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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È˙ÂÎ‡ÏÓ ‰˜ÒÚ¢ ÔÈ„ ˙ÏÁ‰ ˙ÂÈ˙ÈÈÚ·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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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È˙ÂÎ‡ÏÓ ‰˜ÒÚ· ÌÈÈÏÈÏÙ ÌÈË·È‰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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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 ˜¯Ù˘„Á ˜ÒÚ ˙Ó˜‰

≤Æ±„ÈÁÈ‰ ˜ÒÚ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Æ±˙ÂÙËÂ˘ ˙ÂÒÎ‰ ÈÂÒÈÓ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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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Æ≥Æ±ÛÒÂÓ Í¯Ú ÒÓ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Æ≤ÈÓÂ‡Ï ÁÂËÈ·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ÂÈÂ‰ ˙ÂÒÎ‰ ÈÂÒÈÓ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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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ÂÙ˙Â˘Î ˜ÒÚ ˙Ó˜‰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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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Æ≥˙ÂÙ˙Â˘‰ ˙ÂÂ¯˙È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Û˙Â˘ ˙¯ÈËÙ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µÈË‡ ÈÚˆÓ‡≠ÔÂÎ˙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1�  12/26/06, 4:25 PM1



ÌÈÈÈÚ‰ ÔÎÂ˙

≤Æ≤Æ∂‚ÂÊ È· ÔÈ· ˙ÂÙ˙Â˘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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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Æ≤‰¯·ÁÎ ˙Â„‚‡˙‰‰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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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Æ≥Æ±˙È˙ÁÙ˘Ó‰ ‰¯·Á‰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Æ≤‰ÙÂ˜˘‰ ‰¯·Á‰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Æ≥˙È· ÒÎ ˙¯·Á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Æ¥˘‰ ‰¯·Á‰‰¯Ê‰ ˙ËÏ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ÆµÁÂ˙ÈÙÂ ¯˜ÁÓ ˙¯È˙Ú ‰¯·Á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ÁÎ ˙Â„‚‡˙‰· ÌÈÙÒÂ ˙ÂÂ¯ÒÁÂ ˙ÂÂ¯˙È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 ˜¯ÙÈ˘ÈÏ‰¯·ÁÎ ÌÈÈ˜ ˜ÒÚ ˙Â„‚‡˙‰

≥Æ±˙¯‚ÒÓ ÈÂÈ˘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Æ±È‡ÏÓ ˙¯·Ú‰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Æ≤ÔÂ‰ ÈÒÎ ˙¯·Ú‰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Æ≥ÔÈËÈÂÓ ˙¯·Ú‰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µ

≥Æ±Æ¥¯Á‡ ÛËÂ˘ ˘ÂÎ¯ ˙¯·Ú‰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Æµ„ ˙¯·Ú‰Ô¢Ï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Æ∂˙Â¯·Ú‰· Ó¢ÚÓ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Æ∑˙ÂÈÂ·ÈÈÁ˙‰‰ ˙¯·Ú‰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ÒÓ ˙ÈÈÁ„ ÍÂ˙ ‰¯·ÁÏ ˜ÒÚ ˙¯·Ú‰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Æ±‡±∞¥ ÛÈÚÒ ÈÙÏ ¯ÂËÙ· ‰¯·Ú‰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Æ≤¯ÂËÙ‰ Ô˙ÓÏ ÌÈ‡˙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Æ≥˙ÂÈÓ‰Â ÌÈÒÎ‰ ˙¯ÈÎÓ· ÒÓ‰ ·Â˘ÈÁ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π

≥Æ≤Æ¥‰¯·Ú‰· Ó¢ÚÓ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µ„ ˙¯·Ú‰ ÈÂÒÈÓÔ¢Ï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 ˙¯‚ÒÓ ÈÈÂÈ˘–ÌÂÎÈÒ 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ÁÎ ˙ÂÙ˙Â˘ ˙Â„‚‡˙‰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Ú‰ È„È ÏÚ ‰¯·ÁÏ ˙ÂÙ˙Â˘ ˙¯·Ú‰
˙ÂÙ˙Â˘· ˙ÂÈÂÎÊ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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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ÒÚ· ÒÓ ÔÂÎ˙

ÈÚÈ·¯ ˜¯ÙÌÈ‚ÂÊÈÓ

¥Æ±‚ÂÊÈÓ‰ ˙Â‰Ó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ÂÊÈÓ‰ ÍÏ‰Ó· ÈÂÒÈÓ ÈË·È‰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ËÏÂ˜ ‰¯·ÁÏ ˙ÂÈÓ ˙¯·Ú‰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ËÏÂ˜ ‰¯·Á· ˙Â‡ˆ˜‰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Â¯·Á‰ ˜ÂÁ ÈÙ ÏÚ ‚ÂÊÈÓ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Æ±˙Â¯·Á‰ ˜ÂÁ ‰ÂÂ˙Ó ÈË¯Ù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Æ≤ÈÂÒÈÓ‰ ˙Â‡¯Â‰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Î±∞≥ ÛÈÚÒ ÈÙ ÏÚ ‰¯·Ú‰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µÌÈ‚ÂÊÈÓ ˙¯˘¯˘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ÂÈÁ‡ ˙Â¯·Á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Æ≤Æ∂Æ±¯ÂËÙ‰ Ô˙ÓÏ ÌÈ‡˙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Æ≤Æ∂Æ≤ÔÈÚ˜¯˜Ó „Â‚È‡ ÏÚ ‰ÏÂÁ˙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Æ≤Æ∂Æ≥˜‰„Â‚ ÈÒÁÈ· ‰ÏÏ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Æ¥˙ÂÏ·‚ÓÓ ÌÈ¯ÂËÙ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ÌÈ¯Á‡ ÌÈ‚ÂÊÈÓ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ÂÊÈÓ‰ ¯Á‡Ï ÈÂÒÈÓ ÈË·È‰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ÌÈ„ÒÙ‰ ÊÂÊÈ˜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Æ±˙ÂÁ¢Â„ Ó‡ÂÁ„ÈÌ ÏÙÈ ÁẪ ÚÈ„Â„ ̇Ú‰È˘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Æ≤ÈÚÙ ˙¯·Ú‰ÌÈ„ÒÙ‰ ˙¯ˆÂÈ ˙ÂÏ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Æ≥‚ÂÊÈÓ· ÌÈ„ÒÙ‰ ÊÂÊÈ˜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ÁÙ ÈÏÂ˜È˘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 ÌÚ ÌÈ¯„Ò‰ÒÓ‰ ˙ÂÂËÏ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È˘ÈÓÁ ˜¯ÙÂÈÏÚ·Ï ˜ÒÚ‰ ÔÈ·

µÆ±ÈË¯Ù‰ ˜ÒÚ‰ ¯Â˘ÈÓ·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µÆ±Æ±˙ÂÂ·˘Á ÏÂ‰È ˙ËÈ˘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µÆ±Æ≤ÈÚÙ˜ÒÚÏ ıÂÁÓ ˙ÂÏ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µÆ≤ÌÈÙ˙Â˘Ï ˙ÂÙ˙Â˘‰ ÔÈ·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µÆ≥‰È˙ÂÈÓ ÈÏÚ·Ï ‰¯·Á ÔÈ·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µÆ≥Æ±‰¯·ÁÏ ÚÂÈÒ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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ÌÈÈÈÚ‰ ÔÎÂ˙

µÆ≥Æ≤˘˙‰È˙ÂÈÓ ÈÏÚ·Ï ‰¯·ÁÓ ÌÈÓÂÏ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µÆ≥Æ≥˘˙· ÏÂÙÈË˙Â¯·ÁÏ ˙ÂÈÓ ÈÏÚ· ÈÓÂÏ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µÆ≥Æ¥˘˙˙ÂÈÓ ÈÏÚ·Ï ÌÈÙËÂ˘ ÌÈÓÂÏ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µÆ≥Æµ˙ÂÈÂÓ‡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È˘È˘ ˜¯ÙÌÈ„ÁÂÈÓ ÌÈÈÈÙ‡Ó ˙ÂÏÚ· ˙Â¯·Á

∂Æ±˙È· ÒÎ ˙¯·Á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ÂÈ˙ÁÙ˘Ó ˙Â¯·Á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ÙÂ˜˘‰ ‰¯·Á‰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Ê ˙ËÏ˘ ‰¯·Á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µÔÈÚ˜¯˜Ó· ˙ÂÚ˜˘‰Ï Ô¯˜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Ê „È ÁÏ˘Ó ˙¯·Á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Â‡Ó ÏÚÙÓ ˙ÏÚ· ‰¯·Á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ÈÈ˘Ú˙ „Â„ÈÚ ˜ÂÁ ÈÙÏ ˙Â¯·Á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πÌÂÎÈÒ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ÈÚÈ·˘ ˜¯Ù˙ÙËÂ˘‰ ˙ÂÏÈÚÙ‰

∑Æ±ÌÈ¯ÙÒ ÏÂ‰È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ÒÚ‰ ÈÏ‰Ó ÏÂÓ‚˙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Î¯ ˙˜ÊÁ‰ ˙Â‡ˆÂ‰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Æ±‰‡ˆÂ‰‰ ‰¯˙‰ ˙ÁÒÂ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Æ≤·ÂÚÏ „ÓˆÂÓ ·Î¯„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Æ≥·ÂÚ‰ ·Î¯ ˙˜ÊÁ‰„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Æ¥¯‚‡Ó ·Î¯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Æµ‚ÈÒÈÏ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Ì„‡ ÁÂÎ È˙Â¯È˘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µ

∑Æµ˜ÒÚ‰ ÌÂ˜ÈÓ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ÌÈ·Ó ˙Â¯ÈÎ˘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Æ±ÌÈÁË˘ ˙¯ÈÎ˘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π

∑Æ∂Æ≤ÌÈÁË˘ ˙˘ÈÎ¯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π

∑Æ∂Æ≥˘‰Â ˙ÙËÚÓ ˙˘ÈÎ¯‰˙ÓÏ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Â ˙ÙËÚÓ ˙¯ÈÎ˘‰˙ÓÏ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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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ÒÚ· ÒÓ ÔÂÎ˙

∑Æ∑ÒÓ ˙˘ ÛÂÒ ˙‡¯˜Ï ˙ÂÎ¯ÚÈ‰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ÌÈÓÂÊÓ ÒÈÒ· ÏÚ ÁÂÂÈ„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Â„ ‰ËÈ˘ ÒÈÒ· ÏÚ ÁÂÂÈ„≠˙È„ˆ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ÒÚ‰ Ï˘ ˙ÙËÂ˘‰ ‰ÏÚÙ‰· ˙Â¯Á· ˙ÂÈÚ·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ˆ¯‰ ˙Â‡ˆÂ‰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ÏÙ ˙Â¯·Á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Æ≥˙ÂÈ·ÈË˜ÈÙ ÒÓ ˙ÂÈÂ·˘Á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Æ¥„Â·‡ ·ÂÁ ÔÈ‚· Ó¢ÚÓ ¯ÊÁ‰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ÈÈÓ˘ ˜¯ÙÏ¢ÂÁ· ˙ÂÏÈÚÙ

∏Æ±˙ÈÏÂÒ¯Ù‰ ‰ËÈ˘Ï ÈÂÈ˘‰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Æ≤ ¢Ï‡¯˘È ·˘Â˙¢ ˙¯„‚‰–„ÈÁÈ 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Æ≥ ¢Ï‡¯˘È ·˘Â˙¢ ˙¯„‚‰–Ì„‡ È· ¯·Á 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ÒÎ‰ ˙˜Ù‰ ÌÂ˜Ó ˙ÚÈ·˜Ï ÌÈÁ·Ó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µÏ¢ÂÁ· ÌÈ„È‚‡˙ È·‚Ï ‰·Á¯‰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Ú‰ È¯ÈÁÓ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ÒÓ ÏÙÎ ˙ÚÈÓÏ ˙ÂÓ‡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Ï¢ÂÁ· Ú·˜ „ÒÂÓ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πÏ¢ÂÁ· ˙ÂÈ·ÈÒÙ ˙ÂÒÎ‰ ÈÂÒÈÓ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πÆ±˙Â¯ÈÎ˘Ó ˙ÂÒÎ‰ ÈÂÒÈÓ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πÆ≤˙ÂÙÂÏÁ ˙‡ÂÂ˘‰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πÆ≥˘ ‰˘ÈÎ¯ ¯ÈÁÓÏ¢ÂÁ· ÔÂ·ÊÈÚ ÒÎ Ï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ÂÈÂÓ‡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Æ±∞Æ±˙ÂÓ‡‰ È·ÈÎ¯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Æ±∞Æ≤‡¯˘È È·˘Â˙ ˙ÂÓ‡Ï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Æ±∞Æ≥ıÂÁ ·˘Â˙ ¯ˆÂÈ ˙ÂÓ‡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ıÂÁ ·˘Â˙ ‰‰ ˙ÂÓ‡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µ‰‡ÂÂˆ ÈÙ ÏÚ ˙ÂÓ‡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ÂÓ‡¢ ˙¯„‚‰ ˙·Á¯‰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Ú‰ ÔÓ ˙ÂÈÂÓ‡ ÏÚ ˙ÂÎÏ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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ÌÈÈÈÚ‰ ÔÎÂ˙

ÈÚÈ˘˙ ˜¯ÙÈÂ‰‰ ¯Â˘ÈÓ· ˙ÂÏÂÚÙ

πÆ±ÔÂ‰ ÈÒÎ ˙Â˘ÈÎ¯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πÆ±Æ±ÔÈËÈÂÓ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πÆ±Æ≤®Ó¢ÚÓ Ë·È‰© ·Î¯ ÈÏÎ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πÆ±Æ≥ÈÁÔÂ‰ ÈÒÎ ÛÂÏ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πÆ±Æ¥ÈÁ‰„Â˜ÙÏ ≤∑ ÛÈÚÒ ÈÙÏ ÛÂÏ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πÆ±ÆµÈÁÔÈÚ˜¯˜Ó· ˙ÂÈÂÎÊ ÛÂÏ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πÆ±Æ∂Ì‚„Ó Â‡ ËËÙ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πÆ≤˙ÂÈÂ‰ ˙Â˘ÈÎ¯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πÆ≤Æ±˙˘Î¯ ‰¯·Á· Â¯·ˆ˘ ÌÈÁÂÂ¯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πÆ≤Æ≤‰È˙ÂÈÓ ˙˘ÎÂ¯‰ ‰¯·Á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πÆ≤Æ≥˙ÂÙ˙Â˘· ˙ÂÈÂÎÊ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πÆ≤Æ¥„ ˙˘ÈÎ¯Ô¢Ï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πÆ≥˙ÂÙ˙Â˘Ó ˙Â‡˜ÒÚ· ˙ÂÈÂÎÊ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πÆ¥ÌÈÒÎ ˙Â¯ÈÎÓ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È¯È˘Ú ˜¯Ù‰¯„‚‰Â „ÂÚÈÈ ÈÈÂÈ˘

±∞Æ±ÌÈÒÎ Ï˘ „ÂÚÈÈ ÈÂÈ˘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 „ÂÚÈÈ ÈÂÈ˘· ‰„Â˜Ù‰ ˙Â‡¯Â‰È˜ÒÚ È‡ÏÓ Ï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ÂÚÈÈ ÈÂÈ˘ È·‚Ï ÛÒÂÓ Í¯Ú ÒÓ ˜ÂÁ ˙Â‡¯Â‰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È‡ÏÓÏ „ÂÚÈÈ ÈÂÈ˘· ‰„Â˜Ù‰ ˙Â‡¯Â‰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ÈÓ ‰‡ÈˆÈ· ˙ÈÂÈÚ¯ ‰¯ÈÎÓÏ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µ¯ÁÒÓÏ ˙ÂÈÓ ÌÂ˘È¯· „ÂÚÈÈ ÈÂÈ˘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Æ±Æ∂¯· ˙‡ Á·˘ ˙ÎÏ‰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Æ±Æ∑‰„Â˜ÙÏ ≤‰ ˜ÏÁ ÈÙÏ ‰¯·Ú‰· „ÂÚÈÈ ÈÂÈ˘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Ú¢·˙ ÈÂÈ˘· „ÂÚÈÈ ÈÂÈ˘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ÂÏÈÚÙ ÈÙÂ‡ ÈÂÈ˘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ˆ˜Â ÍÂ¯‡ ÁÂÂËÏ ˙Â¯Î˘‰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ÏÙ ˙¯·Á· ˘ÂÓÈ˘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ÎÂÓ‰ È„È ÏÚ ÌÈ˙Â¯È˘ Ô˙Ó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ÔÈ¯ÂËÈÙ ÈÈÂˆÈÙ ˙Â‰Ó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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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Óˆ‰ È˘¯Ù‰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ÔÂÓÈÓ ˙Â‡ˆÂ‰Î ‰„Óˆ‰ È˘¯Ù‰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ÒÎ‰Î ‰„Óˆ‰ È˘¯Ù‰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Æ≥ÌÈÂ˘ ÌÈ„„Ó ÒÈÒ· ÏÚ ‰„Óˆ‰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Ú „Á‡ ˜¯ÙÌÈ„ÒÙ‰·Â ÌÈÁÂÂ¯· ÏÂÙÈË ÈÎ¯„

±Æ±±ÌÈÁÂÂ¯· ÏÂÙÈË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Æ±Æ±˙ÂÈÓ ÏÚ· ÏÂÓ‚˙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Æ±Æ≤˘ ¯È˘È ÈÂÎÈÊÌÈÁÂÂ¯ Ï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Æ±Æ≥ÔÂÈ„ÙÏ ˙Â˙È‰ ˙ÂÈÓ ˙‡ˆ˜‰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Æ±Æ¥‰·Ë‰ ˙ÂÈÓ ˙‡ˆ˜‰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µ‰·Ë‰ ·ÂÁ ˙Â¯‚‡ ˙‡ˆ˜‰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ÈÓˆÚ ÔÂ‰ ˙¯È·ˆ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ÌÈ„ÒÙ‰· ÏÂÙÈË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ÌÈ„ÒÙ‰ ÊÂÊÈ˜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ÒÎÎ ÌÈ„ÒÙ‰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Æ≥È‡¯˜‡ ˙˜ÒÚÓ ÌÈ„ÒÙ‰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Æ¥‰¯·Á ÏÂÒÈÁ· ÈÂ‰ „ÒÙ‰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µÌÈ„ÒÙ‰ ˙ÓÂ˘· ÏÂÙÈË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ÌÈ„ÒÙ‰ ˙˘ÈÎ¯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Æ≤Æ∑ÌÈÈ˘È‡ ÌÈ„ÒÙ‰Ó ‰¯·Á ÈÁÂÂ¯ ÊÂÊÈ˜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ÌÈ¯Á‡ ÌÈ„ÒÙ‰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Ú ÌÈ˘ ˜¯ÙÛ˙Â˘Ó ˙Â„¯ÙÈ‰Â ÛÂ¯Èˆ

±Æ≤±˙ÂÙ˙Â˘·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Á·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Æ±‰‡ˆ˜‰ È„È ÏÚ ÛÂ¯Èˆ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Æ≤˙ÂÈÓ‰ ÈÂÂ˘ ˙Î¯Ú‰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ÛÂ¯ÈˆÏ ˙ÂÓÈ„˜Ó ˙ÂÏÂÚÙ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ÔÈÚ˜¯˜Ó È„Â‚È‡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Æ≤Æ¥Æ±˙ÂÈÓ ˙¯ÈÎÓ· ‰˜ÒÚ‰ ÈÂÂ˘ ·Â˘ÈÁ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Æ≤Æ¥Æ≤˙ÂÈÓ ˙ÈÈÁ„‰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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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Æ¥Æ≥˙ÂÈÓ ˙‡ˆ˜‰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Æ¥˙ÂÏÂÚÙ ÛÂ¯Èˆ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Æµ˙Â˙ÂÁ ˙ÂÈÂÎÊ· ˙ÂÈÓ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Á ˙·ÈÊÚ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ÂÈÓ ˙¯ÈÎÓ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ÂÈÓ ˙ÈÈÁ„‰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Á ÏÂˆÈÙ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Æ±˙Â· ˙Â¯·Á È˙˘Ï ‰¯·Ú‰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Æ≤‰„Â˜ÙÏ ≤‰ ˜¯Ù ÈÙÏ ÏÂˆÈÙ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 ˜¯Ù¯˘Ú ‰˘ÂÏÌÈ˜Â¯ÈÙ

±≥Æ±˜ÒÚ‰ ˙ÂÏÈÚÙ ÌÂÈÒ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ÂÙ˙Â˘ ÏÂÒÈÁ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Á ˜Â¯ÈÙ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Á ˜Â¯ÈÙ· ‰„Â˜Ù‰ ˙Â‡¯Â‰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Æ±ÈÁ˙˜Â¯ÈÙ‰ ˙Ï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Æ≤˜Â¯ÈÙ ÈÎÏ‰Ó È·‚Ï ˙Â‡¯Â‰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µ

±≥Æ¥Æ≥¯·Á‰ È„È ÏÚ ˜¯ÙÓÏ ˙ÂÈÂÎÊ ˙¯ÈÎÓ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µ

±≥Æ¥Æ¥ÔÂ‰‰ ÁÂÂ¯ ·Â˘ÈÁ „ÚÂÓ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Æµ ˙ÏÁ‰‰Â¯‡Â˙ ÒÚÈÛ ≥π ·ÙÈ¯Â˜ ‡È‚Â„È Ó˜¯˜ÚÔÈ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Æ∂˜¯ÙÓ‰ È„È ÏÚ ¯Â˜Ó· ÈÂÎÈ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π

±≥Æ¥Æ∑‰˜ÂÏÁÏ ÌÈÈÂ‡¯‰ ÌÈÁÂÂ¯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Ó ˙Â‡¯Â‰ÒÓ‰ ·Â˘ÈÁÏ ˙ÂÓÈÏ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π¯·ÚÓ‰ ˙ÙÂ˜˙· ˙Â‡¯Â‰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 ‰˜ÂÏÁÏ ÌÈÈÂ‡¯ ÌÈÁÂÂ¯–· ÌÈÈÂÈ˘ ÏÁ‰ ÔÈ„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È˙ÂÎ‡ÏÓ ‰ÏÂÚÙÎ ˜Â¯ÈÙ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Â¯ÈÙ· ˙Â¯·ÁÏ ˙ÂÂ˘ ˙Â‡¯Â‰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µÆ≥±ÔÈÚ˜¯˜Ó ÈÂÒÈÓ ˜ÂÁ ÈÙ ÏÚ ÌÈ„Â‚È‡ ˜Â¯ÈÙ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ÛÒÂ‰ ÁÂÂ¯‰ ÈÂÒÈÓ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Â¯ÈÙ· ÌÈÏ·˜˙Ó‰ ÔÈÚ˜¯˜Ó‰ ÏÚ ˙ÂÏ·‚‰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ÔÈÚ˜¯˜Ó „Â‚È‡ ˜Â¯ÈÙ· ÌÈ¯Á‡ ÌÈÒÎ ˙˜ÂÏÁ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πÆ≥±˜Â¯ÈÙ· ÌÈÙÒÂ ÌÈÒÓ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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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ÒÚ· ÒÓ ÔÂÎ˙

¯˘Ú ‰Ú·¯‡ ˜¯ÙÌÈÈ·ÈÒ¯‚‡ ÒÓ ÈÂÎ˙

±¥Æ±ÒÓ‰ ÈÂÎ˙ ˙ÈÈÚ·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Â˜Ù· ˙Â˘„Á‰ ˙Â‡¯Â‰‰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ÈÏÈÏÙ ‰¯·ÚÎ ÔÂÎ˙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Æ¥ ÁÂÂÈ„ ˙ÂÂÚË‰ ˙ÂÏÂÚÙ–ÈÏÏÎ 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Æ¥Æ±Ì‰ÈÓÂ„Â ÏÂ‰È ÈÓ„ ˙Â¯·Ú‰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Æ¥Æ≤·Â¯˜Ï ‰¯ÈÎÓ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Æ¥Æ≥„ÒÙ‰· ·Â¯˜Ó Ï·˜˙˘ ÒÎ ˙¯ÈÎÓ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µ

±¥Æ¥Æ¥ÁÂÂ¯· ·Â¯˜Ó Ï·˜˙˘ ÒÎ ˙¯ÈÎÓ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Æ¥ÆµÈÁÓ·Â¯˜Ï ·ÂÁ ˙Ï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Æ¥Æ∂˙ÂÈÓ ÏÚ· ˙ÎÈ˘Ó ÏÂ‚Ï‚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 ÈÚˆÓ‡ ˙˘ÈÎ¯®˙ÂÎÊ ˙‡ÁÓ‰© ‰ËÈÏ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 ÈÚˆÓ‡ ˙˘ÈÎ¯‰„ÈÒÙÓ ‰¯·Á· ‰ËÈÏ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Æπ˘ ÈÚˆÓ‡ ˙˘ÈÎ¯„ÁÂÈÓ Ì„‡ È· ¯·Á· ‰ËÈÏ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ÎÈ˘ ̇‡ÓˆÚÈ ˘ÏÈË‰ ·Á·¯‰ ̇Â˘· ̇ ‰È„Ó‚ÂÓÏ˙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È˙ÁÙ˘Ó ‰¯·Á È„ÒÙ‰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 ÔÈÚ˜¯˜Ó· ‰˜ÒÚ· ˙Â¯˘˜˙‰–˙Â¯ÂÓ˙ ÒÈÒ· 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µ

≥±Æ¥Æ¥±ÌÈ·ÏÂ˘Ó ‰ÈÈ· ÈÓÎÒ‰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Æ¥±Ó¢ÚÓ· ˙·ÏÂ˘Ó ‰ÈÈ· ˙˜ÒÚ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µ±Æ¥Æ¥±˜ÒÂÚ· ¯¢ÎÏÓ ˙˜ÊÁ‰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Æµ˙ÂÓÈÏ˘Ó ˙Â‡¯Â‰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µÆ±ÌÈÙÒÂ ÌÈÚÂ¯È‡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ÆµÆ≤Ú‚Â ‡Ï „ˆ „ÓÚÓ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ÁÙÒ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

˙ÂÁ˙ÙÓ

‰˜È˜Á‰ Á˙ÙÓ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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