡ԦࠫʽᤘѼхἻ

ᝣ˞ *157 ႃڀᄺ̯ཀྵ࡛̆ηৌ

Ꭺፏ͜୧ిᏫˀ௧ࣹ୧ిἻᏫ˅ࣹ

ˌǌܹษڡᄊขᬓ˷దᝣࠀ˞η

ৌᎪፏ͜୧ిᄊವΓǍ

ࣹˌᄵງڢ˗ጟ̡ඟขᬓښ

Ѽх˺˗ᝣࠀὉþ*157 ᮇښਗ਼ࠇ

ᄤଌК̉ᐏᎪՑἻᤰᥑ୲ͻἻ

Իښጳ̿ག୧ᄊவरஆᄺႃқǒႄ

̡ࣟǓἻសᛡ˞࡛̆ηৌᎪፏ͜୧ి

҄ᄊᔵڊǍÿܹษໝ๒ӝ̡ඟข

ᬓښѼх˺˗ᝣࠀὉþӯࣹॖНՃǌ

ܸ៶НՃǌෲӯረүНՃԣӯவ͜

ՌͻࢺሙНՃళፃԻἻ̿Ѭ

ᄊவरἻᤰü᱒ᄈ֗ýˊҬᄊ୧ஊ

ࣱԼἻՔН͕ଢΙ๘ವᓬᄬᄊښጳ

୧ஊἻΦ̀ࠏԔշᄊηৌᎪፏ͜୧

ిἻੇСՏΦిἻऄΚขઞᤌ

ࣜ᠊͊Ǎÿ

ʼǌࣹ ୧ిˁηৌᎪፏ͜୧ి
ᄊቡขဘ࿄

Ǆᅃǅ࠽խڦ૬݆

ǒδઐ֗ߦᓨషͻֶͤࡉ࠷Н

ጞǓἻእሦǒͤࡉ࠷НጞǓἻ௧Т̆ᗃ

ͻిδઐᄊڎᬅጞἻ���� ࣲ �థ

�ெ҄̆ࠀ၌ࡉ࠷ͤܣǍ҄ࠀ˨Ѻ

ࣳదࣹ୧ిǍ

���� ࣲἻᎿڎኄʷ˔˷௧ˇႍ

ʽኄʷ˔ԩ४ᖹˊੰིᄊˊࣹ୧

ႃԼӜШ܀ ,%,%ࣹ୧ႃԼनݽ

୧ᮃǍ���� ࣲἻښǒͤࡉ࠷НጞǓ

ξᝡἻᯫᆸቡࣹ̀୧ిἻþߦ

ᓨషͻֶᄊͻᏨ̚ద૿ి̿ጳႃ

͜ᄊவขՔН͕͜୧Хͻֶᄊ࿘

ӴిѾÿǍ

���� ࣲ ��థ�ெἻᔮࣹڎ୧Н

Ճ͠ښச̿Ӓᄊ̎ԋࠍܸࡣथੇ̀

ᔮڎኄʷऐНСႃԼर୧ஊႃ

ᓬᄬἻ௧ˇႍʽኄʷऐႃԼᄊࣹ

୧Ǎʽˇጢ �� ࣲ̽Ἳ˞̀ѓۢ࠶

ᰴഎࠫ̆ጳႃࣹ୧֗ႃηՂᄊ

ࡉᄊడֻࢷ̎ࡉขܰࠖڎἻᎿ־ॖ

ᯫथቡ̀СՏܹጳጇፒἻԁۢࡣ

ொరᄊదጳႃጇፒǍ˞ Ἳ����ࣲἻ

୧ిࣹ࠲НጞǓξᝡἻࡉ࠷ǒͤښ

̰ጳႃܦᮃࣹ୧ੱܸ҂ጳႃ͜

୧þηՂǌܦᮃ֗ڏϸÿἻԁӊե̀

ࣹ୧ႃἻՏᤉʷ൦ંኄʼᏨᤰ

దጳੋᏨጳவरՔН͕͜୧

ጳႃࣹ୧ᄊͻֶ̿ԣၹੱᮃ٨Ք

Н͕͜୧ጳႃࣹ୧ᄊͻֶጪК̀

ࣹ୧ిᄊᔵڊǍᒰἻǒͤࡉ࠷НጞǓ

ᆸࣹ̀ࠀ୧ి҄एἻ˅ၹᒰ̭ళ

Ϣ͊͵ξᝡǍ

ǒͤࡉ࠷НጞǓኄӡʷ˨̄

ࠀ þࣹ̀୧ిÿὉþʷǌ֗ߦᓨషͻ

ֶᄊͻᏨ̚దʾᤘ˄దిὉ��Ի

̿ጳႃࣹ୧Хͻֶੋ̿͊͵Х̵

ጳ୧ኀՂǌܦᮃੋڏ៶வขՔ

Н͕ԧ᛫ХͻֶὊ��ԻႀԔࣹ୧

ܱ̿ᄊԳʷᤰదጳࣹ୧

ੋጳࣹ୧ՔН͕ԧ᛫ͻֶὊ��

Իᤰੱᮃ٨ੋХ̵͊͵͜ኀՂǌ

ЦՔН͕͜ࢺᄊዝͫ៶ڏᮃੋܦ

ࣹ୧ͻֶǍÿ

ಪʽᤘኄ �ᮊᄊࣹࠀ୧ి

௧ૉ̿ጳவर͜୧ͻֶᄊిѾἻ

Ꮻᤈ᧗ᄊጳவरऄ̩ᬍ̆ጳႃ

ࣹ୧֗ጳႃႃἻԁᤰࣹ୧ႃ

܉ጳႃฉவर͜ᣥࣹ୧ᓬᄬੋ

ႃᓬᄬἻᤈመ͜ፒᄊࣹ୧͜வ

रˀ̩ࠄᏫ˅ӭՔǍᏫʽᤘኄ �ǌ

� ᮊਫ਼๘ԣᄊ௧ࣹ୧ጸጻᤰХ̵

ᣁ୧ᄊిѾ̿ԣᤰੱᮃ٨

ЦՔН͕͜୧ᄊిѾἻᤈመՔНࢺ

͕͜୧ᄊిѾऄ௧ࣹ୧ిਫ਼ᛣଌᄊ

ᄱТిѾἻˀ४ᡔᡕࣹ୧ివᢶἻԁ

ʽᤘిѾऄ̩ᬍ̆ࠫጳႃࣹ୧֗

ጳႃႃਫ਼ښ୧ஊ˗ᄊܦᮃੋ

ॖᮃਫ਼ᤉᛡᄊᣁ୧Ἳڂ˷ऄे˞

˅ӭՔᄊǍᔪХ̵ੋੱᮃࠄ

٨ࢺЦࠫ̆Ԕదࣹ୧ᤉᛡξஈᄊ

ភἻᥧࡃᡔᡕԔవͻֶᄊࣹ୧ిᔵ

႙ Ǎ̀Ꮻࠫ̆ʽᤘኄ � ᮊ˗Ἳþᤰ

దጳࣹ୧ੋጳࣹ୧ÿݠ͵ᆸေ

ᝍք̆ǒͤࡉ࠷НጞǓξᝡἻ

ԶښߛവલηՂᄊదጳႃ፶͜ᣥ̿

ԣጳႃηՂ͜ᣥἻࠫ̆ʽᤘþᤰ

దጳࣹ୧ੋጳࣹ୧ÿऄ̩ࡍᬍ̆

͜ፒᄊവલηՂ˅ӭՔᄊదጳᣁ୧

ੋጳᣁ୧ἻᏫࠫ̆ᤰηৌᎪፏ

͜୧Ἳǒͤࡉ࠷НጞǓࣳళ๘ԣǍ

ԻἻǒͤࡉ࠷НጞǓࣹࠫ̆୧

ిᄊښߛࠀʷࡍࠀᬍভǍᯫЏἻ

ࣹ୧ిԶᬍ̆ࠀጳࣹ୧Ἳࠫ̆

దጳႃԼǌᎪፏᄰ୧ᓬᄬᤰ

దጳவर͜୧ᄊࣳˀ࡛ࣹ̆୧ిᔵ

႙ǍХἻХ̵ᣁ୧ࣹ୧ᄊவ

रἻ˷̩ᬍ̆᭤ߚӑ˅ӭՔᄊ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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रἻᏫࣳˀӊηৌᎪፏᣁ୧ǍతՑἻ

ǒͤࡉ࠷НጞǓࣳద๘ԣηৌᎪፏ

షἻࣳళ๘ԣ̉ᐏᎪᮗ۫ᄊᗃͻ

ిిѾǍ

Ǆܾǅ႑တྪஏدխڦ૬݆

���� ࣲ �� థ ��ெἻᗔݻeͤ

ጪளeౄˁᎭͤྲeӵ᧗ݘʷᡑੇҪ

ᤰ *OUFSOFU ဘ̀)551ࠄ ̽ေˁ

Ҭ٨ᄊኄʷᤰἻरनթ̀

̉ᐏᎪ̽Ǎ˞ᤠऄ̉ᐏᎪషᄊ

ԧ࡙Ἳښǒͤࡉ࠷НጞǓ۳ᆩʽἻˇ

ႍᅼគ̗ిጸጻ 	8*10
 ̆ ����

ࣲ˟ેᤰþ̉ᐏᎪጞÿԁǒˇႍ

ᅼគ̗ిጸጻྠిጞǓ	8$5
 ֗

ǒˇႍᅼគ̗ిጸጻ᛫֗ैᮃֶ҄

ጞǓ	8115
Ἳ̰Ꮻંᗃͻిδ

ઐणͩᒰ̉ᐏᎪቇǍ

ǒྠిጞǓᯫଢѣ þ̀ՔН

͕͜୧ిÿὉþښˀ૯ࠏǒͤࡉ࠷НጞǓ

ኄ ��	�
	JJ
 ǌኄ ��˨̄ 	�
	J
 ˁ 	JJ


ǌኄ ��˨ʼ 	�
	JJ
 ǌኄ ��	�
	JJ


֗ኄ��˨̄ 	�
 ࠀ˨ৱॎʾἻ

֗ߦᓨషͻֶᄊͻᏨऄे̚ద˄

దిἻ̿૿ి࠲Хͻֶ̿దጳੋ

ጳவरՔН͕͜୧Ἳӊ࠲Хͻֶ

ՔН͕ଢΙἻΎН͕ੇրԻ̿ښХ

˔̡ᤥࠀᄊڡག֗ᖍ४ᤈ̏ͻ

ֶǍÿ

۳̆ηৌᎪፏషἻΎН͕ੇ

րᑟܵښ˔̡ᤥࠀᄊڡག֗ᖍ

४ͻֶἻᏫࠄဘᤈመவर௧͜ፒവ

લᎪፏขࠄဘᄊἻॹᮌथቡښη

ৌᎪፏ۳ᆩ˨ʽǍڂἻþ̿దጳੋ

ጳவरՔН͕͜୧ÿऄेေᝍ˞

ᤰηৌᎪፏἻ˅ߚӑᄊǌԥՔ

ভՔН͕͜୧Ǎ

ᙊཀྵἻǒྠిጞǓ࡛̆̉ᐏᎪ

ᗃͻిᮗ۫ᄊڎᬅࠌቦভቡขἻͮ

௧˷ښߛʷࡍࠀᬍভǍᯫЏἻǒྠి

ጞǓ̩̩௧᧫ࠫ̉ᐏᎪᮗ۫ࠫ̆

ᗃͻి̡ᄊδઐἻࣳద߹Ꮏᛣଌ

ǒͤࡉ࠷НጞǓἻᒱᗃͻిిѾʹ

ጇࣳˀ߹ட̖ˀጇፒǍХἻǒྠి

ጞǓᙊཀྵࠀ þ̀ՔН͕͜୧ిÿἻ

ͮ௧ࣳˀӊեࣹ୧ిἻᤈΎ४ࣹ୧

ిขᛢၷ҂ᤰηৌᎪፏவरՔ

Н͕ᣁ୧ǍతՑἻηৌᎪፏషᮻ

ᤴԧ࡙ἻᏫǒྠిጞǓࣃขᤠऄ

ழʹ̽ᄊܸࢽԫӑǍ

Ǆෙǅܔࡔᇀ࠽խᇑ႑တྪ

ஏدխڦ૬݆

���� ᯫᦊǒᗃͻిขǓڎੈࣲ

ѣԼἻԶฅฅڡࠀ þ̀Ύၹి֗

ᖍ४ઑᦱిÿǍʷᄰ҂ ���� ǒࣲᗃ

ͻిขǓኄʷξᝡἻ੦ᯫଢѣ

þࣹ୧ిÿ þ֗ηৌᎪፏ͜୧ిÿǍಪ

ǒᗃͻిขǓኄӡࠀὉþἷӡ Ἰ̫

ࣹ୧ిἻԁ̿ጳவरНनࣹ୧ੋ

Ꮸ͜୧ͻֶἻ̿దጳ͜୧ੋᏨᣁ୧

ᄊவरՔН͕͜୧ࣹ୧ᄊͻֶἻ̿

ԣᤰੱᮃ٨ੋᏨХ̵͜ኀՂǌ

ЦՔН͕͜୧ࢺϸᄊዝͫڏᮃǌܦ

ࣹ୧ᄊͻֶᄊిѾὊ�ἷӡ̄ἸηৌᎪ

ፏ͜୧ిἻԁ̿దጳੋᏨጳவर

ՔН͕ଢΙͻֶἻΎН͕Ի̿ښХ˔

̡ᤥࠀᄊ֗ڡགᖍ४ͻֶᄊి

ѾǍÿ�

ԻἻੈڎǒᗃͻిขǓࣹࠫ̆

୧ిˁηৌᎪፏ͜୧ిᄊ۳ࠀవ

ི ǒୃͤࡉ࠷НጞǓ ǒˁྠిጞǓ

˗Тࣹ̆୧ిˁՔН͕͜୧ిᄊ

൜ǍڂἻੈڎǒᗃͻిขǓ˗Ἳࠫ

ࣹ̆୧ిˁηৌᎪፏ͜୧ి˷Տನ

ᬍভǍ˞Ἳᤰదጳႃ፶ࡍښߛ

ੋᏨ̉ᐏᎪࠫͻֶᤉᛡదጳႃԼ

୧ஊੋᏨᤉᛡᎪፏᄰ୧ἻԶᑟᤠၹ

ᗃͻిขþऄेႀᗃͻి̡̚దᄊ

Х̵ిѾÿὊᏫࣹࠫ̆୧ి þ̠దጳ

͜୧ੋᏨᣁ୧ᄊவरՔН͕͜୧ࣹ

୧ᄊͻֶÿᄊᣁ୧ిѾἻࣳˀӊ

ᤰηৌᎪፏᣁ୧Ǎ

ቡขᑀఀᄺ*157ڎǌፇՌੈپ
ႃڀᄺವ

ǄᅃǅIPTVຌᇀྪஏدǈ࠽խ

ፇኯڦገխ૧ժփᆩྪஏৣ

*157௧ૉѾၹ *1 షԣႃη

ᤂᖹጳἻᤰྭေᎪፏǌܬ

̿ԣ࿘ቡ᠍Ղᝣࠄဘ߹Л͜࠰

ᣥ *157 ᓬᄬηՂᄊ˄ᎪἻХࠄ

ᤇ௧ηৌᎪፏǍڂἻ̉ࢷᐏᎪ

ขᬓᝣ þ˞*157 ʽ௧ࠄᄺവरڀ

ѾၹႃηᤂᖹᄊᤰᎪፏἻ̿˄

ᎪவरࠀՔ͜ᣥࣹ୧ᓬᄬἻन࡙ᄊ

దጳႃˊҬǍÿᏫᝣࣹ࡛̆ࠀ୧ిἻ

௭ཀྵద̆ဘᛡᄊǒᗃͻిขǓǍ

ǄܾǅIPTVۉ࣮ੂీࠀǈᅙג

ሁ࠽խፇኯڦገխ૧ؑݔ

ࣹࠫ̆୧ጸጻᄊᣁ୧ిѾἻǒᗃ

ͻిขǓࠀþ̿దጳ͜୧ੋᏨᣁ୧

ᄊவरՔН͕͜୧ࣹ୧ᄊͻֶÿἻǒͤ

þԻႀԔࣹ୧ࠀНጞǓࡉ࠷

ܱ̿ᄊԳʷᤰదጳࣹ୧ੋ

ጳࣹ୧ՔН͕ԧ᛫ͻֶÿἻХکࠄ

˞ᣁ୧ࣹ୧ႃԼᄊࠄЯࠔἻᣁ

୧ࣳిࠫᣁ୧ЯࠔᤉᛡξஈǍ

Ꮻ *157 ႃڀᄺᄊҪᑟἻࣳˀ௧

ႃԼᄰଌଢΙᄊἻᏫ௧ᣁ୧Ἳ

ႃηἻѾၹХషࢷవವ˗ᄊݠ

͖ҹἻࠫ ̆ႃԼᄊᓬᄬᤉᛡ̀ߛϲἻ

ࣳ˅ಪၹਗ਼ښᮇᄤʽᄊឰරૉ

̾ଢΙڀᄺҬǍԻἻ*157 ႃ

ϲἻߛᄺˀ̩ࠫႃԼᓬᄬᤉᛡ̀ڀ

ஈԫ̀ࠄᣁ୧ᄊவरἻᏫ˅ᤇᠲ

́ၹਗ਼ᤥહႃᓬᄬᄊిѾἻஈԫ

ࣹ̀୧ిᄊӭՔ͜ᣥᄊ࡛ভǍፇՌ

*157 ˅ᤇ௧ηৌᎪፏࠄ *157ႃ

ڀᄺᄊԥՔ̉үভἻ*157ႃڀ

ᄺఞኀՌηৌᎪፏ͜୧ిǍ

ǄෙǅIPTV࣮ੂ้ڦक़၌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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ᒺ⇻䳺

ʽ๒ঽˊ॥̃Ҭਫ਼Ռ̡͗Ἳ̔ ๒॥

ө̉ᐏᎪˁηৌషˊҬᆑቃނր͘

Ҟ˟͊

ˊҬவՔὉ̉ ᐏᎪ̂ᝬᝍх

၌ժփᆖၚഄ݆ୱۨႠۅ

ᙊཀྵἻ*157࡛̆˄ᎪἻԶద߷

ᜉ *157 ᄊၹਗ਼੦ᑟ̚దႃڀᄺ

ᄊҬἻͮ௧ࣳˀॖ־ХηৌᎪፏ

͜୧ిᄊ࡛ভǍǒతᰴ̡ඟขᬓТ̆

Ϣݞ๘ԣᎪբᗃͻిጘጭವ͈ࠆѼ

ὉþᎪբፃᖹᏨళࠀͻᄊᤰᅼǓࢺ

ፃԻἻᤰᎪբᒭᛡଢΙ̵̡̚ద

ᗃͻిᄊॖͻֶἻΦ࿁̵̡ηৌ

Ꭺፏ͜୧ిిѾᄊἻऄेಪԔ

շᄊងឰරѼхХϣൣΦి֗ᠹ

Ϫ૯ܿǍÿԻἻዝͫᎪբᤈʷᬍࠀ

ηৌᎪፏ͜୧ిᄊ־གἻࣳˀॖڡ

ੇ᜶͈ǍᏫ˅Ἳښవವ˗Ἳ*157

ႃδښߛႃηҬ٨ʽ࠵��

Ἳ௭ཀྵࣃፃᡔՌေᄊᬍ҄Ǎ

፬ʽἻښဘᛡᄊǒᗃͻిขǓ

ʹጇ Ἳʾᔪᠲࣹ́୧ጸጻڀᄺిѾ

ᄊភἻҹॹΎࣹ୧ిጳੱܸ҂η

ৌᎪፏ͜୧ిᄊᮗ۫Ἳ˅ΎːᏨႍ

ᬍఞ˞വዺǍΓݠἻႃԼښᖍ४

ͻֶࣹ୧ిՑἻ߹ЛԻ̿ᤰዝͫ

*157ᄊࣱԼ࠲ႃԼ୧ஊᄊͻֶߛ

ϲښҬ٨ʽἻᤰႃڀᄺࠄ

ဘၹਗ਼ᬍག୧ҪᑟἻᎿХՐఛ˞

ᣁ୧ǍᤈನἻႃԼǌᣁ୧Ի̿

ᣐቊᆡͻֶͻᏨਫ਼ᠲ́ႃԼᄊ

ࣹ୧ిἻᏫࣹ୧ిԔࡃ௧ࠄ˅

ӭՔᄊǍࡃΓݠవವ˗Ἳ̉ࢷᐏᎪ

ขᬓࣳదࠆಊࢷႃηᄊࣹ୧ి

ᄊిѾູǍͻֶᗃͻి̡௧ա૿

́ࢷӼࣹ୧ి˅សࣹ୧ి௧ա

ӊ ʹᄺǌๆࣹႃழڀ࠵��

దᬍНՃ௧աᖍ४ࢷӼڀᄺᄊ

૿ిǌๆࣹႃழʹదᬍНՃښ

ՔࢷႃηଢΙࢷӼηՂᄊՏ

௧աది૿ిХଢΙڀᄺᔪႃ

ηவͻ˞ηՂѬԧவࣳదͻֶᗃ

ͻి̡ႃڀᄺ૿ిᄊភἻᥧᐰࠀ

ἻХਫ਼់ᄊڊፃᡔᡕ̀Х૿ిᔵࣃ

̄Ѿၹǌขࠆಊǌขࣰ๘

ష˗ቡԔѷ˷ࡃᎥˬిѾ۳ᆩǍ

̋ǌళᗃͻిข॥ʹጇᄊ࡙మ

*157 ႃڀᄺ҂अ࡛ࣹ̆୧ి

ᤇ௧ηৌᎪፏ͜୧ిἻᒱˀՏ

ག௧ڂ˞ဘదᗃͻిขቡข໕Ցভ

˅ʹጇᎥˬጇፒভᤵੇᄊǍˇႍᅼ

គ̗ిጸጻ̿ԣੈڎቡขࣃک

ਓគ҂̀ᤈ̏ᮥᄊښߛǍ

���� ࣲἻˇႍᅼគ̗ిጸጻ

ǒྠిጞǓࡃெЯၧԸन͘ᝬἻښ

Ցݠ͵దδઐࣹ୧ጸጻిѾᮥἻ

ᎄલ ǒ̀Т̆δઐࣹ୧ጸጻᄊጞ

ՌࣳವǓǍವኄ �ࣹ̀ࠀ୧

ጸጻᄊᣁ୧ిἻࠫ̀ࠀᣁ୧ਫ਼̚

దᄊᤈʷిѾ࠲ԻଢΙδઐἻ҄ൣ

ʷѭவरᄊਫ਼దᣁ୧ἻХ˗ӊ̿

దጳǌႃ፶வरੋᤰᝠካᎪፏ

ᤉᛡᄊᣁ୧Ǎᣁ୧ᄊഐঐڎښᬅʽ

̩ᬍ̆Տᣁ୧ǍᏫै҄Ցᄊ໕Ց

୧ஊऄӭ࿘ࠫॠἻࠄ˞ڂᬅʽᤈࣃ

࡛̆ழᄊ୧ᛡ˞ǍԻἻˇႍᅼ

គ̗ిጸጻࠫ̆ǒͤࡉ࠷НጞǓ˗

ࣹ୧ጸጻᄊᣁ୧ిᤉᛡࠀ˧Ἳᬍࠀ

ᣁ୧வरલ࠲˅Ἳڊᣁ୧ᔵࠄ˞

ੱܸᒰᎪፏᔵ႙Ǎ

���� ࣲἻڎҬᬓข҄ҩН࠲ࠉ

ǒ˗Ө̡ඟС֗ڎᗃͻిขἷξᝡᕙ

ವࠆሽἸǓНनढ़රਓǍࠆሽ

ኄ �� ኄ � ൜ኄ � ᮊࠫᗃͻి̡

̚దᄊࣹ୧ిϢ̀ξᝡἻ࠲ХՐሦ

ஈ˞୧ஊిἻΎ४దጳႃԼ̿ԣ

Ꭺፏᄰ୧کጪК୧ஊి҄ᔵڊἻ

þ୧ஊిἻԁ̿ጳੋᏨదጳவर

Нन୧ஊͻֶੋᏨᣁ୧សͻֶᄊ୧

ஊἻ̿ԣᤰషܬՔН͕͜୧

សͻֶᄊ୧ஊᄊిѾǍÿᏫࠆሽኄ

�� ԡᠲࣹ́୧ጸጻηৌᎪፏᣁ୧

ᄊిѾ̿ԣैࣹ҄୧ႃᓬᄬǌܭ

ࣹ҄୧ႃᓬᄬᄊిѾἻþࣹ୧ႃԼǌ

ႃԼࠫХ୧ஊᄊࣹ୧ႃᓬᄬ̚

దʾѵిѾὉἷ Ἰ̫Ի̵̡̿ጳ

ੋᏨదጳவरᣁ୧Хࣹ୧ႃᓬᄬὊ

ἷ Ἰ̄Ի̵̡ै҄Хࣹ୧ႃᓬᄬὊ

ἷʼἸԻ̵̡҄ܭХࣹ୧ႃᓬᄬ

ᄊैֶ҄ǍÿेཀྵἻࣹࠫ̆୧ጸጻै

୧ႃᓬᄬ௧աᭊ᜶ͻࣹ҄ܭੋ҄

ֶͻᏨᄊࠄဘ૿ిἻ௧ա͘ˁͻֶ

ͻᏨᄊХ̵ిѾἻΓ̿ి҄ܭݠԣ

ηৌᎪፏ͜୧ిిѾښߛфቊἻ

ᤈᭊ᜶ࠫࠆሽᤉʷ൦ᝧˁ߹ؓǍ

ႀ̆ቡขᄊ໕Ցভ֗ੈڎᄬҒ

ᗃͻిขʹጇᮥښߛἻՊ˔ిѾ

˨ᄊᛣଌదᅌʷࠀᄊࡍᬍἻᒱ

˗ขᬓ˷ॢᬲፌѣюࠄՃขښ̀

ᆸᄊѼலἻՏΎ४ిѾᄊδઐѣ

ဘศǍੈڎऄेሥᤉǒᗃͻ

ిขǓᄊξஈἻᤠऄηৌӑ̽Ἳࠄ

ဘిѾᄊЛ᭧δઐ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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ᮽƎ㜗Ჰ

ηৌ̽Ἳښ͵ݠδᬪ˔̡η

ৌ߷ЛᄊҒଢʾἻѾၹηৌషࣜ

ᄊืᣁΧૹǌѬౢድюᄊ͖ҹܸ

ࣨଢᰴၷ̗ҧἻˀ̩Тጇ҂ඈ˔̡

ᄊѭᢶѾᄞ֗߷ЛἻ˷Тጇ҂ʷڎ

ళᄊቤ̂ҧǍ˞ἻՊڎʷவ᭧

ԧ੍࡙႕ἻԳʷܸࠀҫঌ҄ښ

வ᭧˷࠭ښරूӑࠫ˔̡ηৌᄊδ

ઐἻҧරښ˔̡ηৌ߷Лˁԧ࡙ၷ

̗ҧ˨࠭රழᄊࣱᛦǍͻ˞̉ᐏ

ᎪܸڎἻੈڎᄊ˔̡ηৌδઐᤃࣲ

˷ਏԧ४҂᧘Ἳవ࠲ࣃ̡ܸࡓ

˔̡ ηৌδઐขѵКቡขѳǍ

þഐঐˣ௧ᝍхข॥ᮥਫ਼ॹ

ᭊᄊ֗ॹˀԻ࠶ᄊࢺЦǍదድᆸ

ᄊ˄ഐঐἻੈ̓Χˀᑟຍംࠀႍ

ᏫေভڡনᏦข॥ᮥἻ˷ข࠲

ੈ̓ࠫข॥ᄊনᏦᣁԫ˞ឦᝓἻՏ

˷ข̿ʷመԻေᝍᄊவर࠲ᤈ

̏নਇ͜ፌ̵ ÿ̡Ǎࡃข॥ՐሦΎ

ၹᄊഐঐᏫᝓἻेҒˇႍՊڡ֗ڎ

ӝἻ˟ ᜶దþ˔̡ ÿþ˔̡ ᠫநÿþ˔

̡ηৌÿ þ֗ᬥሓÿپመሦ់Ǎൗᄪ

ੇրܳڎΎၹ˔̡ǍᎿڎǌҫ

ܸѷΎၹᬥሓǍெవǌڎǌΩ

ᎭளڎΎၹ˔̡ηৌǍ˗ڎມ

༌ԼڡӝکΎၹþ˔̡ᠫநÿǍᬤ

ᅌǒඟขЧǓ̠ ˔̡ ηৌࠀ˧ᄊѣԼἻ

Ύၹþ˔̡ηࠀᆸࣃӝڡᬆܸڎ˗

ৌÿᤈʷข॥ഐঐǍ

����ࣲஷᛡᄊǒᎪፏ߷ЛขǓ

ኄ �� ᯫࠫ˔̡ηৌͻѣ̀ข॥

ʽᄊࠀ˧Ὁ̝ ̡ηৌ௧ૉ̿ႃੋߕ

ᏨХ̵வरᝮैᄊᑟܵӭ࿘ੋᏨˁ

Х̵ηৌፇՌគѿᒭཀྵ̡˔̡ᢶ͋

ᄊՊመηৌἻӊͮˀᬍ̆ᒭཀྵ̡

ᄊށՐǌѣၷெరǌᢶ͈͋Ղᆊǌ

˔̡ၷྭគѿηৌǌͱڧǌႃភՂ

ᆊǍសࠀ˧᧔ԩ̀ഐѵˡरҫ

គѿࠀی˧வขἻࠫૉՔ˔̡ᄊη

ৌ᧔ԩ̀គѿیᄊӭʷय़Ǎគѿ

ᄊࠇ þʹᒭཀྵ̡˔̡ᢶ͋ÿΚХՑ

ѵˡᄊᔵڊᄺἻ௧ʷመ̩ӊե

ॷᢶ͋ηৌἻᏫˀӊեࣹ˧ᇫ͘ྲ

ढ़ᄊ࿙˧ᢶ͋ഐঐǍǒඟขЧǓኄ

���� ˗Т̆˔̡ηৌᄊ۳˧ࠀ

వण፞ ǒ̀Ꭺ߷ขǓ˗ᄊࠀ˧வขἻ

̩௧ѵˡᄊᔵڊదਫ਼ܙҫǍ

ǒηৌ߷Лషúú˔̡ηৌ

߷ЛᔵǓἷ̿ʾእሦǒ߷ЛᔵǓἸ

˗˔̡ηৌᄊࠀ˧வข ǒˁᎪ߷ขǓ

ᄱՏἻͮѵˡᄊᔵڊఞ ǍࣹХ̿ᠫ

நভᬄैᄊॎरፌѣ̀˔̡ ηৌǌ˔

̡ஐਖηৌᄊᔵ֗ڊዝیἻࣳ࠲Ꭺ

ፏᢶ͋ಖគηৌǌ˔̡ ʽᎪᝮैǌ˔

̡ၹܬηৌکጪК˔̡ηৌ

ᔵڊἻԻ់ੈڎဘత˞Л᭧ᄊ

˔̡ ηৌಖюǍ

ൗᄪڡӝ࠲˔̡ηৌሦ˞˔̡

  	QFSTPOBM�EBUB
Ǎ ǒᤰښ ၹ

δઐΓǓἷ̿ʾእሦ(%13Ἰ

˗Ἳ�þ˔̡ÿ௧ૉˁʷ˔ࣃគѿ

ੋᏨԻគѿᄊᒭཀྵ̡ᄱТᐏᄊ͊͵

ηৌǍԻគѿᄊᒭཀྵ̡ૉώҰಖគ

ኀἻΓށݠՐǌគѿՂᆊǌͯ Ꮆǌ

ᎪʽಖគኀἻੋώҰˁស˔̡ၷေǌ

ॷေǌ۳ڂǌድᇸǌፃเǌӑੋ

ᇫ͘ྲढ़ᄱТᄊʷ˔ੋܳ˔ڂጉἻ

Իᜂᄰଌੋଌគѿѣᄊᒭཀྵ̡Ǎ

ХᔵڊӊὉἷ�ἸށՐὊἷ�Ἰࠒऑ

Ὂἷ�ἸՊڧڡᥫ͈ߕὊἷ�Ἰႃڧڡ

መᢶ͋គѿՂᆊὊἷ�Ἰͯ ᎶηৌὊἷ�Ἰ

*1 Ὂἷ�ἸDPPLJF�*%Ὂἷ�Ἰረүڧڡ

ႃភᄊࣹշऄၹಖគኀὊἷ�Ἰྲࠀ

̡˔ʾԻ̿គѿఀڤ ᄊគѿኀǍ

សࠀ˧ण፞̀ൗᄪ �� ૉ̾

˗Т̆˔̡ᄊࠀ˧Ǎൗᄪ

ኄ ��  ͻጸఢࠫࢺ �� ૉ̾˗

ᄊ˔̡ࠀ˧ԧʷ͋ᝍ᧖

	0QJOJPO��������PO�UIF�DPODFQU�

PG�QFSTPOBM�EBUB
Ἳ˷Իᄺͻࠫ̆

(%13˗˔̡ࠀ˧ᄊᛪЍǍˁ

ǒᎪ߷ขǓ˗ᄊ˔̡ηৌᄱඋἻڎੈ

ൗᄪТ̆˔̡ᄊࠀ˧దʼ˔ˀ

ՏὉ

Ǆᅃǅ๎՚ਜ਼༹ڦୟ০փཞ

(%13˗ૉՔ˔̡ᄊय़

దːመἻʷ௧គѿἻ̄௧ТᐏǍ˔

̡ӊࣃគѿ֗Իគѿᄊ

Ἳ˷ӊТᐏ҂ࣃគѿ֗Իគѿ

ᄊǍͮˀדښመय़ʾἻ

௧ա࡛̆˔̡Ἳࣳ᭤̩௧ʷ

ေܫἻᏫ௧ᮌፇՌࠄ̃ࠇ˔

Ꮸ௧աదគѿᄊᄬᄊᏫࠀἻࠫ̆Ի

គѿˁТᐏय़ݠ˞

Ǎᤈ̏ఞܳڡ௧ʷመ˟ࠇ

̡˔ڎੈౢู ηৌࠀ˧
ˁൗᄪ˔̡ ࠀ˧ᄊˀ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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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ጻᄊข॥̃ࠄἻࣳ᭤̩௧ࠇߛ

ྭʹᄊǌˁࠇᄊǍଡᤘښ

˟ʹТᄊἻڂݠ౽መឦܒǌ

౽˔ᄬᄊੋ౽መፇ౧ˁ˟ʹԧ

ၷ̀ТᐏἻԁԻᜂ˞˔̡Ǎ

வڡಫἻेᜂၹͻፒᝠ͉ࡔݠ

ˀ࡛̆˔̡Ἳͮेᜂ͉کࡔ

ၹͻ᠉̗ሰᄊᝠሰΚԁ௧ጪሰ

̡ᄊ˔̡Ǎڂ (%13 ૉՔ

˔̡ᄊគѿ � Тᐏːመय़ک

᧔ԩ̀ʷመ˟ࠇ̔ጻᄊᝣࠀவขǍ

ᄱᣗ˨ʾἻੈڎǒᎪ߷ขǓ ǒ֗߷Л

ᔵǓ˗ᄊគѿ̩᧔ၹࠇ˟˧ಖ

юἻԁࠇښߛᄊηৌ௧աԻᑟᤰ

షᐑՌគѿྲࠀᒭཀྵ̡Ἳ

ࣳళͫൗᄪ̿ܫေᏨ௧աЦద

គѿᄬᄊᄊ˟˟˧ಖюᝣࠀ˔

̡ηᔵڊৌǍ

Ǆܾǅ๎՚ڦਜ਼༹փཞ

(%13 ˗ ᄊ TPDJBM� JEFOUJUZ

ʷᓊឋ˞ᇫ͘ᢶ͋Ἳ༌ڡӝ˔̡

ᠫந࠲˗˧ࠀХឋ˞ᇫ͘ྲढ़Ǎ̰

ស Բ Բ र ᄺἻTPDJBM� JEFOUJUZ ˁ

QIZTJDBM�QIZTJPMPHJDBM�HFOFUJD�

NFOUBM�FDPOPNJD�DVMUVSBM  ࣳ

ѵἻឋ˞ᇫ͘ྲढ़ఞ˞ेݰǍ

ႀԻἻ(%13˗គѿᄊࠇʹἻ

௧ྲࠀᒭཀྵ̡ࣹฅਓ˧ʽᄊᇫ͘ྲ

ढ़Ἳӊၷေǌॷေǌ۳ڂǌድᇸǌ

ፃเǌӑՊᮗ۫ǍǒᎪ߷ขǓ˗

ᙊళ᧖˔̡ᢶ͋ӊե̏ד፥एᄊ

ηৌἻͮڎੈښՃขࠄҬ˗Ἳ˔̡

ᢶ þ͋˟᜶௧ૉᥧ̏ፃࠒڎᝣ

ᄊýॷᢶ͋ýἻΓށݠՐǌᢶ͋

ՂᆊǌઐིՂᆊÿἻᯮມڡӝԁ

ᯮມᢶ͋ښࠀ᜶ᬍ˟ʹࠇគѿᄊ࠲

ՂԣХ̵Ի̿ʷᆸࠀ˔̡ᄊᎄ

ՂǍڂǒᎪ߷ขǓ˗ᄊ˔̡ ᢶ͋ഐ

ঐਫ਼ӊեᄊྲढ़ᔵڊඋ(%13˗

ᄊᒭཀྵ̡ਫ਼ӊեᄊྲढ़ᔵڊ᜶࠵Ἳ

کॷေǌድᇸǌӑவ᭧ᄊྲढ़ݠ

ళښǒᎪ߷ขǓѵˡᔵڊЯǍႀ

ᤉʷ൦ᒱԻគѿ҂ǒᎪ߷ขǓ˗

þ˔̡ᢶ͋ÿᄊηৌᔵڊᄱᣗគѿ҂

ڊᒭཀྵ̡ᄊηৌᔵࠀྲ˗%13)

᜶࠵ǍܱἻ(%13˗ૉՔ˔̡η

ৌᄊय़ᤇӊТᐏἻΎ४(%13

ᮊʾࣃគѿᄊࠇʹᔵڊǌԻគѿ҂

ࣃǌԻТᐏ҂ڊᄊᔵʹࠇគѿᄊࣃ

គѿᄊࠇʹᄊᔵܸکڊ ǒ̆Ꭺ߷ขǓǍ

Ǆෙǅ๎՚ڦዷ༹փཞ

˞ڂ (%13 ௧˞ൗᄪڡӝՊ

ੇրڎᄊऊˁ᭤ऊጸጻښՊመ

ऄၹఀڤʾࠫ˔̡ᄊஆᬷǌΎ

ၹ҄ࠀѷἻਫ਼̿ᭊᏦᘽՊመˀՏ

ৱцʾἻᒭཀྵ̡ᜂគѿᄊԻᑟǍኄ

�� ࢺͻጸଢѣ �� ૉ̾˗

˔̡ᄊគѿ˟ʹ þ˞FJUIFS�CZ�

UIF�DPOUSPMMFS�PS�CZ�BOZ�PUIFS�

QFSTPOÿǍ�ǒᎪ߷ขǓ˗๘ԣ˔̡η

ৌᦊѬᄊូட˟ʹ˟᜶௧Ꭺፏᤂᖹ

ᏨǌᎪፏֶ̗ੋᏨҬᄊଢΙᏨἻ

គѿ˟ʹ˷̩ᬍ̆Ғᤘ˟ʹǍڂ

ǒ߷ЛᔵǓ˗ѷ௧᧫ࠫ˟᜶ˊҬ๘

ԣ˔̡ηৌܫေἻ˅വܸ̆���

̡ᄊ͍ˊᏫ҄ࠀᄊಖюἻڂគѿ

˟ʹ̩ᬍܸ̆���̡˅˟ˊ๘ԣ˔

̡ηৌᄊ͍ˊǍڂ (%13˗ᄊ

គѿ˟ʹᤊᣗǒᎪ߷ขǓ ǒ֗߷Л

ᔵǓ˗ᄊគѿ˟ʹࠕฅǍ

ൗᄪੇրڎฌ᧘δઐ˔̡

ˁᬥሓἻࣳ࠲Х˞ʷመ˔̡࠴ˑἻ

͊͵̡ᦐద̚దښᎭ࠷ளᄊþᅼ

˨࣫ÿՑᜂࣱࠫॠᄊిѾǍͮᤈ

ࣳ᭤ਓ֊ᅌൗᄪڡӝԶ᧘˔̡

δઐἻˀᮏࠫХनԧˁѾၹǍࠄ

Ҭ˗ἻώҰ̆ՊመВৱॎ̿ԣ

˟ʹᄊՏਓἻൗฯНՃஆᬷ֗ܫ

ေᄊ˔̡ࠄѷࣳˀඋˇႍХ̵

Ǎ࠶வᄊቤ̂Ꮸڡ

ဘੈڎ˔̡ηৌᄊܱण࠵

̆ൗᄪੇրڎǍ˔̡ηৌδઐ̃Т

ᄊፃเԧ࡙ҧ֗ηৌ߷ЛǍࠒڎ

࠲ἻڎᗀՑ̵̆ݠᄊδઐඵюڎੈ

Ἳͯڡᬅڎᬅቤ̂ҧ֗ڎᄊڎੈ־ॖ

˷ˀѾܸ̗̆ˊᄊԧ࡙Ǎ

ঌѣࡊቸᏨथᝬὉᯫЏἻڂ

Լǒ˔̡ηৌδઐขǓἻࠫ˔̡ηৌ

δઐ҄ᤉᛡᮇࡏᝠǍХἻ

̆ǒ˔̡ηৌδઐขǓԻᑟ̯ᣗ˞

ԔѷἻݠขૉळՊѾᄞᄱТவࠄ

Ҭ୲ͻἻԻᤰξᝡǒ߷ЛᔵǓ

̿ੱ࡙˔̡ηৌᄦᄊᔵڊἻՏ

ǒ߷ЛᔵǓʽӤ࠲͈ੇྀښ

ښভಖюἻΎХЦద҄ूࠒڎ˞

Ҭ˗ᔵՊѾᄞᄱТவᄊू҄ࠄ

ҧǍతՑἻښǒ˔̡ηৌδઐขǓ

ѣԼՑ҄ࠀˁХᦡݓᄊࠄஷΓੋ

ጺѷἻՏҫঌ҄ࠀᚸǌӞႥ

ᛡˊᄊδઐ˔̡ηৌᄊӭᛡขࠀྲ

॥ขǍ

㜗Ჰ

ʽ๒ႂᘔ֗॥̃Ҭਫ਼॥Ἳ̔ ๒॥

ө̉ᐏᎪˁηৌషˊҬᆑቃނր͘

րނ

ˊҬவՔὉቤ̂ขǌηৌขǌδᬗ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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ᮽƎ傢Პݿ�⊕㘊ᆽ

ʷǌ̝ ̡ᚸηৌδઐᮥᡕ
ᡕቊѣ

͜ፒေঐʽἻδઐᚸ๗ᠠᏨ

Ѿᄞ˟᜶ूូᄊ௧ࠇਗ਼ᄊᠫ߷ЛἻ

ͮ௧̉ښᐏᎪܸ̽Ἳ̿˔̡

ᬥሓ˞᧘གᄊ˔̡ηৌδઐ˨᧘᜶

ভᡕᡕᰴǍܸښ͵ݠ̽ҫ

ू˔̡ᬥሓδઐՏΨᤉᚸ

С֗̚ՌေΎၹ̖᭧˚ᬲᮥἻᚸ

๗ᠠᏨδઐᤕѭᭊ᜶ᚸКܸ֗

అᑟ̽ʾᄊδઐေঐǍࢺ̡

ᤃࣲ̉ᐏᎪᚸᮗ۫ݠ 1�1 

ᮥ֗ᚸ᮳ܱӊᮥʽἻ

Ţ뺶̇ાϥ͗͠ܨॼ̝֕ǰੌѩʒ뺷ĀΥҨ

ᚸ๗ᠠᏨδઐழ
˞͵ˀᄦ҆આᠫὝ

2020  9ሆ 15 නǈዐࡔට௷ᆀႜ݀քĖূබၩݯኁᅮԍํࢺแӸ݆ėǈॽ 2016 ڦአުݔࡀႠ࿔ॲĖዐ

มࣷࠓ૬݆֫पǈᆅഐକূබऐڦቤ֫௬ࡀአުևோڟժฉื߀แӸ݆ėႪํࢺኁᅮԍݯට௷ᆀႜূබၩࡔ

߳হ࠲ݘ࠽ڦጀă

ূබၩݯኁᅮԍࢺਏᆶݥዘᄲܸ၄ํڦᅪᅭăံূබၩݯኁᅮԍࢺሞূබଶᇘਏᆶܔዷࣅݔݞۯ

ဣཥႠূබޅ၃ࣩ݀ Đ३ኒഗđĐუ݅đڦएإႠፕᆩǗܾ ړമূබଶᇘׂޜခظႎܠĂްሗႠഽǈ

ܸূࡔබၩݯኁኝ༹ূබኪ๎ᄢධᆶื༵ځĂੇূබޅ၃ీ૰ডֶǈᅺُূබၩݯኁ݆ᅮᅟԥൔܸٗ࡞

ሦዘٷ฿Ǘෙূබၩݯኁᅮԍࢺଶᇘሞፌৎबূබၡዐ၄ڦᅃၵඤۅӄ૩มࣷᇅஃূබ

ၩݯኁᅮԍࢺ၄କႎڦ࿚༶ǈඍ݄ᆶኍܔႠ݁ڦሶԍٯࢺแăᅺُ֫ॆࡔ௬ৎઠံࢫକጨ࠶ႎࡀĂ

৵௷ुᄲۨࡀ࠶॔ڪईኁິ݆࿔ॲेᅜࡀă

ُ ĖْূබၩݯኁᅮԍํࢺแӸ݆ėڦᅃօेഽକূබၩݯኁᅮڦԍࢺăߵፌߛට௷݆ᇾĖ࠲

ᇀጚඓᆩ႘݆ዐĐۨࡀॆࡔđڦᆶ࠲࿚༶ڦཚኪėǈ႘݆ዐڦĐۨࡀॆࡔđኸǈඇࡔටٷतටٷ྿

ߵǗࡀႜአ݆ڦခᇾۨࡔୱ݆ڦۨ ፌߛට௷݆ᇾĂፌߛට௷ॠִᇾĖ࠲ᇀӸൔࠅݖ௷߲ට႑တ႘๚ӄॲ

ᆩ݆ୱැ߅࿚༶ڦėǈĐॆࡔᆶۨࡀ࠲đኸǈྵ݆ݒୱĂႜአ݆ࡀĂևோࡀቤᆶࠅ࠲௷߲ට႑တԍࡀڦࢺ

ۨăٗ၄ᆶݔࡀڦઠੂǈ႘݆ᇕৣူڦĐۨࡀॆࡔđԈઔ݆ୱႜአ݆ࡀǈĐॆࡔᆶۨࡀ࠲đԈઔ݆ୱĂႜአ݆ࡀĂ

ᅈăُْํแӸ݆ڦፍۨፍଉ႘ݖ႘๚ྺׯႠ࿔ॲ݆ݔࡀႠ࿔ॲǈᄺनݔࡀ൧ႚူփԈઔቤǈሞඪࡀ

ॽ૬݆֫पᆯݔࡀႠ࿔ॲฉืྺࡀቤǈྵݒӸ݆ᆶݖة႘݆ޅڦ၃ă၄৽Ӹ݆ٗଇ߲ঙ༵܈ᅃၵາă

ᚸܱ̿ᄊНՃੋᏨਫ਼់

ᚸሙНՃᤰ᭤ขྔᙂ

ஆᬷΎၹܸ᧚˔̡ᚸἻښ

ᎥˬՌขভᄊৱцʾࣟҰᚸ

ੋᏨ 1�1 НՃࠄဘ൜᮳ੋᏨ

ϘҬϴஆᄬᄊἻᤵੇ̀᠇᭧ᄊᇫ

͘Ց౧Ἳ���� ፃదʷܸዝࣃࣲ

НՃᜂН߷ТូಊǍਫ਼̿ॹᮌᄺ

҂ᚸ҄Ꮸࣃፃ̰ᤰᝣ˞

ᄊ͜ፒᚸેྡӊᩐᛡǌ

҆НՃǌδᬗԫ҂˷ӊᑲᑂ̆

̉ᐏᎪ͍ˊᄊழྡેیᚸၵ

ᒰ᭤ᚸἻᦐࠫᚸ๗ᠠᏨ

ᄊ˔̡ᚸηৌδઐࣜ᧘્੍ܸǍ

����ࣲǒᎪፏ߷ЛขǓѣԼՑἻ

Х௧ ���� Ꭺηҩ֗ᚸࠒڎࣲ

ᄣኮᦊᡑᕙܸ҄̀ࠀ᧚ᄊ˔̡η

ৌδઐᄱТᄊᄣኮࠀἻΓݠǒ

߷ЛኮေҩขǓǒᎪፏ߷Лࠆಊ

ҩขǓǒ˔̡ηৌѣܒኮေҩขǓἻ

ǒ˔̡ᚸηৌ࠲ඟᩐᛡ̡̖ڎ˗

ἷἸδઐតᛡҩขἷѺሽἸǓढ़ර

ਓǍ���� ࣲಖނᤇԧ ǒ̀˔

̡ᚸηৌδઐషᔵǓἷ+3�5�

����ú����ἸἻХϙ४ૉѣᄊ௧Ὁ

˄ভข॥ǒ˔̡ηৌδઐขǓ֗ 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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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ЛขǓࣃᜂѵК̀ӡʼࡓЛڎ

ቡขѳἻǒ߷ЛขǓ͘ނ̡ܸ

���� ፃՔᇫ͘Нढ़රਓࣃࣲ

ሽǍՏ ���� ࣲᒰ Ἳ̭ࠒڎᎪηҩ

ᦊˀலҫܸ "11 ေἻॢܳ

݀ᦊᚸӊʷܸ̏یˊᩐ

ᛡᦐᜂྐѣᤋขᤋஆᬷ˔̡ηৌ

ᄊᮥᜂ᜶රடஈǍ

ඟᩐᛡԧᄊǒ̡ڎ˗ښ

ᚸ๗ᠠᏨిᄞδઐࠄஷҩขǓ˗Ἳ

᧫ࠫ ���� ࣲᄊǒࠄஷҩขǓࠫ

ᚸηৌᄊஆᬷ֗ΎၹᄊࠀἻழ

ҫ̀ଌஆᬷ˔̡ηৌນ᥋þՌܙ

ขÿ᜶රἻଌᖍԩ̀̿᭤ขவर

ஆᬷᄊ˔̡ηৌ௧ˀᑟΎၹᄊὊ

ᆸᥖ॰Ռขǌेǌॹ᜶Ԕѷʾ

շᅼηৌஆᬷᄊᄬᄊǌᔵڊǌவर

ՑἻஆᬷᚸηৌᭊ᜶ᖍ४ᇨՏ

ਓὊఞҫˑಫᬍ þ҄ၹ̆ᖹᩙǌၹਗ਼

ʹᰎஈᤉੋᏨូڤಊÿ˨ᄬᄊஆ

ᬷ˔̡ηৌὊˀ ᑟᡔѣขੋࠀᏨጞ

ҫܙΎၹ๗ᠠᏨᚸηৌὊڊᔵࠀ

ᚸᆸᝣԧၷηৌ߷Л͈̃Ց

շᅼ๗ᠠᏨǍᤈ̏வ᭧کదਫ਼ᤉ൦Ἳ

దҰ̆δઐᚸ๗ᠠᏨిᄞǍˀᬲ

ᮕᤈ̏ᄣኮښࠀѣԼՑࠫ࠲

ᚸ๗ᠠᏨᄊ˔̡ηৌδઐ̗ၷ᧘ܸ

ᄊॖ־Ἳᚸ࠲᭧˚Ғਫ਼ళద

ᄊ᠊͊˧Ҭδઐᚸ๗ᠠᏨᄊ˔

̡ηৌǍ

ͮ௧ᄱඋᣗ˨Ғᄊढ़රਓ

ሽἻ̰ ᚸ๗ᠠᏨ˔̡ηৌδઐᄺἻ

रሽ࠲˨Ғढ़රਓሽ˗ᄊїᮊ

᧘᜶ܙҫЯکࠔѻᬔἻӊἷ�Ἰܙ

ҫ๗ᠠᏨది᜶රϣൣΎၹǌఞ

ˀюᆸηৌ֗᜶රѻᬔᄊిѾἻ

ᚸ̩ښþข॥ÿ þ֗ᛡขÿ

Գదࠀᄊৱॎ Ἳʾ੦Ի̿નፐఞ

֗ѻᬔὊἷ�Ἰܒڎ˗ښЯஆᬷᄊ

๗ᠠᏨᚸηৌᄊߛϲǌܫေ֗Ѭ

ౢऄेܒڎ˗ښЯᤉᛡǍڂˊҬᆸ

ᭊᡵ͜ܒᣥᄊॹᮌ໘ᡜଌஆவॹᮌ

௧ᚸᄊТᐏἻ˅ᭊ໘ᡜ

ʷࠀ͈ἻࡃԻ̿ᡵ͜ܒᣥὊἷ�Ἰࠫ

Ѭӊ � ေவᄊኮေ˧Ҭܫ੬ނ

ಊកܱͥӊࠆἻᚸॹᮌ˗ࠀ

ҬᑟҧǌኤᝡөᝬᆸిѾ˧

Ҭǌ᧔ԩࠆಊᄣᅖଐஷǌࣳ˅తጼ

ܱࠫӊҬᄊᛡ˞᠇᠊ἻՌͻТ

ጇጼൣՑἻᚸऄेᄣᅖܱӊ

ҬΙऄԣᩙඃ̰ᚸᖍ

ԩᄊ๗ᠠᏨᚸηৌὊἷ�Ἰ˟

ʹదిᖍԩᒭࣂᄊࣳ͜ᣥፌૉ

షԻښኄʼவἻᴂҵᚸࠀ

ᛡᄊҒଢ Ἳʾ۳̆ᚸ๗ᠠᏨᄊឰ

රἻ࠲Хᚸηৌᣁረᒰᚸ๗ᠠ

ᏨૉࠀᄊХ̵ᚸǍ

ᤈїᮊکࠀ௧ᄬҒ˔̡ηৌ

δઐᮗ۫ᄊ᧘᜶ᮥੋᏨབྷགᮥἻ

ǌܒХ௧Իѻᬔిǌᡵ

С̚ǌረǍ˗̡ڎඟᩐᛡ

ण፞ԔదᄊښንᝮᏨ˗ሦὉþښ

ᚸηৌδઐ˄ቦᄊ۳ᆩʽἻ̿ࠄဘ

δઐᚸ๗ᠠᏨηৌ߷Лి˞ᄬᄊἻ

̰ηৌஆᬷǌઓ᭛֗շᅼǌΎၹǌ

ኮေǌߛϲˁδࠛவ᭧ᤉᛡ͖̀

ӑǍÿڂੋԻ̿ல߷Л௧

ࠄஷҩขᄊ᧘གἻᚸ๗ᠠᏨ

ࠫ˔̡ηৌ҄ిᄊងරࣳ᭤᧘གǍ

ܱቸᏨᝣ˞Ἳरሽᄱࠫ̆

ढ़රਓሽᄊїᮊ˔̡ηৌδઐ

ηৌ̡˔˞ڂᄊѻᬔԻᑟ௧ࠔЯࠀ

δઐข࠻ళ҄ࠀѣԼἻၵᒰᤌढ़ර

ਓሽᦐ࠻ళНनԧἻښᮇࡏᄊ

ʷ̏ข॥ᝠ࠻ళᆸࠀᄊৱцʾˀ

ቊᆡʽͯขἻ˗ࠀඟᩐᛡᄊ̡ښࠂ

Ϣѣ̆༏ᤉᄊࠀǍళԻ̿ښ

߷Лขǌ˔̡ηৌδઐขर

ѣԼՑгҫ̿ξᝡҫКἻੋᏨښళ

ܽᛡᄊǒ˔̡ᚸηৌ 	  
 δ

ઐតᛡҩขǓἷࣃፃښढ़රਓἸ˗

ࠫϢѣЦʹࠀǍ

̄ǌᚸ๗ᠠᏨഐঐ֗ᔵ࠻ڊ
ᭊፒʷᝣគ

���� ࣲǒ˗̡ڎඟᩐᛡᚸ

๗ᠠᏨిᄞδઐࠄஷҩขǓѷ̩

ЯΚขܒڎӨ̡ඟС֗˗ښὉþࠀ

ቡᄊ˞ᚸ๗ᠠᏨଢΙᚸֶ̗֗

ҬᄊᩐᛡˊᚸἻଢΙᡵ

ǌᡵᛡˊ̔Ԣভᚸֶ̗֗Ҭڤ

ᄊХ̵ᚸ̿ԣ᭤ᩐᛡஃ̷

ἷవҩขፒሦᚸἸᤠၹవ

ҩขǍÿᏫښǒᚸ๗ᠠᏨిᄞ

δઐࠄஷҩขǓ˗Ἳᤠ࠲ၹ

ЯΚขܒڎӨ̡ඟС֗˗ښ˞ࠀ

ቡᄊ˞ᚸ๗ᠠᏨଢΙᚸֶ̗ੋ

Ҭᄊᩐᛡˊᚸǌ᭤ᩐᛡஃ

̷Ἳˊᩐᛡေ᠉ߕНՃǌ

ᚸᠫ̗ኮေНՃǌη੬НՃǌුᢼ

ᚸНՃǌ๗ᠠᚸНՃ̿ԣढ़η

ǌ˔̡వܱГ૱ྲˊҬፃ

ᖹԠིᤠၹవҩขǍข॥ǌᛡ

ขԳదࠀᄊἻ̰ХࠀǍᤈ

መࠀᆸ࠲҆НՃǌδᬗНՃ

ଆᬔἻᏫ ���� ࣲᄊࠄஷҩข౽መ

ሮएʽᤇదʷुࠀভǍ

ॎੇᤈʷᮥᄊԔڂԁ௧Պவ

ࠫᚸ๗ᠠᏨᔵڊᝣគˀʷἻХࠫ

̆҆ᮗ۫ᄊઆᠫᏨἻ௧աऄጪК

ᚸ๗ᠠᏨᔵ̂ڊᝬΚཀྵᣗܸἻˀ ࠶

གᝣ˞҆ᮗ۫ᄊઆᠫᏨˁᩐᛡǌ

δᬗᮗ۫ᄊᚸ๗ᠠᏨښข॥Тጇ

Պவ᭧ᦐదࣀपἻ˅రΎၹઆ

ᠫᏨδઐᄊഐঐἻΎၹᚸ๗ᠠᏨ

ᄊഐঐˀѾ̆۲ЩေভઆᠫᏨǍͮ

௧ښ ���� ࣲతᰴ̡ඟขᬓᄊǒ˵ඟ

ጢ᜶Ǔѵˡᄊᚸ๗ᠠᏨವ͈ӊ

ᩐᛡေ᠉ֶ̗ǌδᬗઆᠫֶ̗ǌη੬

ေ᠉ֶ̗ǌ҆ᬷՌေ᠉ᝠѳ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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۳͋ᮩǌరిԣХ̵ܱڤᛢၷֶ

ᰴ᮳ᬗጟᚸֶ̗Ἳ̿ԣ˞

ᚸ๗ᠠᏨԠˁᚸᠫᚸ҆ǌழʼǌѹ

ˊǌሙѹǌరᰴ᮳ᬗጟઆ

ᠫำүଢΙҬἻࠄᬅʽ௧࠲

҆ᮗ۫ᄊॢܳઆᠫֶ̗֗Ҭٺ

Х˗Ǎ

ࠫቸᏨᝣ˞Ἳ̡ඟᩐᛡᄊҩ

ขࠫᚸ๗ᠠᏨᔵڊᄊࠀᙊཀྵద

ਓˀፒʷǌᦊөូᬲएᣗܸ

ԔڂἻͮ௧̰ࠇʽᄺ͘ᤵੇᚸ

ᄣኮ֗ᚸՃขᄊˀՏፇ౧Ἳᤈࠫ

̆ᚸᝣᄾᗀࠄᚸ๗ᠠᏨδ

ઐǌᚸ๗ᠠᏨ̂ᝬᄊదᝍх̿

ԣᛡੰขǌՃขᦐࣜʷࠀᄊ᠇

᭧ॖ־ǍڎښЯᚸ๗ᠠᏨᄊေʹ

ጇ࠻ˀੇྀἻ࠻ళੇСគᄊৱц

ἻʾᄬҒ҄ࠀข॥ǌᛡขࡏᄊ

ᚸ๗ᠠᏨిᄞδઐቡขˀੇ

ྀǍͮ௧̡ඟᩐᛡᄊቦԻ̿ࠫ

ᚸ๗ᠠᏨᄊᔵڊϢѣ፬ՌভᄊႍࠀἻ

ᒰ࠶Ի̿࠲ᚸ๗ᠠᏨഐঐͻ˞ʷ

˔ေঐভᄊᮇࡏഐঐἻښϚபভδ

ઐԔѷᄊ۳ᆩʽἻંʷ̏త˞۳ᆩǌ

ԔѷᄊࠀஊᤉԝǍᏫࠫ̆ᚸ๗

ᠠᏨЦʹిѾ˧ҬᄊࠀἻڂ˞ˀՏ

ᚸֶ̗֗ᚸˊҬఀڤᄊᣗܸࣀ

पἻ̯ႀՊˀՏᚸᮗ۫ᄊቡข֗ᄣ

ኮࠀᔵǍᤈನᄊ߷ଆࠄဘ̀

ᚸ֗ᚸ๗ᠠᏨ˨ᄊᄱࠫ

ࣱᛦδઐἻ˷ኀՌ˗ܽڎᛡښᚸ

ᄣኮᮗ۫ᄊͯڡˀலଢӤ̿ԣᚸ

ፒʷᄣኮᄊᡖҹǍ

Ꮻ̰ܱܒᄊᚸ๗ᠠᏨδઐৱ

цᄺἻᚸᄣኮʹ̖҄֗ᚸ๗

ᠠᏨᄊᔵڊదᣗܸᄱТভἻΓݠᔮ

ขǓᆸቡᄊܸڤǒᚸҬˁڎ

ʷፒᚸ፬Ռᄣኮʹ҄࠲ '4" ͻ

˞ӭʷᚸᄣኮᏨἻសข˗ᄊ๗ᠠ

Ꮸᔵڊ˷ї˫ٺ̀Պዝᚸᮗ۫Ὂ

ᎿڎᄊǒᚸҬဘ̽ӑขǓᙊཀྵᆸ

ຉˊፃᖹǌຉˊᄣኮᄊԔѷἻͮ௧ࠀ

۳̆ᎿڎઆᠫᏨδઐࣃፃ௧ʷੇݓ

ྀǌᄱࠫ࿘ቡᄊጇፒӑ҄एἻࣳద

ϸᔮڎʷನथቡܸʷፒᄊᚸ๗ᠠ

ᏨഐঐἻǒܳॴऴРБขವǓᄊᚸ

๗ᠠᏨ̖ૉᩐᛡˊ๗ᠠᏨἻˁ 4&$

ᄊઆᠫᏨδઐࣱᛡǍ̰ੈڎᄊᚸ

ᄣኮʹ҄ᄺἻेҒࠄʽ˷௧ښ

̰ˑಫᄊᚸѬˊᄣኮᤪ൦ᡌՔ

ᚸຉˊᄣኮἻ̰ሷ͘ੇቡࣳ࠲ҩ

Нࠉ̡ښඟᩐᛡ҂̡ඟᩐᛡᄊʼ

ᤈ˔ᑀఀښவವԁԻ̿ᄺѣǍࠀ Ἳʾ

ᚸ๗ᠠᏨᝠ˞ʷ˔ေঐӑᄊ࠲

ᮇࡏഐঐἻδ႑ဘښᄊ҆ᮗ۫આ

ᠫᏨഐঐἻˀܿ˞ʷ˔ՊவԻ̿ଌ

Ԫᄊ߷ଆǍ

ͮ௧ᭊ᜶ฌਓʷགἻᚸ๗ᠠ

Ꮸ௧աӊਫ਼దઆᠫᏨዝی̰ 

ᚸ๗ᠠᏨᄊေঐᄺἻ௧᜶ࠫዝ

̡Ꮖፌˁዝͫ̆๗ᠠᏨᄊϚபভδ

ઐἻᥧ˦҂अ̤ࠫ˦ನᄊ̡Ꮖᭊ᜶ፌ

ˁϚபভδઐቸᏨᝣ˞આᠫᏨԻ

̿Ѭ˞˔̡ આᠫᏨ֗આᠫᏨἻ˷

Ի̿Ѭ˞ᤰઆᠫᏨ֗˄ˊઆᠫᏨǍ

ࠫ̆҆۳రᮗ۫ᄊ˄ˊઆᠫ

ᏨἻХ௧˔̡ ᤇ௧Ἳᦐˀࠂ

ѳښᚸ๗ᠠᏨᔵڊЯἻᏫݠ౧ښ

ᄣ͘ᄱТᤠेভኮေҩขᝣࠀᄊ˄

ˊઆᠫᏨᔵڊ˨ܱᄊઆᠫᏨἻ˔

̡ᤇ௧ᦐऄेጪКᚸ๗ᠠᏨ

ᄊᔵ႙ҫ̿ϚபভδઐǍ

፬ʽἻथᝬݠ౧ˀᑟښᆁరЯ

ѣԼ˄᧫ࠫᚸ๗ᠠᏨᄊข॥Ἳ

Ի̿Ꮶᘽ࠲ᚸ๗ᠠᏨഐঐ˞ʷ

መေঐভᄊഐঐἻᡔᡕ̆ˀՏᄣኮ

ᦊขʾᄊՊመ᠔˼ֶ̗ � ଌԪ

Ҭᄊ̡ᏆഐঐἻ̡ඟᩐᛡᄊࠄஷҩ

ขԻ̿Ο᧘̆ଢѣʷ̏ᚸ๗ᠠᏨ

ిᄞδઐԔѷভǌ᥆ᤠၹǌϏ

傢Პݿ

ʽ๒өҧ॥̃Ҭਫ਼˟͊Ἳ̔ ๒॥ө

۳ˊҬᆑቃނր͘˟͊Ἳ̔ ๒ขߦ

͘ᚸขᆑቃ͘۳ข˄͘ނ˟͊

ˊҬவՔὉᚸᠫኮǌНՃࣳ᠔ǌ̂̃

ᝬᝍх

⊕㘊ᆽ

ʽ๒өҧ॥̃Ҭਫ਼॥Ἳ̔ ๒

ข͘ߦᚸขᆑቃ͘ေ̃

ˊҬவՔὉᚸᠫኮǌ҆రǌ

δઐ

ভᄊࠀἻᏫښЦʹᄊδઐଐஷʽ

̯ཀྵಪֶ̗֗Ҭዝᤠیၹᦊ

ข॥֗ᄣኮࠀ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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ᮽƎᒺᐼ

˔̡ આᠫሓӂᐧిઆᠫ۳ᄊ
ข॥ࠄҬ

ፃเࠒߦᬈঃ൧ஔ૿ఢឭἻ

þ˗ڎᄊΰភüˀࠝýἻऄសஈੇ

üᐧిˀࠝýἻᒰ࠶௧ᐧిᬲ üܸ̿

ࠝýǍÿԝᄊ̄ӡࣲἻ˗ڎښˊ͍ڎ

Яܱᠫవڤʽଌᤌʽᄊᤵࠝᇸ

ភἻ˷ᦊѬӿ̀ᬈஔ૿ᄊགǍ

ឭᡑ˗ڎᐧిઆᠫፃЧᄊವ

ΓἻᯫெవᣄᩐࠫᬁ᧗ࣅࣅᄊઆ

ᠫ֗ӯ᭤ .*) ࠫᒑᄊઆᠫἻᤈ

௧Чیᄊ˄ˊઆᠫವΓǍᤇద

ʷዝ௧˔̡ܹΎઆᠫἻඋݠἻ१࠵

ࣱࠫᐑᎿֶ͖ᄊઆᠫἻဍѸࠫໟໟ

ᄊઆᠫǍݠ౧ੈ̓ંᐧిઆᠫᬍࠀ

ἷʾਫ਼ᤘᐧڊ᮳ᬗઆᠫᤈ˔ᔵښ

ిઆᠫἻݠᄱԦਓন᛫ᇨἻྲૉ

᮳ᬗઆᠫἸἻᥧ˦ʷੇҪᄊઆᠫ

ᑟܵᝨઆᠫ̡ᖍ४їφˣᒰїӢφ

ᄊڀઑǍཀྵᏫἻ᮳ᬗઆᠫᄊܿ᠌ဋ

̖ᰴ҂ᝏᄬ৳ॷǍదઆᠫڔᄊనԤ

ఢᡲੈឭἻᙊཀྵܹΎઆᠫઆᠫ

ᮊᄬї˫௧ᄈ᧗્ʷἻͮХᜂઆ

ᮊᄬ *10 උΓ҂ �� ፃ᭤ࣃࡃ

͖ሒǍݠ౧˄ˊᄊઆᠫᄊ᮳

ᬗઆᠫᦐᄺᡑϸᠳӰἻᥧ˦˔̡

આᠫᏨᄰଌᤉᛡ᮳ᬗઆᠫᄊ᮳ᬗࡃ

ˀᝓᏫا Ǎ̀ेཀྵἻ˷ˀଆᬔ౽̏

˔̡ܹΎઆᠫᏨڂХ˔̡ᄊྲ൴ᑀ

ఀᏫښ౽˔ᮗ۫ரᖍᮘ˘Ǎ˔̡આ

ᠫᏨˁ˄ˊᄱඋἻతܸᄊ͖ҹ

௧хኖᄊ༧ำΧૹἻఞࠔˁѹˊ

Ꮸ˨थቡ̞ࠛᄊТጇǍˁ˄ˊઆ

ᠫᄱඋἻ˔̡આᠫᏨᤉᛡ᮳ᬗ

આᠫతܸᄊҮҹ̆ښᎥˬ˄ˊᄊڄ

ἻХࠫᛡˊᄊᆑቃງएࣹ֗एᄊ

Ꭵᒱਫ਼આᮊᄬ᧚ᄊሷࠀভ֗

ે፞ভᬲ̿४҂δὊ̰ આᠫхኖ

ᝈएᏫᝓἻ˔̡આᠫᏨॢࠔԪৱ

֗˔̡Ϡݞᄊॖ־Ἳ᮳ᄊᎥܿἻ

ࣜ̀ښᄊ᮳ᬗ Ὂ̰ વదᄊᠫູ

ឭἻઆᠫᏨடʹʽ௧͖̆˔

̡આᠫᏨǍڂἻॢܳ˔̡આᠫᏨ

ᬔ̀ᤉᛡᄰଌ᮳ᬗઆᠫἻ˷͘ᤥહ

આᠫሓӂᐧిઆᠫ۳ἷ˞ᥘВ൨

˧Ἳవਫ਼ሦሓӂᐧిઆᠫ۳Ἳ

եѹˊઆᠫکᄱԦਓন᛫ᇨἻݠ

۳ἸǍ˄ˊઆᠫ̡ᤥહሓӂᐧిઆ

ᠫ۳ἻඓႡࠫሓӂ۳ᛡˊ

ᄊԧ࡙ᡑ҂̀᭤᧘᜶ᄊͻၹǍཀྵ

ᏫἻઆᠫሓӂ۳ᄊࣳ᭤ᦐ௧þՌ

ಫઆᠫᏨÿἻઆᠫ̡ᄊ᮳ᬗគѿᑟҧ

֗᮳ᬗઞᑟҧԠࣀˀᴏἻښᄬҒ

ሓӂ۳ᛡ þ́ฤྡÿሮ˗Ἳʷ

̏આᠫ̡ᄊѾᄞፃԪ૯Ǎ

ଌʾἻੈ̿࠲ሓӂ۳̰ˊ

॥ᄊᝈ̮ፁ˔̡આᠫᏨἷవ

̿ʾݠᄱԦ᛫ᤘἻѷ࠲˔̡આᠫ

Ꮸፒሦ þ˞આᠫ ÿ̡Ἰښઆᠫሓӂᐧ

ిઆᠫ۳ਫ਼ऄ̀ᝍᄊ۳వഐঐ

֗ऄेฌਓᄊࠄҬ᜶གǍ

࿚༶ᅃǖ๊ ຳఠएূǛ

ንὉሓӂ۳̿᭤НनவरՔ

આᠫᏨӂᬷᠫቡᄊઆᠫ۳Ἳ

ᤰᬷՌઆᠫᄊவरἻࠄဘþ᮳ᬗ

СઞǌஆᄞС̚ÿǍሓӂ۳ᄊઆᠫ

ಖᄊӊᐧᇾǌᐧిǌϘ҆ǌరǌ

రిǌ۳͋ᮩԣઆᠫՌՏጞࠀᄊ

Х̵આᠫಖᄊǍ

࿚༶ܾǖ๊ ᄣ߲ڦටᅜཨጨ

ຳఠएূǛ

ንὉԶదՌಫઆᠫᏨ੦Ի̿આ

ᠫሓӂ۳Ǎࠫ˔̡આᠫᏨឭἻ

ऄेЦܬᄱऄ᮳ᬗគѿᑟҧ֗᮳ᬗ

ઞᑟҧἻઆᠫ̆ӭԶሓӂ۳ᄊ

ᮩˀͰ̆ ���ʺЋ˅ᚸᠫ̗ˀ

Ͱ̆���ʺЋੋᏨతᤃʼࣲ˔ࣲ̡

ஆКˀͰ̆ک ��ʺЋǍ

࿚༶ෙǖຳఠएূᅜԍԨတ

Ǜ

ንὉಪᄣኮ᜶රἻሓӂ۳

ኮေ̡ǌሓӂ۳ᩙˀ४Ք

આᠫᏨឳઆᠫవˀԪ૯ܿੋᏨ

ឳతͰஆᄞǍ

࿚༶຺ǖຳఠࠣཨጨएূຌ

ᇀ๊ޅ၃प՚Ǜ

ንὉݠ౧Ԡིᩐᛡေ᠉ᄊ᮳ᬗ

កጟಖюἻሓӂᐧిઆᠫ۳ڂХ

ࣀᄊืᤰভἻ࡛̆ 3� ጟ᮳ᬗἻ

ԁᰴ᮳ᬗֶ̗Ǎઆᠫ̡ښઆᠫሓӂ

۳ᄊϋἻ᜶Ϣ̇ݞ૯వᄊю

Ǎܬ

࿚༶ǖཨጨටࠔசຳఠएূ

้ǈఠणऐࠓႴᄲ୬ႜ๊ײႾǛ

ንὉἷʷἸྲࠫࠀ៶ᆸࠀὊἷ̄Ἰ

આᠫᏨᤠेভӜᦡὊἷʼἸ۳᮳ᬗ

ଫᇨὊἷپἸՌಫઆᠫᏨᆸᝣὊἷ̋Ἰ

આᠫш᭢రὊἷОἸڀᆸᝣǍ

࿚༶ୃǖఠणऐࠓतഄٗᄽටᇵ

ླྀຳఠएূ้ǈᆶనၵ্ኹႜྺǛ

ንὉἷ Ἰ̫Нन̮ੋᏨԫᄱ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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न̮Ὂἷ̄Ἰ̮ెநᘿϜᝮᣒǌ

ឨভᬈᤘੋᏨ᧘ܸ᥌ὊἷʼἸ̿

͊͵வरឳઆᠫᏨᠫˀԪ૯

ܿἻੋᏨ̿͊͵வरឳઆᠫᏨత

ͰஆᄞἻӊࠈ þ͜ᮕరஆᄞÿþᮕ

ᝠஆᄞÿþᮕઆᠫˊÿᄱТЯ

Ἰ݂ܸੋᏨྟ᭧̮۳ἻپὊἷࠔ

ᤋΎၹþ߷Лÿþδÿþឳÿþδ

ᬗÿþᥘᬗÿþదδᬪÿþᰴஆᄞÿþ

᮳ᬗÿԻᑟឨઆᠫ̡ᤉᛡ᮳ᬗ

ѼலᄊଐᣯὊἷ̋ἸΎၹþ൘᠔̰

ᤴÿþႂ᠔ᓢÿྟ᭧ूូᬷ˗ᖹ

ᩙᬍ҄ᄊଐᣯὊἷОἸ̮ੋྟ

᭧ᓬᤥ̆࠶ �˔థᄊड़டʹˊ

ੋड़۳ֶ̗ˊὊἷ Ἴᄆᣒ˔

̡ǌข̡ੋᏨХ̵ጸጻᄊᇷᠡভǌ

ো፥ভੋᕛভᄊߚὊἷМἸ᧔

ၹˀЦదԻඋভǌНࣱভǌюᆸভǌ

ভᄊູ֗வขᤉᛡˊޏి

උᣗἻ͊ਓΎၹþˊతΈÿþവ

తܸÿᄱТଐᣯὊἷ˵Ἰਓ᠓Ͱ

ՏᛡὊἷӡἸЊ᭤వᬸᄊ̡

րᤉᛡሓӂ۳̮Ὂἷӡ Ἰ̫̮

᭤వቡੋ᠇᠊ӂᬷᄊሓӂ۳

Ǎ

࿚༶ǖຳఠएূ࠶ටሞए

ূᄽၹࣷႜକکऻԢӄǈޏᅪ

࿆ጣऐࠓ৽ڟڥକݛ࠳ԝກǛ

ንὉ۳ˊөࠫ͘ሓӂ۳ᄆ

ᝮܬವηৌˀϢࠄভ̃ҒࠆಊǍ

Нᇨηৌˀੇࠫሓӂ۳ኮေ̡

આᠫኮေᑟҧǌે፞Ռৱцᄊᝣ

ԻἻˀͻ˞۳ᠫ̗߷ЛᄊδǍ

આᠫᏨᤉᛡሓӂ۳આᠫᮌਡ

Ѽல֗គѿ᮳ᬗǍ

࿚༶ӗǖຳఠएূዷᄲ֑ᆩన

ၵፇኯႚ๕Ǜ

ንὉሓӂ۳ᄊጸጻॎर˟᜶

ӊНՃیǌՌ͗ݏ֗یጞیǍ

ʷᓊᏫᝓἻНՃی̆ኖ

ভ۳ǌळ۳Ǎݏጞ۳ی

̆҆આᠫ۳Ǎႀ̆ݏጞ۳ی

ขϸՌ͗۳ی֗НՃ۳ی

̿ᒭᢶՐ˧ࢺښᦊᤉᛡᄆᝮἻ

౧ХᤉᛡᐧిઆᠫἻԶᑟ̿ኮေݠ

НՃᄊՐ˧ᤉᛡᄆᝮǍݏጞ۳ی

ԧၷข॥ጘጭἻᔪኮေ̡ˀਝਓͻ

˞ऄង˟ʹἻѷЛʹઆᠫ̡࠲ᜂѵ

˞ᜂշǍݏጞ۳یͻ˞ʼዝᐧˌἻ

ᄊࠀʷښߛ͘˷˗ᜂઆ͍ˊʽښ

ᬪᆾἻᏫἻݏጞ۳یࣳˀ௧ሓ

ӂᐧిઆᠫ۳ᄊေਇጸጻॎरǍ

ᄬҒἻሓӂᐧిઆᠫ۳˟᜶᧔ၹ

దᬍՌ͗یጸጻॎरǍښదᬍՌ͗

۳˗Ἳઆᠫ̡ͻ˞దᬍՌ̡͗ی

̿ХᝣᎡѣᠫઞదᬍ᠊͊Ὂదᬍ

Ռ͍͗ˊԻ̿ᤉᛡࢺᄆᝮἻ࿘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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ઞข॥᠊͊ὊదᬍՌ͍͗ˊˀ௧

ਫ਼४ሰᄊጪሰ˧Ҭ̡  Զᭊ᜶ࣟ˔

̡આᠫᏨ̽੮̽Ꭱ˔̡ ਫ਼४ሰǍ

࿚༶৵ǖധຈຳఠࠣཨጨए

�๊Ǜۅᄲڦጀ࠲ཞႴᄲڦূ

ን Ὁॢ ܳઆᠫ̡ԦἻሓӂ۳

ᄊՌՏܺǌ˄ˊভूἻᄺˀਵǍ

Х۳ࠄՌՏᙊἻͮ௧ॷ൜

۳ی௧ᥧ˦ӡїǍ̿దᬍՌ͗ࡃ

ՌՏ˞ΓἻऄे͖ЏТฌ̿ʾவ᭧Ὁ

ἷ�ἸՌ͍͗ˊᄊፃᖹరᬍԣण

ǌ֗णᭊ᜶ᄊ᛫хሮ

ऀǍ

ἷ�ἸՌ͍͗ˊᄊઆᠫᔵڊǌઆ

ᠫᤂͻவरǌઆᠫᬍ҄ǌઆᠫхኖ

ሮऀǌТᐏவᝣࠀಖюԣТᐏவઆ

ᠫᄊڀᥘ҄एἻ̿ԣઆᠫՑࠫᜂઆ

ᠫ͍ˊᄊે፞ᄣǌઆᠫ᮳ᬗᔵǌ

આᠫᤞѣǌਫ਼આᠫಖᄊઞδଐஷǌ

ˡϘԣઞδᬍ҄Ǎ

ἷ�ἸదᬍՌ̡͗ˁᤰՌ̡͗

ᄊ۳విѾ֗˧ҬǍ

ἷ�Ἰੰᛡ̃ҬՌ̡͗ऄЦܬᄊ

͈ԣᤥહሮऀǌੰᛡ̃ҬՌ̡͗

ᄊిᬍԣᤋጞܫေҩขǌੰᛡ̃Ҭ

Ռ̡͗ᄊᬔՐ͈֗ఞ૱ሮऀἻੰ

ᛡ̃ҬՌ̡͗ੰᛡ̃Ҭᄊઑᦱἷӊ

ѬੇἸԣઑᦱଢԩவरǌѾ

ᄞфቊԣТᐏ̔Ǎ

ἷ�ἸՌ̡͗͘ᝬᄊԸन͈ǌ

ሮऀԣ᛫хவरЯࠔǍ

ἷ�Ἰ۳ᄊኮေ̡֗ኮေவरἻ

ኮေᠠᄊᝠካ֗ஃ̷வरǍ

ἷ�Ἰ۳௧աద੬ኮǍ

ἷ�ἸՌ̡͗К͗ǌᤞ͗ǌՌ͗

ిᄞᣁᝨᄊ͈ǌሮऀԣᄱТ᠊͊Ἳ

ԣదᬍՌ̡͗֗ᤰՌ̡͗ᄱ̉ᣁ

ԫሮऀǍ

ἷ�ἸՌ͍͗ˊᄊѾѬᦡԣ̇

૯ѬઞவरదТᄊ̃ᮊǍ

ἷ��ἸՌ͍͗ˊጼൣǌᝍஙˁຍ

ካదТᄊ̃ᮊǍ

࿚༶ๆǖሞᆶ၌अ႙एূዐǈ࠶

ටཚअටኮक़๊࠲ဣǛ

ንὉښదᬍՌ͗۳ی˗ἻԶ

ᑟదʷ˔ኮေ̡ǍᤰՌ̡͗Ի̿

ઞ͊۳ኮေ̡Ǎݠ౧۳ނ੬ኄ

ʼவኮေἻѷԪ੬ኮေᄊኄʼவἷþኮ

ေ ÿ̡Ἰ֗ᤰՌ̡͗ऄेదТᐏТ

ጇǍ

࿚༶ๆᅃǖຳఠएূ࠶ටᆌ

႑ᅭᅭခኸ๊Ǜڦᝧړ

ንὉη˧˧Ҭӊইࠄ˧Ҭ֗

ฌਓ˧ҬǍইࠄ˧ҬἻ᜶රԪ੬̡

ই̆Ԫ੬ᄬᄊ֗Ԫᄞ̡ᄊѾᄞὊฌ

ਓ˧ҬἻूូԪ੬̡˞ࠄဘԪ੬ᄬ

ᄊ֗ଢӤԪᄞ̡ѾᄞᄊᑟҧˁұҧǍ

۳ኮေ̡ऄৈ߶η˧˧ҬἻ࠲આ

ᠫᏨᄊѾᄞᎶ̆ᯫͯἻݽጼ࠲આᠫ

ᏨᄊѾᄞతܸӑͻ˞۳ำүᄊᛡ

˞юѷǍ

࿚༶ๆܾǖຳఠएূ࠶ටڦ

ዷᄲ๊Ǜ�

ንὉሓӂ۳ኮေ̡ᄊஆК˟

᜶௧ːܸዝἻኄʷዝ௧ኮေᠠἻኄ

̄ዝ௧ᡔᮩஆᄞǍ

̿ሓӂᐧిઆᠫ۳˞ΓἻᤰ

ᏫᝓἻኮေᠠښઆᠫరોᝣᎡ

വᄊ ��ஆԩἻښᤞѣరѷોښኮ

വᄊ �� ஆԩἻणరˀஆԩǍ

උݠἻ౽ኮေ̡ԧᛡ̀ʷԶ � ̣Ћ

̡ඟᄊሓӂֶ̗Ἳኮေ̡ښઆᠫ

రඈࣲԻ̿ஆԩ ����ʺЋኮေᠠǍ

ϜᤈԶ۳᧗᭧ద �̣Ћ௧ᤰ

ኄʼவӂᬷᄊᠫἻѷኮေ̡ᭊ᜶

֧̿វᠠᄊՐ˧Քኄʼவஃ̷Ἳ

ϜඋΓ˞ኄʼவӂᬷᮩࠫ

ऄኮေᠠᄊʷӧἻѷኮေ̡Ի̿ᖍ

४ᄊኮေᠠ˞ ���ʺЋǍਫ਼̿Ἳʷ

Զ۳᧗᭧ᤰኄʼவӂᬷᄊᠫ

ᡕܳἻኮေ̡ࠄᬅᖍ४ᄊኮေᠠᡕ

ᄊ۳ኮေ̡࠵Ǎࠫ̆ኮေവ࠶

ᏫᝓἻኮေᠠԶᑟ፥ે۳వᄊनஃǍ

ᡔᮩஆᄞ௧ኮေ̡˟᜶ஆК

ູǍʷᓊឭἻሓӂᐧిઆᠫ۳

ᄊኮေ̡ોིݠʾவरஆԩᡔᮩஆ

ᄞὉॆ ᤇЛʹઆᠫ̡వԣപஆ

ᄞဋՑἻˁઆᠫ̡ોི �Ὁ� ᄊඋ

ΓѬᦡ۳ஆᄞǍ

࿚༶ๆෙǖ࠶ටڦएԨਸၨ

Ԉઔ๊ǈਏ๊༹Ǜ

ንὉኮေ̡ᄊ۳వनᩙӊὉ

ἷ�ἸҩНڡڤᄊምᠨᠠၹὊἷ�Ἰր

˗ᠠၹὊἷ�ἸࣀᠫὊἷ�Ἰࢺᄊࢺ

̮ἷ॥ਫ਼ǌ͘ᝠ̃Ҭਫ਼Ἰᄊ

ҬᠠὊἷ�ἸНСТጇᄊ፥ઐᠠၹ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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ἷ�ἸХ̵ՊዝాᠠǍ

࿚༶ๆ຺ǖසಒ࠶ටڦ

ጹǛ

ንὉѼலኮေ̡ᄊ፬Ռඵࣱᭊ

᜶ᤰហࡊᄊូࡊἻݠஆᬷՊዝ

ǌဘڤચಊǌˁኮေ̡ڄេǌ

ˁᜂઆᮊᄬᤉᛡេǌᤉᛡᛡˊូ

ᆑܳመவर੦ᑟᤉᛡѼலǍݠ౧

આᠫ̡ขᤉᛡហጺᄊូࡊἻᒰ࠶

ऄेТฌ̿ʾᄊʷ̏۳వЯࠔὉ

ἷ�Ἰښኮ۳ᄊ۳వৱцǍઆ

ᠫ̡ऄे᧘གಊښኮ۳௧ա

ವ֗੬ኮǌ۳വǌ۳આᠫܬ

̡ǌ*33ἷЯᦊஆᄞဋἸǌ%1*ἷઆК

ᠫవஆᄞဋἸǍࠫ̆આᠫ̡ᏫᝓἻ

ѭᝮˀᑟԶᄺ *33Ἳڂ˞ *33Ի̿

ᤉᛡþξᯏÿἻ�᜶Тฌ %1*Ἳ%1* ௧

កͥኮေ̡ᠾᨑᑟҧᄊ᧘᜶ૉಖǍ

ἷ�Ἰښኮ۳ᮊᄬઆᠫৱцǍ

આᠫ̡᜶Тฌ۳ᄊᮊᄬઆᠫᮩӝ

ǌਫ਼ᖍᐧ͋֗ᣃἻ̰Ꮻកͥኮ

ေ̡આᠫᄊሷࠀভǍઆᠫ̡᜶

᧘གТฌТᐏ̔Ἳݠ௧աܳښߛ

Զ۳આᠫՏʷ˔ᮊᄬᄊৱцἻ᜶

ൣኮေ̡ϢþͥϙÿǍઆᠫ̡ښચ

ಊᮊᄬ͈ᄊϋἻ᜶Ъᮏᮊ

ᄬǌʷᓊᮊᄬǌܿ᠌ᮊᄬἻ᜶Тฌ

આᠫ ἷ͈ᮊᄬቡᮊ͈ǌઆᠫх

ኖ͈ǌઆᠫөᝬἸᄊ߹டভǍ

ἷ�Ἰښኮ۳ᮊᄬᤞѣৱцǍ

આᠫ̡᜶᧘གಊᮊᄬᄊᤞѣ͈

ԣஆ൜ћἻТฌᤞѣவरἷ*10Ἳ

Ъࣳǌڀ᠔ἸǍ

ἷ�Ἰ� આᠫᮊᄬᄊՑࣃኮ۳ښ

፞ᚸᠫৱцǍઆᠫ̡ऄТฌ፞ᣃဋǌ

వ۳ԠˁՑ፞આᠫᄊሮएǌ፞ᣃ

આᠫᮩǍ

ἷ�Ἰኮေ̡ᄊڄৱцǍઆᠫ

̡ऄТฌኮေ̡ᄊ̡րੇἻᰴኮ

̡րᄊእԋ֗ԋԾઆᠫˊǍ

࿚༶ๆǖཨጨටሞཨጨຳఠ

ࠣएূࢫසࢺྼጲว݆ڦ

ᅮǛ

ንὉࠄښҬ˗Ἳ۳˗ѣᠫᣗ

ܸᄊઆᠫ̡વదఞܳᄊిѾἻඋ

րࣞͯ͘ނԻ̿વదઆᠫ֧វݠ

ἷಪ۳ՌՏᄊጞࠫࠀឱݠТᐏ

̔̃ᮊᤉᛡ᛫хἸἻదిѵࣞ

આᠫхኖނր͘Ἳది᜶රࠫ۳

ᤉᛡ˄ᮊࠆᝠἻึѣ˄րኮေ̡

ҩНڤਫ਼ဘڤಊెநǍཀྵᏫἻ

˔̡આᠫᏨڂХѣᠫӴ۳͋ᮩඋ

ΓͰἻવదᄊភឦి᭤࠵Ǎ

ᤰৱцʾἻ˔̡આᠫᏨԶᑟ

ᤰߣएઑշǌࣲएઑշǌ۳ࣲ

ए͘ᝬ੦ᑟ̀ᝍ۳ᤂͻᄊ۳వৱ

цἻᏫࠫ̆अࡏᠫ̗ᄊᄾࠄৱцᎥ

ˬ̀ᝍǍࠫ˔̡આᠫᏨឭἻॢܳ

᮳ᬗࡃᒭ̆ࠫ̆۳ηৌᎥˬ̀

ᝍǍඋݠἻ۳᠍᭧ஆᄞቊཀྵѣဘ

ઑڀฉүǍ౽̏ᮊᄬ᠍᭧ܸࢽ

᭤ᰴἻᏫ˅ેࣲ፞̀ܳἻཀྵᏫἻ

ᮊᄬԻᑟቊཀྵࡃᜂ XSJUF�PGGἷኮ

ေ̡ЯᦊᩙἸἻཀྵՑ۳ᄊ᠍᭧

ઑဋʾᬌॢܳǍϸᤈመ୲ͻἻదڀ

ϋ௧˞̀کᛦሰ᠇Ἳښ౽̏ᮊᄬ

దʷቸڀᮩࢽ൜ᄊৱцʾၹ̇૯ԝ

ખфஆᄞὊదϋኮေ̡˞̀፥ે

ᣗݞᄊ᠍᭧ڀઑဋἷ˞̀Ց፞ᚸᠫἻ

ሷࠀઆᠫ̡ἸᏫਓˀઓ᭛ᄱТ

᮳ᬗǍгݠἻద̏۳ᄊ᧘̲ᮊᄬἻ

᠔͈Ἳͮ௧ኮڀፃᝏԧ̀ࣃᬅࠄ

ေ̡ʷᄰˀԝᛡΎڀ᠔ిǍेᤈዝ

ৱцԧၷἻݠ౧ኮေ̡ˀ́ᦡՌἻ

ѷ˔̡ આᠫᏨ፥ిښߛʷࠀᄊᬪᆾǍ

આᠫ̡ښԧၷిᄞᜂΦࠏᄊৱ

ॎἻऄेሥ፥ઐᒭࣂᄊՌขి

ᄞǍࠫ̆આᠫ̡ᏫᝓἻᯫЏऄे̀

ᝍᒭ̚ࣂదᄊ۳విᄞὉἷ�Ἰᅼৱ

ిǍݠ౧ኮေ̡નፐᦡՌἻѷઆᠫ

̡Ի̿ଢᡑᅼৱిᄱТᄊងἻᤰ

ᖍԩᄊηৌԝኮေ̡௧աߛ

ਓੋᏨ᧘ܸܿὊἷ�Ἰ̽᛫۳ښ

ᡑងᄊిѾǍښኮေ̡̆ᛡΎ

ిѾ̰Ꮻ૯۳ࠏѾᄞἻઆᠫ̡

Ի̿ᒭࣂᄊՐ˧̽᛫۳ଢᡑងὊ

ἷ�Ἰ࠲ᤰՌ̡͗ᬔՐἻఞ૱ኮေ̡Ὂ

ἷ�ἸଢҒࠫ۳ᤉᛡຍካᝍஙᄊి

ѾὊἷ�Ἰ۳ՌՏᠲ́આᠫ̡ᄊХ

̵ిѾǍ

ፇឦ

Т̆ሓӂᐧిઆᠫ۳ϙ४ଊ

ᝧᄊЯࠔ᭤ܳἻవ̆ڐኽࣨᬍ

҄ขហጺԬᤘǍతՑἻੈਇંʾ

᭧ᤈភፌࣹܸᄊઆᠫ̡ͻ˞ፇ

ឦἻþ০ᤉᛡ͵መઆᠫἻˀኮ߲

ᄊஆᄞဋ֗Ғఀզᡑܳ˦ឪ̡Ἳ

০ᦐˀऄકదˀѭࠄᬅᄊࣶਇǍሓ

ӂᐧిઆᠫ۳֗Х̵ေ᠉ֶ̗ʷ

ನἻ̩ ௧ᠫ̗ᦡᎶᄊʷመவरᏫࣃǍÿ

ᒺᐼ

ʽ๒ழ॥̃Ҭਫ਼Ռ̡͗Ἳ̔ ๒

॥ө۳ˊҬᆑቃނր͘ނր

ˊҬவՔὉሓӂ۳ǌઆᠫࣳ᠔ǌНՃ

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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ᮽƎߦࡎ

ʷǌሓӂ۳ኮေ̡

ᤝແข॥ࠀᄊູ݀Ἳǒ˗Ө̡

ඟС֗ڎ҆આᠫ۳ขǓἷ̿ʾእ

ሦǒ҆આᠫ۳ขǓἸ ǒ֗ሓӂઆ

ᠫ۳ᄣᅖኮေఇᛡҩขǓἷ̿ʾእ

ሦǒሓӂ۳ఇᛡҩขǓἸکᄰଌΎ

ၹ þ̀۳ኮေ ÿ̡ᄊഐঐἻͮکళ

þࠫ۳ኮေ ÿ̡ᤉᛡᆸࠀ˧Ǎ

ǒ҆આᠫ۳ขǓኄʷᄈ̋ӡʼ

ࠀὉþНनੋᏨ᭤Нनӂᬷᠫ

Ἳ̿ᤉᛡ҆આᠫำү˞ᄬᄊ

ቡᄊНՃੋᏨՌ͍͗ˊἻᠫ̗ႀ۳

ኮေ̡ੋᏨᤰՌ̡͗ኮေᄊἻ

Х҆આᠫำүᤠၹవขǍÿ

ǒሓӂ۳ఇᛡҩขǓኄ̄

Ὁþవҩขਫ਼ሦሓӂઆᠫ۳Ἳ௧ࠀ

ૉښ˗Ө̡ඟС֗ܒڎЯἻ̿᭤Н

नவरՔઆᠫᏨӂᬷᠫቡᄊઆ

ᠫ۳Ǎ

ሓӂ۳᠉̗ᄊઆᠫӊ˼Ӯ

ᐧᇾǌᐧిǌϘ҆ǌరǌరిǌ

۳͋ᮩԣઆᠫՌՏጞࠀᄊХ̵આ

ᠫಖᄊǍ

ሓӂ۳ኮေ̡ǌ(1
ԣੰᛡ̃ҬՌ̡͗ʼᏨᄊТጇ

2019  12 ሆ 23 නǈዐࡔኤඋཨጨएূᄽၹࣷ݀ք 2019 ӲĖຳఠཨጨएূԢӄႷኪėǄᅜူ०ĐĖ2019
ӲԢӄႷኪėđǅǈྺକݞኹ߲ܠຳఠएূ࠶ට൧ူܔᇀएূ࠶ሴඪࢻڦ၎ླྀྃǈĖ2019 ӲԢӄႷኪėܔ

ᇀ࠶ටڦຕଉඓेᅜ၌ǈ࠶ۨࡀටփࡗגڥᅃॆǈኟ๕ൽၩକኮമ٪ሞڦຳఠएূມ࠶ටई࠶ܠ

ටڦఇ๕ăํ७ዐǈ֑ൽ྿ྂ࠶ఇ๕ڦᆶ၌अ႙ຳఠएূǈഄ࠶ටᇑཚअටǄGeneral Partnerǈᅜ

ူ०ĐGPđǅĂኴႜ๚ခअටሞዷ༹ฉ၎ݴǈෙኁ߁ඹᅟंၫǈᆶՂᄲܔෙኁ࠲ဣेᅜՐဆൣă

᭤НनӂᬷᠫἻ̿ᤉᛡઆᠫ

ำү˞ᄬᄊቡᄊНՃੋᏨՌ͍͗

ˊἻᠫ̗ႀ۳ኮေ̡ੋᏨᤰՌ

̡͗ኮေᄊἻХᄆᝮܬವǌᠫӂ

ᬷ֗આᠫᤂͻᤠၹవҩขǍÿ

ǒሓӂ۳ఇᛡҩขǓኄپ

Ἳþሓӂ۳ኮေ̡֗੬ኮ̡ኮေǌࠀ

ᤂၹሓӂ۳᠉ Ἳ̗ሓӂ۳ᩙ

ԣХ̵ሓӂҬ̰̃ሓӂ

۳ҬำүἻऄेৈࡊᐌ߶Ἳ

ᛡបࠄηၹǌਡӃҼᄊ˧ҬǍÿ

̰ʽᤘ൜ЯࠔԻᅼἻሓӂ۳

ኮေ̡ᄊᢶ͋௧ࠫ̆ሓӂ۳᠉

̗ᤉᛡኮေǌᤂၹᄊ˄ˊǍښ

ኮေ̡ˁ(1 ˟ʹѬሏᄊৱцʾἻ

ႀ˄ˊኮေ̡ࠫ۳ֶ̗ᤉᛡኮေἻ

Ի̿हᛪ(1 આᆑᑟҧԣኮေڄ

ˀूǌᎥˬᄱТᠫीགǍሓӂ

۳ኮေ̡ᄊॷˊҬʷᓊݠʾὉ

�� 輑餴
ᚸᠫ௧ኮေ̡न࡙આᠫˊҬᄊ

ҒଢἻᭊ᜶҄ࠄ֗ࠀஷТ̆આᠫᮗ

۫ǌઆᠫӝ۫ǌᮊᄬԧ࡙ǌઆ

ᠫവவ᭧ᄊኖ႕ͯࠀǍ

�� 䫏餴
۳ֶ̗ӂᬷ߹ੇՑἻኮေ̡

ᄊ˟᜶ᐌᑟ௧࠭આᠫᄬಖǌកͥ

આᠫᄬಖǌᤉᛡઆᠫេѼ̿ԣ߹ੇ

આᠫǍ

�� 䫏た盗椚
ኮေ̡ᤰેదᐧి͋ᮩǌᖍ

४ᗉ̃ࣞͯ͘ǌࣟҰᜂઆᠫ͍ˊथ

ቡˊ੍႕ǌଢΙᛡˊᠫູǌࣟҰ

ᜂઆᠫ͍ˊˁΙऄǌࠇਗ਼थТ

ጇவरἻࣳᣙ̿ʷጇѵ༏ҵˁ

҄߷ଆἻࠫᜂઆᠫ͍ˊᤉᛡʷࠀሮ

एᄊኮေ֗҄Ǎ

ԻἻሓӂ۳ኮေ̡Ի̿ᤰ

ଢΙܙϙ֗ኮေҬᄊவरἻ˞

ᜂઆᠫ͍ˊଢΙఞ̡ܳҧᠫవǌТ

᪄ᠫູ֗ᇫ͘ᠫవἻ̰Ꮻ˞۳̗

ֶ֗ᜂઆᠫ͍ˊѹᤵఞܳᄊ͉ϙǍ

̄ǌ(1֗ੰᛡ̃ҬՌ̡͗

(1 ֗ੰᛡ̃ҬՌ̡͗ˁሓӂ

۳ኮေ̡ᄱඋἻڂХښ᧔ၹ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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ἷӊᤰՌ͗ǌྲ൴ᄊᤰՌ͗ǌ

దᬍՌ͗Ἰጸጻॎरᄊ͍ˊ˗ᦐ͘

๘ԣἻХഐঐᄱࠫఞᄰေᝍǍ

ǒ˗Ө̡ඟС֗ڎՌ͍͗ˊขǓ

ἷ̿ʾእሦǒՌ͍͗ˊขǓἸኄ̄

ኄʼ൜ࠀὉþదᬍՌ͍͗ˊႀᤰ

Ռ̡͗֗దᬍՌ̡͗ጸੇἻᤰՌ

̡͗ࠫՌ͍͗ˊϘҬઞᬍᤌࣜ

᠊͊ἻదᬍՌ̡͗̿ХᝣᎡᄊѣᠫ

ᮩ˞ᬍࠫՌ͍͗ˊϘҬઞ᠊͊Ǎÿ

ǒՌ͍͗ˊขǓኄОӡʷኄ̄

൜ࠀὉþ�దᬍՌ͍͗ˊᒰ࠶ऄे

దʷ˔ᤰՌ̡͗Ǎÿ

ǒՌ͍͗ˊขǓኄ̄ӡО

ὉþՌ̡͗ࠫੰᛡՌ͗̃Ҭ̚దࠀ

ՏᄊిѾǍોིՌ͗өᝬᄊጞࠀ

ੋᏨፃЛʹՌ̡͗хࠀἻԻ̿ނ੬

ʷ˔ੋᏨ˔Ռ̡ܱ͗ࠫ̽᛫Ռ͗

͍ˊἻੰᛡՌ͗̃ҬǍͻ˞Ռ̡͗

ᄊข̡ǌХ̵ጸጻੰᛡՌ͗̃ҬᄊἻ

ႀХึނᄊ̽᛫ੰᛡǍÿ

ǒՌ͍͗ˊขǓኄОӡʹࠀὉ

þదᬍՌ͍͗ˊႀᤰՌ̡͗ੰᛡ

Ռ͗̃ҬǍੰᛡ̃ҬՌ̡͗Ի̿᜶

රښՌ͗өᝬ˗ᆸੰࠀᛡ̃Ҭᄊઑ

ᦱԣઑᦱଢԩவरǍÿ

ˀᬲᄺѣἻదᬍՌ͗یሓӂ۳

˗Ἳᒰ࠶ऄښߛʷ˔ (1Ǎਫ਼̿Ἳ

ʷᓊৱцʾదᬍՌ͗یሓӂ۳Զ

ʷ˔ (1Ἳԡڂ˞Զᑟႀ(1 ੰ

ᛡՌ͗̃ҬἻᄊੰᛡ̃ҬՌ͗

̡˷Զᑟႀសʷᄊ(1ઞ͊ Ǎ̀

ͮ˷Ի̿ښߛː˔ੋː˔̿ʽ

ᄊ (1ἻᄊదᬍՌ͍͗ˊԻ̿

దː˔ੋː˔̿ʽᄊੰᛡ̃ҬՌ͗

̡Ǎڂ˞ေʽፃЛʹՌ̡͗хᝬἻ

Ի̿ૉࠀː˔ੋː˔̿ʽᄊ(1˞

ੰᛡ̃ҬՌ̡͗Ǎͮ௧ࠄ˗Ἳॢ

ᦊᑟܵଌԪదᬍՌ͍͗ࢺద࠶

ˊᄊᖹˊੰི˗ᄆᝮʷՐ̿ʽᄊੰ

ᛡ̃ҬՌ̡͗Ǎ

ǒሓӂઆᠫ۳ՌՏૉळ �Ղ

ἷՌ͗өᝬॹܬ൜ૉळἸǓἷ̿ʾእ

ሦþǒՌ͗өᝬॹܬ൜ǓÿἸኄ̋

ኄἷپἸᮊࠀὉþǘੰᛡ̃ҬՌ̡͗Ǚ

Ռ͗өᝬऄጞࠀႀᤰՌ̡͗ઞ͊

ੰᛡ̃ҬՌ̡͗Ἳੰᛡ̃ҬՌ̡͗

దిࠫՌ͍͗ˊᄊ᠉̗ᤉᛡઆᠫǌ

ኮေǌᤂၹ֗ܫᎶἻࣳଌԪХ̵

ᤰՌ̡͗֗దᬍՌ̡͗ᄊᄣᅖĀĀ

ՏԻ̿ࠫੰᛡ̃ҬՌ̡͗ੰᛡ̃

ҬᄊઑᦱἷӊѬੇἸԣઑᦱ

ଢԩவरǌѾᄞфቊԣТᐏ̔

̃ᮊϢѣጞࠀǍÿ

ǒՌ͗өᝬॹܬ൜Ǔኄ̋ኄ

ἷ ἼᮊࠀὉþǘኮေவरǙՌ͗ی

۳ᄊኮေ̡Ի̿௧Ռ͍͗ˊੰ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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ߦࡎ

Ӓ̛ᬠ߷॥̃Ҭਫ਼ʽ๒Ѭਫ਼Ռ͗

̡Ἳ̔ ๒॥ө۳ˊҬᆑቃނր͘ނր

ˊҬவՔὉሓӂᐧిˁઆᠫ۳ǌᆡ̗

᧘டˁຍካǌ̂̃ᝬᝍх

̃ҬՌ̡͗Ἳ˷Ի̿ނ੬ፌХ̵ሓ

ӂ۳ኮေǍՌ͗өᝬ˗ऄ

ᆸኮေ̡֗ኮေவरἻࣳѵኮေ

̡ᄊిᬍԣኮေᠠᄊᝠካ֗ஃ̷வ

रǍÿ

ԻἻՌ͗یሓӂ۳ᄊੰᛡ

̃ҬՌ̡͗ˁሓӂ۳ኮေ̡Ի̿

ˀ௧Տʷ̡Ǎੰᛡ̃ҬՌ̡͗ੰᛡ

Ռ͗̃Ҭᄊిᬍູᒭ̆ЛʹՌ̡͗

ᄊނ੬Ἳសނ੬ข॥ТጇऄԪ҂Ռ

ՏขᄊጞౌǍ۳ኮေ̃ҬХࠄ௧

Ռ͗̃Ҭ˗ᄊʷᦊѬἻፃЛʹՌ͗

̡хᝬἻԻ̿۳࠲ኮေ̃ҬᄊЛ

ᦊੋᦊѬҚሏѣἻԳᛡނ੬ሓӂ

۳ኮေᤉᛡኮေǍ

ʼǌኮေ̡ˁ(1ѬሏᄊԔڂ

ʷᓊឭἻ-1 ᤰఞϚՔ̆આ

ᠫኮေ̡֗ (1 ʷʹᄊሓӂ۳Ἳ

˗ኮေ̡֗ࠄͮ (1 ᄱѬሏᄊৱ

ц˷ॢἻ˟᜶ద̿ʾїመԔڂὉ

�� ⴔ侔굥ꤗ灶❡ꥬ猌
ᣗ˞ܸیǌ˄ˊᄊሓӂ۳આ

ᠫኮေʾड़ड़Տኮေᅌˀ

ൣʷஃᄊ۳ֶ̗ǍښదᬍՌ͗ی

ሓӂ۳˗Ἳ1ࠫ)ڂՌ͍͗ˊᄊ

ϘҬઞᬍᤌࣜ᠊͊Ἳݠႀኮေ

̡Տઞ͊(1Ἳѷेኮေ̡ਫ਼ኮေ

ᄊ౽ஃ۳ԧၷጘጭἻ־ॖ͘ࡃ

҂ኮေ̡ᄊடʹᠫ̗ԣᤂᖹǍ

ኮေ̡֗(1 ᄱѬሏἻᑟ̗ܵ࠲ၷ

ጘጭᄊ۳ֶ̗᮳ᬗᬦሏࡏ1)ښ

᭧Ἳδ۳ኮေᄊᤂᖹǍ

�� 錞鼙餴呔ꣳⵖ
ǒՌ͍͗ˊขǓኄʼࠀὉþڎ

ద࿘ᠫНՃǌڎద͍ˊǌʽНՃ

̿ԣНᄞভᄊ̃ˊӭͯǌᇫ͘ڄʹ

ˀ४ੇ˞ᤰՌ̡͗Ǎÿ˞̀ᥘᤈ

ʷᬍ҄Ἳڎద͍ˊ֗ʽНՃड़ड़

͘ᤥહኮေ̡ˁ(1ᄱѬሏᄊവरἻ

ᝓἻښǒՌ͍͗ˊขǓឦܒʾՌ͗

̃ҬੰᛡᏨ֗ᬍ᠊͊ઞᏨᄊഐ

ঐἻʼᏨ௧߹ЛˀՏᄊഐঐǍࠫ̆

ሓӂ۳ᏫᝓἻˀیНՃ֗یጞݏ

ኮေ̡Ǎښߛ1Ἳ̩)ښߛ

ʷ˔ሓӂ۳̩దʷ˔ኮေ̡Ἳ

ͮࠫ̆దᬍՌ͗یሓӂ۳ἻԻ̿

దܳ˔ (1 ੋੰᛡ̃ҬՌ̡͗Ἳੰ

ᛡ̃ҬՌ̡͗ʷࠀ௧(1Ἳ(1ˀʷ

௧ੰᛡ̃ҬՌ̡͗Ǎࠀ

దᬍՌ͗یሓӂ۳ᄊኮေ̡ǌ

(1 ֗ੰᛡ̃ҬՌ̡͗Ի̿ʼᏨՌ

ʷἻͮނ੬ኮေവरʾᄊదᬍՌ͗

ሓӂ۳ἻႀЦదኮေ̡ᠫᄊی

ኄʼவઞ͊ኮေ̡Ἳኮေ̡ˁ

(1ǌੰᛡ̃ҬՌ̡͗ᄱѬሏǍ

ԳᛡᎶʷ˔ᐧ˟ʹઞ͊(1Ǎ

�� 抳崞呍皾ⴔꂁ
ࠫ̆ኮေ̡֗ (1 ᄱѬሏᄊവ

रἻ۳ኮေᠠԣˊઑᦱԻᤉ

ᛡѬҟἻႀኮေ̡֗ (1 ѬѿஆԩἻ

ᤈ࠲வΧኮေܳஃ۳ᄊኮေ̡

ࠫХኮေᄊՊஃ۳ᄊஆᄞৱц

ᤉᛡ࿘ቡՌካἻ˷Ի̿ಪኮေ̡

֗ (1 ਫ਼ઞ͊ᝈᓤ᠈ᄊܸ࠵Ἳࠫ

۳ኮေᠠ֗ˊઑᦱᤉᛡࣀपӑ

ѬᦡǍ

�� 䎾㼆遤⚌港盗
۳ˊө͘᜶රሓӂ۳ኮڂ

ေ̡ᛡᄆᝮܬವ፞Ἳܸܸଢᰴ

̀۳ኮေ̡ᄊੇవ֗ፃเੇ

వǍ˞Տ໘ᡜᄣኮ᜶ර֗ˊੇ

వἻఞܳ۳ኮေԳᛡቡ

ᭊᄆᝮ˞۳ኮေ̡ᄊ(1 ቡ۳

Ἳᄵԝ(1ᄆᝮੇవǍ

�� 忘駈餴銳宠
ʷ̏આᠫᏨࠫ̆۳ኮေ

̡ᄊੇቡࣲᬍǌઆᠫˊǌኮေڄ

ǌኮေᠫ̗വǌˊηద

ʷࠀᄊപ᜶රǍ˞໘ᡜᤈ̏ྲࠀ

આᠫᏨᄊӂᠫ᜶රἻᤥહႀવదᄱ

ࠫે፞ኮေᝮैᄊ۳ኮေᏫ

᭤(1ઞ͊۳ኮေ̡Ǎ

�� ❧「⠏䟃佟瘻
˞ծळᠫἻʷ̏ڡவऊᤰ

Ꮆ͖ৼኖἻᴂҵઆᠫК

᯿Ǎ۳ኮေ˞̀ᑟܵᖍ४ʽ

ᤘ͖ৼኖἻڡेښቡ(1ԧᡑ

ੇቡ۳Ǎ

ǌፇپ

ሓӂ۳ኮေ̡௧ǒ҆આᠫ

۳ขǓǒሓӂઆᠫ۳ᄣᅖኮေఇ

ᛡҩขǓឦܒʾᚸֶ̗આᠫᤂͻ

ኮေᏨᄊഐঐἻ(1 ֗ੰᛡ̃ҬՌ

̡͗௧ࠫ̆దᬍՌ͗یሓӂ۳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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ᮽƎᕖ⌷

ʷǌሓӂ۳ᄊഐঐ֗ᡑູ

ಪǒሓӂઆᠫ۳ᄣᅖኮေ

ఇᛡҩขǓἻሓӂ۳ૉܒڎ˗ښЯἻ

̿᭤НनவरՔઆᠫᏨӂᬷᠫ

ቡᄊઆᠫ۳ἻѬ˞ሓӂ҆આᠫǌ

ሓӂᐧి 	եѹઆ 
 આᠫԣХ̵ሓӂ

આᠫ�ܸዝѿ̿ԣࠫऄᄊ �ዝ۳Ǎ

Хઆᠫᔵڊӊ˼ӮᐧᇾǌᐧిǌϘ

҆ǌరǌరిǌ۳͋ᮩԣઆᠫՌ

ՏጞࠀᄊХ̵આᠫಖᄊǍ

ሓӂ۳ˑಫឭ௧˔ᓒֶǍ

߲ᡑູ̆ ���� ࣲᄊᎿڎἻᗃՐᄊӨ

ளᄆᄊʼՐᩐᛡ࠷᠅ᛤઆᠫᩐᛡ࠷

આᠫ,,3ἻࠒՌ͗ੇቡ̀ʷࠒ

˄̰̃ࣳ᠔ˊҬἻᤈࡃ௧తொᄊሓ

ӂᐧిઆᠫНՃǍ��ˇጢ �����ࣲ

̽ἻͰᤰᐺᒱࠀڍஆᄞ҆ஆᄞဋ

ᣗͰἻܸ᧚ᚸᄊઆᠫᤉК̀ᰴ

ஆᄞᄊሓӂᐧి۳ᮗ۫Ἳሓӂᐧి

۳ԧ࡙҂ʷ˔ᰴǍ҂̀����ࣲἻ

ᎿڎᎪፏሙᐧจ෭ᆡ༤Ἳѹઆᛡˊ

ງԪॖ־ἻᎿᐏϲᬌͰѾဋἻ˞ሓӂ

ᐧి۳ܸन൜வΧ˨ Ἳܸ̀ܥ

ሓӂ۳ᬷڄᄊࠄҧǍ҂����ࣲᳬ

ᆃᬷڄʽᄊϋἻሓӂᐧి۳ፃ

 ��ࣲܳᄊԧ࡙Ἳੇࣃ˞̩̆ᩐ

ᛡ൜֗ *10ᄊ᧘᜶Ǎ

̄ǌሓӂ۳ڎੈښᄊԧ࡙ԣ
ဘ࿄

ሓӂ۳ڎ˗ښᄊԧ࡙ሮἻՏ

Ԫ҂ܱᠫึ֗వึژːᐧҧ᧚ᄊ

үǍ

ᤈ˔ሮښ Ἳ̠ܱᠫึЏ௧̿

7$ଊἻඋݠʽˇጢ �� ࣲ̽Ѻᄊ

ᳬᆃ᮳ᬗᠫవἻ̿ԣ����� ǒࣲ

ቡ̗ڎ˗ܱܒˊઆᠫ۳ኮေҩขǓ

ᤰἻͧᬤᤈʷరܱڎ *5 བྷᄊᣁ

ረἻܸܱᠫ 7$҂˗ڎǍ�����

���� ࣲᤈ˔Ἳ௧ܱᠫ1&ᤉК

ᄊѺ൦రἻጚూᠫవᤥહथቡڎ˗

ᄊઆᠫ۳Ἳ̫ڎ˗ ᠫሙǌܱیܸ̏

ᚸᄊᄰઆᦊ˷न߭ݽӑѣ

˗ᄊઆᠫ۳Ἳ̰ࣳНՃڎ˗ࠫ˄

࿘ቡѣἻඋݠᠿࠝࡃ௧ᑲᑂ̆ᣄ

ᩐ̎ฯǍ���� ࣲՑἻ1&આᠫੇ˞

˟ืǍ

ऊҧ᧚ᄊү˞వึژሓӂ

ᐧి۳ᄊᡑ൦᠈̀᧘᜶ͻၹǍవ

ሓӂᐧి۳ᄊᬽॎ௧̿ऊึژ

ᄊ᭧Քᰴሙ͍ˊᚸᠫᄊѹ˟˞

ˊੋ᮳ᬗઆᠫ۳Ǎ���� ࣲ �����

ࣲ௧˔ᡑ൦Ἳऊᄱፙੇቡʷ

̏᮳ᬗઆᠫНՃἻඋڎ˗ݠழషѹ

ˊઆᠫНՃፃڎҬᬓюੇቡἻᤈ

௧ੈܸڎᬆڡӝኄʷࠒ˄ᖹ᮳ᬗઆ

ᠫˊҬᄊǍ����ࣲ ����� ࣲ

௧ԧ࡙Ἳѣဘ̀ᄱТᄊቦኖǍ

උݠ���� ࣲἻڎҬᬓҩНԊԧ ǒТ

̆थቡੈڎ᮳ᬗઆᠫ҄ᄊᔪࣰਓ

ǓἻ���� ࣲἻǒງڢѹˊᠫవઆ

ᠫᰴழష̗ˊఇᛡࠀǓᮒἻᤈ

௧ੈڎኄʷᦊڡவভѹˊઆᠫቦǍ

ᄾࠒᤈʷరἻӒ̛ѣဘ̀ኄʷښ

ਓ˧ʽᄊඟᖹѹˊઆᠫἻ˷ࡃ

௧Ӓ̛˗Тేሙ᮳ᬗઆᠫదᬍН

ՃǍᤉК ���� ࣲՑἻႀ̆̉ᐏᎪจ

෭ᄊᆡ༤Ἳੈڎ᮳ᬗઆᠫˊᤉКͰ

Ἳʷᄰ҂���� ǒࣲѹˊઆᠫ͍ˊ

ఇᛡኮေҩขǓѣԼՑἻ᮳ᬗઆᠫԧ

࡙ᤉКᰴǍᬤᅌǒՌ͍͗ˊ

ขǓᄊᮒἻՌ͗҄एर̿ข॥ॎ

रᆸࠀἻᯫࠒదᬍՌ͗ງڢӯ๒ੇ

ѹˊઆᠫՌ͍͗ˊ ����ࣲੇቡǍ

����ࣲ ����� ࣲἻሓӂᐧి۳

ᤉК̫̀ ǌܱᠫǌ࠵˗Яܱǌܸڎ˔

����ᠫǌඟᖹЛ᭧СՏԧ࡙Ǎڎ

ࣲႀ̆ *10 ఇϣἻሓӂᐧి۳ڂ

ˑ᧘Κᠻ *10 ᤞѣἻਫ਼̿ፃԋ̀ʷ

˔ฤྡἻʷᄰ҂ ���� ࣲअἻᬤ

ᅌ *10 न֗ழʼੱࠔἻሓӂᐧ

ి۳੦ԡᤁʷ˔ԧ࡙ܹǍ˨ ՑἻ

҆આᠫ۳ˊөڎ˗ ἷ͘እሦþ˗

۳өÿἸښሓӂ۳ᛡˊᄊᄣኮनթ

̫̀ ˔ழኽቦǍ

ʼǌሓӂ۳ᄊᄣኮԧ࡙य़

ሓӂ۳ᄊᛡˊᄣኮˑಫʽ

ឭ௧̰ ���� ࣲ �థ�ெ˗۳өԧ

ǒТ̆ᤉʷ൦ᔵሓӂ۳ኮေ̡ᄆ

ᝮᔪࣰ̃ᮊᄊНշǓἷ̿ʾሦ̄̋Н

շἸनݽᔵᄊǍቸᏨ্̰̋̄ݞН

շՑनݽଌᝏሓӂ۳ኮေ̡ᄆᝮ

ֶ̗֗వವᄊข॥ਓ˺Ҭᒰ Ἳ̭

ࠫᤈరᄊᄣኮԫӑඋᣗྀǍಪ

ᤈʷరҩሓӂ۳ᄆᝮ֗ܬ

ವˊҬඋᣗ௭ᄊভਖԪ֗˗

۳өˀலԧᄊᔵ͈ἻቸᏨዤ

ѳѬ˔پᤈʷరᤉᛡ࠲ڡู

	̩ѣ̆˔̡ਖԪ֗Χ̆వᄊᝧ

Ѭౢ 
Ǎ

痦♧媯蟟蔠媯����
䎃✳❀Ⱆデ

ੈ̓ᦐᅼ᥋ሓӂ۳ˊҬᄊᄣ

ኮᦊ௧˗۳өǍ˗۳өፃڎҬᬓ

юੇቡ̆���� ࣲ �థ�ெἻ௧҆

આᠫ۳ᛡˊᄊᒭ॥ভጸጻἻଌԪ˗

ඟᦊᄊˊҬૉࠒڎᄣ֗͘ڎ

ሓӂ۳ڎੈښᄊԧ࡙֗ᄣኮԫ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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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ᄣᅖኮေǍ

Ꮻੈڎᄊǒ҆આᠫ۳ขǓ௧

҂̀���� ࣲ �థᮒᄊἻ˷ࡃ௧௹

̆˗۳өੇቡᄊǍಪǒ҆આ

ᠫ۳ขǓἻ۳ኮေ̡ǌ۳੬ኮ

̡ऄेҫКө͘Ἳ۳ҬԻ

̿ҫКө͘ǍԻ̿ឭἻǒ҆આᠫ۳

ขǓᆸ۳࠲ኮေ̡ǌ੬ኮ̡֗

ҬѳК˗۳өᄊኮေᔵڊǍ

���� ࣲ �థ�ெἻ˗۳өԧ

Т̆ǒᤉʷ൦ᔵሓӂ۳ኮေ̡

ᄆᝮᔪࣰ̃ᮊᄊНշǓἻԁ̄̋НշἻ

नݽᛡˊܸடᮐǍˀ݂सڡឭἻᤈ

௧ሓӂ۳ᛡˊЯᄊ᧗ሮᇀ͈̃Ἳ˨

Ցˀலˑಫᄊᄣኮᦐ௧̋̄ښНշ

ᄊ۳ᆩʽʷᑢᄱǍࣳ ̀�థ�ெ�

థ�ெː˔ᓬགἻѬѿ௧ᄆᝮ໘

ʷࣲళܬವᯫԶ۳ֶ̗ᄊኮေ̡Ἳ

֗ᄆᝮళ໘ʷࣲళܬವᯫԶ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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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下仲裁协议效力准据法
确定制度的完善
文│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商事仲裁研究中心

编者按：
对仲裁协议效力准据法确定问题，我国《仲裁法》未作规定。因仲裁与司法审查之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6〕7号，以下称《仲裁法解释》）对此作出了规定。

2011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法律的形式

规定了仲裁协议效力准据法的确定制度，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在 2017年发布的《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

题的规定》（法释〔2017〕22 号，以下称《若干规定》）对此进行了进一步完善，但司法实践中对于仲裁协议准据

法的确定仍然存在进一步修改的空间。本文将结合仲裁工作实践，对此问题进行分析讨论，以飨读者。

 一、仲裁协议效力准据法确定
制度概述

（一）仲裁协议效力准据法的概
念

仲裁协议效力准据法，就是指

确定仲裁 协议 效 力所应 适 用的法

律。具体而言，就是根据冲突规范

的指引来确定适用哪项法律确来定

仲裁协议效力。由于国际商事仲裁

涉及超越一国边界的商事交往，因

此仲裁协议所约定的仲裁事项至少

会与一个外国的法律体系有联系。

如果当事人对该仲裁协议的效力产

生争议，应适用哪项法律认定仲裁

协议的效力，这是国际商事仲裁中

不可回避或逾越的一个法律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在国际商事仲

裁理论与实践中，仲裁协议效力受

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当事人缔

约能力、仲裁协议要件、仲裁协议

约定事项的可仲裁性等。这些因素

所适用的法律可以是不同的。而仲

裁协议效力准括法并不涵盖上述所

有因素。以《纽约公约》为例，其

将当事人行为能力的准据法、争议

事项可仲裁性的准据法与仲裁协议

效力的准据法作了区分，当事人行

为能力的准据法留给各国国内的冲

突法规范来决定（根据国际私法的

冲突规范原则，当事人的行为能力

一般适用属人法，即自然人居住地

法或公司注册地法），争议事项可仲

裁性的准据法确定为被申请承认及

执行国国家的法律，另外专门规定

了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准据法的冲

突规范。因此本文讨论的仲裁协议

效力的准据法也不包含当事人行为

能力的准据法与争议事项可仲裁性

的准据法，而仅指认定仲裁协议效

力的准据法。

（二）确定仲裁协议效力准据法
的重要性

由于各国法律对仲裁协议效力

的问题存在不同的规定，故对于同

一项仲裁协议，适用某一国家的法

律可能有效，但适用另一国家的法

律可能会出现完全相反的结果。该

问题的重要性在我国尤为明显，因

为我国《仲裁法》对仲裁协议要件

的规定在国际中是“少见的严厉”， 

特别是要求仲裁协议必须有“选定

的仲裁委员会”以及无涉外因素不

得选择境外仲裁机构。这就导致同

一项仲裁协议，适用我国法律与适

用其它域外法律可能导致完全相反

的结果。比如“Arbitration, if any, 

in HONG KONG”这样的在租船

合同中常见的仲裁条款，若适用我

国大陆法律时会因未约定仲裁机构

而无效。但根据我国香港特区的仲

裁法，这是一个完全有效的仲裁条

款。又比如“凡因执行本合约或与

本合约有关的发生的一切争议应由

合约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果不能

协商解决，应提交新加坡国际贸易

仲裁委员会按照美国的仲裁规则进

行仲裁，仲裁裁决的是终决的，对

双方都有约束力”这样的仲裁条款，

如果适用我国法律则很有可能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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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选定仲裁机构为由被认定为无

效，但根据新加坡法律，则同样是

一个合法有效的仲裁条款。 

（三）确定仲裁协议效力准据法
的一般规则

从国际公约和多数国家的规定

来看，仲裁协议效力准据法的确定

遵循一些普遍的规则，一般是 ：（1）

优先适用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明示

或默示选择的、针对协议自身的准

据法 ；（2）当第 1 项选择不存在时，

适用仲裁地的法律。

优先适用当事人约定的准据法

是国际普遍承认的原则，因为它体

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在当事

人未能约定仲裁协议效力的准据法

的情况下适用仲裁地法，是因为根

据国际私法关于国际合同普遍适用

的“最密切联系原则”， 在仲裁这一

法律关系所涉及的当事人国籍、争

议标的物所在地、仲裁地点、仲裁

所适用的语言等各种连接因素中，

仲裁地点与仲裁有着最为密切的联

系。需要说明的是，世界各国普遍

确认的当事人约定准据法规则，是

指当事人专门针对仲裁协议自身约

定准据法，而非主合同中约定的合

同准据法。由于仲裁协议多以主合

同中的仲裁条款形式出现，当事人

往往在主合同中已经约定了合同所

适用的法律，如果当事人未就仲裁

协议自身的准据法作出约定，对于

主合同的准据法是否就是仲裁协议

的准据法，世界各国并未达成共识。

二、我国确定仲裁协议效力准
据法的实践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的实践
我国《仲裁法》1995 年实施以

来， 对于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这一

重要问题没作出规定，这导致人民

法院在《仲裁法》颁布实施之初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缺乏相关的法律依

据。在当事人基本不对仲裁协议的

准据法作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法院

内部对适用仲裁地法律还是法院地

法律的问题，产生了分歧，集中体

现在当事人约定在境外仲裁的仲裁

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上。主张适用

法院地法的观点认为，如果适用裁

决地法不仅放弃了我国对约定的外

国仲裁案件的实体权利的监督，也

放弃了程序上的监督。经过多年探

索并通过数个请示案件的答复后，

最高人民法院于 2006 年颁布了《仲

裁 法 解 释》。该 解 释第 16 条明 确

规定 ：“对涉外仲裁协议的效力审

查，适用当事人约定的法律 ；当事

人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但约定了仲

裁地的，适用仲裁地法律 ；没有约

定适用的法律也没有约定仲裁地或

者仲裁地约定不明的，适用法院地

法律。”这一规定将准据法的确定

划分为三个层次 ：当事人意思自治、

仲裁地法律、法院地法律。可以说，

这一规定除了将法院地法律作为第

三 层次的选 择外，与《纽 约公约》

中有关仲裁协议法律适用规定是一

致的。

我国于 2011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通

过立法的形式确立了仲裁协议准据

法的确定原则，该法对《仲裁法解释》

的相关规定进行了调整。该法第 18

条规定 ：“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仲裁

协议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

的，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法律或者

仲裁地法律。”该规定增加了仲裁

机构所在地法律的适用，但取消了

法院 地法律适用的余地。2013 年

1 月 7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

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

释（一）》（法 释〔2012〕24 号）第

14 条又补充规定 ：“当事人没有选

择涉外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也没

有约定仲裁机构或者仲裁地，或者

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认定该仲裁协议

的效力。”然而，《涉外民事关系法

律适用法》及其司法解释的施行并

不意味着《仲裁法解释》第 16 条再

无适用的余地。人民法院适用哪一

条冲突规范确定仲裁协议效力的准

据法，取决于仲裁协议签订的时间。

如果协议签订在《涉外民事关系法

律适用法》施行之后，由于该法的

法律效力高于《仲裁法司法解释》， 

则应当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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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如果协议签订在《涉外民事

关系法律适用法》施行之前，则仍

应适用《仲裁法解释》。

2017 年起施行的《若干规定》

第十四条规定 ：“人民法院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

用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确定确认

涉外仲裁协议效力适用的法律时，

当事人没有选择适用的法律，适用

仲裁机构所在地的法律与适用仲裁

地的法律将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作出

不同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适用确

认仲裁协议有效的法律”，因此，我

国目前实际上形成了“当事人选定

法律”“仲裁地法律”和“仲裁机构

所在地”“法院地法律”三个不同的

法律规范适用层次。与此同时，《若

干规定》第十三条还规定“当事人

协议选择确认涉外仲裁协议效力适

用的法律，应当作出明确的意思表

示，仅约定合同适用的法律，不能

作为确认合同中仲裁条款效力适用

的法律”，即我国明确排除合同适用

法律作为仲裁协议准据法的可能性。

（二）存在的问题
从上述司法实践探索的进程中

不难发现，我国司法实践在认定仲

裁协议效力的准据法问题上呈现了

不断向国际靠拢的趋势 ；在当事人

未约定仲裁协议效力的准据法时，

人民法院从一律适用法院地法到适

用仲裁地法是一大进步，也符合国

际通行的做法。它反映了人民法院

对仲裁态度经历了从严格控制到支

持与适度监督结合的转变。《涉外

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将最高人民

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条款上升为国

家法律，在立法上首次明确规定了

“仲裁地”概念，体现了立法的进步。

但与此同时，不能忽视的是，我国

若干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的实践所反

映出现有冲突规范的不足 ：

首先，仲裁协议属于一类特殊

的合同，尽管各国仲裁立法对仲裁

协议成立和效力往往有特别规定，

但对仲裁协议内容的解释、确定仲

裁协议效力的真实含义、仲裁协议

对当事人的约束力等，原则上仍应

受一般合同法律规范的规制，需要

运用合同解释的方法来对上述问题

作出认定，这也是仲裁协议效力认

定的基础。而在涉外仲裁协议效力

的准据法确定方面，法院在根据冲

突规则寻找判断系争仲裁协议效力

的法律之前，应当先查明当事人仲

裁协议约定的内容，究竟是否约定

了仲裁机构及 / 或仲裁地，然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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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冲突规范确定准据法。

其次，我国法院上述规定的立

法初衷无疑是强调当事人缔约时的

真实意思表示，即从仲裁协议独立

性原则出发，以当事人明确的仲裁

协议准据法或明确的仲裁地这一与

仲裁法律关系最密切联系之地点的

法律，视为当事人对于仲裁协议法

律适用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其无法

回避三个现实的问题 ：第一，仲裁

协议的独立性原则本身仅反映了当

事方的预期意图，即各方商定的争

议解决程序应在主合同无效的情况

下仍然有效，其目的是使该意图具

有法律效力，而不是为了使仲裁协

议与主合同隔离，使其成为完全独

立的合同 ；第二，要求当事人在已

对主合同准据法进行约定的情况下，

再单独对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约定一

个与主合同不一致的法律，这一做

法是否符合商业交易谈判的惯常逻

辑仍值得讨论 ；第三，当出现债权

让与、代理、公司集团等仲裁协议

效力扩张情形时，仲裁协议对当事

人的约束力问题往往与交易的实体

法相交织，此时很难将其完全排除

在当事人，特别是“加入”合同这一

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之外。

其三，目前我国仲裁司法审查

实践已经确立了确定仲裁协议可适

用的冲突规范，并确立了选择性的

冲突规范以尽量使仲裁协议有效，

但冲突规范的解释仍可能会涉及国

际私法上识别、连结点的界定等特

殊问题，需要运用合理规范的法律

解释方法。从我国仲裁法律制度的

建构角度出发，法官在进行仲裁司

法审查时，仍应当遵循上述事实查

明和法律适用的规范并以此得出相

应的裁判结论，而不宜仅从司法政

策的倾向性结论出发，反过来寻找

论证该等结论的依据。

三、完善我国仲裁协议效力准
据法确定制度的建议

本文建议，将我国有关确定仲

裁协议效力准据法的冲突规范修改

为 ：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审查，适用

当事人选择的法律 ；当事人没有选

择法律的，适用仲裁地法律 ；根据

当事人的约定无法确定仲裁地的，

适用争议事项特别主合同约定适用

的法律，但当事人明确排除适用的

除外。

首先，明确该准据法适用的范

围仅是确定仲裁协议效力的法律，

不包括确定争议事项可仲裁性及确

定当事人行为能力的法律。其次，

沿用“层级”标准，将当事人约定的

准据法与仲裁地法作为前两个层级，

这样规定能与《纽约公约》的规定

相协调，也符合仲裁的规律。第三，

将争议事项所适用的法律、特别是

主合同的准据法作为第三层级。

在实践中，有些仲裁协议既无

当事人约定的准据法，又无法确定

仲裁地，故设立第三层级的准据法

还是有必要的。相比而言，将主合

同的准据法作为第三层级比法院地

法更为科学合理。理由是 ：

第一，意思自治是仲裁的灵魂，

主合同的准据法也是当事人意思表

示的体现，国际商务实践中当事人

对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单独约定法律

适用的情形极为罕见，此时推定仲

裁协议适用的法律与基础合同适用

的法律一致，是合乎逻辑与法理的，

在英国国内，以《戴雪和莫里斯论

冲突法》为代表的英国国际私法主

流学说认为，如果对仲裁协议有明

确的法律选择，则该选择将是有效

的，而不用去考虑整个合同适用的

法律 ；如果对整个合同有明确的法

律选择，作为合同条款之一的仲裁

条款通常也应受该法律的管辖，而

不论仲裁地点是否有约定，也不论

该地点实际在哪里。因此，无论是

依据仲裁协议的理论还是外国的实

践，主合同的实体法律都是不容忽

视的法律，除非当事人对仲裁协议

的准据法有专门的约定，否则适用

主合同准据法作为仲裁协议的准据

法是合理的。

第二，适用主合同的准据法认

定仲裁协议的效力与仲裁协议独立

性理论并不冲突。仲裁条款独立性

是随着国际商事交往的不断发展及

各国立法普遍承认仲裁裁决的法律

效力，以及国家确认通过仲裁解决

商事争议的鼓励政策的发展而逐步

确立与发展起来的， 该理论明显具

有尽量使仲裁条款有效的政策性功

能，该理论通过将仲裁条款从主合

同中分离出来以防止主合同的瑕疵

殃及仲裁条款的效力认定，从而使

其被认定无效的概率远远低于主合

同无效的概率。

最后，就如何区分“当事人约

定的准据法”与“主合同准据法”， 

因为前者是第一层级的依据，后者

是 第三 层 级 的 依 据，如果界限不

清，就会造成第一、第三层级间的

混淆和混乱。本文认为，可以结合

以下两个标准进行区分 ：一是文字

内容，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对仲裁

条款的准据法作出了明确的、一目

了然的约定，则该法律就是专门针

对仲裁协议约定的法律 ；二是出现

的位置，如果当事人关于准据法的

约定出现在合同的仲裁条款中，则

是仲裁协议的准据法，如果出现在

合同的其他部分，则是主合同的准

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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Ԡҫ̀ቇйἻሏनʽ๒ἻЏښӯ̛

ܸஔڤፃӧࣲᝫጷἻཀྵՑԝ̀˗

యܒǍښᓈಣᄊᝫጷ˗Ἳԧဘੈ

ͻ˞ʷ˔ᓈቇФᤇద̏ᎥᬞἻࡃᣁ

҂й̃ขऑǍՑἻੈᤇԠҫ̀ͯ

̆ๆԼੇܸࢷʽᄊʷࡣ

੍ख़Ἳࠄᬅʽᄱे̆юܬᝍஊԼາ

ᄊኄʷ੍Ἳԝࣲੈఢைڡ᧘Ǎ

ࠆй̃ขऑϢ̀ӡࣲᄊښੈ

ѼࢺͻἻ४҂ॢܸᄊஆᖍǍښӒவ

ᄊϋԷ˗యᐏՌቇйй̃ขऑἻ

Ցॆ҂˗ڎቇйኄʼй̃ขऑǍ

ᝍஊʷࡣՑἻॆࡃ҂˗ڎቇй

ኄ̋йᄊй̃ขऑǍй̃ขऑ˟᜶

௧ࠆေʷ̏й̃ኮ҄ڡӝЯ๘ԣᤋ

Ԧй̃ᛡ˞ᄊѲ̃࿁ᎵǍขऑԣࢺ

ͻ̡րՐሦˁڡவʽᄊขᬓ႕దˀ

ՏἻ̋ӡࣲ̽ᄊϋԷйขܫἻ̿

Ցࡃሦ˞й̃ขᬓǍ̡րతொԷࣰ

̃Ἳࣰ̃͜ࠈݠǌйࣰ̃̃ἻՑ

ሦ˞ҰေἻੈઞ͊ᄊ௧й̃ҰေἻ

ѼրǍᥧࠆઞ͊ࡃनऑᄊϋښ

й̃ขऑܳ௧࿘͊҄Ἳ˷దʷ̏ವ

͈ᭊᦡᎶ̰ᦊ᧗᭧્ᤥѣᄊᬘ

ˊրǍՑἻй᎖ἻੈΧᣁࠆ

ጇፒᄊᮼˊࢺʽ๒ᣐښἻЏՑࠒڀ

ֶԈǌӑࢺԈࢺͻǍ

���� ࣲἻ१ලӝ͘ࢺˡҩ̀

ेʽ๒ኄʷࠫН͕नஊᄊข॥

֧វำүἻੈਫ਼ښᄊʽ๒ฤҎԈ

ͯ̆१ලӝἻੈԝԠҫำүἻࢺͻ

̡րᅼ᥋ੈᄊፃԋՑүրੈԠҫἻ

ੈѾၹˊଌॠ֧វἻᝣគ

̀ʽ๒॥өᄊౄಞ೦Ҟ͘Ἳ̵Ϣ

ᤈښे॥Ǎڀͻʷгүրੈࢺ

రἻੈᤇ҂̀ߦቦ͘Ἳ

͘˷௧ขߦᬓඌˊᄊǍἷՃข

ᦊԾᓢᦊ௧ʽ๒ขߦᬓኄʷࡓ

ᄊἻੈ௧తՑʷࡓᄊἻʽˇጢ̋ӡ

ࣲ̽ѺܸߦᬓጇॆࣳἻ̩ լǌՏเǌ

ਫ਼దᄊข॥ጇЛᦊߦܸ˔ேՊܭ

ॆࣳ҂ӨˌขߦᬓǍښࣃੈڂʽ

๒ขߦᬓ߹ੇ̀ЛᦊិሮἻੈᄊ

Ἳඌˊ־К͐Ԫ҂ॖڂԋదߦ

˺௧ӨᛪԧᄊǍἸ

ႀ̆᭩Ἳੈࠫข҄దག༦ॷἻ

˅ेੈࠫࢺˊ˷ᙺਖУᡚἻੈښ

ʽ๒ฤҎԈతՑᄊࢺͻͯ௧̰

̃۳వथἻࡃ௧थᤵԈǌ߷ᜉ

Ԧऄ܉దТᄊࢺܬሮἻጚጚ

༢༢ᄊἻे̞ᅋᄺ҂ʷ˔ᢼੋᏨ

Ԧऄڡࣱ܉ᏫᡑἻॷ˗Ѝ໘̀ੇ

ࠫॆʷʾˀ̀хॷǍڂਖἻࡃ

ፃԦܭᏦᘽἻੈᄱη˗ڎᄊข॥

ʷ͘ࠀᡌʽᢾǍతՑἻੈᤥહ̀

ፙ̰፞̃ข॥ࢺͻἻ̆ ���� ࣲѺ

҂ʽ๒॥өरઑ҂Ǎ

ेϙʽ๒॥өূܭ᧘थѺ

రἻੈូК॥ө̩ӡ˔̡ἻՊ

வ᭧͈ᦐ᭤ᓣᔫἻʽိద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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ᅉڀథࡧ
IN MEMORY

ᡫἻनܫἻᭊ᜶દᅌӊ҂ࠉҩНࠀ

ڱவǍ॥өʾదːڡ҂ܱ᭧ώࡃ͘

Ὁ̔ߕྡ ๒ኄʷข॥ᮏ֗ܫኄ

̄ข॥ᮏܫἻੈᜂѬᦡښኄʷข

॥ᮏܫἻਖ਼ඟ֗स˗४උੈ

ொʷ̏ǍᤇଌᝏЦʹ॥ˊҬἻ

ੈᄊኄʷᮊࢺͻࡃ௧ಪ॥ө߷ଆἻ

ોི˗͈ܽድᇸүրదข॥ஔᐲ

ᑀఀᄊ̡ҫК॥͐ǍੈᅌՐ

ӭἻ҂ՊదТӭͯԝᥧ̏̋ӡࣲ

ข॥˄ˊᄊඌˊၷἻҨឭॆߦܸ̽

ǍՑదݞїͯॆ҂ʷਫ਼Ἳద

ᄊࣲᴔᦐঌଌᤃᤞ͔ᄊ˷ᜂүրڀ

Ǎኄ̄ᮊࢺͻ௧ࣟҰʽ๒ᰴᬓࠫ

ԋԾᏥವᤉᛡܭಊἻႀ̆ፃښᰴ

ᬓʷᡑҩНἻੈ̓ˁขᬓᄊՏঃᦐ

ॢྀǍेੈᤇˁʷ॥ʷᡑښ

ܬӝኄʼરॠਫ਼ἷဘښᄊᙆೄᤁ

ࠖᯞἸԠҫ̀ʽ๒࠵þ̡ࣟپÿವ

͈ᄊࠆေǍᤈ˔͊Ҭ߹ੇ̿ՑἻੈ

ࢺᄊܫЛҧઆКኄʷข॥ᮏࡃ̓

ͻǍे॥ࢺͻॢӭʷἻ˟᜶௧

ҩѲ̃ವߕἻᇫ͘ʽʷ̏᧗ඟ̃

ጘጭᦐ௧ႀ͘ނࡐѣ᭧Ἳ

ોིਅΓូϣᏫᝍхᄊἻї˫ద

᠉̗ጘጭ֗ඟ̃ವߕǍ

˨ՑἻੈ̓ʷਫ਼ᄊ॥ᤪຒܳ

ᡑἻࣃద̄ӡ̡Ἳᭊ᜶ԝҩ

НǍੈ̓ЏՑᤰኮࡍНἻ

ምᜰǌ˗ࡣӯ̄ܫҩНἻ

Ցԡ҂ण߷ᯌइώߕἻ֗ʼ

ਫ਼ᄊҒᢶþ๘ܱጸÿࣳ ʷᡑҩНǍښ

ʷਫ਼తொ௧ਖ਼ඟǌस˗ઞ͊Ҟ

˟͊Ǎ���� ࣲअࢻԿἻᬤᅌ॥̡

ᄊˀலܙҫἻʷਫ਼ǌ̄ਫ਼ࣃѺЦ

വἻᮗх࠲ࠀʷਫ਼ᄊ๘ܱጸѳ

ѣԝԳቡʼਫ਼Ἳਖ਼˟͊҂ʼਫ਼े

˟͊ Ἳ̀ੈनݽઞ͊ʷਫ਼˟͊Ǎੈ

ᝀ४๘ܱˊҬ̰ʷਫ਼Ѭѣԝ᭤Ի

৹Ἳښࡃʷਫ਼᧘ழጸथ̀ʷ˔๘ܱ

ጸǍڀᮏᤈԋԾἻੈॢখঐस˗

॥Ἳ̵Ϣ̀ॢܳࢺͻǍ

ᬤᅌட˔ᇫ͘ข҄ᤉሮᄊূܭἻ

ඟ̃ำүनݽำᡤἻጘጭ̖ᬤ˨̗

ၷǍੈႀᏦᘽ҂Ἳ̿Ғᦐ௧ࠒڎЛ

ඟʹ҄ἻࢺԈదᮥʽጟНՃἻН

ՃదᮥࡍἻ۳వᦐᑟ४҂ᝍхǍ

ᬤᅌข҄थᄊԧ࡙Ἳੈ̓᜶ᡐʽ

ˇႍЏᤉᛡѵἻॹᮌԧ࡙ፃเἻ࠲

ᇫ͘ᄊ˟᜶ำүʷࠀ௧ፃเำүἻ

॥ˊҬ࠲ᄊ᧘གʷࠀ௧ஊښፃ

เࡏ᭧Ἳ॥ࢺͻᄊ˟᜶֗ڡᓂ

Լࡃ௧ᇫ͘ᄊፃเำүǍᙊཀྵဘښ

ੈ̓˟᜶ࢺͻᤇ௧Ѳ̃வ᭧Ἳͮݠ

౧ፃเᇫ͘ԧ࡙Ցੈ̓гᡲʽԝࡃ

໕Ց Ǎ̀ਫ਼̿ੈхࠀጸथʷ˔ፃเข

॥̃ҬᦊǍੈʷᄰڲ þેᙊཀྵੈ̓ဘ

ࠀʷ࠲Ἳͮ௧࠶ଌᝏ҂ᄊᤇॢښ

௧ܳ͘ᡑᄊÿᄊགǍՑ݀ڀ

ᄺᄺἻᆸࠄЦదᄱेᄊҒᅳভǍ�

దڡڤἻੈ̓ࡃՔͯ̆ӯ̛

ˌӨښѺथᄊභ߷Н

Ճώ̀ʷߕἻੈ֗स˗ǌᦀߦ

ប̡҂ᥧ᧗ҩНἻૈ þ̔ʽ๒

ኄʷข॥ᮏܫፃเข॥̃Ҭᦊÿ

ᄊྡߕǍʷ̏Ꮵ॥ᤇˀܸ˸ਅˁ

͍ˊ੪̔᥋ἻܸᦊѬˀਝਓ҂ੈ̓

ፃเข॥̃ҬᦊǍ॥ᄊࢺͻ̰

̂ԩઞ͍͊ˊᄊข॥ᮏनݽἻˊ

Ҭਥਥܳڡᡑ Ἳ̀ੈࡃϢনਇࢺ

ͻἻˀல̰ڡѲ̃ጸូ॥Ǎ

̡ͮᤇ௧ˀܵǍ

˞̀໘ᡜࢺͻᭊ᜶Ἳੈ̓Ϣ̀

ї˔хኖἻʷ௧ᐐឰ̰ขᬓᤞ͔ᄊ

ద˘ࠝፃᰎᄊᏥՏঃઞ͊ྲᥙ॥Ὂ

̄௧ैၹᰴᏦূܭՑᄊᯫࡓขߦ˄

ˊඌˊၷἻઅጋ۲ЩὊ̓ ௧ښʽ๒

॥өǌՃขࡍᄊஃેʾἻઑឰՃ

ขᦊՏਓἻˡҩ᭧Քᇫ͘ᄊ॥۲

ᝫိἻߦրᭊదܸߦߦԋἻࣳదУ

ᡚ̰̃ข॥ࢺͻǍੈਫ਼॥ᦐԝЪ

ិἻᮊࢺͻႀस˗Цʹ᠇᠊Ǎᤈ

־Ἳˀॖ˸ߦրѾၹ௹ʽߦ̏

ԔదࢺͻǍᤰːࣲᄊጇፒߦ˸Ἳ

॥͐४҂̀ЍࠄἻదᄊ႑̀ښ

ʷਫ਼Ἳదᄊԝ̀Х̵̃Ҭਫ਼Ὂదᄊ

ੇ˞˄ᐌ॥Ἳᤇదᄊेʽ̀Ъᐌ

॥Ἳˀ̡࠶Ցੇ̀ᅼՐ॥Ǎ

ेʽ๒॥өᄊ͵ՑҞࠫ͘

ੈ̓ʷਫ਼न࡙͍ˊข॥ᮏᄊᤈʷ

Ἳͻ᭤ТॷἻፃҒૉࢺڱ

ੈ̵֗˷ॢេ४Ǎፃሥनǌ

ᄆઑ͜ࠈʷጇѵࢺͻἻட˔ᇫ͘

ᄺ҂̀ࢺͻᄊࠄἻࠫੈ̓́̿ᐰ

Ǎข॥ᮏˊҬᄊԧ࡙ն༢ྈࠀ

Ԕ˨ҹǍ᥅҂ᮥၹԔᄊᛡ

ᝍхˀ̀Ἳᡕᡕܳᄊ͍̃ˊ

ӭͯࡃ˟үڡ॥Ǎ

Ցᄊ̃ࠄ̀ੈ̓˨Ғᄊ

ˊҬᣁی௧ॢదॹ᜶˅᭤ԣᄊǍ

ੈਫ਼Ѳ̃ጸᄱࠫ᎖࠵Ἳඟ̃ᦊˀல

Ἳͮԧ࡙తঌᄊᤇ௧ፃเขܸܙ

॥̃ҬᦊǍʷਫ਼॥̡ԧ࡙ᒰᤃ

���̡Ἳੇ˞Лతܸ˅̿न࡙͍

̃ˊข॥ᮏˊҬᗃሦᄊ॥̃Ҭ

ਫ਼Ǎ���� ࣲἻੈ̓ઞ͊ข॥ᮏᄊ

͍̃ˊӭͯ҂ ��� Ἳᄦʽࠒܳ

๒ʷ̏˟᜶ӭͯǍ���� ࣲनݽἻੈ

ઞ͊ʽ๒ႃԼǌᝍஊெઑ֗ழඟ

௹ઑవ˟᜶ʹἻ̿ԣᎋጣ

ԈǌᒭᛡᢼԈᏥᄈށᣗྀᄊᣐ

᜶͍ˊἻ̿ԣ٨ԈǌᤵᓕԈ˟ˊࢺ

᧘ࢺˊԣͯ̆ᛡᄊї˔ᗃՐᄊ

ᄊข॥ᮏǍੈᄊᮏ͍ڎیܸ

ӭͯԻᬤੈἻጋফᄊϋ͘ӧ

ܴ҂ੈࠒǍ

దӨˌӞᬓѣ̀ʷ˔̃Ἳ

ඇߕː̡ᦐښӞႥሮ˗൫̒Ǎᤈ

˔̃ৱ४ॢܸἻӞᬓ᠇᠊̡ӧܴ

�ག᧿҂ੈࠒ᧗ἻੈઓᡑᛨࡃҒ

ड़өҰܫေǍᮏӭͯࠫੈ̓ᡕ

ᡕη͊Ἳద̃ৱࡃੈ̓ढ़රਓǍ

॥ࠫॠࢺͻ௧ЛᢶॷઆКἻඈܹ

ᑟద࠵˔̋پᄊᅔᄿࣃፃ௧ॢ໘

ᡜ Ǎ̀ੈ̓ፃԋ᭩Ἳᅼ᥋ʷ˔

ˀᑟదข҄Ἳਫ਼̿ॢဣ৹ᤈࠒ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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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ˀᄊ͘Ǎ

����ѹˊѺరἻ॥ੰˊ͈ᄱेᓣ

ᔫἻѲ̃॥ᡫᄣਫ਼Ἳፃเ॥ᡫ

͍ˊἻඟ̃॥ԝԩἻ᮳᧗

ᭁ᧗ԝἻᮏˀʽՉᯌ͔ৌἻடܹ

ᅌНӊǌ᭧ӊǌඵἻᡌܱښ

ᛤ˙ࣆ҂ܫᡫἻ॥̓ᦐᒭ þ٘᭧

ӊ॥ÿǍᙊཀྵ॥ᄊࢺͻሥভ

ళԪॖ־Ἳͮ̃Ҭਫ਼௧ਇவข

ஈؓǍښݞՑੈ̓̃Ҭਫ਼ˡҩᄊ

॥۲ᝫိద̀ʷགஆКἻੈళፃ

ឰᇨලઑἻࡃүၹ̀ʷག۲ᝫஆКἻ

ፌ॥႕ॲܙҫ̀ʷགᛪᠠἻڂ

þᤋÿἻੈ˷࠶កǍ

���� ࣲἻੈઞ͊̀Лڎኄʷࠒ

ळᤉᄊܱڎᯍநԻԻ˭НՃᄊข

॥ᮏἻښᮊᄬេѼሮ˗ԧၷᄊ

ї͈̃ᝨੈӿ៶ྲѿງǍᎿڎԻ

Ի˭НՃᄊ॥ڄኄʷʽ๒

ϙܮெᄊᭁܹἻ̵̓ͱښ᜵ࠖᯞǍ

ੈ˚ଌ҂ᤰᅼἻ॥ө֗Ճขࡍᦡ

ፌੈਫ਼ᄊʷᣚைՍᢼˀࢼԧၷ

ᬪἻڂণᤍ҂ἻΧଢҒː࠵گ ��

НСුᢼԝ᜵ࠖᯞἻՃขܱࡍ

ҩᏢឋᬤᛡǍੈेᄊᜉౌˁܸᦊ

Ѭ॥ʷನἻቈʷ͈ᄇᓤ5ৄ᛭Ἳ

ʷᆁἻʷ˔ӊἻʷં͚ǍʾН

̔ᢼ̰ࠖᯞᡌᤉԝᤇదʷǌ̄

᧗ڡἻܸᭁՑἻܺॢ௳Ἳੈโ

ᢶܸස҂͘ᝬࠉἻԂԧဘ͘ᝬࠉ

᧗᭧ш४ܵւǍˀʷ͘Јᤉ̀ �

ͯᎿڎ॥ἻЛ௧᜵ᜉǌᮗࣜἻᮘ

దጹܣ᮳एǍੈښگʷἻ̵̓گ

᭧ద̏ڤΎࣀԳʷἻूཊᄊԦښ

पࣜࣀἻੈదʷመፃเ࿄গᄊࡂࡄ

ᄊᏃਖǍښݞᥧ̏Ꮏڎ॥႕

ᅼ˗ڎڎৱἻదښ˫Ἳܸᝓࠒេ

ၵൔǍՑੈш४ښࠄˀͱ Ἳ̀

̰ࠖᯞӞҬࠉώ͈ᄇܸᜠઓʽǍ

̔េ˗Ἳੈ̓ጞࠀʾ˔రᎿڎ॥

ੈ̓॥̃Ҭਫ਼Ǎ

௹ՑἻੈॷ̃᧘᧘Ἳїܹڀ

ʽᦐᅔݞǍੈ̓ʷਫ਼ʽவᔉڇᄊ

Ἳڇᔉ࠵˔ᙺˀᩲᄊἻదʷڡڤ

᧗ᄊҩНࠉ˷ॢదඡึἻࡃ௧

దቇូǍᥧ˔ϋʽ๒ᄊҩНܸࠉ

ܳᤇదቇូἻ᠔˼᜶ႂឰἻၹႃ

˷᜶ΙႃࠆࡍǍੈງᅼݠ౧ඈʷ

˔ဗᓬᦐોᦊڡိࡃᤉᛡἻᥧ̤ࡃ

˦̃ৱᦐϢˀ Ἳ̀̆௧ࡃ᜶ර̃Ҭ

ਫ਼ҩНࠉЏ˼ቇូἻˁࠆՏ൦

ᤉᛡἻదᮥੈઞǍੈ̓߷ᜉ߹

ቇូᄊኄܹ̄ἻᎿڎ॥ݠࡃጞᏫ

ᒰǍᤈἻࠂᤠښພएᄊቇូ

᧗Ἳੈቈ̀॥ө͘Ѹፌੈ̓҄ࠀ

ᄊ֞ᓤ᜵Ἳ˟کࠇᅌᜉǍட

டʷ˔ʾӥἻԥவࡊৱ̔ืǍ̃ՑἻ

ੈ̓ԝᛪҩᄱТᄊ፞Ἳᮗᝣ

˞Ἳᤈ˔̃ৱϢ४ܺѣಫ Ἳ̀ऄे

ᤉᛡកǍੈᅌښ᜵ࠖᯞេѼ

ᄊིྟἻʷस௧ቈᅌᆁᄊϋથ

ᄊἻᤇదʷस௧ઓ̀ᄇܸᜠᄊἻՔ

ᮗឭᤋ߷ᜉቇូࣳ᭤˞̀˔

̡̚ԪἻᏫ௧˞̀ᮏԣࠒڎᄊʹ᭧Ἳ

աѷ࠲ద૯̆ੈ̓˗ڎ॥ᄊᮨ᭧Ἳ

Ἳᤇ௧ˁेݠͻǍԁΧࢺ־ॖ˷

ᝠѳፃเᓤ॑ไ᧘ᄊࠀᄱфቊǍ

҂̃Ҭਫ਼Ἳੈંᥑ٨ஆ̀ᡑἻڀ

ᤇ˄ͻ̀ࠀὉቇូࡃၹᤈʷἻ

ᬔܱ̀̃ଌॠکˀ४ΎၹǍጞᖆӧ

ࣲ̿ՑἻΎၹࡃࠀஊन Ǎ̀

ͧᬤᅌ॥ˊҬᄊˀலԧ࡙Ἳ

ੈ̓ฌ᧘ࢺͻ͈ᄊஈؓἻၹԋࣲ

ѹஆᄊᬷʹሥግᦊѬԝ˼ҩНၹἻ

ᄊஃેဍ͘ᮗښ ἻʾЏ

Ցښຆ๒˗ʽவᔉڇǌᜰǌᛦ

����Ǎࠉ᠔ᎶҩНڡǌ์ˌࡣ

ࣲੈሏनᄊϋἻʷਫ਼ԋࣲᄊѹ

ஆࣃ ���� ܳʺǍܸᦊѬ॥࡛ڂ

ᬲਗ਼ѬːἻੈᒭᝣ˞ڈ̆

͈ᤇԻ̿Ἳࡃʷ˷ԠˁѬǍ

ੈ௧తொઞ͊ʽ๒ႃԼข॥

ᮏᄊ॥Ἳनݽᄊ˟᜶ࢺͻ௧Ԡ

ҫႃԼழᦊᝮᏨᄊև͘Ἳᙊឭ

᭤ᣭᔫঅᆽἻͮොКЦʹˊҬ᧗

ԝἻښሮ˗ᑟԣԧဘᮥἻᝍ

хᮥἻښᭊ᜶ᄊϋࡃᑟԧ᛫ద

᧫ࠫভᄊਓǍՑੈጸጻ̀ʷ˔

ႀ ��Ր॥Ԡҫᄊ॥ڄἻࢺͻ᭧

ᄦட˔ࣹ୧̃Ҭࡍʾ᭧ᄊՊႃԼǌ

ႃԼǍ

ᬅʽڎ᜶ܱࠫनஊἻᡌ҂ڎ˗

ԝἻᯫЏ᜶ᤪ൦नஊἻᤉᛡӑ̔ืǍ

े˗ܽхࠀἻʽ๒ǌܹษǌԘǌ

ሉࢷۢဋЏតགळᤉॖܱڎ

Ǎ̆௧ࡃద̀̔ ๒ႃԼᄊþ๒ܱ

ॖÿಝᄬᤥહǌळᤉᎿڎǌெవ

ᄊॖྟǍੈԠҫ̀ळᤉՌՏᄊេѼǍ

ӭ͉Ԕవ௧ːʺᎿἻࠫவᄊ᜶͉

Ԃ௧ڎᬅ͉ڤᄊ �� φἻေႀ௧ॖ

ྟᤉ̀ʽ๒ࡃ̆ᤉ̀˗ڎἻݠᜂ

ᄧྠἻѷ͘ืКХ̵ۢἻဘښஆ

�� φ͉ካ௧ΧࠂᄊǍ̵̓ᤇឭἻݠ

ԧၷᄧྠἻᎿڎ௧᜶ં᠊̡͊ր፤

˨̿ขᄊǍፃ᧚Ἳੈ̓хࠀ þંӭ

͉ːʺᎿἻݠԧဘᄧྠੈ̓̿࠲

�� φᤉᛡᠹϪÿᄊЯࠔиᤉՌՏἻ

ՏᤝϪᠹϪᄊ૯ܿǍे̡̓

దಞቡþᄧྠࡃ௧ΦిǌॹᮌᠹϪ

ፃเ૯ܿÿᄊਓគἻႃԼᏥԼ

ᝣ˞॥ᄊՐඡ־Ἳ᜶රੈѣ᭧ԧ

᛫˔ܦἻ̆௧ࡃద̀ᗃՐᄊþʽ

๒ႃԼข॥ᮏǌʽ๒ኄʷ॥

̃Ҭਫ਼Ϭညౕ॥૿ిܦÿἻ

ᆸૉѣྠి௧ʽ๒ႃԼਫ਼దἻ͊

ӝǌ˔̡ˀ४ୱᒭ୧ஊἻաѷڡ͵

ڎᤝቃข॥᠊͊ǍతொळᤉᄊᎿ࠲

ᄊǒᇸଊ̘ྲǓǌெవᄊǒގʼپǓ

ྟߕἻनݽ௧ʷևஊʷἻՑ

ʷևːǌʼἻʷܙڡҫἻ

ஊԻၹʺ̡ቇࣆॎࠔǍᏫඈ

ʷ୧ஊҒᄊྟ݀ᦐଣ୧ʽᤘ॥

Ἳҫܸ̀ྠిδઐᄊҧएἻܦ

॥ᄊͻၹἻፌ̡̀͜ࠈڡܸܸ˷

̓႑ʾ᭤ງ҉ᄊӿ៶Ǎ

����̿ʽˡଐࠫᄧྠᛡ˞ᆸࠄద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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ᅉڀథࡧ
IN MEMORY

ͻၹἻͮదТವ͈ᤇ௧ॢܳǍతˑ

᧘ᄊʷᄧྠጘጭԧၷښੴࢷἻ௧

Ꮏ̡ڎᯫЏԧဘᄊǍੈ̓ʷᛡ̡

ࣜʽིᄱǌϸҒԝܫေǍੈ

ႃԼڡͱʾᄊे௹Ἳेࢷੴښ̓

ښஊǒ᳔лࣻڇǓἻੈᄊ॥ܦ

˷݀ྟښ୧ஊǍੈ̓ԡ҂ࠖᯞ

̀ʷ͋ेڡᄊႃևઑἻи

ࡃ௧ஊ๒ܱॖқἻඓˀ

ᥘǍ̆௧ੈ̓ࣜᅌᒭࣂਫ਼ैϸ

҂ขᬓԝቡವἻଌॠᄊ̡ઑշ

ऑἻऑᏢᄺ̀Ցԡԝઑ

շᬓǍՑἻҞᬓѣܭڀἻឭ

᜶ᆑቃʷʾ Ἳᝨੈ̓Џ͔ৌǍፇ౧ኄ

ܹ̄దү᭢Ἳੈᯱʽਓគ҂̵ʷ

௧҂ʽ๒ԝշੈᄊ࿄ࠀ Ἳ̀ښੈښݞ

ੴࢷ˨ҒࣃదᮕವἻՔదТᮗ

ͻ̀ලઑǍ౧ཀྵˀѣੈਫ਼நἻ̵̓

ˀ௧Κขҩ̃ἻᏫ௧ᡌᡑ̀̔ ጳἻࡏ

҂ʽ๒ᮗշ࿄Ἳေႀ᭤݉রἻ

̵ឭἻˀ௧ूូ᜶ᝨᏥᄈށ ࠵�

˨ܱᑟܵൔൔ˭˭ޡڡ˭ՙ˞̤

˦๒ܱॖྟԶదʽ๒̡Ի̿ᄺἻᏫ

ੴ̡ࢷˀᑟᄺքፇ౧ʽ๒దТᮗ

ѣ˗͈ܽ֗దТՌՏἻշ˨ોི

ࠀἻनஊ௧᜶ᤪ൦ᤉᛡᄊǍࡃᤈ

ನἻ̓ੈંښఆ̀їܹՑἻᬓ̞ᒭ

҂ࠖᯞੈἻᤇંੴࢷႃԼԼ

ឰἻੈ ંᴝԝᑢᡲ̵̓េ Ἳ̀

̵̓੦ཀྵܸৢἻឭþরˀ४Ϳ̓᜶

ඈʷ˔ྟ݀ᦐᎶʷ˔ܦἻੈ̓

ᤇ̿˞ᤈݞϸ௧ΓᛡН̃ឭឭᏫࣃἻ

ᑟԪ҂ᏥᄈށᄊൔᤁἻ୧ѣ౧ॢ

ᛡ̀ÿǍੈଢᝬԥவԻ̿֗ᝍἻࡃݞ

ᯱʽϣ୧ࣳᄆઑܦǍ̵̓Տਓᯱ

ʽϣ୧Ǎੈ̓̃Ց̀ᝍ҂ἻសԼద

ʷ˔ʽ๒ዚᐌࢺἻᤞ͔Ғӭͯ̀

ʷԼैϸἻፌ̵ᄊ͊Ҭࡃ௧௹ʽ

ᄺैἻᬦܹᡫʷࣂʽ๒ᒭښ

ੴࢷἻ̆௧Ἳښʽ๒୧ஊᄊኄܹ̄Ἳ

ੴࢷԼࡃ୧ஊ Ǎ̀

ေዝྠిጘጭἻੈԝܫ˞

ॢܳۢἻదև˷దॢᤊᄊᄵ͋Ἳ

᭤ᣭᔫǍᥧ॥۲ᝫိᄊಖ

˄Ѿិᦐ௧ੈԝʽᄊǍ

���� ࣲἻښవূܭ॥҄

ए̿ՑኄʷᤰЛᇫܸ͘വڡ

កᤥʽ๒͖ሒข॥ᮏᄊำү˗Ἳ

ੈᜂក˞ӡΈข॥ᮏ˨ʷǍ

���� ࣲἻੈ໘ �� ևࡧՔՃ

ขႂࡍឰᤞ͔ἻՏႂឰழҩʷ˔

॥̃Ҭਫ਼Ǎᙊཀྵੈࠫʷਫ਼ॢదਖৱἻ

ͮᮗʷ˔ܸਫ਼ᄊࢺͻҫʽ̰̃॥

ˊҬॢግἻੈਇൟʷൟǍဍ

Ҟ̿ࡍʷਫ਼ᮗߕိᤇࣜݞ˞

ႀἻᝨੈгࣰːࣲǍ໘ːࣲՑἻՃข

ᝨੈፙ፞ἻੈଢѣॹᮌંҞᄊࡍ

ἻੈेᮏǍ̆௧Ἳլ့ࠃ॥ࡃ

͊ኄʷ॥̃Ҭਫ਼˟͊Ἳੈ̵֗ᛣଌ

४᭤ݞἻʷਫ਼ᄊՊவ᭧ࢺͻᦐϢݞ

̀ረ̔ǍੈՔࡍ᧗δἻˀ̰ʷਫ਼ࣜ

ᡌ॥ǌҩНၹ֗ข॥ᮏӭͯἻ

ˀॖ־ʷਫ਼ᄊˊҬǍ���� ࣲࣲ˗ሏ

नʷਫ਼Ἳੈࣃፃ ࡧ�� Ἳ̀ʷਫ਼ᤇ

௧ڎҩਫ਼Ἳੈ௧ࢺᠫҫษǍ

ੈћᒭࣂҧ᧚᧘ழनݽἻښన

ԤᄊࣟҰʾѹҩ þ̀Ϭညౕ॥̃

Ҭਫ਼ÿἻᙊཀྵ௧̿ᒭࣂᄊՐ֑ߚՐἻ

ͮࣳ᭤˔̡ਫ਼ἻᏫ௧Ռͻ҄॥̃

Ҭਫ਼Ἳ˨Ցԡஈ҄˞Ռ͗҄ǍᥧἻ

ՃขࡍѸनࠄݽᛡ࡛ڡӑኮေἻ

ੈᄊழ̃Ҭਫ਼ҩНښࠉຆ๒˗ʽἻ

̆௧ੈࡃՔਫ਼ڡښ१ලӝՃขႂࡍ

ឰቡᄆᝮǍᥧੈਇгࣰ˔ ��

ࡃࣲ �� ࡧ Ἳ̀ឺఢਇ҂ဘښብཀྵԡ

Ϣ̀࠲ᤃ �� ࣲᄊ॥ἰ

ʷਫ਼᧗ੈᄊద̏ߦၷᤉ൦ॢঌἻ

Ցԝܹܸ̀ۢਫ਼ԧ࡙Ǎழ̃Ҭ

ਫ਼ੇቡ˨ѺἻੈ ၷἻߦ҂Өԝ્ᤥࡃ

దᄊ᭟ࣲ॥̰ࠄ˸҂ܸߦඌˊἻʷ

ᄰੈښਫ਼ႀੈᄰଌࣜஔἻښՊவ᭧́

̿ેἻҫʽХᤰᒭᢶᄊұҧἻဘ

ᣗదՐඡᄊ॥˞ੇࣃښ Ǎ̀

���� ࣲ �� థἻښʽ๒॥Н

͘ੇቡᄈࣲጢঐܸ͘ʽἻ̽ ᛫Ꮵǌ̠ ǌ

᭟ʼ̽॥ԧᝓᄊʼ˔̡Ѭѿ௧ੈǌ

సหᡔԣ᳧ᕦഅǍᤈːͯᦐˁੈద

ᎆἻᦐੈښᤈ᧗ࢺͻἻసหᡔ௧

᭩ՑขᬓጇኄʷࡓඌˊၷἻښ

ኄʷ॥̃Ҭਫ਼ઑ҂ἻࣳѬښѲ

̃ጸὊ᳧ ᕦഅѷ௧Ϭညౕ॥̃Ҭ

ਫ਼ळᤉ۲Щᄊࣲᣐ॥Ἳݠ͜Ἳ

ᄾᄊ௧ॢదਓ˧ἰ

᧔̡Ὁฉ๘ुӗๆ؛پǈ

்ሞฉ࡛ୱၹޭࣷࢫἀူ߾ፕ ǈ้

ঢ়߶ጣଶۙڞჺݛ႗࿄Ҹ݆ڦୱࠥ

࿚ᄽခǈঢ়ڦଙܠٷޱଶ

ြڦᅃڦჺ༪࿔ቤĂঢ়ᄓጺڪă

ఫ߲ۉڦپ࠵ዚޱܔڦ

ำᆇၡศਗ਼ǈڍுᆶၙڟഄԝࢫᆶ

ኄ൸ችײࡗڦĂኄ߾ڦܠፕଉă

ฉ๘ु৵ๆޱپظӸᅜ߲

ටఁጴంఁڦ๚ခǈވິ݆

ਆူݣ๚ǈ๚ခکऻၠሞ൶ິ ݆

ਆฤ൩ǈ้ړႸࣹ൶ޱܔڦ๚ခ

ࢽႸࣹߛݥ႗ǈᅺྺޱሞ

ᄽాतมࣷฉڦᆖၚڦٷݥă

௬ྫࡗܔǈ࣮ᅬසආᆥǈหᒝ᮵

ڥᅪᆲ࿄ǈ்དକᄺਥޱڦ

९ኤĂ֖ᇑକୱᄽޱᲕăࡗփ

ခत๚ခ࠶ڪڦܠ๚൧ǈᅜഄ

କᅃׯټঢ়ᄓǈӝᅃڦݿजĂׯڦ

Ԩ߲ᆶఁĂඇࡔዸఁڦୱ๚ခă

ฉ࡛ሞ߫߀ષחዐิڐକ4ॆᅜ

ዸఁୱఁጴంఁڦୱ๚ခǈᇑĐ

Ԩୱ๚ခđدऐୱ๚ခđĐኣࡔ

ഋఁڦĐޱমୱ๚ခđǈ၄ৃ

ంఁටධଶြĂൕ૰ൕྺྸڦᅃᅃ

ॆăሞޱټڦଶ ǈူ๚ခሞಢ

ᄢୱĂ݀ቛᄽခݛ௬ᆶ༬ǈሁ

Ӹሁǈኄݥవీڦࡍă

Ǆᅼऻǖแၭଫ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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ቸᡚេ
TEA AND TALK

ᔉनᔉᗀᄊৱখ
ᮽƎ㼎㍘

ሗӡథἻኄ̄ࡓˌவଣᔉၷ

ำᎿښ࡙ߦඵซ೨ࠛᬷᄊᬆٙࠒ

తᰴඵซಞᄊʽ๒˗ॷܸԘἻᤈऐ

વదతᰴቇ˗ᔉڇՍࡉளˇႍጢै

ᄊ̎ฯኄʷᰴഎ˗ઢन̀࣡࣫Ǎ

ͻெሮࢺԥᓬϜՑࠛᬷᄊښ

˗ូҎѣἻड़̆ܭՏʷഎߵᄊ

̃Ҭਫ਼ˁ࡙͘Ǎ࡙͘˗ᬔ̀˗ெ

ːڎ˟ืᔉ᥋ืึᄊࠀڍᔉͻᄊ࡙

ᇨܱἻԠ࡙ᄊՊ˔ืึᤇᇨ̀Պ

ᒭድ҂ᄊᔉᓨἻᝯᝍՊᒭᔉ᥋ᄊድ

ᇸЯἻࣳͧదགᕐཤᯮǌઊ၁Ͱ

՝Ǎᯮ̃ǌᕐ᥋ǌԱ၁ᤈ̏͜ፒ

ӑᄊၷำᎿߦᓨషἻୄښथᄊ߸र

ᕐ̜˗ᜂፂ४৻ݬ৻ᐟἻ࡙Ꮸ

࿇ݠቈᡕቇખᥛԱἻ๓ຄ̆௰

᮳߸ᮄᄊටڊ˗ǍԱ̡ᄊᠶᔉᬶУ

Ի់ᡚᄠཀྵἻࠫᔉ՝ទ˞ទᠶἻ

ᔉˡ˞ᦥᠶἻͧ ᔉཤᯮ˞ᯮᠶἻ

˚ᔉൡ֙˞˭ᠶἻ᭧ᔉ៤˞៤ᠶἻ

ᤈನᄊ̋߾ՌʷᄊᔉᠶἻࠄ˞ᠶᔉ

ᄊᒰᰴႍܒἻੈ̓ᄊЏ᠋ࡃ௧ᤈನ

ᇸ̸ᓊڡᤠ̆پᔉᕙࣜᄊৣ

ཀྵΈУǍ

ெవᔉ᥋ө͘ښ ��� ܳᔉ᥋

ืึ˗ἻЦద̽᛫ভᄊʼܸืึ

˗వᔉ࡙ښԔืǌᕙథื࠵ǌڪ

࡙ѣ̀ՊᒭЦదืึྲढ़ኀՂᄊܸ

ᔉͻἻʼܸืึѬѿવదی ��� ܳ

ࣲ֗ᤃ���ࣲǌ���ࣲᄊѹึԋԾǍ

౨ՁᔉᕙፂѣழᄊᎿਖἻܱӑ̆

ॎἻЯӑ̆ॷἻጉકహǍெవᔉ

᥋ᄊᗀགښᅼᇪξᛡἻХጸጻʹጇ

ˇˇЋ҄ἻႀӖஆ२͜ᓨἻࠒ˞

̽̽ᘡ༢ᄱ͜ǍᏫవԠ࡙ᄊ˗ڎ

Цద̽᛫ভᔉ᥋ืึᄊఠศึǌ

ᔉ᥋ǌெథึǌᔉ᥋ǌӯ̡

ូѷ̩దӡࣲҒՑᄊѹึԋԾǍ

ద̏ืึ௧ښᆑ˸ெవ౽ʷᔉ᥋ื

ึ۳ᆩʽᚸՌஈᓢՑѹึᄊἻᣗ˨

ெవᔉ᥋ᄊѹึԋԾἻᤇሳߋ४ݠ

Տᢡᡮߦ൦ᄊߕߧǍཀྵᏫᤝవແູǌ

ઉᔉК٨ᄊˌவଣᔉᓨషᐚቫ̆

ʷڎ˗ູ̆ݽՏெవᕐ᥋ݠἻڎ˗

ನǍ���� ࣲҒӒ᱐రᄊᴝᆃ

ቘͺϸ˗ΧదᔉӦἻס߸ːయఞ௧

ᄩᛡþͺҒΙᔉÿἻᕙలˁ̡ʷನ

Цద༧ভֶ֗ಫǍெవᥐסΎ࠲ស

ᇪ́᮳ΰࣜڀெవ᥆͜ˌ༛ᤉᏫ

ԫ˞ᔉ᥋Ἳੇ˞తЦ̽᛫ভᄊெవ

ӑ˨ʷǍ̄ӡˇጢՑᬤᅌெవ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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ฉ࡛ࡔाዙዐ႐ׯ૬ᇀ 1988 ǈాࡔፌራਸቛภྔዙᄽခڦዙऐࠓăణമူยዐࡔǄฉ࡛ǅ

ጲᆯஹᅟᄓ൶ዙᇾĂฉ࡛ࡔाዙᇾĂূጇॆࡔኛᅱਦǄฉ࡛ǅዐ႐ዐݥዙฉ࡛ዐ႐ڪ

ጆᄽă

ӄॲړ๚ටՓतඇ൰ 80 ᇆ߲ںॆࡔ൶ăړأ๚ටዷۯ୬ႜྔǈዙਦᅙሞ 70 ᇆ߲ںॆࡔ൶ڥ

ᆶዙᇵࠌኴႜăĖዙᇵఁ֩ėණڟ 965 ఁǈݴ՚ઠጲ 74 ॆࡔᅃୟđᄂ၍ټ൶ǈഄዐĐᅃںॆࡔ߲

36 ǈ߲ዐںాࡔዙᇵ 604 ఁǈ 62.59% Ǘྔ ढतߗӐں൶ዙᇵ 361 ఁǈ 37.41%ă

2016 ǈฉ࡛ࡔाዙዐ႐इೠڼ 6 াĖ൰ዙೠஃėǄGlobal Arbitration Reviewǅ Đ܈ፌ࠲ጀ

ዙऐࠓđ ٷঃǈങৃྺኹྸᅃइُඵڦዐںాࡔዙऐࠓă2018 ǈঢ়ፌߛට௷݆ᇾᡢǈฉ࡛ࡔ

ाዙዐ႐ྺׯ಼భĐᅃበ๕đࡔाฆ๚ৰܠݵᇮࣅਦऐڦ 5 ኮᅃăࠓฆ๚ዙऐా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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