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ԅݢᚆ҅ଚଃԧኞԾݎێӨኞԾىᔮጱݒᶐ̶

ᰂᣟᶾऒᩳݻԧ᭗ᦤᕪၧ҅๚ࣘ܄᱾ጱհ꧊໐ஞԏӞ᭗ᦤҁ7R�

NHQ҂҅᭗ᦤ֢ԅӞᐿհ꧊ጱڂᦤ҅ਖ਼౮ԅࣘ܄᱾ᗑᕶጱଫአ֛҅᭗

ᦤӧՐՐᭇአԭ݄Ӿஞ۸ጱᄶۜ҅ๅग़֛ሿࣁහਁᕪၧፅӤ҅ᦏᕪၧ

ፅ᭗ᬦࣘ܄᱾ਫሿᕪၧीᳩ҅ᦏෆӻኞாࢻጱྯӞӻՈ̵ྯӞӻᜋ

ᛔ݇ݎӨ֢҅ܐᛔ݇ݎӨᖌಷ̶ํٍࣁሿਫᕪၧጱቘஷӤ҅᭗ᬦࣘ܄᱾

ਫሿࠟӱݒᶐ҅ᦏհ꧊ፅӤ᱾ݎᤈ҅قቖձ֜ጱࠟਹմӱ᮷ݢզو

ኞ̵Ծӱ᭗ጱࠟوՁ̵ᕪၧو᱾හਁ۸ጱአಁࣘ܄Өᬰ҅୵౮݇ݶ

ӱኞா҅7RNHQ֢ԅय़ᥢཛྷᗭ֛֢ܐጱᄶۜড়Օ҅ຄय़᧣ۖᐒ݇܄Ө

ᘏጱᑌຄڠ᭜҅꧌ړᄶڊݎᕪၧ֛ጱၚ҅ێຄय़ᬰࣘ܄᱾ࠟ

ӱᕪၧጱीᳩ̶ፘࣁמ๚හਁᕪၧᕣਖ਼ਫሿփඎၞ᭗զ݊៧ጱࠟአ

հ꧊̶

चԭྌᙧวӥ1*.᭗ᦤଫᬩᘒኞ҅1*.�,2ଘݣᘶݳԧᗦߵևྲԵय़

҅ᗦᏑᨕ�6LO LFRQ�9DO OH\� ,QWHUFRQQHFWHG�)LQDQFH�*URXS

ҁ69,)҂҅ታॊࣘ܄᱾ᰂᣟᎸᑪಅ6%&�զ݊قቖᎣݷጱහਁᩒԾᓕቘل

ಭᩒێռग़ਫᔜ҅ݎጱᎸضํռग़ದᶾݣଘ҅ݎᎸݶو*%(ݪ

Իฃާտፊᓕ̶ڭᦤ&)6ݑᗦࣁඪ೮҅ێἧݪ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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Ծ᱾හਁᨵ૰चᰂࣘ܄.*1ڊᴚ������ଙতᄟஞᎸᑪവࢫ2,�.*1

ӱኞாፘᕮݳጱፄڥොୗ҅قᶎ᭜ๅےਠ࠺ጱࠟӱኞா҅ࢻਖ਼ེٚ

ᶾࣘ܄᱾૱̶1*.᭗ᦤ֢ԅ1*.�,2ଘݣӤ෫ᵑᏥֵአጱ᭗ᦤ҅

ᘒᬳളᕚӤᕚӥݱᤈݱӱጱࠟਹ҅ਫሿࠟӱ៧ଫአ҅ӧՐۗێփᕹԾ

ӱࣳ܋ᕆ҅ๅඍۖԧᘶᗑᕪၧጱ҅വۖԧਫ֛ᕪၧጱݎ̶

1*.�,2᭗ᬦ᱾ݢզԅӧݶጱၾᩇว୵౮հ꧊ጱ᭗҅ԅقቖŉ᭗ᦤ

ᕪၧŉࠟӱ۸ᬰᑕ؉ڊӞਧጱದێᰁ҅ፘࣁמ๚1*.�,2ਖ਼հ꧊Ի

ഘጱ᭛ଶᆐտํᷢጱ҅܋ᘒਫሿ፥ྋᘶݳ᭗ጱհ꧊ᗑᕶѺ

1*.�,2֢ԅࣘ܄᱾ଘ҅ݣଆۗහਁᩒԾጱᓕቘၞ᭗҅ԅ܋ኞாපሲ

ᰁѺێᬰ૱ᔺឍᨯሠӞղ

᱾ࣘ܄Өݣᕅᖫᑕଘݳԭ᭜Ӟӻ᭗አጱฬᚆێದ੶ᶎӤ1*.�,2ᛘࣁ

֢ᔮᕹ҅1*.�,2ํᛔ૩ጱࢶᅎਠ॓ጱᖫᑕզ݊ᬩᤈሾह҅ӫԅහ

ਁᩒԾ׀ਞقጱᰂᣟ๐҅ۓعԧฬᚆݳᕅଃጱय़ਞᷚقᴾҔ

᧣ᕅݳጱ᱾ᩒԾᑏ̵᱾ฬᚆڥᶌ̵ளഠݢقਫሿਞࢶێ2,�.*1

አ҅ๅṛጱ736ᚆێԅݸᖅࣘ܄᱾ਫሿࠟአଘݣጱਫሿ׀ದඪඅ̶

զᶋଉຂݢ҅ګ᱾ᖅԧ(26կञጱ:HE$VVHPEO\ل2,�.*1

�.*1ࣁզݢ33҅ձ֜Ո᮷$'ݎ ,2ଚᤈ᱾Ӥݎֵአ᱾

'$33̶

Ө(26ӧݶጱฎ҅1*.�,2ਖ਼ࣁ۱ฃአӤአๅضᬰጱದਫሿ҅

ᘒବᥴ٬(26ಅᶎԁጱ&38ᩒრӧ᪃ᛘጱአಁԻฃ֛ḵ૧ጱᳯ

አݶ҅ګኞாလቘӤ҅1*.�,2ဠአ(26ጱ��ӻ᩻ᕆᜓᅩ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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ๅ࿆ےԆ݄҅Ӿஞ۸ጱလቘᕮ҅ଚํපᥴ٬ԧփᕹࣘ܄᱾ᔮᕹᶎԁ

ጱ֗ݺރᰁ҅ԻฃᏟᦊ҅ࣘ܄ᛆᙡᒵࣘ܄᱾ୗᕮضॠጱఅᦞᳯ

̶᷌ದਫሿӤ1*.�,2य़य़ṛԧᔮᕹපሲ҅Իฃ॒ቘᚆ҅ێਫሿԧࠟ

ӱᕆጱṛ̶

चԭ$,ฬᚆ̵य़හഝᓒဩړຉ̵ԟᒵದᎸݎጱහਁᰂᣟᤉኞߝ

ಭᩒᒽኼᓕቘᔮᕹ҅ࣁ౮ԅᒫࢥդࣘ܄᱾ᰂᣟಭᩒᶾऒጱդᤒ̶᭗ᬦ

ᕅग़ݳฬ̵్܋ս۸̵Իฃ॒ቘ᭛ଶګᦩو᱾ᑀದ҅೮ᖅᬰᤈࣘ܄

۸̵ᩒԾ۸̵ಘ҅܋ଆۗಭᩒᘏᐒ̵܄ᐒᗭ؉ڊਞํ̵ق

ප̵ᔜٵጱಭᩒӨᩒԾᓕቘ٬ᒽ҅قࣁቖٖࢱᯈᗝӨս۸හਁᩒԾᓕ

ቘපᚆ҅വۖقቖහਁᩒԾᰂᣟಭᩒԾӱጱڠෛӨᬰ۸҅౮ԅࣘ܄᱾ᰂ

ᣟᤈኞقߝᖌଶහय़හഝӾஞ̶ᵋ᷇ੂහူۖԻฃ҅1*.ࣁ๚

᭜෫ᴴհ꧊̶ڠಭᶾऒਖ਼տڠහਁᩒԾ᱾ᰂᣟࣘ܄

1*.හਁ᭗ᦤਖ਼ฎ1*.�,2ل᱾ದٖኞᕮᓒ҅አԭᄶۜጱኞாᔮ

ᕹٖጱୌᦡᘏ̵݇Өᘏ̵ݎᘏ̵ֵአᘏզ݊ݱᐿࠟӱଫአ̵හਁᩒ

Ծ̵ᑌړغᒵѺ1*.�,2ਖ਼զ៧᭗ᦤԅचݎኼ҅ᶾقቖඪ՞

ෛཛྷୗ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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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ଙ��์��෭҅ᴨૻᗑےय़၎Ꭻ໊ړҁ8&/$҂ᒫӞᜓᅩӨේ

ᐰᎸᑪᴺҁ65,҂ᒫԫᜓᅩᬳ᭗҅ຽப፳Ոᔄސԧᘶᗑդ̶զ

ᘶᗑԅդᤒጱמ௳ದٌ҅ࣁۡݎጱᬪ��ଙᳵ᯾҅ӧՐԆԧᒫ

ӣེૡӱᶐ҅ๅ౮੪ԧই$PD]RQ̵*RRJOH̵)DFHERRN̵$OLEDEDᒵ

ւय़ጱᘶᗑմӱ҅ᦏՈժ݈Ӟེ፡کದදݒӮኴጱێᰁ̶



����ଙ��์��෭҅Ӿᘺݎԧྲᇙ૰ጮጼԡńń̽Ӟᐿᅩᅩጱኪৼ�

ሿᰂᔮᕹ̾҅ਯޞԧհ꧊փᬌᗑᕶጱک̶ྲᇙ૰ํᦜग़꧊ᑍᩩጱᦡ

ᦇ҅ইғᴠᓫද҅හഝ॓ղ҅݇Өᘏፘ҅ݷ܇෫ٌ՜מձොᒵ̶ٌ֕

ጱԻฃᚆૡ֢ᰁᦤกҁ3URRI�RI�:RUN҅ᓌᑍ�32:҂وᦩګ

Ԟ᭑Ⴙูᶂڊᳯ̶᷌ࣘ܄᱾ದྲᇙ૰ᤉኞᘒ҅ᬪԶଙ҅ՈժԆᥝ

ෛ҅ইғᎪूᅿ̵ڠᬰᤈݷ܇قᦩᓒဩ̵ਞو᱾ጱԻฃᚆ̵ࣘ܄ᕰࢱ

ᳬኪᗑᕶԻฃᚆጱ܋Ҕፅᦤกҁ3URRI� RI� 6WDNH҅ᓌᑍ

326҂̵ಓፅᦤกҁ'326҂̵ਫአܛꁿᲙҁ3UDFWLFDO�%\]DQ�

WLQH� )DXOW� 7ROHUDQFH҅ᓌᑍ3%)7҂وᦩᓒဩጱӿදᬰҔᵭᎣᦩ

ᦤกҁ=HUR�NQRZOHGJH�3URRI҅ᓌᑍ=.3҂̵Ⴐ૰܋Իฃਞقᒵ̶

౼ྊ������ଙ����์ ਹ҅�ᘒਫ܉ቖᡦහਁᨵ૰Իฃಅᩒᦔහഝ᩻ᬦق҅

ᴬහഝኜᛗ᩻ᬦӡਹ̶

՜ժᇮইॠӤጱᔺจ҅ԅզࣘ܄᱾ದԅ໐ஞጱ᭗ᦤᕪၧᅩՄԧกᅌ̶

Իฃಅ҅ړጱᕷय़᮱ڹᵋ፳᭗ᦤᕪၧጱԁ̶ፓ҅ک҅౯ժԞဳݶ

உ҅ኜ॓ٵӤ҅ݻՖᆐԅԻฃ̶ᘒԭ᭗ᦤᕪၧጱොݻᚆۑ

ᛗဌํ̶॓ٵ

ಎظ໒՜ጱ�)DFHERRN์��ࣁ���෭ݎԧ�/LEUD�ጮጼԡ̶ᵋݸ�������

ଙ�์��෭҅ᗦ݇ᦓᴺᱷᤈ̵֘಄उ૱Ԫۓާտ੪)DFHERRNጱෛ

ᦤտ̶ލېᨵ૰/LEUDԈੂے

ེԪկکԧقቖ҅ဳىᦜग़ਹṛଶ᯿ᥤ҅ଚݟᰂᣟտᦓ҅�റ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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හਁੂےᨵ૰Ө᭗ᦤᕪၧ̶

౯ժݢզ፡҅ک᭗ᦤᕪၧᚕྍጱӞᅩᅩԁᬪ҅ᘒᬯਖ਼տฎইݶӤӮᕉ๛

ᘶᗑᶐӞ̶Ӯኴሿํᕪၧཛྷୗਖ਼ᤩදٟ҅Պӡᨰਖ਼᯿ෛړᯈ̶

᱾ฎय़۠ಅࣘ܄����

��

ᨏࢶ᱾ᶱፓኞாࣘ܄ቖق

ԅՋԍտڊሿࣘ܄᱾҅౯ժ፥ጱᵱᥝހҘ1*.�,2֢ԅࣘ܄᱾๗ጱ݇Ө

ᘏᥠᦤᘏ҅�ᦊԅᬯӞڠෛӧݢᭋๅӧտฆᜰӞሿܻ҅ํࢩӷӻ̶

ٌӞ҅Ոժᵱᥝ፥ਫ̵ํհ꧊ጱמ௳̵ड़ᴳ֗מձ౮̶ᦇᓒᘶ



ᗑᦏړ௳מՁๅے̵ๅےഠ҅ڥአמ௳᭐ก҅ս۸հ꧊᱾҅܋

ᬲᕅᤈԅԞᦏՈ१ዢӧ૪҅च̵௳מපሲ̶֕ฎ҅෫ဩᕷጱᡦ֢ܐ

ԭᘶᗑጱփඎګ॔Ԟຄԅฃ҅Ոժԅמձಅಭفጱ౮૪ᕪ᩼

᩼य़҅ᆐᴥᏥපሲጱᬰӞྍ̶܋

ٌԫ҅ՈժᵱᥝӞӻਖ਼وᦩ̵ᤈԅհ꧊ᄶۜፘᬳളጱኞԾىᔮᗑ̶

ፘྲૡӱᶐଃኞԾێय़ᷢ҅ኞԾىᔮጱදݒ੪ӧᮎԍय̶़Ո

ᔄጱኞԾၚۖզᕟᕢԅӾஞׁ҅෯ฎᛔӤᘒӥ̵ᰂਁर੶ᕆጱӾஞ

۸ᕮ̶ᕟᕢӱ॔᩼ۓ҅੶ᕆ᩼ग़҅ᥝਫሿਮᥡلྋጱڥፅړᯈ੪᩼

ᵙ҅ࢩྌ҅පሲ܋Ԟ੪ᵙӤےᵙ̶

ದ̵3�3ᗑᕶᒵದᣟԅӞ֛҅ํ݄Ӿஞੂےୗਂ̵ؙړ᱾ਖ਼ࣘ܄

ᚆݢ᱾๋ํࣘ܄ձ۸ጱದս۠҅ᤩՈժᑍԏԅհ꧊ᘶᗑ̶מ۸̵݄

ᥴ٬ՈӨՈԏᳵጱמձᳯ᷌҅ଚᖩ᭜ڊෛጱኞԾىᔮᗑᕶńńᅩᅩհ

꧊Իഘ̶

��

����ದኒ᷀Ֆᵱᥴ٬ጱᳯ᷌

ྲᇙ૰ᛔ������ଙᦿኞզ҅զྌԅܻࣳᤉኞࣘ܄ڊ᱾ದ҅෫හದ

ᆽঅ�ᘏ݇Өᨯሠ҅ݎොݻጯᜰἶන̶ํӫဳԭ݄Ӿஞ۸ଘݣጱզॡ

(WKHUHXP҂̵ݎහਁᨵ૰ԅԆጱྲᇙ૰ҁ%LWFRLQ҂̵ឯᇙ૰ҁ/LWH�

&RLQ҂҅զמ௳ਂԅොݻጱلᦤ᭗ҁ)DFWRP҂҅ԅכಷአಁᵌᐺፓ

ጱጱ=FDVK'DVK҅ӫဳԭ݄ӾஞԻฃಅጱྲᇙᙎҁ%LWVKDUH҂҅ኜᛗ



ฎ5�&(9ێവጱړୗᨴଘݣ&RUGD̶

ੱᓕᤈӱݎኞۡۡ҅֕ࣘ܄᱾෫ᦞದڠෛᬮฎࠟӱଫአ҅ᬮᶎ

ԁஉग̶़

ฬᚆݳᕅՖਂࣁਞقᵌఋ҅ἓਮڥݢአᄋ၏ፎݐአಁጱහਁᩒԾҔ

զӧݶଫአፓຽᘒୌᒈጱࣘ܄᱾ଘஂ҅ݣྌԏᳵਂّࣁᳯ̶᷌�

ੱᓕՈժ૪ᕪݎሿଚᦶᇙਧ᱾ԏᳵጱמ௳Ի҅֕ᬯᐿੴ᮱ጱᥴ

٬ොໜᬮӧ᪃զඪඅෆӻࣘ܄᱾ኞாݎҔ

ෛӧӧၞԭ୵ڠሿਫᇔቘӮኴጱԻ҅ᦏᦜग़ଫአ᱾ᗌࣘ܄

ୗ҅ইࠟߝშრҔ

ፓࣘ܄҅ڹ᱾ଫአՖํṛጱದᳪད҅ᛘय़ᥢཛྷࠟአጱ౮ॡ

ṛҔ

ୗᔮᕹጱᚆᬮᵙզ᩷᩻Ӿஞୗᔮᕹ҅ړڹᚆኒ᷀҅ፓࣁਂ

ᘏ᧔҅ړୗᔮᕹᬮᵙզਫሿय़ᥢཛྷࠟአ̶

�

�

�

�

�

��

हࢯᬰᑕጱ᱾ࠟӱ۸៧ࣘ܄����

᱾ࣘ܄҅ྺ෫ወᳯ҅ದጱදᬰֵሿํጱݎ᱾ᕪᬦԧහଙጱࣘ܄



ํԧๅग़ጱ៧วጱݢᚆٌ҅ದଃጱӧݢᓫද̵ړୗᒵ

ᇙֵٌࣁӞԶਫᴬଫአᶾऒํஉঅጱ៧ว҅֕ኧԭݎᳵྲ

Ꭸ҅ӞԶොᶎҁ᧘�ইמ௳ᵌ܇҂Ֆ๚౮ᆧ҅ᬯԶஉय़ᑕଶӤᴴګԧ

᱾ࠟӱ۸ᬰᑕ᭲᪠ࣘ܄ᛗՔ҅ݎ̶ӞԶଫአวጱ៧ࣁ᱾ದࣘ܄

Ӥׁ෯ᶎԁጱዳᅩՖฎਠ࠺चᏐᦡෞ҅ᥢԾߝຽ҅ٵᓌ۸Ոԅࢩᔰᒵ

ग़ܻࢩғ

चᏐᦡෞጱ൫ୌཹᗌҔ

ᤈӱݶۓ๐ࣁࠟ׀ᥴ٬ොໜ҅ٵᦧၥຽ۸ߝ᱾ଫአᗌԓԾࣘ܄

ጱग़ӻአಁ҅ኧԭဌํᕹӞຽ҅ٵԾߝՖဌํ឴य़ࢱጱଫ

አҔ

փᕹᖌᴴࣘ܄ګ᱾ࠟӱ۸വᬰ҅ኧԭ૱ԭࣘ܄᱾ଫአጱ៧

ॡᬦ֕҅ڔሿᇫ݈ฎବ੶݄Ӿஞ۸ጱํل᱾ԭݱᤈӱӧᚆ᭗

አ҅ฬᚆݳᕅॡᬦᓌܔӧᚆඪඅ॔ጱࠟӱวҔ

ᶱፓग़؊ኸ32ࣁ&ᴤྦྷ҅ဌํኞԾᔮᕹզ݊य़ᥢཛྷവଠଫአጱḵᦤ

տ҅ଚ๚୵౮፥ྋԎӤጱ(�(ᤈӱᥴ٬ොໜҔ

Ԇ֛ग़ොۗܐՖᵱᥝᦡᦇૣওݳቘጱړᯈګѺ

��

����አಁ૱ዳᅩ



හਁᨵ૰ᓕቘӧ

ੱᓕහਁᨵ૰૱ࣁள᭛ݎ҅֕ԭහਁᨵ૰ጱਂؙᓕቘ҅Ֆᆐဌ

ํஉঅጱᥴ٬ොໜ҅ই֜ਞ॓قղӞᐿහਁᨵ૰ጱ۱ੂᰬᐺ

ᰬ҅੪૪ᕪฎࣁአಁᶎڹጱӞय़ᳪད̶ሿࣁᶎ᩼᩼ग़ጱහਁᨵ૰

ᔄ҅ڦአಁᬰᤈӧݶᩒԾᯈᗝړවಭᩒ҅ᓕቘᳪདᬰӞྍ҅܋ᘒ

ଫጱᒽኼńńᥝԍฎᰒӧݶᔄࣳጱහਁᨵ૰҅ਞᤰӧݶጱ݄Ӿஞ۸

۱ڦړᓕቘҔᥝԍฎᔱනࣁӾஞ۸۱ᘏԻฃಅ᯾҅ᦏӾஞ

դԅᓕቘ̶ڹᘏᕳአಁֵአᓕቘଃԧຄय़ӧݸ҅ᘏ݈ਂࣁӞਧጱ

ਞقᵌఋҁӾஞᤩධ҅ڋᕪ០ӧׯ࠺ᳮᒵఘ٭ਖ਼ଃᩒԾഖ

०҂̶ই֜ๅঅጱّᶶਞقڥ҅ฎᧆᶾऒ๐ࠟۓӞፗۘێጱො

̶ݻ

Իฃغഘᳪདṛ

ፓڹහਁᨵ૰ጱԻฃغഘ҅Ԇᥝ᭗ᬦԻฃಅਠ౮҅ᬯᶋӫӱአಁฎ

உṛጱᳪད�ńń�ဳٙԻฃಅᵱᥝӸ໒ጱਫݷղᦊᦤҔԻฃහਁᨵ૰ᵱ

ᥝԟፘၞىᑕ֢ྍṈ҅꧌꧊ሿ᭗ଉᬮտํӞਧᴴګҔහਁᨵ

૰ԏᳵጱغഘ҅ᵱᥝضአහਁᨵ૰ഘԅဩ૰҅ٚአဩ૰ԣݚفӞᐿහਁ

ᨵ૰̶

ᛔಸհ҅ݱᵱጱአಁܕक़ጱහਁᨵ૰Իฃ҅ํԣ׀Ӟᐿොୗฎݚ

य़ਹݝᵱֵ؟አ&�&ࠟउӞ҅፡ݳکᭇհ໒҅ӞӞԻฃ̶֕ӧ᪃ጱ

ොӧᬲᕅ҅ԻฃᬦᑕӾහਁᨵ૰᭗ଉᵱᥝಓᓕᦤԻฃכොฎ҅ԅԧ

��

ἓਮࢩᚆᬲᕅጱᷚᴾ҅Ԇᥡፎ૰ਮᥡݢොݣଘڊො҅ᬯ݈ᤉኞݣଘࣁ



ቘݳ᱾ᚆӧ᪃݊ᦡᦇӧࣘ܄

����ଙ�์ྲᇙ૰ݎኞԧᒫӞེय़ࣳጱ҅݉ړԾኞԧ%&+҅ᵋپݸӻ

์҅ӧෙጱํՈྲᇙ૰ᗑᕶᬰᤈ̶݉ړզॡᗑᕶࢩԅݎኞ'$2Ԫ

կ҅Ꮭ݉ړԅ(7&7)�+̶ᬯ᯾ܻࢩฎՋԍޫҘ

ྲᇙ૰ᚆӸ᯿ӧ᪃҅%&+፳ԅྲᇙ૰ಘጱ෪ݩྲᇙ૰ᬰᤈ

ԧᏝ݉ړҔ

ᓒ᩼ێ᩼ᵞӾ҅ଫᧆ݄Ӿஞ۸ጱᔮᕹတԅӞਹഴ҅ګᵋ

ᕒࣘ܄᱾ᗑᕶ҅ᬲᙧԧࣘ܄᱾݄Ӿஞ۸ጱڡᤙҔ

զॡጱฬᚆݳᕅ҅ฎࣘ܄᱾ᶋଉय़ጱᬰྍ҅֕ฎᬯᐿᦡᦇቘஷܩ

ํӞӻय़ጱᳯ᷌҅ܨᰂᣟ᭦ᬋӱۓ᭦ᬋᘠࣁݳԧӞࢻҔ

ො̶ሿԧӞԶ؇ᐶ๗๕ጱݎጱᬦᑕӾ҅౯ժݎ26Ԇᗑ᭑Ⴙ)ࣁ

֢ԅ๋ํᒋԩێጱᒫӣդل᱾҅य़ਹ๕፡کጱฎᚆड़ํๅग̵़ๅ

ӿጱଫአᚆड़26)�ࣁ�Ӥᶎᬩᤈ҅ݎᘏտਖ਼�(26�֢ԅᛔ૩ଫአ

ݎጱḒଘ֕҅ݣฎኧԭፓ26)ڹጱᩒრཛྷࣳጱᴴ҅ګᛘԧஉ

ṛጱֵአ౮҅۱ೡԅአಁڠୌๅग़ጱᨴಁ҅զ݊᮱ᗟᬩ០'$SS

ᵱᥝጱṛ౮̶ᰒጮጼԡӾᥝਫሿጱӤጯӡ736ᵱᥝጱىᲫದ

,%&҅Ӟፗဌํᬰᤈവᬰ҅Ԇᗑग̶़ེڊ

��

�

�

�

�

ධڋᒵܻࢩ᭜౮ഖ०̶



ሿ&38ᦇᓒᩒრӧ᪃ጱఘ҅٭ๅฎۂےԧ᱾᭗ᦔᵱጱᬼڔ̶ྌ

क़҅ኧԭ(26አጱ%)7�'326وᦩ҅ګӞӻԻฃᵱᥝᬪӣړᰦᚆ

ๅද҅ᡱᆐፘྲᇙ૰̵զॡฎํஉय़ጱᬰྍ҅֕ฎᬯԞᕳݢᦤӧכ

(26ጱଫአวଃஉय़ᴴ҅ګள᭛ඪ՞ݝᚆᘸᆌԭੜ᷐ᨴ҅य़᷐

ᨴᶳᥝᒵஇ᪃ड़ᳩጱᳵᚆכᦤӧݢๅද҅ᬯ੪ᴴګԧ᱾Ӥ̵᱾ӥ

አಁඪ՞֛ḵ̶

��

ၵᩇय̵़ᬳളሿਫӮኴᵙێ౮ṛ̵ᓒݎ᱾ࣘ܄

᱾ದ҅ᘒࣘ܄ӱጱմӱֵአݱᤈݱ҅๚ਖ਼ํݎێ᱾ದጱय़ࣘ܄

ᒋێҔ32:ጱᎯཛྷୗ҅ኧԭᓒྍܩӱᘏ๕ᘒڠ౮ṛਖ਼ֵݎ᱾ࣘ܄

ԩᄶᅱ҅ᤩႣጱᎯᤩ୮؉࣯ಒധ҅ຄԅၵᩇ҅ग़ᐿૡ֢݈ګ෫

ဩٍ॓32:ጱ݄Ӿஞ۸ս۠Ҕࣘ܄᱾ದஉᵙᎣ᭲ሿਫᐒտጱහ

ഝ҅ྲইჅଶग̵़ᙎհग̵़ॠ࿈ই֜ᒵᒵහഝ҅ᡱᆐӞԶᎯૡݢզ

׀ӞԶଉአጱහഝ҅֕ฎኧԭሿਫӮኴහഝᐿᔄ॔ᔺग़҅Ꭿૡ෫ဩ

ڠ׀ӱᘏమᥝጱහഝ҅ᘒڠӱᘏইຎਠقᛔ૩׀ᬯԶහഝ݈҅؉ӧ

᱾ᬳളሿਫӮኴᵙ̶ࣘ܄๐҅ᛘמӾஞ۸ጱᇙ҅உᵙᦏՈ݄ک

ŉ'$33�Ŋଫአวᗌ०

හਁᨵ૰ᥝํๅᳩԋጱݎ҅੪ᶳํๅଠာጱଫአวඪ೮̶ፓڹᵋ

፳ࣘ܄᱾ᶾऒᎸᑪጱႮ҅فᇙڦฎᰒฬᚆݳᕅොݻጱറᔱ҅᭑ႹํӞ

ԶԾߝොໜਫ֛ᕪၧኞၚፘᕮࣁ҅ݳᵱᒒ᧪̶֕ᩬو֢ݳ፥ྋ៧

හ̶෫ᦞݢๅฎۓᰒአಁᒒጱ๐ݶଚᥢཛྷֵአጱᬮஉᑑᗌ҅

ฎྲᇙ૰̵զॡ҅ᬮฎचԭฬᚆݳᕅଘݣෛݎᤈጱݱᐿդ૰҅ํݝ

ਫ֛Ӯኴํԧๅग़ጱԻ҅ᚆी33$'�ے��ᛔጱհ꧊҅ᬰᘒᬰහਁ



ᨵ૰ጱ૱ᔺឍਫ֛Ӯኴጱපሲ̶܋

��

����ԅՋԍᵱᥝ�1*.�,2

ፓࣘ܄ڹ᱾ጱᔮᕹԆᥝࣁԭ'$33ጱᬩᤈපሲሿਫࠟӱᵱӸ᯿

ᙧᐶ҅හਁԻฃӨᚆොᶎӸ᯿ӧ᪃զ݊᱾ളሿਫӮኴጱ౮ṛӧ

ӥ̶

ದਫሿӤ੪൵ԧଠာᜓᅩጱḵᦤොୗ҅ᘒአ҅ڡᦿኞԏࣁ2,�.*1

'3266�҅ګኧ����ӻԆᥝᜓᅩ҅ࣘڊଚአګଶ݄ᴳ֗Ԇᥝᜓᅩ֢୕

ጱݢᚆ̶ᬯฎፓڹṛᚆٍ๋॓ݢᤈጱොୗ҅ഘݙᦾ᧔҅1*.�,2�

ሿਫӾೠԧሿਫ҅1*.�,2ጱཛྷୗᦡᦇๅᩂᬪࠟӱአಁጱᵱቘమࣁ

̶

1*.�,2Իฃ᭛ሲӤ᭗ᬦଚᤈ॒ቘݢṛᬡහጯӡ736҅ଚӬ׀ݢฦ᭗አಁ

ṛଶս۸ጱԀᤈᚆ̶ଚ᬴֗כᏟګࣘڊᩇֵአ̵አள᭛ع

ᦡᦇԧӞᔮڜګզכᦤࠟӱአಁጱฃአ̶

݉ړӱଫአวӾ1*.�,2᭗ᬦᡦ̵ฬᚆဉፋ̵հ꧊Իഘࠟࣁ

܄۸ጱګӞӻӧෙᬰ۸̵ฃֵአ̵֗౮ጱ̵ᭇଶਧڊ᭜ڠ�ᘒ҅ګ

ࣘ᱾ᗑᕶ̶ྌक़҅1*.�,2᭗ᬦࣘڊᳵᵍ̵ࣘ܄ᰁ̵وᦩᓒဩጱս

۸҅�ֵ 736�᩻ ᬦ�����ӡ҅๚�1*.�,2�ਖ਼᭗ᬦದڠෛ҅ᥴ٬ՈӨՈ

ԏᳵጱמձᳯ᷌҅ᖩ᭜ӞӻقෛጱኞԾىᔮᗑᕶ҅ๅঅਖ਼ᐒو܄ᦩ̵

ӻ֛ᤈԅ̵հ꧊ԻഘํᣟԅӞ֛҅զਫሿ1*.�,2๐ۓଘࠟݣአհ

꧊Ѻ



ԫ

Ջԍฎ
1*.�,2��������������������

1*.�,2ฎӞӻचԭ&��ԅԆᥝᖫᑕ҅ବ੶አ:HE$VVHPEO\-,7ᡦ

ଚඪ೮67/ݎପದጱ᭗አጱࣘ܄᱾ᖫᑕଘ҅ݣአ�,3)6�ᶮᕆړ

ୗਂؙጱӞӻ݄Ӿஞ۸ړୗࣘ܄᱾֢ᔮᕹ̶1*.�,2ਖ਼ᶾࣘ܄

᱾ᤈӱ๚ጱचᏐᦡෞ҅1*.�,2ٖᗝࢶᅎਠ॓ጱᖫᑕ҅አಁݢզአ

ԏୌਧԎ՜ᛔ૩ጱݱᐿᇙ҅ݢզݎᛔ૩ጱଫአӨࣘ܄᱾ᔮ

ᕹ҅ݢզݎᤈᛔ૩ጱᨵ૰̶1*.�,2ݶํݢӞᲫਧګጱ׆᱾҅

1*.�,2׀ӫํጱ᱾ݳᕅದ҅ਖ਼Ԇ᱾׆᱾᱾ളࣁӞ̶᩸෫ᦞ

��



ฎ1*.�,2ӤጱݳᕅᩒԾ҅ᬮฎᶋ1*.�,2ӤጱᩒԾ҅᮷ᚆ᭗ᬦ1*.�,2�

ٍํጱ᱾݊ฬᚆݳᕅጱದᛔኧጱਠ౮հ꧊փ᭓غഘ̶

1*.�,2ବ੶ฎचԭӞᐿݷԅᎪूᅿጱࣘ܄᱾ದݎጱ҅1*.�,2አ�

ࣁᘒӬ1*.�,2҅ࣘ܄ጱᜓᅩኞԾڊኧ��ӻಭᐥ҅ګᦩو3266'

ᬩᤈฬᚆݳᕅ෫ᵱ؟զॡᮎྯӞྍ᮷ᥝၾᘙ*$6҅ᬯֵአಁع

ᩇֵአ'DSSV౮ԅݢᚆ҅ๅᒧݳᘶᗑԾֵߝአعᩇ̵ׁᶌी꧊๐ۓ

ଠޞᒵӱۓፄڥጱࠟӱཛྷୗ҅ಅզ౯ժݢզᦊԅचԭ1*.�,2ݎጱ

'DSSVฎ፥ྋ'DSS̶�1*.�,2�ጱᦡᦇፓຽฎ�736�᩻ᬦ����ӡ҅ๅฎ

ࣘ܄�2,�.*�1ڊᏟᦊᳵਖ਼ᬡکጱ���ᑁ҅ࢩྌ�1*.�,2�ਖ਼ٍํᶋଉܓ

᩼ጱᚆ҅ํ๕දݒ୮ࣘ܄ڹ᱾ದ෫ဩ៧ጱੴᶎ̶ኧྌ౯ժݢզ

ᶼᥠ҅๚տํռग़ࣘ܄᱾ڠӱᶱፓೠचԭ�1*.�,2ݎ�ᤈ�7RNHQ҅

හՊአಁֵአ҅1*.�,2ํ๕୵౮ӿޕጱ'DSSV҅զ៧ݢय़ᰁڊݎ

ਠෆጱࠟӱኞா҅ݶᤉኞڊय़ᰁԻฃ�7RNHQ�ጱᵱ̶�1*.�,2�च

ԭ1*.�,2Ԇ᱾2,�.*1ฬᚆݳᕅԅବ੶ᬩᤈሾह҅꧌ڥړአࣘ܄᱾

1*.�,2ጱኞாᔮᕹ҅ୌᒈӞӻਞݢ̵قḵᦤلଘ̵݄Ӿஞ۸̵݄מձ

۸̵෫ኴጱࠟӱӨᰂᣟӞ֛ጱࣘ܄᱾ᔮᕹ҅ԅڠෛࣳմӱࢫᴚ׀Ծ

ӱचᰂ̵ᘶᗑचᰂ̵ࣘ܄᱾चᰂզ݊ᇔᘶᗑӨՈૡฬᚆᒵᰂᣟ๐ۓ

Ծӱਔ۸๐҅ۓ᭜Ӯኴᕆኞாࠟӱᳮሾ̶

۱ೡྲᇙ૰̵զॡٖࣁጱփᕹጱࣘ܄᱾҅ବ੶አጱฎࣘ܄�᱾ୗᕮ

̶ᬯᐿᕮᦡᦇտଃࣘ܄හഝᛆᙡ҅Իฃ҅ݺރᰁ֗ᒵضॠ

ᗌᵅ̶ྲইݷጱྲᇙ૰ಘԏԩ҅ොጱԩᦓᅩࣁԭฎވᬰᤈࣘ܄ಘ

̶ඪ೮ಘጱӞොᦊԅ҅ࣁԻฃ᩼᩼ग़ጱఘ٭ӥ҅உग़Իฃ෫ဩ݊

��



۱ᬰ҅ࣘ܄տ᭜౮य़ᰁԻฃᳩᳵ҅ԅᥴ٬ᧆᳯ᷌ᵱᥝᬰᤈಘ

̶ᘒӧඪ೮ಘጱӞොڞᦊԅ҅ಘԏݒࣘ܄ݸय़҅ਖ਼տֵࣘ܄හഝ

ᬥ᭛ᛆᙡ҅զᛗԭฦ᭗ጱӻՈኪᚏᵙզؙਂ̶ᬯ੪ฎփᕹࣘ܄᱾ضॠ

ᗌᵅጱ֛ሿ҅ᘒӬᬮฎఅᦞୗጱ̶

౯ժ๕ڹࣁՈጱचᏐӤ҅ԅ1*.�,2ଃጱսᐹጱوᦩګଚᦡᦇӞॺ

ग़᱾֛ᔮ҅ਫሿๅঅጱࠟአኞா̶

հྲṛጱ᱾Ӥᩒრғ

ݎᘏݢզ໑ഝᛔᵱᛔኧೠᬩᤈጱ׆᱾҅꧋ᦜग़ӻ׆᱾ളفෆӻ

ኞா҅տֵᩒრጱ׀ᕳݢզ꧌ړჿ᪃૱ጱᵱ҅ᬯݢզᑞਧ᱾Ӥ

ᩒრጱ౮҅ݚӞොᶎ҅உग़ଫአտ๕᱾Ӥݢզ׀ᑞਧጱᩒრ

736҅᭗ᬦ᮱ᗟӫᳪጱ׆᱾҅ݢզ꧌כړᦤ'$SSᬩᤈӧտᤩٌ՜ଫአଗ

ಟ̶

꧋ᦜಘ᱾ۑᚆғ

Զײݎᘏአಁᵱᥝಘ᱾ۑᚆզਫሿٌᇙྛጱᵱ҅ᬰᘒ᮱ᗟ

ӫᳪጱᘶፑ᱾ᘏᐺ᱾զ׆᱾2̶,�.*1فے

ग़᱾ᳵհ꧊ғ

Իഘग़᱾ᔮᕹӾ᭗ᬦӾᖀ੶҅ݢզஉොጱԻഘग़ӻ᱾ӤጱᩒԾ҅ᬰӞ

Ӿᖀ੶Ӥ᮱ᗟ݄Ӿஞ۸ጱԻฃಅ̶ࣁզݢ҅ྍ

ඪ೮෫ᖲᬢᑏचԭٌ՜᱾ጱଫአ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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౯ժݢզٌف՜ବ੶᱾ದฬᚆݳᕅದ҅զ׆᱾ጱ୵ୗ׀ᕳ

2ኞா,�.*1کጱᑏ༙૪ํጱଫአզஉොݢᘏݎአಁ҅ᬯᘏݎ

Ӿ̶

��

����ᔮᕹᦡᦇܻڞ

1*.�,2Ӹੂጱᦡᦇ᭦ᬋฎୌᒈࣁӸ໒ጱᦡᦇܻڞӨ߽चᏐӤጱ҅܄

ࣘ᱾ᔮᕹጱẌกᇙӨଫአᵱፘ٫ᑱ҅ದොဩӨሿਫկፘ҅

ᵙզ᧣҅ᔮᕹᦡᦇᵱᥝਠෆጱࢩຎሾܻ҅ڞᬯฎୌᒈࣁӞॺ߽

మचᏐӤ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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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מձ�Ń�ᬯฎࣘ܄᱾ጱ໐ஞֵ҅ᔮᕹᦡᦇጱፓጱ੪ฎԅଫአ

ୌӞӻמݢձጱᔮᕹ̶

݄Ӿஞ۸�Ń�ฎࣘ܄᱾ጱ໐ஞᇙ҅ฎ᭜מձጱ໑ಋྦྷ̶

නຝ�Ń�නฎ݄Ӿஞ۸ጱᥝկ҅නޱՈՈଘᒵ̵դᎱ

რ̵�ᦡෞଘ࿆۸̶

ᶎݻଫአ�Ń�නຝᛘଘᒵ݇Ө̵ଘᒵֵአ҅ӧמձጱ݇Өᘏ

ᵱᥝמձכګᦤ̶

ձҔמձ҅֕݇Өᜓᅩӧמ᱾ᔮᕹ꧊ࣘ܄ձŃמձრԭᶋמ

ಘ҅֕ੴ᮱ᜓݢձጱ݄Ӿஞ۸ᔮᕹӧמݢಘŃݢಘጱӧݢ

ᅩݢಘҔ

����߽మ

໑ഝӤᬿᦡᦇܻڞୌᔮᕹ҅ᶎԁӞӻ෫ဩ᧣ጱғ݄Ӿஞ۸̵ݢ

ಘ̵ݢᶌӣᘏӧّݢ݄҅Ӿஞ۸ᘒ݈ݢಘ҅ڞᔮᕹӧݢᶌҔ

ಘ̶ݢӧڞᶌݢ෫ဩ݄Ӿஞ۸Ҕ݄Ӿஞ۸ᘒ݈ڞᶌݢಘᘒ݈ݢ

ᥝᥴ٬ᬯӞ҅ᵱᥝӞॺݢᤈጱ߽ቘᦞ҅౯ժ୭ᕑࢥڊᶱ߽ܻ

ғڞ



෫٬ጱӾஞ۸ᶋӾஞ۸�Ń�ಘੴ᮱ᜓᅩ୵౮Ӿஞ۸҅ᝑਖ਼٬

ӤԻݒ౮݄Ӿஞ۸Ҕ

ᶌ݄҅֕Ӿஞ۸ጱݢᶌ�Ń�ᶋӾஞ۸ጱੴ᮱Ӿஞᜓᅩӧݢᶌጱӧݢ

٬ګฎݢᶌ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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ӣ

1*.�,2�
�Өౄวֵ

1*.�,2ጱֵฎ൫ୌහਁࠟӱ̵๋ࣙࢴ୩य़ጱचᏐᦡෞ҅ԅࠟአහਁᐒ

տ׀ਠ॓ጱ݄Ӿஞ۸ᥴ٬ොໜ҅ฦ݊ࣘ܄᱾ದݱࣁᤈݱӱጱଫአ҅

᭗ࣘ܄᱾ᰂᣟᶾऒ҅ᶾෛդጱݒᶐ̶

1*.�,2ਖ਼᭜୩य़ጱ3�3ኞா֛ᔮ҅ୌӞӻ݄Ӿஞ۸ጱࠟӱኞா̶ࢻ

ሿᤈጱහਁᩒԾଚဌํਫሿ፥ྋጱࠟአ៧2,�.*1҅๕᭗ᬦ᭗හਁ

ᩒԾӨࠟӱጱհ꧊ള҅ᬳളݱᤈݱӱ҅զଘݣ᭗ᦤ1*.�,2֢ԅଘݣ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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෫ᵑᏥֵአጱ᭗ᦤٍ҅॓ᰂᣟඪ՞ۑᚆ҅ل̵᭐ก̵݄Ӿஞ۸̶

1*.�,2᭗ᦤਖ਼୩य़ጱᕚӥࠟӱଫአวӨṛපጱࣘ܄᱾ᘶᗑᰂᣟਠᗦ

ᕮ҅ݳਖ਼൫ୌ᩸හਁᨵ૰ဩਧᨵ૰ԏᳵጱ҅๚ਖ਼ਫሿ1*.�,2�

ฬᚆݳᕅཛྷӾ।ᱷᤈीےᘏᖽᔲᨵ૰׀ଫզכ೮૰հጱፘᑞਧԾ

ኞጱᓒဩࣳᑞਧ૰86'1զ᭜قቖහਁ᭗ᦤᕮᓒᗑᕶ֛ᔮ̶ԅଠय़አ

ಁ̵ࠟಁ׀ๅٍපሲ̵ๅํհ꧊ጱฬ్๐ێۗ҅ۓ᭗ᦤᕪၧඍۖਫ

֛Ծӱࣳ܋ᕆ๋҅ᕣֵහਁᕪၧ๐ۓԭݱᤈݱӱ҅ے᭛හਁᕪၧሾ

Ծӱၞ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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ࢥ

1*.�,2�
ຝᦡᦇ�

ᕪᬦ૱᧣Ꮈړຉ҅౯ժݎሿࣘ܄᱾ݎᬦᑕӾਂࣁӞԶᳯ᷌҅ࣘ܄

᱾ದՈᑑᗌ̵Ꮈݎ౮ṛጱᇫࣁ҅٭Ꭸᳵٖ᮷ӧݢᚆᖨᥴҔ᩼

᩼ग़ጱଫአวᵱᥝࣘ܄᱾ದጱඪඅҔሿํࣘ܄᱾ᚆݑᴴ҅ӧݶ

᱾ԏᳵ෫ဩ᭗מҔտֵݻአᘶፑ᱾̵ᐺํ᱾҅ᘒԫᘏ݄מձӧਠ

ᶌጱຝᥴ٬ොໜ̶ݢӞӻ׀ԅྌݢ2,�.*1̶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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ᅎၚฃአጱࣘ܄᱾चᏐᦡෞ

1*.�,2ԅݎᘏአಁ׀ਠෆጱचԭࢶᅎਠ॓ጱཛྷࣘ۸̶ݎݎᘏ

ොୗᒵବ੶ದᕡᜓֵ҅አᓌؙਂ̵ګᦩوአಁ෫ᵱᎸᑪੂᎱ̵

᱾ࠟአ౮̶ࣘ܄ᖫᑕሾहፗളളࠟӱଫአ҅ᘒᴳ֗ݢளഠጱܔ

ᭇᯈၹᰁጱࣘ܄᱾ଫአว

ૡ̵֢ኞၚग़ොᶎࣁ᱾ਖ਼֢ԅኜᛗӻՈࣘ܄զᶼ๗ݢଫአ੶ᶎ҅ࣁ

ጱବ੶चᏐඪ೮҅1*.�,2᭗ᬦཛྷࣘ۸̵ग़᱾ଚᤈ̵ฬᚆݳᕅᒵᬩᤈ

ඪ׀ᵱݶ᱾ବ੶ጱӧࣘ܄ጱଫአวݱᐿݱԅଫ๚҅ګ

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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ṛᚆḝۖࣘ܄᱾ࠟአ៧

ࠟӱଫአᚆጱᥝຄṛ҅1*.�,2ᛘێԭᥴ٬ሿํࣘ܄᱾ጱᚆݑᴴ

ᳯ᷌҅አଘᤈಘದ҅᭗ᬦŉԆ᱾�ৼ᱾Ŋग़᱾ଚᤈጱᬩᤈړ҅ګ

ᐶԆ᱾ৼ᱾ጱӱ҅ۓզჿ᪃ጯӡᕆ736ᵱ̶

හഝ᭐กӨࠟӱੂכጱଘᤍ

ԭᘒ҅හഝੂכਞقຄٌ᯿ᥝ҅ᘒࣘ܄᱾ጱل᭐กᇙ

ܩᦏํಅᶶᡤ̶1*.�,2᭗ᬦහഝᵍᐶ᱾ਭᦇጱොୗ҅ᦏৼ᱾

ጱӱۓහഝੂכਞقכکᵑ҅ᥴ٬හഝ᭐กӨࠟӱੂכጱଘᤍ

ᳯ̶᷌

1*.�,2ᵞࠟӱӨᰂᣟԭӞ֛ጱࣘ܄᱾ᔮᕹٌ҅ବ੶ຝฎӞӻਠړق

ୗጱᗑᕶ̶1*.�,2ࢫᴚᕪᬦӧෙ॔ݍᬙᦤറᦎ๋҅ᕣᦡᦇ୮๋ڹԅضᬰ

ጱ'3266ཛྷୗጱᄶۜګፅհ꧊כᵑ�ἓ၏̶ګ

1*.�,2զŉࣘ܄᱾ದ�Ŋጱ୵ୗදݒփᕹԾӱ໒ੴጱӞᶱ݄Ӿஞ۸ቘ

ஷ҅᭜ๅلےଘ҅لྋጱࠟӱ֛ᔮ҅᯿ࠟӱኞாว̶1*.�,2զ܄

ࣘ᱾ӧݢᓫද݄҅Ӿஞ۸҅ṛଶᛔလᒵᇙ҅ᬩአࣁୌփᕹࠟӱ݊ᰂ

ᣟ֛ᔮጱහਁᡦจቖԏӾ҅զ1*.�,2හਁ۱ԅ҅ݗفզڠෛጱ�

'$33�ኞாԅၞො҅ݻአනጱ�6'.�ള҅ݗਠ݄قӾஞ۸҅ਖ਼փᕹ

ᶾऒࠟӱᕚӤࣳ҅ๅग़ጱොளഠጱਫሿ෫ᖲളള҅فୌقݶෛ

හਁᰂᣟኞா҅ਫሿᰂᣟᑀದጱ᩼ୗݎ̶

Բय़ړ੶ᕮғ

��



3�3�ᗑᕶ੶ғᬯӻ੶ਧԎԧचᏐጱS�Sܐᦓ̶

ᦩ҅හഝوጱಅํ֢҅ইى᱾֢ፘࣘ܄᱾੶ғᧆ੶॒ቘӨࣘ܄

ᦢᳯᒵ̶

Իฃҁ7;҂੶ғᧆ੶॒ቘ7;᧗̶॔ࢧਙᬮ॒ቘഴګᔄ7;᧗҅

ଚࣁᥝ᧣አӨฬᚆݳᕅፘىጱ̶֢

ฬᚆݳᕅ੶ғᧆ੶ಗᤈᡦٖጱฬᚆݳᕅಗᤈ҅ଚכ೮ԁݶݳ

ᇫா̶

$3,�੶ғ$3,�አԭ॒ቘᕣᒒአಁᬌفଚ឴ݐӥ੶ጱᬌ݊ڊᬬ̶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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Բ

1*.�,2�
�᱾ل ���������������������

����1*.�,2�7RNHQ�۱

1*.�,2ದࢫᴚ2,�.*1ࣁचᏐᔮᕹྋୗӤᕚྍݶԅአಁ׀चԭ

1*.�,2Ԇᗑ۱҅۱ೡᨴ̵ᩒრᨶೀᩜ̵ࢧᩒԾ̵ᐺᰬᓕቘᒵचᏐۑ

ᚆ̶1*.�,2Ԇᗑ۱ฎӞӻٍํਠෆࣘ܄᱾ኞாጱ᱾Ӥ۱݄҅Ӿஞ۸

᱾Ӥᅩᅩ̵݄Ӿஞ۸ᅩᅩ᭗ᦔ̵᱾ؙਂԻฃ҅۱ೡ1*.̵

86'1ᒵහਁᨵ૰ଘݣጱಅํහਁᨵ૰̶



ಭᩒᘏᨴݢզਖ਼ԻฃጱಅํහਁᩒԾਠقഴࣁګᛔ૩ጱ۱Ӿ҅ਖ਼

ᩒԾᩒᰂؙਂԭձ֜ᒫӣො֛҅ሿ፥ྋጱࣘ܄᱾݄Ӿஞ۸ݷ܇҅

ๅےᩂᬪࣘ܄᱾ਧԎጱܻত୵ாٍ҅ํݷ܇҅ӧݢᓫද҅ӧݢᭋጱᇙ

̶ਞقଶᘒ҅ݝᥝአಁਂכঅᐺᰬ҅੪ݢզᏟכᛔ૩ጱ۱ਞ

��᱾ጱᳪདࣘ܄զᴳ֗ฦ᭗አಁളԧᥴݢ1*.�,2Ԇᗑ۱ݶ̶ق ֢

ԅࣘ܄᱾Ӯኴጱᑻ̶ݗ

����ฬᚆݳᕅᬩᤈ

ᶱፓጱፅ᭗ᦤ1*.ਖ਼տࣁचԭ1*.�,2Ԇ᱾Ӥ᭗ᬦฬᚆݳᕅݎᤈ҅

1*.ಅํጱԻฃහഝጲ2,�.*1ࣁݢᗑᕶӤັᧃ҅کᘒכᦤ1*.�,2ಅ

ํහഝ؉لک᭐ก̶ଘٖݣጱಅํ໐ஞۑᚆ҅۱ೡᎯ̵ඪ՞̵ᨶ

ೀ̵ᥴᲁᒵԻฃᤈԅق᮱चԭ1*.ฬᚆݳᕅಗᤈ҅ಅզտၾᘙ1*.�,2

ᨴಁ�&38̵1(7զ݊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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ฬᚆݳᕅጱᬩᤈګ



ฬᚆݳᕅጱᬩᤈ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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ԭګݑԆᥝێቘጱᚆ॒ݎ᱾ጱଚࣘ܄ӻܔ᱾ᥴ٬ොໜӾ҅ࣘ܄մӱᕆࣁ

٭ᅩᳵᗑᕶᇫᜓݱᳵ᯾҅ړᦩᓒဩ̶ਫᴬጱᘶፑ᱾ଫአӾ҅ᕷय़᮱و

ฎᜉঅጱ҅ᜓᅩඳᵑᘏฎܛꁿᜓᅩጱ༷ሲੜ҅ᬯࣁᕷय़᮱ړᳵ

᯾҅ݝᵱᥝᥴ٬ग़ӻᜓᅩහഝӞᛘ҅ṛපਠ౮Իฃݝ̶ݢܨᥝݎࣁሿ

ํᜓᅩඳᵑᘏྂᦪጱ҅ײᚆड़ᛔۖڔഘํٍکܛꁿᲙጱᓒဩ੪

ᦩᓒو᱾ࣘ܄ጱᛔᭇଫጱ׀᱾ࣘ܄ᬰᤈ̶1*.�,2ڥᶲۓᦤӱכզݢ

ဩ҅ࣁᗑᕶᇫ٭ᜉঅ̵෫ᜓᅩඳᵑᘏྂᦪጱఘ٭ӥ॒ቘපሲஉṛ҅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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ӬݢզٵᏟ༄ၥᜓᅩඳᵑᘏᜓᅩྂᦪҔ୮༄ၥᜓ�کᅩඳᵑᘏྂᦪ҅

ᔮᕹᛔۖސአܛꁿᲙጱᓒဩᇙ҅כᦤᲙᜓᅩࣁੜԭ� ����ᜓᅩ

හጱఘ٭ӥ҅ᔮᕹྋଉᬩҔ୮ಅํࣕᜓᅩ॔ץᘏܛꁿᲙᜓᅩᥴ

٬ԏ҅ݸಅํᜓᅩහഝᚆقӞᛘጱ҅ײᛔۖکࢧڔṛපጱᓒဩӤ̶ᛔ

ᭇଫᓒဩஉঅכᦤᘶፑ᱾ᕷय़᮱ړᳵٖṛපጱଚ॒ݎቘ҅ଚӬᔜ॒ٵ

ቘԧᜓᅩᲙጱᳯ̶᷌

᱾᭜ࣘ܄ӥ҅1*.�,2ڞՁŊጱᦡᦇܻړṛප̵නقෛ̵ਞڠŉᛔԆࣁ

ጱմӱᕆचᏐᦡෞ๐ํٍ҅ۓইӥᇙᅩғṛᚆ̵ṛਞق̵ṛ᭛ള

ࣘڊṛපᬩ០ғṛᚆғ�����736҅��ᑁ̵ف

ԻฃᏟܨᦩਠ౮وᦤԧכᦩᓒဩ҅و᱾አṛපᛔᭇଫጱࣘ܄2,�.*1

ᦊ҅ଚӬԻฃᏟᦊᬦᑕӾጱٌ՜ሾᜓ҅ইᓋݷᓒဩ̵ᨴਂؙොୗᒵ

ᬰᤈԧս۸҅ਫሿԧᑁᕆᏟᦊԻฃ̶᭗ᬦᓋݷᓒဩ̵ᨴᕮ̵හഝ

̵֢ଧو۸̵ڜᦩ̵ګၾ௳ಘවᒵىᲫሾᜓጱս۸҅1*.�,2ਖ਼զਫ

ሿᑁᕆጱள᭛Իฃḵᦤ̶ჿ᪃ᕷय़᮱ࣘ܄ړ᱾ࠟӱଫአวጱአಁ֛

ḵ̶

ࣁୗᇙԆᥝ֛ሿړՁᦕᨴጱದٌ҅وୗړ᱾ጱᨶฎӞᐿࣘ܄

ꁿܛᦤහഝጱӞᛘ҅ᴠྊכቘ̶ԅ॒ݎୗଚړୗӞᛘᘒᶋړ

ਖ਼٠ᳯ᷌҅ԶᇙਧሾᜓݝᚆԀᤈಗᤈ҅ᘒ෫ဩଚᤈ̶᭗ᬦᳩ๗ጱၥᦶ

Өս۸ਫ᪢҅1*.�,2ጱ॒ቘտᬰӞྍय़ଏṛԻฃݺރᰁ҅ፓڹ�

1*.�,2ඪ՞ၹᰁଚ҅ݎԻฃඪ೮ᑁᕆᏟᦊҔ׀ၹᰁහഝਂٍؙ҅॓ྯ

ᑁӡᕆጱ॒ቘᚆێҔᳬኪԻฃ᭛ଶ҅᩸ݎࣁԻฃ᧗҅ݸ᭗ᬦଠඎ���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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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ތਠ౮ԻฃᏟᦊᙎᦤกጱԻฃ̶1*.�,2ᔮᕹᵱᥝྯӞӻԻฃ۱ݢܨ

ᬪӞӻࣘ܄१ጱߢ꧊̶ᬯӻߢ꧊ํӷӻፓጱғ

$���ᴠྊӧ۱ࣘਂٖތአጱԻฃ݉ړࣁ᯿නݎኞ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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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ᳪࣔғ��౮ڠୌ҅ᩒრֵݢአ

ԅכᦤ1*.�,2ᔮᕹጱள᭛ݎ҅ᴳ֗አಁֵአᳪࣔ҅ᔮᕹአᨴಁڡত

ᩒრ҅ګአಁݢզ֗౮ኜᛗ�౮ڠୌᨴಁ҅ݶԅྯӻᨴಁړᯈ

তᩒრ҅ჿ᪃አಁ෭ଉጱᨴ֢҅አಁਖ਼෫ᵱٚஞኧԭڡᩇጱع

ᩒრӧ᪃᭜౮ጱᔩᔤአಁጱ֛ḵ̶

֗ၾᘙғԻฃ౮֗

Իۓ๐ࣁଶᰁ̶ۓᥤ۸ጱ๐ݢԻ՞ۓᥤ۸ጱ๐ݢ᱾ਫሿԧࣘ܄2,�.*1

՞ොᶎ҅դᎱᖫᦲ̵ၥᦶ̵ᅍଶሾहḵතکྋୗሾह᮱ᗟ҅ෆӻ๐ۓ

Ի՞ၞᑕਫሿݢᥤ۸ᓕቘ̶ࣁ๐ۓଶᰁොᶎ҅හഝᬰᤈԧຽ۸ٵጱړ

੶୭ᔄ҅चᏐᦡෞ̵Ӥ੶ᕟկ̵ଫአ๐ک̵ۓአಁ҅׆चԭଫአጱ

ಏຝ҅තᵞݱᔄຽ҅ᕹӞکӞӻړຉଘݣӾሿ̶1*.�,2ࣘ܄᱾

ᦩᜓᅩ੶զ݊ᨴਂؙو੶̵ۓӱࣁᵞᕟկ҅᮱ᗟ௳מ᭗አṛපጱ׀

੶҅מ௳ᵞᕟկጱᔮᕹמ௳ҁই&38ٖ҅ਂ̵Ꮭፏ̵ᗑᕶᒵᇫ

ா҂̵ᜓᅩֵአᇫாҁইᜓᅩᦢᳯᰁ̵ᦢᳯᘙ̵ᜓᅩ଼؋ᇫாᒵ҂զ

݊ӱֵۓአఘ٭ҁӱۓᦢᳯᰁ̵౮ۑሲ̵ᘙړᒵ҂ਫᐏکፊഴ

ኴᶎӤ҅ԭෆӻᔮᕹጱᓕቘ̶



ӧݶԭ%7&2,�.*1҅+7)ᨴپԒŉعᩇŊ̶ᨴᬦᑕӾտၾᘙӞਧᗑ

ᕶଃ਼ᩒრҁ1(7҂̵&38ᦇᓒᩒრ�&38�̶֕1(738&᮷ฎٚݢኞ

ᩒრ҅አಁݢզ᭗ᬦಽೀ1*.ጱොୗ឴҅ᨴמݩ௳̵ฬᚆݳᕅಗᤈמ

௳ਂؙᵱᥝၾᘙᬩᤈٖਂᩒრҁ5$0҂�5$0ฎᑑᗌᩒრ҅ᵱᥝᨻԣ҅

ಅզ᧔1*.�,2ᨴฎعᩇጱ҅֕ฎᬮฎᵱᥝၾᘙ1*.ᨻԣጱ5$0̶

��

ฬᚆݳᕅ

चԭ1*.�,2ᔮᕹࣘ᱾ֵአጱฎ� :HE$VVHPEO\ҁKWWS���ZHEDVVHPEO\�

�RUJ�҂ҁ:$60҂ಗᤈአಁᖫٟጱฬᚆݳᕅ҅ݝඪ೮&�&��̶

:$60ฎӞᐿෛيጱ:HEຽ҅ٵଠာଫአԭ*RRJOH̵0LFURVRIW̵

$SSOH�ᒵ̶ݶ1*.�,2�׀ӫአጱ$3,ڍ�හ҅׀ԧๅ୩य़ጱᔄࣳਞق

ଚᴳ֗ԧฬᚆݳᕅݎᵙଶ̶ฬᚆݳᕅਧԭԧ1*.�,2ᔮᕹӨक़᮱ᬰᤈԻ

ጱፘىኴᶎଚਫሿኴᶎۑᚆ҅አಁ᭗ᬦฬᚆݳᕅ׀ጱኴᶎӨݳᕅᬰ

ᤈԻ̶ݎᘏݢզ٬ਧአಁݢಗᤈጱ֢զ݊ݢզ᧣አፘଫᑕଧ॒

ቘአಁጱ᧗̶

හഝਂؙ

ᔮᕹӧෙጱᬩአ҅ᑌᔴԧय़ᰁጱහഝ҅᭜౮ࣁ᱾॔ୗጱᦕᨴཛྷୗ҅ࣘ܄

ᬩᤈ᭛ଶӥᴳ҅1*.�,2ਖ਼տਫሿړᐶਂ̵ؙړᤒਂؙ҅ګਫሿහഝၹ

ᰁਂ̶ؙྯӞӻฬᚆݳᕅ᮷ํᇿᒈጱහഝପ҅ݶඪ೮ෛୌහഝପᤒ

զ݊හഝጱीڢදັ̶ग़ᔱ$3,�0XOWLBLQGH[ԅ1*.�,2ᔮᕹහഝପ

ಅݶғग़ᔱᤒӾහഝጱັᧃ̶ᬩᓒ॔ݍ��ኴᶎ̶ग़ᔱ&׀

ํ'$33ࢫݎᴚᵱᥝಥහഝਂؙጱᬩᤈ౮҅አಁਖ਼ӧአඪ՞ᑕଧ



��

ඪ՞ᑕଧᬩᤈᩇአ̶

चԭړୗහഝጱୌᦡ݊ဃႚ҅᱾Ӥහഝਖ਼ฎ1*.�,2Ӥ๋ቊᩃጱᩒԾ҅

᱾Ӥහഝਖ਼ฎ๋፥ਫ҅҅ګୗහഝጱଫአਖ਼Ꮘփᕹጱහഝଫአړ

ୗහഝଫړๅṛ҅ๅ୩҅᧣አڦහഝጱᵌᐺᕆݶᶌጱහഝ҅ݢ๋

አ҅ਖ਼ᕪᬦአಁፗളദݸොֵݢአ҅1*.�,2๚ਖ਼ӧෙጱڠෛ҅զᓒ

ဩԾߝԅ᯿ᅩ҅ๅঅጱ๐ۓԭ1*.�,2አಁ҅ਫሿړୗහഝጱṛපଫ

አ̶

๚හഝਖ਼ӧٚฎࣰෙੋ१ጱӫં҅හഝਖ਼ࢧ୭አಁᛔ҅ᬯԞฎ�

1*.�,2ୌṛଶᛔလ҅لଘ҅ل҅لྋጱמի҅1*.�,2ጱמիԞฎ

ի҅ᔺឍጱኞாᐶӧྯӞӻඪ೮1*.�,2ጱአಁ҅מӮኴྯӞӻՈጱق

ፘמᬯӞॠӞਧӧտஉԋ̶

ᜓᅩ$3,

ӿጱଫአݎຝᅎၚጱ᮱ᗟොୗ҅ොӧݶᔄࣳጱአಁள᭛ള

ጱᜓٖࢱቖق׀ᘏ̵۱ݎ᱾᩻ᕆᜓᅩਖ਼տԅ׆ୌଫአҔ҅ف

ᅩ๐۱҅ۓೡ��$3,�1RGH̵+LVWRU\�1RGH̵3HHU�1RGH̶

$3,�1RGHғඪ೮ݎᭆԻฃ҅ັᧃಁ҅ັᧃݳᕅහഝପᒵ̶֢

+LVWRU\�1RGHғඪ೮ັᧃಁԻฃᦕ୯҅ݳᕅܲݥᦕ୯ᒵ̶֢

3HHU�1RGHғአԭᜓᅩԏᳵጱහഝ̶ྍݶ



��

᱾᭗מ

ಅํ᱾Իฃਠ݄ࣁقӾஞ۸ሾहӾਠ౮҅ڡত۸ڡতٖਂࣘ҅ݸ௳מ

᭗ᬦ1*.�,2ฬᚆݳᕅݢզਠقᛔԆḵᦤݸᖅಅํٖਂࣘጱํප҅෫ᵱ

ׁᩢӾᖀᘏݳᕅक़᮱מ௳ጱמձ̶᭛Ꮯᦊ҅᱾Իฃک᩸ݎ

ଫ᱾ӤԾኞԻฃ�Րᵱᥝړ���ᰦ̶ݢܨԻฃଚᤈ҅ӧݶጱ᱾Իฃਠق

ᇿᒈಗᤈ҅ӧଗಟ̶ਞ҅قኧԭአԧኞԾᘏᓋ໊ݷḵӸ໒ጱ᭦ᬋ

༄ັכᦤԻฃӧտᤩ௶ධ҅ڋਞقጱḵᦤԻฃጱ፥ਫ̶

ṛਞق

ਞقᒫӞ݄҅Ӿஞ۸ฎᅎṯ̶ྲᇙ૰᮱ړᥴ٬ԧ᯿ඪ՞ᳯ᷌҅֕Ֆᆐ

ᶎԁ���ධڋҁਫሿ᯿ඪ՞҂ጱᷚᴾ҅य़ᨰࢫᥝਫෞධڋଚӧ

ᵙ̶1*.�,2ጱ᭐กᲷ᭜᩻ګᕆᜓᅩݢզಽக���ධݢ҅ڋզᦊԅ

ᕷԧ᯿ඪ՞ጱݢᚆ҅තᨻ����ጱ૰ࣁሿਫӾӧݢᤈֵ҅ܨࣁත

ᨻԏݸԞտ०݄ධڋጱ̶ۖ

1*.�,2ԅྌ׀ӿጱᴴᒽኼ̵ਞقጱੂᰬᓕቘ֛ᔮአಁᵌᐺੂכ

ොໜ҅כᵑහഝਞࣘ܄2,�.*1̶ق᱾᭗ᬦᶋᑍੂےጱහਁᓋכݷᦤӱ

ᅩጱහഝӞᛘᜓݱᦤכګᦩوփᬌᬦᑕӾӧᚆᤩᓫද҅᭗ᬦࣁ᧗ۓ

ጱਂ̶ؙԭ૪ᕪਂؙጱහഝᦕ୯᭗ᬦᜓᅩٖጱᛔ໊ḵٵਫग़ᜓ

ᅩහഝ໊ḵכᦤ૪ᕪਂؙጱහഝᦕ୯ӧᚆᤩץද̶

ᜓᅩጱᛔ໊ḵғ1*.�,2ࣘ܄᱾አࣘ᱾ᕮਂؙහഝᦕ୯ٌ҅Ӿ᮱ړ

ᦕ୯ጱץදտᏈࣕࣘ᱾ᕮጱਠෆ҅ݢզள᭛໊ḵڊଚٌ՜ᜓᅩ



��

ਖ਼හഝ௩̶॔ݚक़1*.�,2ࣘ܄᱾ྯӻᦕᨴᜓᅩ᮷ํᛔ૩ጱᐺᰬ҅ྯӻ܄

ࣘ१Ӿ۱ތԧᜓᅩᐺᰬጱᓋٖࣘ܄҅ݷහഝጱץද᮷ݢզ᭗ᬦᓋ໊ݷ

ḵڊ̶�ग़ᜓᅩٵਫጱහഝ໊ḵғ୮ᜓᅩጱᐺᰬᤩፎ҅ݐ௶አಁฎ

ԧग़ᜓᅩᳵ׀᱾ࣘ܄ᚆጱ҅1*.�,2ݢදᨴ᱾Ӥಅํහഝጱץࣁਂ

ሿӻᜓᅩᨴහഝᤩᓫදጱఘݎզ݊ݢ҅ګਫጱහഝྲٵ

̶٭

ᜓᅩහഝள᭛ྍݶ

1*.�,2ਖ਼տᎸ؟᳒ݎݢ҅ګզਧ๗ᨴ҅؟֢᳒ګਫሿڥጱ

ࢧຽᓋᬰᤈ؟զਧ᳒ݢᦩӥ҅وᕹӞࣁᨴ҂҅ҁᇙګ჻ࢧ

჻�ᰁᬪ๗݊؟ෛ๋᳒ྍݶᬩጱޮ๗҅Րᵱفےᅩᜓے҅ᖽᎨෛݶ

Իฃᵞݢܨ҅ݳᣟفᗑᕶଚ݇Өوᦩḵᦤ̶



ṛ

1*.�,2ጱࣘ܄᱾ᕮ҅ᚆड़ჿ᪃ӧݶӱۓᶾऒጱᵱ҅ṛᔮᕹጱݢಘ

ᚆێᖌಷපሲ̶ݢܨአԭຽᦕᩒԾᩒԾᑏ҅Ԟݢ׀ӧݢᓫද

ጱग़ᖌԪկᦕ୯҅1*.�,2ل᱾๗๕᭗ᬦ᱾ݢզԅӧݶጱၾᩇว୵౮

հ꧊ጱ᭗҅ԅقቖࣘ܄᱾ࠟӱ۸ᬰᑕ؉ڊӞਧጱದێᰁ̶

๚ᵋ፳አಁԻฃහጱीग़҅ӧݢعጱտଃࣘ܄᱾හഝᛆᙡጱᳯ

̶᷌ᑀಘᥴ٬ጱฎই֜ੱݢᚆṛපጱਂؙӧݢᓫදጱࣘ܄᱾හഝ҅

1*.�,2ጱᥴ٬ොໜฎғ

�� � Իฃ੶᮱ړԻฃᬢᑏکৼࣘ܄᱾Ӥᬩᤈ̶ྲই᧔׆᱾̵ᳬኪᗑᕶ

ᒵᒵ̶

�� ٺਂؙӤ፳ಋᥴ٬̶ਖ਼ܻতහഝᬰᤈړۄᇆ҅Ꮈᑪๅਞقጱਮ

ಁᒒؙ҅ਂݝᶋقᰁḵᦤහഝ੪ݢզྋଉૡ̶֢

๋ᕣ

ྲᇙ૰Өզॡ҅ํӞӻ๋य़ጱᳯ᷌੪ฎဌํӞӻᏟਧጱӧݢๅදጱ๋

ᕣᇫா̶ቘᦞฎ҅ইຎํ᪃ड़ጱᓒ҅ێ᪃ड़ጱࣘڊ᭛ଶ҅ԾኞӞๅᳩ

ጱᵌᡐ᱾҅੪ݢզԏڹጱࣘ܄വᘉ̶1*.�,2ٖᗝࢶᅎਠ॓ጱᖫᑕ

ଘݣᕪᬦᥠᦤՈݎᥠᦤ҅ݸࣘ܄੪૪ฎ๋ᕣᏟਧጱᇫா҅෫ဩവᘉ̶

��

ਞقᐺᰬਂݐොໜ



��

ԅԧොአಁֵአ1*.�,2๐҅ۓᴻԧփᕹጱਮಁᒒኞ౮ਂכጱ҅ګ��

1*.�,2ᬮ׀ᗑᕶಓᓕਂݐᐺᰬᏝկਂݐ�8�NH\�ӷᐿොໜ̶ᗑᕶಓ

ᓕਂܨ҅ݐአಁੂݷᎱ᭗ᬦᇙਧᓒဩฉ౮ᐺᰬଚࣁ๐ۓᒒᬰᤈਂ

̶ؙ๐ۓᒒਂؙጱᐺᰬԅੂےහഝ҅ᐺᰬՐᚆࣁአಁᒒᥴੂҔᏝկ

ᐺᰬฎԅԧჿ᪃ᰂᣟᤈӱ݊ᇔᘶᗑᤈӱጱֵአᵱ̶

ग़᯿ᵌᐺכಷොໜ

׀ग़᯿ᵌᐺכಷۑᚆ̶Ḓ2,�.*1҅ضବ੶ݶ׀ாੂےොୗ҅አಁಅ

ํහഝؙ҅ਂੂےՐአಁݢᥠ̶ଚੂے׀Ӿᳵկ๐҅ۓአಁݢ

໑ഝӱۓᵱᥝᬰᤈೠ̶๋҅ݸӤ੶ଫአݢզࣁ୯فහഝᬰᤈੂے

॒ቘ҅1*.�,2ଘݣᨮᨱአಁኞ౮ጱੂےහഝᬰᤈٟف̶ݐ

ᘶፑ᱾֗౮ളفොୗ

ᶎࠟݻአአಁݢᛔԆ൫ୌᘶፑ᱾୵ா׀ग़ᐿӱۓวጱ�$3,�ള҅ݗই�

ᩒԾ̵�შრ̵ਂᦤᒵ҅׀ᬯԶวፘىጱӱۓፗളֵአ̶ࣁෛጱӱۓ



��

วӥ҅1*.�,2ݢզचԭሿํጱຝԅአಁள᭛ਧګള҅ݗჿ᪃ӱۑۓᚆ

ᵱ̶ݶ׀૪ᤰጱඪ೮ग़ᐿԆၞݎ�-$9$̵&��̵

QRGH�MV̵3+3�ጱ�6'.�կ۱̶ݎ

ፓ2,�.*1ڹದ๐ۓԆᥝํӷᐿ�Ӟᐿฎ൫ୌӞॺ1*.�,2ବ੶҅׀Ӟ

ॺຽ۸ٵጱ$3,ଚන҅ᆐݸኧݎᘏᛔ૩ളଫአҔݚक़ӞᐿฎᯈݳӤ

੶ଫአᥴ٬ӞԶᤈӱዳᅩ҅ਖ਼ړୗᨴ્ٖک૪ํጱଫአᔮᕹӾ̶

1*.�,2֢ԅࠟӱଫአل᱾ದ୵ாݢզӧෙጱჿ᪃ӱۓᵱ҅᭑ྍᬧݻ

౮ᆧ҅ಅզ౯ժ᭗ᬦବ੶ړୗᨴጱᤰ҅ᴳ֗Ӥ੶ଫአֵአጱᳪ

ད҅ࣁളֵአጱᬦᑕӾ҅ӧෙս۸ਠ࠺ବ੶ړୗᨴوᦩ

ᓒဩֵ҅ԏๅےᩂᬪࠟአᦫ̶



ك

1*.�,2�
දᬰړୗؙਂᔮᕹ�

֢ԅӞӻݢզձᬩᤈฬᚆݳᕅጱଘ2,�.*1҅ݣදᬰړୗؙਂᔮᕹԅ

ඪ೮ࠟӱሾहṛଚݎᗑᕶਂؙᵱ҅አ,3)6ԅٌਂؙचᏐຝ̶

,3)6ጱᗑᕶ׀ԧۖாጱ̵ᕡᔉଶጱ̵ړୗጱᗑᕶਂؙඪඅ҅ݢզๅ

অᭇଫࠟ�ӱṛ᷇ݎړᗑᕶҁ&'1҂ጱᥝ̶1*.�,2�य़կտᤩړڔ

౮ੜጱ҅ࣘړੂےӥጱݢײզग़ӻ๐ݶۓ឴ࣁ̶ݐ੶

կ੶҅य़᮱ړහഝ᮷ฎզ0HUNOH'$*ጱᕮਂ҅ࣁଚٍ॓᯿ߢ

��



݄᯿҅ᚆड़ᅎၚඪ೮ٖ݄᯿ਂ̶ؙ

ܐୗහഝԻഘړଫአຝ҅۱ೡڜԧӞᔮ׀ྌचᏐӤ҅1*.�,2ࣁ

ᦓ̵ړୗၞᑕᓕቘܐᦓᒵֵ҅አ᭗አጱ$3,̵6'.զ݊ݱᐿଫአۑᚆ

ᕟկ҅ਫሿݎ᮱ᗟጱഠ۸҅ඪ೮'$33Ծߝභഠ̶ݎ

1*.�,2ᬯᐿṛଶᤰ۸ጱړୗᨴຝ̵ள᭛ඪ೮य़ᰁଚݎᬰᑕ

ጱਂؙᕮֵ҅1*.�,2ٍ॓ԧଫࠟӱ॔ଫአวᵱጱᚆ̶ێ

��



Ԝ

1*.�,2�
໐ஞದս۠

��

����ಯᰁৼධੂڋᎱᓒဩ

ᵋ፳ᰁৼᦇᓒದጱݎᰁৼᶃጱਫሿ҅᭗አᰁৼᦇᓒӧٚฎ

ቘᦞӤݢ๕ᘒӧ݊ݢጱࣀ҅ଚਖ਼ݢࣁᶼᥠጱ๚ଃӞᔮڜႮڰጱݒ

۸̶चԭय़හړᥴᐶවහᳯ᷌ጱᶋᑍੂᎱ֛ګጱૄभฎᬯӞഘ

Ӿ๋ᑱڊጱᇙԏӞ̶1*.�,2ፓֵڹአጱ(&'6$ᓋݷᓒဩԞᵙզᭈ

ᚙ̶ࢩྌ҅౯ժਖ਼فӞᐿෛጱݍᰁৼੂےᔮᕹଫӤᬿ̶



ԅ֢�ݷᓋੂے۱ೡ��1758فռग़ጱಯᰁৼੂᎱᔮᕹӾ҅1*.�,2�ࣁ

Ԇᥝጱੂےᔮᕹ̶)URGR.(0ᔮᕹ6SKLQFV֢ԅ॓ղੂᎱ̶ᘍᡤےک

ੂᔮᕹࣁቘᦞӤᬮӧਠ҅࠺ଚӬ॒ԭᴬݸᰁৼੂᎱຽٵਧګᴤྦྷ҅

1*.�,2ਖ਼כ೮ݱᐿੂᎱොໜጱݢಘ̶ݶ҅चԭੂےᓋݷᔮᕹᬮݢ

զො᭜ᰁৼਞقጱݷ܇Ꮭ૰҅כ೮ԧ1*.�,2๋य़ጱݢಘ҅ݶ

ࣁ๗ᴤྦྷכ೮ग़ੂᎱᔮᕹጱඪ೮҅Ԟ๋य़ᴴଶٺԧӻੂᎱ

ᔮᕹૄმଃጱӧݢᭋᕮຎ̶

��

����ᇿڠጱ3�3ݷ܇᭗מᗑᕶ

ᡦᨵ૰ጱᇙ҅᭗ᬦᵭᎣੂےփᕹݳԻฃ੶ᶎ҅1*.�,2ᔮᕹᕮݷ܇ࣁ

ᦩᦤกሾᓋ҅ݷᦡᦇԧපሲๅṛਞقຄঅጱԻฃݷ܇ᵌᐺכಷ

ොဩ҅ჿ᪃ӧݶଫአวᵌᐺכಷᵱѺ1*.�,2ᔮᕹᦡᦇਫሿԧᜓᅩ܇

ी୩ԧବ੶᭗ᦓ҅ຄय़ܐמጱ᭗ੂےਫሿጱොဩ҅ଚአᐺํفളݷ

Ꮘᥴ̶ᵙզᤩ᭄᪵מৼᜓᅩᳵ᭗כ҅�Ꮯݷ܇ᗑᕶӾᜓᅩጱמ

����ᡦᇿᒈຝ

᧣ᕅ੶�1*.�,2�᭗ᬦන�53&ҁ5HPRWH�3URFHGXUH�&DOO�ᬱᑕᬦᑕݳࣁ

አ҂ളݗֵᡦӨ1*.�,2ᬰᤈᵞ౮҅ଚӬᚕᡦጱਫሿ

ਖ਼ᇿᒈԭ1*.�,2֢ᔮᕹದ҅ձ֜ݎᡦݝᥝํᭇ୮ጱ̵

ᚆ᪃ड़ጱဉᓟ᮷ݢզ᭗ᬦ53&Ө1*.�,2ᵞ౮ࣁӞ̶᩸ଚӬ1*.�,2ፓ

ྌզॡӤጱଫࢩզඪ೮:UHQ̵:$60̵(90ӣᐿᡦ҅ݢ૪ᕪڹ

አݢզ᭗ᬦᓌܔጱץද੪ᚆፗളᑏ༙2,�.*1کᔮᕹӾ҅ਫሿग़᱾ԏᳵጱ



��

����ᓌ۸ଫአୌದ

1*.�,2ᰒದݎᘏඪ೮ۖாےፘىᕟկ҅ਫሿԧଫአ੶ጱӱۓ᭦

ᬋࣘ܄᱾ବ੶ਫሿጱᥴᘠ҅ݶԅଫአݎᘏ׀অጱ$3,ളྲ҅ݗ

᯿ᥝጱํզӥپӻൊկ�ғ�FKDLQBSOXJLQ�̵�KWWSBSOXJLQ�QHWBSOXJLQ�̵�

SURGXFHUBSOXJLQ̶ᬯጱૡٍᕟկ݈ຄय़ጱᴳ֗ԧݎՈާጱದᳪ

དֵ҅2,�.*1ࣁӤݎᛔ૩ጱ݄Ӿஞ۸ଫአ౮ԅӞᶱྲᓌܔጱૡ

ᑕ̶

����Ꭺूᅿದ

1*.�,2فᎪूᅿದ*UDSKHQH� �Ꭺूᅿ��ֵአࣘ܄᱾ᦕ୯݇Өᘏጱ

ᨴמ௳݊૱ᤈԅ̶ኧԭྯӻࣘ܄ฎڹݻӞӻࢩ҅ࣘ܄ྌӞӻ܄

ࣘ᱾۱ތԧಅํࣁᗑᕶӤݎኞጱԻฃࣘ܄̶௳מ᱾ฎӞӻلጱ̵ݢ

ਭᦇጱᨴᓾ҅ྯӻՈ᮷ᚆड़ັ፡ᧇᕡහഝ҅ଚḵᦤԻฃ̵૱ᦈܔԣ

�ፏහഝ̶*UDSKHQHܕ �Ꭺूᅿ�� ࣁਫሿӞᐿࣘ܄᱾ದܐᦓ̶୮ٌ

Өٍ֛ጱࣘ܄᱾ෆٌ҅ݸݳ᭑Ⴙᬰ۸ԅӞᐿኞாᔮᕹ̶

ᨴ᭛ଶᇙڦள̶ሿࣁጱଘᏟᦊᳵฎ�����ᑁ҅ࣘڊᳵฎ�ᑁ҅ࣁᎪ

ूᅿᬰӞྍᬰ۸ጱ1*.�,2Ӥݢᚆکԧᵭᅩپᑁ҅ಅํጱ᬴ՐՐݝฎ�

რԭᗑᕶ҅ᘒӧฎ॒ቘ҅ಅզਙጱᚆฎᶋଉ୩य़ጱ̶౯ժྲ

Ӟӥғྲᇙ૰ฎړ��ᰦ҅ࣘڊզॡय़ᕅฎړ�ᰦҔᏟᦊᳵӤྲᇙ૰ฎ�

᭗҅ԭଫአݢݎզਫ�ሿๅᓌܔጱᔮᕹളӨ۸̶



�ੜ҅զॡฎړپ܈ᰦ҅चԭᎪूᅿದጱ1*.�,2ݝᵱᥝᑁᕆጱ�

ᳵ̶

ݢਫၥय़ᕅฎ����ᒟྯᑁ҅ቘᦞӤࣁᰁሿݺރᰁྲṛ̶Ꭺूᅿጱݺރ

զک����ӡེ҅ኜᛗݢզಘکጯӡེ҅ྲইೲᆙ�1*.�,2�ጱᥢښ੪ݢզ

ᬡکጯӡ̶ེྲӞӥғྲᇙ૰य़ᕅྯᑁӠᒟ҅զॡྯᑁӣ܈ࢥᒟ҅

ᬯਠقӧฎӞӻහᰁᕆ̶ࣁ፥ྋᥴ٬ਫᴬᳯ᷌҅உกดྯᑁپᒟฎӧ

ᒧݳᥝጱ҅ᮎྯᑁ����ग़ᒟचӤ૪ᕪ᩻ᬦԧ9,6$ጱ॒ቘᚆ҅ێ૪

ᕪᓒӞӻૡӱᕆጱࣘ܄᱾Ծ̶ߝ

Ꭺूᅿຄٌᑞਧ̶Ꭺूᅿದݎᬩᤈ૪ԋ҅ဌํڊᬦกดጱ�
%8*҅ԞဌํᩒԾᤩፎጱఘ̶٭

ݷᎪूᅿӤጱग़᯿ᓋفᚆᶋଉ୩य̵़ਠ̵॓ฃ̶֢1*.�,2ۑ
զᦡݢਙضզᦡਧӷӻ݇හғḒݢလቘጱ҅ਙݪلզአ֢ݢᚆฎۑ
ᗝጯྯ҅ྲړӻՈܛग़ጯ҅ྲړ෫ᦞग़Ո᮷ݢզᵋᦡ̶ᒫԫ
ӻฎᴇ꧊҅੪ฎ᩻ᬦग़ӻᓋݷ੪ݢզኞප̶

����᱾ದ

1*.�,2᱾ದଫአԭ᱾ᩒԾᑏ̵᱾ܻৼԻฃ̵᱾හഝوՁ̵

᱾ݳ�ᕅಗᤈզ݄݊Ӿஞ۸Իฃಅᒵଠာว҅1*.�,2׆ف᱾��Ӿᖀ

ҁ6LGHFKDLQV� �� 5HOD\V҂ದ҅׆᱾ฎӞᐿᲚਧܻ᱾ጱ᱾ᕮ҅֕ଚӧ

ฎܻ᱾ጱ҅݉ړᘒฎܻ᱾ጱහഝၞӤݐᇙਧጱמ௳҅ᕟ౮Ӟᐿෛጱ

᱾ᕮ҅ᘒӾᖀڞฎ᱾מ௳Իփ᭓ጱჀ̶᭲ӧᦞฎ׆᱾ᬮฎӾ

��



ᖀ֢҅አ᮷ฎܻ᱾ᵞහഝ҅ಝᄍ፳OLVWHQHUጱᜋ̶׆᱾ܻ᱾ӧᚆ

ፗളḵᦤොࣘጱᇫா҅ࢩԅᬯտ୵౮ሾ҅֕ፘތ۱ݝᜓᅩฎ

ᕅਫሿ̶Ӟᛱ᧔҅ݳᦓଫአܐኧ᱾ݢᤈጱ҅ፘଫጱḵᦤ᭦ᬋݢ

Ԇ᱾ӧᎣ᭲׆᱾ጱਂ҅ࣁᘒ׆᱾ᶳᥝᎣ᭲Ԇ᱾ጱਂ̶ࣁ

��



܈

1*.�,2�
ᦩᓒဩو

��

�����%)7�'3R66و�ᦩګ

1*.�,2አԧ%)7�'3R66�'HOHJDWHG�SURRI�RI�VWDNH	VHUYLFH�وᦩᓒ

ဩ҅चԭܻํ'326ᓒဩጱचᏐӤᬰᤈࣁ҅܋փᕹ'326ᓒဩӾ᩻ᕆᜓ

ᅩଚဌํᩙԨๅग़ଫํጱᘳᨱԎ҅ۓஉय़ᑕଶጱᴥᏥԧኞாጱݎ҅

ᘒ3266'ࣁᓒဩਖ਼᩻ᕆᜓᅩێᬰᤈӥන҅ᦏ'$33ݎᘏ୮҅Ӟ

ොᶎݢզᄶݎݎᘏጱᑌຄ҅ݚӞොᶎവۖԧ'$33ኞாݎ҅ๅᒧ



လጱ݄Ӿஞ۸ᓕቘቘஷ̶وՁ̵و᱾ࣘ܄ਂٖݳ

Ŋጱ'$33ᚆ౮ԅኞԾۓਫᴬŉ๐׀ํݝጱፓຽฎᦏګᦩو3266'

ᜓᅩҁ%36҂̶'3266ᕮݳԧل᱾ጱوՁလቘᇙᅩ݈҅ᕮݳԧᘶፑ᱾מ

ձᇙᅩ҅ےӤ'$33ኞா๐ۓᘏԅԆ᱾ኞாᩙᚆ҅ӣय़ᇙਠᗦᕮ̶ݳ

'3266ᘒᬡکԧ���ྺᑁጱࣘڊᳵᵍ̶ᧆګጱٍ֛ᬦᑕฎғ

1*.�,2ጱ೮ํᘏ᭗ᬦಭᐥᔮᕹݱӻ᩻ᕆᜓᅩᒋᘏᬰᤈಭᐥ҅ڊ�

��ӻᜓᅩԅ᩻ᕆᜓᅩ̶ᆐݸᬯ��ӻ᩻ᕆᜓᅩզᛔጱᗑᕶᩒრᇫࠟ٭ᦓ

����҅զᳵᵍԅࣘڊӻ᩻ᕆᜓᅩํྯࣁํᶲଧ҅ࣘڊӞӻڊ

ྺᑁҁ���ྺᑁฎ1*.�,2ࢫᴚ᭗ᬦय़ᰁਫḵၥᦶڊጱ୮ڹᗑᕶᇫாӥ

ڔݸᆐ҅ࣘ܄ᳵᵍ҂ᬳᖅԾኞ��ӻෛࣘڊጱ๋ੜጱᑞਧᇫாӥጱکᬡݢ

ഘکӥӞӻ᩻ᕆᜓᅩᬳᖅԾኞԏݸጱ����ӻ̶ࣘ܄

ᧆොୗݢզכᦤӞӻ᩻ᕆᜓᅩݢզᬳᖅզ�����ྺᑁጱᳵᵍԾኞࢩ҅ࣘ܄

ԅݶࣁӞ᩻ᕆᜓᅩԾኞෛࣘ܄ӧݑ୮ڹᗑᕶᇫ٭ጱ֕҅ߥኧԭᗑᕶ

ጱ᬴உᵙֵٌ՜ᜓᅩ૪ᕪԾኞጱࣘ܄ᬰᤈᏟᦊֵٌ҅౮ԅӧݢᭋ

̶ࣘ܄

ਖ਼$҅ݸࣘ܄ᦓ҅୮᩻ᕆᜓᅩ$ԾኞᒫӞӻෛܐԧ%)7ف1*.�,2ݶ

ᧆࣘ܄ᬰᤈᓋݷଚଠඎᕳٌ՜᩻ᕆᜓᅩٌ҅՜᩻ᕆᜓᅩᧆࣘ܄ᬰᤈḵ

ᦤݸٌᬰᤈᓋݷଚᬬࢧᕳ$ᜓᅩ҅୮$ᜓᅩතکᛔ��ӻӧᜓݶᅩᓋݷ

ጱ҅ݸࣘ܄ᧆࣘ܄੪౮ԅӧݢᭋࣘ܄Ԁᘶکԏڹጱࣘ܄᱾Ӿҁզ���ྺ

ᑁԾኞෛࣘ܄ጱᬦᑕࣘ܄ᬰᤈ%)7ܐᦓوᦩጱᬦᑕ᩻ࣁᕆᜓᅩӾฎ

��



҂̶ࣘ܄ᕆᜓᅩԾኞෛጱ᩻ߥᏟᦊᬦᑕӧܨᬰᤈጱ҅ݶ

ӥ҅Ӟӻ᩻ᕆᜓᅩଠ٭ጱᗑᕶᇫڹ୮ࣁᴚ᭗ᬦय़ᰁਫḵၥᦶ҅ࢫ2,�.*1

ඎӞӻෛࣘ܄ଚᏟᦊጱᬦᑕࣁݢ�ᑁጱᳵٖਠ౮̶ࢩྌ҅ྯӻෛࣘ܄ጱ

Ծኞک౮ԅӧݢᭋ๋ࣘ܄ग़ᵱᥝ���ᑁጱᳵ҅ᬯ੪ֵ᱾᭗מጱ

य़य़ᖽੜ̶ӤᬿᬦᑕᡱᆐݢզכᦤݶӞ᩻ᕆᜓᅩԾኞෛࣘ܄ݢզᬡک�

���ྺᑁጱᳵᵍ҅֕୮ڔഘ᩻ᕆᜓᅩԾኞࣘ܄҅ኧԭᗑᕶ᬴ֵӤ

ӞᜓᅩԾኞጱ๋پݸӻෛݢํࣘ܄ᚆᤩᧆ᩻ᕆᜓᅩኼ̶

ԅᥴ٬ྌᳯ᷌҅1*.�,2አԧᏟਧᶲଧጱ᩻ᕆᜓᅩၞྲ҅ࣘڊইզᕘ

ᕅҁᗦӳၹધ҂̵ఀੰҁᄳय़ڥԵ҂̵Ⴤॡҁے೭य़҂̵෭ӳ

Ղ̵Ӿ۹Ղᬯጱᶲଧ҅ᧆᶲଧֵӤӞᜓᅩԾኞጱ๋ࣘ܄ݸփඎک

ӥӞᜓᅩํ๋ੜጱ᬴҅ᘒعӥӞӻ᩻ᕆᜓᅩኼӤӞᜓᅩԾኞ

ጱ̶ࣘ܄ইຎฎᵋਧԎࣘڊጱ᩻ᕆᜓᅩ҅ᮎԍࣁሿํጱᗑᕶկ

ӥ҅ࣘڊᳵᵍํݝഴࣁګ�ᑁכݢᦤӥӞᜓᅩय़༷ሲӤӧտኼ

ӤӞᜓᅩԾ�ኞጱ̶ࣘ܄

ֵአӤᬿ%)7�'3266ܐᦓ੪ݢզֵ1*.�,2ጱࣘڊᳵᵍᴳ֗ྺ���ک

ᑁ҅ᬯԞֵ᱾᭗מጱय़य़ᖽᎨ֖҅ܔᳵٖݢᏟᦊጱԻฃහᰁ

य़य̶़܋๚ದ੶ᶎӤඪ೮ጯӡᕆڦአಁጱᰁᕆ૪ӧฎᵙ̶᷌

ړ᱾ࣘ܄ӞکےႲࣘ܄ԅࢩ҅ێᚆ݉ړᦩᓒဩٍํຄ୩ጱಯو3266'

݉ጱ᭛ሲӨํᧆوᦩጱ᩻ᕆᜓᅩྲֺฎፘىጱ҅Ԟ੪ฎ᧔ٍ҅ํग़

᩻ᕆᜓᅩጱ݉ړտྲํጱᮎӞ݉ړीᳩ᭛ሲள̶ձ֜ײӞӻ

��



ᦻਫጱ᩻ᕆᜓᅩ፡کӞํපጱๅᳩ᱾҅᮷տ୮ڹጱڔ݉ړഘᬦ

݈҅ኧԭ᩻ᕆᜓᅩහᰁԅ॰හӻ҅ಅզࣁձ֜ڰӞਧտํӞᳩ

ጱ᱾̶୮Ӟӻ᩻ᕆᜓᅩᦡဩࣁӷ݉ړӤݶኞԾࣘ܄҅1*.�,2ጱ೮

ํᘏտࣁӥӞಭᐥӾਖ਼ᧆ᩻ᕆᜓᅩڢധ҅ଚӬ1*.�,2ᐒ܄տᕳԨፘى

௶ᜓᅩӞਧጱధᗖ̶

ಭᐥᄶڊጱᳯ᷌ᬰᤈս۸දᬰ҅ࣁದ੶ᶎӤ'3R6Ӿਂࣁ2,�.*1

ۜګᯈᜓݳᅩᦧӷᐿ໐ஞොໜ܋ᐒ܄ၚଶ҅զ݊݊௶

ᜓᅩᬰᤈڼᴻధᗖ҅ᬰᔮᕹতᕣכ೮ṛਞقṛපሲ̶

��

�����3%)7�༄ັᅩܐᦓ

1*.�,2فಭᐥᄶۜګզ݊3%)7ጱ༄ັᅩܐᦓ҅ᰒ'326وᦩ

ڊቘᒵᳯ॒᷌҅௶ᜓᅩጱӧᚆ݊ํපಭᐥጱᑌຄӧṛګ

ಭᐥᄶۜګ༄ັᅩܐᦓӷᐿ໐ஞොໜ̶᭗ᬦಭᐥᄶۜݢګզἩۜ

դ૰೮ํᘏᑌຄಭᐥ҅ڊፘلྋጱ��ӻ᩻ᕆᜓᅩ҅ᯈݳ༄ັᅩܐ

ᦓ҅᭗ᬦ����ӻᜓᅩᳵፘ༄ັ҅؉݊کڢᴻ௶ᜓᅩ̶

୮ᔮᕹӾڊሿᦕᨴᜓᅩᇫாԅ([FHSWLRQ(UURU҅௶ᜓᅩ॒ቘප

ሲกดᥝๅṛප̶

35(�35(3$5(

ଠඎᕳᗑᕶ᯾ጱಅํٌ՜Ӿᖀᜓᅩ̶҅ݸզࣘڊᅩᜓࣘڊ



35(3$5(

Ӿᖀᜓᅩතک᧗قݻݸᗑଠඎਖ਼ᥝྌ᧗ᬰᤈಗᤈ̶�

&200,7

Ӿᖀᜓᅩතک᪃ड़ग़ጱݶӞ᧗ጱSUHSDUHၾ௳҅قݻᗑଠඎಗᤈྌ

᧗̶

&200,77('�/2&$/

Ӿᖀᜓᅩතک᪃ड़ग़ݶӞ᧗ጱFRPPLWၾ௳҅ਠ౮ԧḵᦤૡ̶֢

9,(:�&+$1*(

ᅩጱᜓࣘڊձ҅ෆӻᔮᕹๅදמ०ٌ݄՜ᜓᅩጱࢩᐿܻݱԅࢩᅩᜓࣘڊ

ᬦᑕ̶

ኧԭ1*.�,2አԧ%)7ጱᓒဩ҅ಅํ᩻ᕆᜓᅩฎ᭗ᬦಭᐥጱොୗڹ

Ꮯਧጱ҅ࣁӞࣘڊӾෆӻᔮᕹጱࣘڊᶲଧฎਠقӧݒጱ̶୮ᗑᕶఘ

YLHZ�FKDQJHࣁզᦊԅӧਂݢײጱݒኞදݎᅩဌํᜓࣘڊᜉঅଚӬ٭

ᇫா̶୮҅ݸ7(%3فԅԧ݉ړعᛘوᦩӧڹᬰጱఘفے҅٭

YLHZ� FKDQJH҅ګಲಅํ๚ᬡ౮وᦩጱࣘᬰᤈUHSOD\҅ӧෙ᯿ᦶፗ

ᦩ̶وᖀᖅک

&KHFNSRLQW

ᦤก̶୮᪃ड़ग़ጱӾقਞ׀ᦩᦤഝ҅զྌوӞӻࣘṛଶᦕ୯ࣁ

ᖀᜓᅩጱ�FKHFNSRLQW�ፘݶ҅ᬯӻ�FKHFNSRLQW�ᤩᦊԅฎ�VWDEOH�ጱ̶

��



ٌӾኞ౮۱ೡӷय़ᔄғ

ਧ�N�ӻࣘኞ౮ࢴ

ݷᕆᜓᅩഭ᩻ࣘڊᦤกጱᅩֺ҅ইقਞ׀Ӟᔄฎᇙྛጱᵱᥝݚ
ๅጱ̶ࣘݒኞݎ

�

�

�����Ӟᛘᓒဩ

1*.�,2կڥአࠔӞ૪ᎣጱړවୗӞᛘᓒဩ҅ᧆᓒဩᤩᦤกᚆड़ჿ᪃

�አࣁᬯᐿᓒဩӥ҅ᮎԶࣁԭ'2366̶ى᱾Ӥଫአᑕଧጱᚆᥝࣘ܄

1*.�,2կጱࣘ܄᱾Ӥ೮ํեᇈጱՈݢզ᭗ᬦ೮ᖅጱಢٵಭᐥᔮᕹೠ

ᥝ՜ݝզೠ݇ӨࣘኞԾ҅ଚํտኞԾࣘ҅ݢኞԾᘏ̶ձ֜Ո᮷ࣘ܄

ժݢզ᧔๐դ૰೮ํՈಭᐥᕳ՜ժ̶

1*.�,2կᚆड़ᔜᏟጱྯ�ᑁኞ౮Ӟӻࣘ҅ଚӬํݝӞӻኞԾᘏํࣁ

ձ֜ᕳਧጱᳵᅩኞ౮Ӟӻ̶ࣘইຎࣁᶼਧᳵဌํኞ౮ࣘ҅ڞ᪡ᬦᧆ

ᳵྦྷጱ̶ࣘ୮᪡ᬦӞӻग़ӻࣘ҅ࣘ܄᱾Ӿտڊሿ�ᑁๅग़ᑁጱ

ᳵᵍ̶

ֵአ1*.�,2�կ҅ࣘզ���ӻ�ེҁྯӻኞԾᘏ�ӻ҅��ӻኞԾᘏ҂ኞ

Ծ̶ྯࣁጱত҅��ӻᇿᇙጱࣘ܄ኞԾᘏսضೠኧդ૰೮ํᘏಭ

ᐥ̶ਧጱኞԾᘏೲᆙ��ӻๅग़ኞԾᘏᕅਧጱᶲଧਞഭ̶

ইຎኞԾᘏᲙᬦԧӞӻ҅ࣘ܄ଚӬࣁᬦ݄��ੜٖဌํԾኞձ֜҅ࣘ܄

��



ԅࣘ܄᱾՜ժᓒེٚতኞԾࣘ܄՜ժ᭗Ꭳک՜ժਖ਼ᤩᑏᴻ҅ፗڞ

ྊ̶ᬯݢզᏟכᗑᕶଘᑞᬩᤈ๋҅य़ᴴଶٺኧԭ๚ᤩᦤกӧݢᶌጱ

ࣘኞԾᘏᘒ᭜౮ጱᲙහᰁ̶

ኞԾᘏӧտࣘ܄ԅࢩ҅݉ړձ֜ک᱾ӧտ᭬ࣘ܄ӥ҅'3266٭ྋଉఘࣁ

ᒋԩ҅ᘒฎ֢ݳኞԾ̶ࣘ܄ইຎํو҅݉ړᦩਖ਼ᛔۖڔഘ๋کᳩጱ᱾

̶ᬯᐿොဩฎํපጱ҅ࢩԅࣘႲࣘ܄کے᱾݉ړጱ᭛ሲӨوՁፘوݶ

ᦩጱࣘ܄ኞԾᘏጱጯྲ�ړፗളፘ̶ىഘݙᦾ᧔҅ํๅग़ኞԾᘏጱࣘ܄

᱾ړඪጱኞᳩ᭛ଶᥝྲํๅኞԾᘏጱࣘ܄᱾ๅள҅ࢩԅํๅग़ኞ

Ծᘏጱ݉ړտ᭬کๅጱᗌ०̶ࣘ܄�ྌक़҅ဌํࣘኞԾᘏᚆड़ࣁӷӻړ

݉ӤݶኞԾ̶ࣘᬯ؉ጱࣘኞԾᘏݢᚆտᤩಭᐥڊੴ̶ᬯᐿ᯿֢ګ

ጱੂᎱᦤഝԞݢአԭᛔۖڢᴻᄂአᘏ̶

᭗ᬦ꧋ᦜಅํኞԾᘏᓋᗟಅํࣘ҅ܛꁿᲙᤩႲکےփᕹ'3266�

Ӿ҅ݝᥝဌํኞԾᘏᓋᗟٍํፘݶᳵ౿ፘࣘݶṛଶጱӷӻ̶ࣘӞ෮�

��ӻኞԾᘏᓋᗟԧӞӻ҅ࣘ܄ᧆࣘ܄ᤩᦊԅฎӧݢᭋጱ̶ձ֜ܛꁿ

ୗጱኞԾᘏ᮷ᶳ᭗ᬦզፘݶጱᳵ౿ᓋݷᓋᗟӷӻࣘԾኞ՜ժᙧ

���ᑁٖᬡ౮̶ࣁᦩଫᧆوᭋጱݢᬯᐿཛྷୗӥ҅ӧࣁጱੂᎱᦤഝ̶ݔ

1*.�,2ᔮᕹԭྯᒟԻฃ᮷۱ೡ๋ᬪጱࣘ܄१ጱߢ꧊̶

ᴠྊࣘ܄݉ړ᱾Ӥڊሿय़ᰁԻฃᦕ୯�

ֵᔮᕹᚆఽᎣکአಁฎڊ݉ړࣁވጱࣘ܄᱾ӤҔ

��



ᵋ፳ᳵጱവᑏ҅ಅํአಁ๋ᕣፗളᏟᦊࣘ᱾҅ᬯֵᵙզ։᭜ٛ

᱾҅ࢩԅٛਖ਼෫ဩݳဩ᱾᪠ᬢᑏԻฃ̶

�����ಭᐥᄶۜګ

ኧԭ1*.�,2ฎ'3266وᦩྯ҅ګӻ1*.�,2೮ํՈ᮷ํಭᐥ̶֢ԅ

Ӟӻᨵ૰೮ํᘏ҅ಭᐥฎӞᶱᶋଉ᯿ᥝጱ҅ڥᵱᥝྯӻಭᐥާቊఠ

ྋᏟᤈ̶ֵಭᐥӧฎፗളጱතፅ҅ᘒฎ᩻ࣁᕆᜓᅩԈӾ҅୮1*.�,2�

೮ํᘏೠӞӻ᪃ड़অݢᶌጱ᩻ᕆᜓᅩכᦤ1*.�,2ᗑᕶጱᑞਧᬩᤈ

ҔلࣁಭӾ҅ᧆໜጱಭᐥਖ਼ֵᐒ܄ᇙਧጱ1*.�,2ኞாᳯ᷌ݎᤒ

ᥠ҅ኜᛗද2,�.*1ݒጱԆ֛ᗑᕶᦡᗝ౮҅ᬯํڥԭ1*.�,2ኞா

ጱᔺឍᑞਧ̶ํݝ୮զӤӷᘏ᮷ਫሿԧ҅ᮎԍᵋ፳1*.�,2ጱݎ҅

1*.�,2�೮ํᘏಋӾԞտ܋꧊҅ᬯԞฎᳵളಭᐥතፅ̶

܄��ӻ᩻ᕆᜓᅩၞಗᤈڊᵱᥝᒋᜓᅩӾګᦩوक़'3R66ݚ

ࣘ᱾ጱᦕᨴӤ᱾ᒵᘳᨱ҅֕ኧԭᗌԓಭᐥጱᄶۜ҅ګᛘֵଠय़դ

૰೮ํᘏಭᐥᑌຄӧṛ๋҅ᕣᛘᐥڊ����ӻᜓᅩᘙᩇԧय़ᰁጱᳵ

පሲӧṛ̶ඳ1*.�,2ڊԧಭᐥᄶۜ҅ګզॹۜಭᐥጱդ૰೮ํᘏ҅

ᐥ����ӻᜓᅩզٌ݊՜݄ᥝಭᐥጱวಅᘙᳵ҅ṛපሲ̶ٺ

ᐒ᩸ݎ܄ಭᐥၚۖ҅դ૰೮ํᘏಭᐥ឴کතፅᵱᥝӷӻᴤྦྷ̶ٍ

֛ྍṈইӥғ

��

դ૰೮ํᘏᬰᤈಭᐥ҅ᛗಭᐥၚۖᕮ҅ಭᐥᘏฎํވᩒ໒ݸ�



ጱතፅ݊឴ग़තፅᬰᤈႴᓒ̶

୮ᦇᓒਠතፅ҅ݸಭᐥᘏଚӧᚆᒈڰතکॹۜ҅ᵱᥝᕪᬦᲁਧ๗

ᚆ឴ॹ̶ۜ
�

ॹۜلୗғ

զಭᐥڊ����ӻᜓᅩԅֺٌ҅Ӿ�927(6�ԅಭᐥහ҅Өಭᐥᘏಅ೮դ૰

හᰁӞྲӞጱىᔮ̶1ԅଉහ҅ᤒᐏྌེॹۜහ̶,�ํݝ�ӷӻ꧊҅

ᤒᐏಭᐥᘏฎํވ឴ॹֺۜ҅ইғಭᐥᘏಅಭጱᒋᜓᅩฎވ౮ԅ

๋ᕣᜓᅩ̶7Өಭᐥᘏಭᐥጱ෭๗ፘ҅ىಭᐥᘏಭᐥጱ෭๗Өᐒ᩸ݎ܄

ಭᐥጱ෭๗ፘ૧᩼य़҅7᩼ڞੜ̶

ᜓᅩҁUHSOLFD҂ӷᐿԆᜓᅩҁSULPDU\҂ࣁᦩᓒဩӾਂو7(%3ࣁ

ᜋ̶�ӞེوᦩӾํݝӞӻԆᜓᅩٌ҅՜᮷ԅᜓᅩ̶ԆᜓᅩᨮᨱӞྦྷ

ᳵٖጱԻฃᬰᤈḵᦤ҅᭗ᬦḵᦤጱԻฃᤩ۱ᬰݸ๋҅ࣘ܄Ӥ᱾̶ᬯ

Ӟ༷ஷӨ1*.�,2ጱ'3266�ᜓᅩጱ༷ஷᔄ̶֒2,�.*1ࣁӾ��ӻᜓᅩၞ

឴ᦕᨴ҅឴ᦕᨴጱᜓᅩӨ3%)7Ԇᜓᅩጱᘳᨱय़ᛘፘٌ֟҅ݶ�

���ӻᜓᅩԞӨ3%)7ᜓᅩጱᘳᨱᔄ̶֒7(%3ࣁӾ҅Ӟ෮Ԇᜓᅩڊሿ

ᳯ᷌ԅ௶҅ݢզᒈܨᬰᤈᦶڔࢶഘ҅֕3266'ࣁӾ҅ܩ෫ဩ݊ڢᴻ

ํᳯ᷌ጱᜓᅩ̶

ඳ�1*.�,27(%�3ف�ጱ༄ັᅩܐᦓ̶7(%�3ࣁጱ༄ັᅩܐᦓӾ҅ኧԭܛꁿ

๐ۓጱਂ҅ࣁӞᛘܐᦓଚӧᚆכᦤྯӞݣ๐ۓ᮷ಗᤈԧፘݶጱ᧗

҅ಅզ҅ӧݶ๐ۓᇫாݢᚆӧӞᛘ̶ࢩྌ҅ᦡᗝޮ๗ጱ༄ັᅩܐ

��



ᦓ҅ਖ਼๐کྍݶۓӞӻፘݶᇫா̶

�����᩻ᕆᜓᅩ

ᜓᅩጱ݇Өᘏ᭗ײᜓᅩ̶ᬯԶײ�����ӻํڹୗහഝӾஞ҅ፓړࣁ

ଉ۱ೡᎯ̵ੂےᨵ૰غഘ̵ࣘ܄᱾ߎᧃ2,�.*1ݪلᆽঅᘏࢫᴚ̶ಭ

ᐥڊጱ᩻ᕆᜓᅩਖ਼໑ഝࣘ܄ኞ౮ᶲଧ�ਁྮᶲଧ��������ᬰᤈԻฃ҅զ

឴ࣘ܄ኞԾॹ̶ۜᴻԧ��ӻ᩻ᕆᜓᅩक़҅1*.�,2ኞாӾᬮํ��ӻ॓

ᜓᅩ̶ᬯԶ॓ᜓᅩጱਂࣁฎԅԧݐդӞԶᶎԁᳯ᷌کݑଗಟጱ᩻

ᕆᜓᅩ҅զᖌ೮ᔮᕹጱᑞਧ̶ྌक़҅ᦡᗝ॓ᜓᅩጱݚӞӻአ᭔ฎ

ݐզ᭗ᬦಭᐥݢইຎӞӻ᩻ᕆᜓᅩ֢௶ٌ҅՜᩻ᕆᜓᅩ҅ضଘᤍ̶Ḓڥ

ၾᮐ௶ᜓᅩጱᇫா҅ᘒ॓ᜓᅩਖ਼তᕣፊഴ᩻ᕆᜓᅩጱᤈԅ̶ইຎڊሿ

ᶋဩᤈԅ҅॓ᜓᅩਖ਼᭗ᬦ࿆Ԇಋྦྷޕᐥ҅ݐդᮐ௶ᜓᅩ҅ᘒਫ

ሿ࿆ԆӨፊጱ֢አ̶

1*.�,2ጱ॓ᜓᅩᵋ๊॓ٵഘሿํጱ᩻ᕆᜓᅩ̶ਙժᵱᥝᏟכӨ᩻ᕆ

ᜓᅩፘݶጱᏝկᦡෞ҅զᜓᅩጱ๊ഘӧտ1ߥ*.�,�ᗑᕶ̶

)ୗ᩻ᕆᜓᅩԈᓒဩ�'61ړ�����

'61(ฎړୗᓒဩ҅Ԉᬦᑕ᭗ᬦᜓᅩᳵጱၾ௳փ᭓ᬰᤈ̶ᜓᅩԏᳵ

ጱᬟํݢᚆࣁԈᬦᑕӾݎኞඳᵑᘒӧᚆ᭗҅מಅզᓒဩଫᧆᘍᡤکᬟ

ጱᲙᳯ̶᷌'61(ฎӣᴤྦྷԈᓒဩ҅ӥᶎړڦړຉࣁӧݶᴤྦྷݎኞ

ᬟඳᵑጱఘ̶٭

��



ᬟࣁᒫӞᴤྦྷݎኞඳᵑํࢥᐿఘ٭ғ

ඳᵑᬟંԭኞ౮҅ڞᆿᜓᅩᬯ� ᬟଫጱৼᜓᅩڢ௳מᴻҔৼ

ᜓᅩٌ֟ᮝᬟӾೠ๋ੜ᯿ጱᬟ҅ݻᧆᬟጱݚӞᜓᅩݎᭆ

ŉ)DWKHUŊၾ௳҅᧗ୌᒈᆿৼىᔮ̶

ඳᵑᬟંԭ๋ੜኞ౮҅ڞᧆᬟӞਧฎٌӾӞӻᜓᅩጱ๋ੜ᯿

ᬟ҅ᬯӻᜓᅩᥝڢᴻඳᵑᬟݶ҅௳מٌ֟ݻፘᮝᬟጱ๋ੜ᯿

ᬟᬳളᜓᅩݎᭆଃํຽᦕ�%UDQFK!ጱᑮၾ௳҅තکྌၾ௳ጱᜓᅩᦕ

୯ᧆᬟמ௳̶ඳᵑᬟጱݚӞᜓᅩݝᵱᥝڢᴻඳᵑᬟמ௳̶

ඳᵑᬟ෬ંԭኞ౮҅Ԟંԭ๋ੜኞ౮҅ݶਠ౮զӤӷᐿ

̶֢

ඳᵑᬟ෬ӧંԭኞ౮҅Ԟӧંԭ๋ੜኞ౮҅ڞӷӻᜓᅩݝᵱᥝ

ᧆᬟڢ௳מᴻ҅੪ӧտݸᬟጱԈᬦᑕԾኞ̶ߥ

�

�

��

�

�

ᬟࣁᒫӞᴤྦྷݎኞඳᵑํࢥᐿఘ٭ғ

ඳᵑᬟંԭኞ౮҅ਙᬳള፳Ӟᆿৼᜓᅩ҅ৼᜓᅩ᯿ෛෆቘᛔ૩ጱ

ၾ௳ٖ҅ᆐٌ֟ݻݸᮝᬟӾጱ๋ੜ᯿ᬟݎᭆၾ௳҅ᆿᜓᅩڢᴻᧆ

ৼᜓᅩמ௳҅ӧٚᒵஇᛔඳᵑᬟጱၾ௳Ҕ

�



᭗॔מଶᳵ॔ଶړຉԈ'61(ᓒဩጱᚆ̶ᓒဩጱᒫӞᴤ

ྦྷฎӞӻၒာጱᬦᑕ҅ḒضᦡྯӻᜓᅩݻಅํᮝᜓᅩݎᭆԈၾ௳҅

ݻᅩӧտᜓکྌၾ௳ጱහᰁฎ�PҔᘍᡤࢩ҅௳ᬟփ᭓�ӻԈၾྯڞ

ٌᆿᜓᅩݎᭆԈၾ௳҅֕ฎᥝݎᭆŉ)DWKHUŊၾ௳҅ಅզےӤଚ݄ٺ

ඳᵑᬟંԭ๋ੜኞ౮҅ᬳളᬟጱӷӻᜓᅩڦړ᯿ෛෆቘᛔ૩ၾ௳

ٖ҅ݱݻᛔᆿᜓᅩݎᭆၾ௳Ҕ

ඳᵑᬟ෬ંԭኞ౮҅Ԟંԭ๋ੜኞ౮҅ݶਠ౮զӤӷᐿ

֢Ҕ

ඳᵑᬟ෬ӧંԭኞ౮҅Ԟӧંԭ๋ੜኞ౮҅ᬳളᬟጱӷӻᜓᅩ

̶௳ᭆၾݎᛔᆿᜓᅩݱݻ᯿ෛෆቘᛔ૩ၾ௳ٖ҅ڦړ

�

�

�

ᬟࣁᒫӞᴤྦྷݎኞඳᵑํӷᐿఘ٭ғ

ඳᵑᬟӧંԭ๋ੜኞ౮҅ڞӧߥ�ԈᕮຎጱଠඎҔ

ඳᵑᬟંԭ๋ੜኞ౮҅ᝑᆿᜓᅩဌํٌ՜ৼᜓᅩ҅ڞဠ፳ਙጱ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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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机制主要针对的是状态为Error的代理节点，因为其产出无效区块的

累计次数超过了标准定值，故可认定其为恶意节点，需对其采取一定的惩

罚措施。



十一

NGK.IO 
跨链交互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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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体系内的跨链通讯

NGK.IO把链间通讯作为实现高并发的解决方案，以链间通讯技术构建多

条链间的流转通道，通过水平拓展的方式来增加NGK.IO整个生态的承载

能力。跨链通讯的本质问题是解决对各个链之间交易可信度的证明。异

构的区块链系统（例如EOS、ETH）因为区块生成速度、内部数据结

构、共识机制等都有很大差异，因此异构去中心化跨链的实现难度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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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中心化跨链通信的基础是轻客户端（Light Weight Client）和交易验

证技术（SPV/Simple Payment Verification）。轻客户端是由区块头构

成的一条链，不包括区块体，所以轻客户端只占用很小的空间；SPV 技

术使用 merkle 路径来证明一个交易是否存在于某个区块中。

11.2 NGK.IO Core 采用的跨链方案优势

完全去中心

轻客户端在智能合约中实现，当初始化了正确的起始区块信息，合

约就可以完全自主验证后续所有区块的有效性，无需依赖对中继或

合约外部信息的信任。

轻量

轻客户端无需连续同步原链所有区块头，只根据需要同步区块链的 

一部分片段即可获得可信区块用于验证交易。

快速的跨链交易

一个跨链交易从产生到在目标链上产生对应交易只需要不到3分钟时

间。

跨链交易并行

不同的跨链交易之间互不影响，可以并行执行，因此支持很大的并

发量。



安全

由于采用了生产者签名效验和严格的逻辑检查，可以保证轻客户端

自身的正确性，无法被恶意攻击，因此可以安全的验证交易的真实

性。

NGK. IO主链的兑换通道，将实现NGK. IO可以十分方便的在 

“NGK.IO”侧链和 NGK.IO 主链之间流通，包括 NGK.IO上面的其他

优质数字通证；与此类似，“NGK.IO”将会推进与其他基于 NGK.IO

技术的侧链建立流通通道，让整个NGK.IO生态开始迈进生态网络的

建设，“NGK.IO”将会作为一个核心流通纽带，加速整个NGK.IO生

态的发展与进化。

11.3 更安全随机数方案

目前NGK.IO上面已知的随机数方案基本上都是结合可预知的多个字段，

比如blockid、timestamp等作为随机种子的一部分，然后再结合用户

端、DApp项目方或者直接由DApp方线下生成。该类方案存在一定的安

全风险，无法降低对 DApp 项目方可信度的依赖， 以及无法避免一些重

放攻击(比如INLINE_ACTION形式)。针对以上问题，“NGK.IO”启用了 

block_extension特性，提供了bpsig_action_time_seed方案，

bpsig_action_time_seed不仅可以防止重放攻击，而且还需要BP节点的

签名私钥进行签名，并把生成的seed存入block_extension，便于其 他

节点进行验证，结合bpsig_action_time_seed就可以构造出用户、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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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DApp项目方三方参与的更安全的随机数方案。bpsig_action_-

t ime_seed的生成方式如下：bpsig_act ion_t ime_seed=s ign

(BP_Sign_Key, F(block_timestamp, 0.5) +  global_action_sequence)

注：

BP_Sign_Key

使用BP私钥签名的目的就是避免他人进行投机计算F：将 block_time-

stamp按照0.5向下取整的函数，降低BP调整时间戳来进行投机概率

global_act ion_sequence:全局action自增标识，可以用于防止

INLINE_ACTION 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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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K.IO 公链重要设计模型是主链+多侧链，“一链一场景”，这个设计的

目的是保证资源的有效隔离，同时让平台具备横向扩展能力。

NGK.IO侧链专注于数字资产的金融功能，以实现商业级的应用。从各项

指标来看，NGK.IO通过并行链的方式，最高可达到百万级TPS，在并行

本地链时可以达到毫秒级的确认速度，可以说NGK.IO在吞吐能力方面的

优越性无人能及。

十二

NGK.IO 
企业级侧链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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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NGK.IO”将会为侧链上的DApp开发者提供英文版本的开发文档、

开发者工具、Javascript SDK、丰富的示例代码，让开发者能专注于产

品功能开发，高效完成在NGK.IO侧链上的产品应用部署。

侧链创建

当开发者开发了DApp，DApp需要独立的计算资源以确保运行效率的时

候，需要考虑为它单独创建一条侧链。

当用户需要提升或降低侧链性能的时候可以向系统提出申请，这个过程

就好比云服务商升降机服务器一样方便，避免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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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账号；

在账号中充值一定量的NGK.IO；（具体抵押的数量由生产节点协

定）

调用合约发起创建侧链申请；

生产节点投票（需满足 2/3 以上生产节点投赞成票）；

如果生产节点同意了创建侧链的请求，将在 3 天以内完成侧链节点

的创建。

档、 开发者工具、Javascript SDK、丰富的示例代码，让开发者能专注

于产品功能开发，高效完成在NGK.IO侧链上的产品应用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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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链退出

侧链开发者由于DApp的运营问题或其他原因需要关闭侧链的时候，需向

系统提出申请，由生产节点审核，生产节点通过审核后可完成退出。

在侧链的索引费账户余额不足时，由议会组织通过提案的形式共同决定

是否继续对这条侧链做索引，生产节点有权停止这条侧链的服务。

侧链开发者费用模型

未来“NGK.IO”将会为侧链上的DApp开发者提供中英文版本的开发文



参加扶持计划侧链开发者费用模型

设置 4 条侧链用于支持独享侧链的开发者创新，采用如下费用模型：

开发者分成模型，开发者承诺将一定收入比例平均分给生产节点；

跨链索引费模型（同独享侧链的收费模型）

申请“扶持计划”的开发者，需提交项目计划书及分成方案，由生产
节点评审，评审通过后可在三个月内享受“侧链开发者扶持计划”；

三个月后由生产节点投票选择继续扶持或停止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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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享侧链的收费模型如下：

按时间付费模型，根据实际的区块生产时间支付独享资源的使用费

（CPU 资源/RAM 资源/DISK 资源/NET 资源），这就好比一个开

发者要将应用程序部署到云服务器一样，需要按照云服务器的配置

情况支付费用（CPU/RAM/DISK 以及固定的带宽）；

跨链索引费模型，为确保跨链转账/验证能力，在创建侧链时需要抵

押一定量的NGK.IO用于支付索引费。索引费按照区块的数量收取，

单价由议会组织及开发者共同协商决定。主链生产节点为侧链节点

索引区块， 让侧链具备跨链转账及验证能力，延伸了侧链的功能，

维护侧链网络的安全，主链生产节点为此获取索引费。

停止扶持后，生产节点有权停止这条侧链的服务。



共享侧链开发者费用模型

共享侧链提案：

设置1条共享侧链任何开发者均可部署合约，共享侧链可选择采用开发者

付交易费模型或者开发者收入分成+用户付交易费模型。

开发者付交易费模型：

开发者的合约在运行的时候需要持续的消耗资源，开发者要按照消耗的

资源支付费用，这样能促使开发者对程序作出优化，尽可能的减少对资

源的消耗。当资源Token耗尽时，这个合约的交易执行失败，开发者需

保持足量的资源Token以保证合约的持续运行。开发者交易费将进入共

享侧链共识合约平均分配给生产节点。

开发者收入分成模型+用户付交易费模型：

为了共享侧链的安全，如果开发者选择了收入分成模型需同时选择用户

付交易费模型。开发者承诺的收入分成按照预定的比例分配给生产节

点。用户交易费进入共享侧链创建者指定地址。共享侧链的创建者要支

付跨链索引费以确保能跨链转账及验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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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侧链中生产节点的责任

构建及维护侧链节点，让开发者的合约得以正常的运行；

维护侧链的安全。



停止扶持后，生产节点有权停止这条侧链的服务。

在侧链生态中对生产节点的奖励

独享侧链开发者按时间支付侧链的使用费，使用费按分钟打入共识

合约，在侧链索引主链数据时分配给生产节点；

开发者以区块为单位向生产节点支付区块索引费，索引费按侧链选

择的资源类型不同而单价不同，具体价格由生产节点协定，费用在

生产节点完成索引时分配给对应的生产节点；

如果开发者使用了侧链支持计划，那么开发者产生的收益将被锁定

在其盈利的合约账户上，开发者在收取盈利的时候，会自动将此前

承诺的部分打入共识合约，在下一次侧链索引主链数据时，承诺的

盈利会被平均分配给生产节点；

开发者付交易费模型，交易费会直接打给共识合约，在侧链索引主

链数据时分配给生产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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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NGK.IO 
通证支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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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传统支付构架的技术弊端问题

目前市场上，区块链系统在支付架构采用两种技术流程：

支付层采用三层架构，交易数据经过Endorser节点进行预执行状

态，得到状态读写集，RW-SET返回客户端，客户端再次打包交易

发送至Orderer，Orderer打包排序后交给Commiter节点进行存

储。



采用在客户端完成签名后发送到区块链节点，节点将交易打包成区

块，并且交给EVM 执行，状态数据以MPT树状组织存储。

以上两种方式基于传统的底层构架所，使得不同的平台在架构上存在巨

大差别，不仅交易处理时序不同，计算与存储结构也不同，无法做到产

生交易并实现跨平台互通。如果要实现金融和溯源监管有关备案信息的

跨链互通，那么就必须要打通各个场景的互访，这将面临比传统数字资

产实现跨链更为复杂的业务逻辑。

基于此NGK.IO业务逻辑进行了改良并与常规区块链平台有很大不同，在

技术手段上NGK.IO在不同业务场景已经实现不同的合约逻辑，每个场景

都获得底层模块的系统支持。目前NGK.IO区块链技术已经在众多应用领

域初露头角，未来相信NGK.IO应用层面将覆盖金融、溯源、文化、游戏

等众多行业。

13.2NGK.IO 引领通证支付创新未来

我们如何突破这些生态之间的技术壁垒，实现区块链支付时代？ 

NGK.IO整合技术创新，给出了答案！

NGK.IO旨在全球促进区块链不同地区与不同产业带之间的互动。技术团

队为这些异构区块链，设计了一种统一的语言，即统一的架构抽象。

NGK.IO从核心数据结构、区域块链交互模式和交易管理等方面提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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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块链产品的核心和必要的公共子集，从多个层面抽象出区域块链平

台。这使得NGK.IO不仅能够支持异构区块链之间的互联，还能够支持同

构区块链平台的扩展。

另外，NGK.IO为常见的多通道、多组和多链扩展方案打开了跨链组件。

实现渠道、群体和链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六位一体”:

跨链适配器：是指连接一个区块链的接口，可以通过跨链路由加
载，可以配置多个区块链适配器，达到连接多个区块链的效果。跨
链路由构间将自动同步区块链适配器的配置信息，以帮助用户处理
位于其他区块链的资源。

跨链资源是指用户可访问的数据对象，如智能合约和数字数据中心
上的数字资产。类似于区块链适配器的配置信息，跨链资源的元信
息在跨链路由器之间同步。用户通过统一的接口在跨链分区中寻址
和调用资源。

为了满足未来多样化的业务互联需求，NGK.IO根据海量数据跨链
的典型业 务特点，建立了跨区域互联的网络交互和部署架构。作为
一个多方参与的区块链应用程序，NGK.IO涉及多个服务组织，业
务部署在多个跨区域数据中心。

NGK.IO为跨区域场景设计了一个安全、可靠和高效的网络架构。
基于TCP长连接、心跳、自动重连和加密通信技术的网络机制保证
了大规模跨区域互联的稳定性、及时性和安全性。

部署了灵活的体系结构。由于跨链需求通常源自成熟的区块链应用

86



用项目，跨链部署架构需要能够与现有的区块链实例兼容。NGK.IO

是以非侵入性的方式设计的。在一个独立的过程中，跨链路与区块

链节点是分开部署的。在不改变现有区块链网络架构的情况下，可

以实现灵活的架构部署。跨链路利用部门间网络传输跨链信息和区

块链信息。结合网络自动路由功能，只要跨链路有直接或间接可访

问的网络链接，就可以完成跨链交互。

它可以自由定制，也可以被多方访问。由于实际业务场景中的跨链

需求差异很大，并且所访问的区块链平台也各不相同，因此定制和

定制的跨链能力是必不可少的。NGK.IO的区块链适配器和交叉链接

资源支持免费定制。根据区块链的类型、系统资源和所访问的网络

条件，选择不同的区块链适适配器和交叉链接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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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K.IO主导研发的区块链底层公链系统，它专门为支撑商业去中心化应

用（Decentralized Application）而设计，其代码开源。NGK.IO公链期

望通过跨链可以为不同的消费场景形成价值的互通，为全球区块链商业

化进程做出一定的技术力量，相信在未来NGK.IO将对价值交换的速度必

然会有飞跃的提升，从而实现真正联合互通的价值网络！

十四

NGK.IO 
公链实现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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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浏览器

NGK.IO浏览器提供多种语言和多种测试网络。网站新增12种语言版本，

并增加了Kylin 测试网，并提供即时在线反馈窗口，Alfred插件功能，使

NGK.IO区块信息查询更加高效，实现了智能合约在线验证功能，用户可

以直观的查看NGK.IO的合约源代码！

NGK.IO 钱包

NGK.IO官方钱包，是链上的钱包应用，绑定用户账号后，能够实现系统

内交易效率更高，延续NGK.IO团队一贯的优势，在收发代币，管理交易

和转账过程中，采用更简单的设计隐藏区块链复杂逻辑，打造普通用户

都可以快速上手的数字货币应用产品，增速NGK.IO币的使用与普及。

SDK

为了快速增加NGK.IO系统中的其它生态厂商，NGK.IO系统将打造一套 

SDK，把代币消费，奖励机制都封装在一起，并且，NGK.IO系统团队将

提供一系列技术支持服务，以便于各个生态商的顺利接入。

API

NGK.IO团队针对不同的NGK.IO币应用场景，设计了通用API接口，使得

商家和用户可以使用最简单的方式在自己的产品或页面里嵌入代币的消

费应用，每一个用户都可以通过复制代码的形式，嵌入第三方应用，使

得NGK.IO币的流通变得更为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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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生态厂商的接入

为了快速发展，NGK.IO系统将引入各种主流互联网应用。NGK.IO计划

系统在设计中有部分代币将通过生态厂商进行分发。这样有利于代币的

迅速扩张，加速生态系统的成熟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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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K.IO会将加密生态应用下的诸多功能全部采用智能合约的方式执行。

将智能合约以数字化的形式写入区块链中，有区块链技术的特性保障存

储、读取、 执行整个过程透明可追踪、不可篡改。

预言机是NGK.IO智能合约获取外部信息的唯一途径，智能合约系统要求

不可信任的代码用一种特殊的语言重写，不幸的是基于性能的安全沙盒

将强迫所有的合同作者使用一种类似大洋国的大量词汇及文法被简化、

十五

NGK.IO 
去中心化预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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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或取消的语言，造成智能合约的实用性大打折扣；例如，按照农产

品价格情况来支付投保人赔款的农产品价格险保单，传统IT人员一般认

为是如下的流程：智能合约会在预定的时间，从期货交易场所获取农产

品价格，然后按照获取的数据采取预设的行动，听起来很简单，但却不

可能实现，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衍生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共识问题，二

是受信方问题。

预言机（oracle）在NGK.IO 网络上部署了一个Oracles 的智能合约，如

果需要其数据访问服务，只需要在自己的智能合约中引用该智能合约，

然后根据API文档中描述的方法进行相关的调用即可；如果某些组织利用

以太坊技术搭建了自己的私有链或者联盟链，预言机（oracle）在

Github上提供数据服务的开源智能合约代码，通过自己部署后，一样可

以像公有链一样调用；预言机（oracle）提供了多种数据源服务器，包

括Url访问、数据搜索引擎、区块链内容数据、IPFS文件访问等等，其中

Url访问和区块链内容数据提供了基于TLSNotary的可信证明技术，也是

常见的数据访问需求。

智能合约能被应用于塑造具有明确的条件和结果的任何类型的协议或者

关系；智能预言机使得智能合约的实施变得简单、灵活和强大；下面是 

NGK.IO智能预言机现在可以期许的一些应用，从最简单应用的开始，难

度依次递增：

桥接价值网络
像比特币和瑞波这样的分布式网络的记录账户和余额的账本或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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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链是分开的；传统的金融系统也有它们自己的账本，建立在的账

本，建立在智能预言机上的合同能够在分开的系统之间创建自动

的、完全可信的桥接；这样的桥接能够接收来自于其中一个系统的

支付，然后立即在另一个系统发起支付。

代理

智能合约能够很容易地建立起来，充当代理账户，监控两人之间的

交易；商品、财产或者服务的买家把货款打到合同账户中，这个合

同将监控外部服务信息，例如对于域名交易，它会监控域名注册

者，对于房产交易，它会监控公开房屋所有权记录；当所有权由卖

家转到买家时，合同会自动将货款发给卖家。

密码学货币钱包控制

目前比特币和瑞波没有好的机制使得“拉回支付”（pull payment）

可行；“拉回支付”即如同信用卡支付模式，卖家代表买家发起支

付；合同控制的钱包包括许多不同类型的复杂控制，从每日取款限

额到允许特定实体收款；这将使得认购、条件支付和不用公开私钥

的精细化钱包控制成为可能。

数字资产拍卖

如果智能合约被给与了数字资产的所有权，它就能执行拍卖规则；

它可以被设计为在比特币或者瑞波网络上接受投标资金，拍卖结 束

后，向投标失败者返还资金。

金融衍生品

监控数字或非数字资产的合同也能够应用于期货合约、远期合约、

互换合约、期权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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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和权益

其它基于根据事先制定的规则实现支付和权益变动的证券也能够写

成智能合约。

智能财产

智能财产的经典例子是智能汽车，它能通过可转让的，但不可伪造

的数字标记（digital token）知晓谁是它的主人；合同可以管理所

有权的转移和附带规则，这包括临时性授权和其它协议中担保财产

的潜在使用。

投票

未来智能合约可以用来执行民主、官僚和其它类型的对资产或者组

织的控制结构；像其它所有应用一样，合同执行事先定义的规则，

甚至包括更改合同自身代码的规则；许多非金融应用要求更复杂的

基础设施和更加成熟的生态系统，所以我们预期这样的应用建成需

要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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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NGK.IO 
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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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超级节点机制

NGK.IO提出分布式超级节点选举算法DSNE，保证了能在更短的时间内

完成选举。基于信任模式的P2P超级节点选取机制,参照人类社会的交际

模式,通过计算节点的总体信任度作为评选超级节点的一项重要指标,在计

算节点信任度的过程中引入奖励惩罚因子和时间衰减因子,同时为了减轻

在拥有大量节点的网络中进行超级节点的评选所带来的网络负载，我们



采用阈值过滤算法对普通节点进行阈值过滤,筛选得到备选超级节点集合,

然后再从备选超级节点集合中 选取最优的超级节点。

超级节点选举算法适应动态变化的网络条件，应用进程可以随时加入或

离开网络，并可能发生随机的故障与恢复，进程之间还存在消息丢失和

消息延迟；领导人选举服务包括组维护、故障检测和选举算法三个模

块，使用速度（选举服务占用的时间）、平均错误率和领导人可用性三

个QOS指标来衡量选举服务的性能。但由于应用进程在加入网络时需要

向一个集中式的共享库进行注册，从而使算法在这方面失去分布式特

征。

超级节点的选举需要遍历节点集合中的所有节点，通过分布式的最小生

成树算法可以实现遍历的目的，因此可以很容易地将最小生成树算法改

造为选举算法。分布式最小生成树（MST）算法，具有最优的通信复杂

度和较好的时间复杂度，并在此基础上MST 算法引入一些非常基本的思

想和概念。一个节点作为根节点启动算法，发送“follow-me”消息。收

到“follow-me”消息的节点，如果消息传递边是它邻近边中的最小权重

边，则勾到MST树上。如果有的节点没有把它们自己勾到MST树上，就

选择一个新的根，旧根“迁移”到新的根上，继续上述过程。最坏情况

下，算法需要（n/2－1）次根迁移时间复杂度是（dn），消息复杂度是

（2m+dn/2－1）。这里的参数n、m和d分别是网络中的节点数量、边

数量和网络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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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K.IO 超级节点收益为：

全网 95%的资源消耗（交易费用）奖励给超级节点， 剩余 5%累积存放

至Worker Proposal 奖励给公链DAPP 技术开发者与应用开发贡献者主

要用途：奖励 NGK.IO 生态社区、生态贡献者、生态建设之，保障整个 

NGK.IO  生态能够良好的发展壮大。

16.3 超级节点挖矿机制

在没有社区竞选超级节点的情况下，NGK.IO官方基金会管理21个超级节

点，每一轮（X秒待定），前10个节点有6/10的几率出块，后11个节点有

3/11的几率出块。

出块率计算公式为：

一段周期的实际出块数目/一段周期的实际出块数目。

当有社区超级节点进入后，官方超级节点会逐渐退出（退出机制参照超

级节点竞选段落内容），但至少保留3个官方超级节点，继续对投票给

官方超级节点的用户和跑全节点的用户进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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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超级节点权利与职责

超级节点的权利与职责相辅相成，在主网上线后，可积极配合开发者共

同建设NGK.IO生态联盟，同时保障系统整体的安全性，共同抵制个别生

产节点的作恶以及中心化集权等问题。



债务和权益

其它基于根据事先制定的规则实现支付和权益变动的证券也能够写

成智能合约。

智能财产

智能财产的经典例子是智能汽车，它能通过可转让的，但不可伪造

的数字标记（digital token）知晓谁是它的主人；合同可以管理所

有权的转移和附带规则，这包括临时性授权和其它协议中担保财产

的潜在使用。

投票

未来智能合约可以用来执行民主、官僚和其它类型的对资产或者组

织的控制结构；像其它所有应用一样，合同执行事先定义的规则，

甚至包括更改合同自身代码的规则；许多非金融应用要求更复杂的

基础设施和更加成熟的生态系统，所以我们预期这样的应用建成需

要一段时间。

权利

超级节点作为区块生产者，最直接的权利出块权与记账权，其中奖励层

面上最直接的权利是能获得全网交易手续费的95%奖励（NGK.IO全网

交易手续费95%=超级节点收益）。

职责

作为NGK.IO生态中的超级节点，负责BFT-DPoSS工作证明（挖矿），

记账以及新合约的审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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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NGK.IO 
未来生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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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NGK.IO 国际市场新模式建设

NGK.IO将通过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打造世界级，无需兑换，可全球自由

买卖，涵盖生产企业、国际贸易、物联网、医疗领域、融资投资、证券

交易所等领域的数字支付系统，实现更加高效便捷的跨业态、跨境支付

机制，大幅度地降低支付成本，显著提升交易效率，进而成为数字货币

时代的支付基础设施，甚至彻底改变当今世界支付系统的面貌。



建立NGK.IO社区内部自己独有的级别标准化体系，最终借助NGK.IO市

场化运作手段促进建立行业级别标准化体系（行业规则）。随着NGK.IO 

落地场景应用的增加，NGK.IO通证的价值将进一步显现。

17.2 全球金融支付国际化

NGK.IO将连接全球消费者和线上线下商家，还原用户行为价值打造未来

千万亿市场规模的平台。推动行业资产实现数字化转换过程，加速行业

资产的流动性，实现行业资本化运转。

NGK.IO将发行算法型稳定币USDN，应用于区块链各支付场景的支付工

具，提供给商家和企业，并快速推广到个人用户，培养用户习惯，最终

构建基于区块链金融的开放式支付系统。解决全球支付效率不高的问

题，NGK.IO通过构建NGK.IO的VPN子网技术实现闪电支付网络转账秒

级确认，保证实时消费不受区域限制的影响。打造区块链支付3.0新时

代！ 

17.3 NGK Wallet 多链钱包

NGK Wallet多链钱包支持多平台通证，不同平台通常采用的技术方案都

各不相同，NGK Wallet对其他平台钱包逐一进行接口开发，支持内置交

易所和跨链互兑。

NGK Wallet多链钱包生成用户多钱包的统一密钥，通过助记词即可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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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在未来用户可以同时使用NGK  Wallet多链钱包上的NGK/USD-

N/BTC/USDT/ETH等数字资产开始金融服务，NGK Wallet多链钱包，

17.4 NGK.IO 金融衍生品交易所

NGK.IO金融衍生品交易所流通NGK/USDN代币，通过独创的兑换网

络，以及对接交易所API，为用户提供简单、便捷、安全的兑换和交易服

务。

NGK/USDN通过智能合约和跨链网关和跨智能合约技术，实现无风险的

金融衍生品兑换服务。用户通过NGK/USDN代币享受金融增值衍生品兑

换，由平台方或其他第三方创建兑换的智能合约，由合约机制监控和执

行兑换过程，规避了参与各方在交易过程中的违约风险。相比于中心化

的平台服务，智能合约避免了平台方主观的违约风险或客观遭受攻击给

用户带来损失。金融衍生品推陈出新，简单方便的交易通过交易所来买

卖金融衍生品。NGK.IO还推出一系列衍生激励机制，通过用户个人或者

组团集体行为，为金融生态做出持续贡献来获得一定比例的NGK代币。

NGK.IO 通过对接交易所 API，为用户提供最优的市场价格和简单的操作

体验——NGK.IO通过优化筛选机制，给用户呈现简单的买入价和卖出

价，用户只需输入数量，就能像在电商平台一样方便的完成金融衍生品

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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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为个人冷温钱包存储数字资产工具，同时将支持NGK/USDN/

BTC/USDT/ETH 智能合约属性，安全稳定，公开透明。



17.5 NGK.IO 社区文化推广

在全球以每个地区为单位成立行业文化推广NGK.IO社区，每个社区发起

人基金会给予相应的NGK通证做为奖励。

17.6 NGK.IO 金融孵化项目

NGK.IO不仅仅提供金融内的项目孵化并提供种子基金，为指定项目扩大

研发团队助力。NGK.IO金融生态内孵化项目将在未来呈现欣欣向荣的态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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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NGK.IO 
未来技术框架与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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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NGK.IO 未来技术框架

NGK.IO 技术全景

平台通证NGK.IO技术全景包括基础网络层、中间协定层及应用服务层。

NGK.IO技术全景基础网络层由数据层、网络层组成，其中数据层包括了

底层数据区块以及相关的数据加密和时间戳记等技术；网络层则包括分

散式组网机制、资料传播机制和资料验证机制等。



中间协议层由共识层、激励层、合约层组成，其中共识层主要包括网络

节点的各类共识演算法；激励层将经济因素集成到区块链技术体系中

来，主要包括经济激励的发行机制和分配机制等；合约层主要包括各类

脚本、演算法和智能合约，是区块链可程式设计特性的基础。

平台通证NGK.IO应用服务层作为区块链产业链中最重要的环节，包括区

块链的各种应用场景和案例，包括可程式设计货币、可程式设计金融和

可程式设计社会。应用层是平台通证NGK.IO应用生态的底层技术架构，

开源的可程式设计的应用层为建立全球数字货币应用生态提供了技术保

障。

NGK.IO 开源协议

平台通证NGK采用的创世块是在EOS开源协定的区块链基础上新创立的

公有链， 使用者能够进行点对点的货币交易与即时结算，轻松便捷地转

换交易资产（传统货币、电子货币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资产），大幅降

低了跨行转账尤其是国际转账过程中的风险与手续费。

不同于中心化网络模式，P2P网络中各节点的电脑地位平等，每个节点

有相同的网络权力，不存在中心化的服务器。所有节点间通过特定的软

体协定共享部分计算资源、软体或者资讯内容。钱包兼具P2P独特的开

源网络技术是构成平台通证NGK技术架构的核心技术之一。

NGK.IO P2P 网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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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K.IO协定与传统的银行SWIFT电汇协议对比：通过传统的银行 

SWIFT转账要被收取高额的手续费并耗时3到5天，使用NGK.IO跨境转

账则能即时到达。NGK.IO与比特币的对比：基于NGK.IO拥有兑换和交

易的功能，让全网所有处于分散式网路的使用者都能够进行点对点的货

币交易与即时结算；而比特币区块链本身不具备交易功能，其交易需依

赖交易平台。

NGK.IO 通证非对称加密演算法

非对称加密算法是指使用公私密金钥对资料存储和传输进行加密和解

密。公开金钥可公开发布，用于发送方加密要发送的资讯，私密金钥用

于接收方解密接收到的加密内容。公私密金钥对计算时间较长，主要用

于加密较少的资料。常用的非对称加密算法有RSA和ECC。

NGK.IO正是使用非对称加密的公私密钥对来构建节点间信任的。

NGK.IO 一致共识

NGK.IO遵循开源协议，因此，在分散式节点之间，有相似的协商一致性

的重要步骤。“一致共识(Consensus)”是整个网络就同一总账达成一致

的过程。如果每个人选择了一套完全不相干的验证者，网络将不会达成

一致共识，总账的特殊版本就是唯一正确的总账。但实际上，人们的 

UNL列表会重复，这种重复导致可靠的验证者达成同样的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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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持NGK.IO智能合约，我们将在此阶段快速构建一个功能大致完整的

原型项目，用以测试和验证功能。

构建NGK.IO测试用原型，开启公链生态开发工作

超级节点竞选

支持NGK.IO智能合约，引入侧链机制

技术

完善技术设计文档，完成基础模块代码开发，并上线主链，持续完善智

能合约，多链并行，跨链共识等早期功能。完善主链周边生态，包括区

块链浏览器，轻钱包，移动端钱包，智能合约虚拟机，编译器，开发工

具，多语言适配等。

生态

建立并发展和完善开源社区，启动和推进更多应用接入。

完善NGK.IO功能，并开放跨链资产转移、跨链智能合约调用功能。

（一）未来 1-2 年

（二）未来 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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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主链中实现更多共识模块的植入，并对网络、存储等模块自我进化，并



完成对接各行业应用的标准技术方案体系；探索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其他领域结合的新生态系统。

生态

形成一个成熟的开源社区，大规模建立应用子链。

完善核心的多链功能，商业化进程迈进：

（三）未来 5 年以后

商业化DEFI 应用程序

完成第三方侧链功能

完成异构侧链接入  

技术

建立一个区块链、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融合发展的技术平台，为工业、农

业和商业的生产和经营需求提供全方位解决方案。

生态

形成一个区块链、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融合发展的开源社区，提供全面的

价值对接和协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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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通过NGK.IO的不断的应用打造和生态完善，基于NGK.IO系统将形

成一个全球多元化的数字商业网络，我们可以在这个网络中实现经济共

享、价值互换、商业共生、高速流通的生态发展，而NGK.IO可以协助保

护市场的权益、自由和财产，将区块链技术不断的推行，将应用不断的

扩展，打造属于NGK.IO所有用户的数字经济商业帝国。

十九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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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白皮书仅作为一份概念性文件，用于描述NGK.IO提出的数字资产生态

系统和NGK.IO的数字资产，并不构成买卖NGK.IO的相关意见。文中描

述和分析不可视为投资建议，也不构成投资意向或教唆。参与通证销售

则代表参与者已达到年龄标准，具备完整的民事行为能力，NGK.IO团队

将不断进行合理尝试，确保本白皮书中的信息真实准确。开发过程中，

平台可能会进行更新，包括但不限于平台机制、通证及其机制、通证分

配情况。

二十

风险提示与免责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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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的部分内容可能随着项目的进展在新版白皮书中进行相应调整，团

队将通过在网站上发布公告或新版白皮书等方式，将更新内容公布于

众。请参与者务必及时获取最新版白皮书，并根据更新内容及时调整自

己的决策。NGK.IO明确表示，概不承担参与者因依赖本文档内容、本文

信息不准确之处，以及本文导致的任何行为而造成的损失。

另外团队将不遗余力实现文档中所提及的目标，然而基于不可抗力的存

在，团队不能完全做出完成承诺。

NGK.IO无意构成任何司法管辖区内的证券或者其他任何受管制产品，本

白皮书不构成招股说明书或任何形式的要约文件，也无意构成任何司法

管辖区内的证券或者其他任何受管制产品的要约或招揽。

NGK.IO的数字货币发行没有任何形式保证或承诺。在贡献之前，您应确

自己完全理解贡献行为的意义，并仔细审查贡献协议的规定与有关风

险。

获取NGK.IO的数字货币为自愿行为，不可退款，不能取消且无法获得赔

偿。本白皮书并未经过任何司法管辖区的监管机构审查，不构成任何投

资建议，也不应作为任何合约或购买决定的依据。

对于本文中描述的讯息、声明、意见及其他事项的准确性或完整性，或

以其他方式传达的相关信息，我们不提供任何声明或者保证。本文中的

任何内容，均不可作为对未来的承诺或陈述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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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适用法律所允许的最大范围内，任何因本白皮书的任何相关人员或任

何方面而产生或与之有关的任何损失（无论是否可以预见），其所有责

任均免除。可能受限但无法完全免除的责任范围，仅限于使用法律所允

许的最大限度。 本白皮书对任何特定机构或组织的引用仅供说明之用。

随着区块链技术与行业整体态势的不断发展，NGK.IO可能会面临一些尚

未预料到的风险。请参与者在做出参与决策之前，充分了解团队背景，

知晓项目整体框架与思路，合理调整自己的愿景，理性参与通证投资。

您必须听取一切必要的专业建议，包括税务和会计处理相关事务。我们

希望NGK.IO计划能够取得成功，但我们无法保证成功，且数字资产投资

风险系数较高，请务必评估风险及承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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