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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4V，:b·¸|0Í]»0Í &!EÚEF>ÂB0Í]，É¯·¸^ÌÍ
d!0Í|v4Vã|!]:ËÉ±。
2.3 Ó»·¸ßs!Ô}vëEFÿ¦!|¿*+.EFÑÒM!|¿*+.，·¸PÀ!@
Ae。·¸|)Ïû ¯E)，^|¿*+.!ï、è9êë、·!vë、5¯ÌÍs
!\Z·!Ô}。·¸¯ ¯E)»:ÓùSTEÚ，:Ô'@Ae。Ùí´
{ 2.3Â2.4Â2.5EF!|¿*+.，Ù£8é%&，ÉÅÓ ùST·¸|)Ç(|
¿*+.。
2.4 EF|¿*+.@Ae!Ô¿X ，Ù·¸E |¿*+.Â@AeÔ|ßsÔ}，Ó»Ñ
Ô YÔà（Â·¸'Ô}）Ñ 。¾¹º·¸ ÔÀ%§ï?,@AeÇG¸
Ú-"。^|Ì@Ae!J&·， ã%Ô¯³$Ge，·¸|¯E)Nè9e。
2.5 Ð 2.3 2.4|，·¸øvÉ 2.3 EFM|¿*+.JKl®:¯Ï，·
¸ãôg··¸!vë／eE|¿*+.，ÉÑÒ ·¶，Ó%Ô·。lÝ
!J]l:¯Ï!E，îF（ÕÖ :}）Ú×!)×,0Âæ!0+：
(A) {、|Á、|KeÇØ、W·、·øÂw234ÂM²XQ!l，ÉËÒ·Â¯´d!,0Â
8éÂ·¸É¯´8é¯／Â'M An、M²、.mw!?@Â:5¿³；Â
(B) ËÒ·Â¯´d!,0Â·Â¯´»Ò'là?!lÂ@Ae|¿!。
2.6 ÓÌ@AeÇGÚ^:Ô¸øJ·¸:ÔJ¼.vë·¼½。¼½@AeÇGÚ^?%¸
øJ»，É»¼½£?o°@AeÜ，®»·¸E· Ô，Ó%Ô·。
3. 34
3.1 J¥|ì!í ，SË
6+/êë，D·¸*+^||¿*+.![è)¼、^|)、¼)
。ÙÚÕÖ :}0ÍMÂô(!W>ÂÌÑÒW>ÂM!Â@(!W>!ã»Â»0ÍÔpq
7、Ä8、tù)、de)Â éêë^EF!^|+½、·Â·!¼½、)¼、)、"ÂW>，
¦!*+.，ß?,|*+-]。
3.2 %û0Í ·Â4@Ae|¿Â2 Â
·|*+-]%û4ö@Ae &
0?k¼，+/a "¦!*+®|þ÷。
3.3 ·¸|)Ïûæ|¿*+.!b) é)¼@ »|¿*+.!¼。N$Ïû »|¿*+.!
)¼，£ »{!]|^9:，Â»0ÍêëÚ¯´£·¸Ì|¿*+!¼，:VÏûÑ)
¼。
3.4 4 |?,!|*+-]，·¸|)»ùSTÂ@V¹ºA，Ïû ¯E) É_!
vë@ ¼，Ç(Â évÇ|¿*+.（0Í
Â2 ），$?,|*+-]，ä 
´·¸ EF!|¿*+.ÔÂmwsõð?@¿ÀÔ。ÙÅ|¿*+.&，|¸，Ó%ÔD·
¸·，$>1Ñ:Jï。
3.5 Ó D·¸%Ô·Â?,^|ÎÏÂ@·¸
{ê|!0Í)÷|¿!#$（ÕÖï#
>?\Z!#$）¼。
3.6 »:lB!FÖÒÚ，+/Â ^*+!ï:£±Ú^B0Í：
(A) Ì|*+-]，·¸dÔÂM^¦|!0Í é*+、@Â>?；
(B) 0Í*+、@Â>?Â éÝ!0Í éOP、'、ÂÂûÜ（ÕÖ+/，Ü|¿!O、OP、Â
ÂûÜM）；
(C) ·¸Ì0Í*+、@Â>?Â éÝ（ÕÖÑ+/）! QÎÏÂ1| QÎÏÂÜ；
(D) :ÆF·¸DÂ éì<^ !Ô、Â}、ÂÂ¹º；
(E) :ÆF·¸Â0Í éì<^Â1|
{!0ÍEF|¿*+.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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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G)
(H)
(I)
(J)

4.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Å?-´÷、>、ÂÌÍ:Î2；
·¸0Í éì(Ïú、úÂ?ôÂD0Í éì<ÅÂ,/·¸!2 Â
×]、W>ÂG>；
»0ÍÔ¯¯·¸Â0Í éì<^È»!0ÍH£、*+Â é)¼；
·¸Â0Í éìPÀ!¡¢Â；
æÑÇG!0ÍÝ!ÝÂ0Í*+、@Â>?（ÕÖÑ+/）JÚ|¿!Ý!:Ò，ÅþÂ
´ÎÏÂ?，:Æî\@)、:|¿ì<!¼Â0Íì·
)、· ÀÂ·
Â0Í é!A9；
(K) 0Í
æ>、Å?-´÷Â$!0Í¯<Â± !、*+、@、>?、·Â
é，Â0Íï0ÍÑÒ、*+、@、>?、·Â é^EFÂ!Ü、áûÂû
Ü，É0ÍÑÒÜ、áûÂûÜËÓôg±¶}Q；Â
(L) 0ÍF·¸Â0Í éì<^Â=IÂB/!Â0Í é、J、¹Â（Ùí:î
{Ý）¯´»lÂ»@AeÇG|¿!{"Ú!&0。
(Q~
 !An*+.^@U!¯ÇÓ《An_》!，ä »Q^h!mwlm
Â!An*+.ÂÉ¯ûØ~Gü!)（
《An_》）!An*+.·¸U
Â¦|ÑÒAn（「{An*+.」），|¿An：
(A) ôÈ;·¸»É¯W]78、@A£¬!@XìÂÞ @§(ÏAn! ì»¼Àÿ¦
ßNÂ!ùÀc@X；Â
(B) ôÈ;·¸ R»É¯W]78、@A£¬!@XìÂÞ @§(ÏAn! ì!；
Â
(C) Â·¸!RCü/。
Ì¥|Ü{AnMJAn*+.（
《An（An）》! 3Ñ®:_$AB!
An*+.）É3，SË )·¸，¯$ E) É_!0Ívë$（ÕÖ :}EF
·¸JW]SÇJ*+.），È;、,-、|、'+、0'+Â évëÇJÑÒAn。
ÓøùB·¸ 4.1 4.2^BÂ évë¦|!0ÍAn!pq，·¸FÅ&0(Ì
[9pqT"@q。·¸¾ÅÓB 4.1 4.2 æ Z^J%、#$Â，ÕÖ:} Z
!)*ÂÒÓ^!%。
ËF·¸¦|:!Rü/!An*+.®:î!Rü/，0ÍÌÑÒAn!ã+½、
ÄfÂ¼£F·¸，Ð&/ý!|¿（Â· ），·¸¯ÌËUÏw#
$。NÑÒAna·¸ é¦|@ïR!¹ An!
，|) ^,!_@VÑ
ÒAn!¼，·¸å¯ÌËUÏw#$。N¦|!AnEF@X\]! éì<´|¿!Ä
®，·¸:ÓËÉøl0Í&0。。·¸¾¯ù!äØßÌÑÒAnÏûb)。
4 ¯·¸¸0Í-"Ô，·¸|) EUAn*+.! ，»@·¸ù¹ºÔ，Å
)EU0ÍAn*+.。
·¸:ÓD,ù^·ÂÈ;!An，É4£D·,¹ 9¾、、RïÒ-!A
n。
»:·¸¯´¥|! é)¼á1.AEÚ，·¸@ )Ç(:ÔFUÂ¦|!An*+.，
ûÜFÂ¯·¸Â Z^ø!&0。
»:·¸0Í é!)¼Â1.v!Ú， )®¹º·¸¯（ ÕÖ）Ú× èÂl!vë
Ç:ÔUÂ¦|!{An*+.：
(A)  An| $0Í!{An*+.；
(B) 0Í!{An*+.È;É¯W]78，EF·¸!W]SÇ!*+.；Â
(C) 0Í!{An*+.È;(i)É¯45^；Â(ii)Þ @§Â@¤¥(ÏAn! ì，û
Ü·¸»l!]á?·¸»l!&0-]!*+.。
Ü0ÍÔ¯ ·¸:ß(7)Áh×%!STõ+|¿ )，Ë" )F@Ae! )¼¼
(12)Áoà|þ； C$@Ae !-"ûÜ，Ñ"õ+Åþ。»|þDA1|ô
õ+!Ë"(l )，¯《An_》Ú!|¿Â。N$ õ+|¿
)，Â·¸ Ô，1|(l )aÔ，·¸@')¼UV{@Ae!，É
7ÓÀ%,¸·¸!-]。
An_ Í!EÚ，¹º·¸|) {í!Ç@'ÅÓD1§0Í·¸D Z
0Íp!|ÂÈ;!An^@U!0Í#、ý、Â é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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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9C － DEHIJKª«
1.

ª«©
Ìã ·¸¹º{!DJEFhi\]!EÚ，{`aJÝ4¯ÑÒ
_$。
2. DEHIJK
2.1 Ùû$hi\]，BC üýæç!
)$，ø&^|û$üýæçÉ!ßé!
^||¿。Óø&·¸ !üýæç!@æ、¡2û$。·¸¯hi\]|¿!"lû
$ÉAEF。Ó·¸|¿hi\]@¡Gn!ß（y 2.9），»é?shi
\]Ô!&，ãÀ%hi\] 。
2.2 kÉß ·，ß¯´Å'ÂU8，9Ë»¦ý"#$Ô，7Ó(S;Ï。
2.3 ¯pqhi\]É!ßÂ"#$，·¸¯（ Å]）(Ï ／Â/W。¹º ±0
ÍÑÒ/W（Â H{）（Ù|!h）|¿ßÂ|¿!à Ò'!µU:¯b!A ，®¯
|jö÷。
2.4 Üª¶·¸pq :Ôß!vë!ÉÂkÉ（ÕÖ :}¯pq!üýæç§F
G fål!"#%IJü!ßÂ"#$!l），È·¸:£ôg¶ÂÎÏ|¿!ß。
·¸|)K0ÍÉÂkÉ!-·，É:ãÌË¹0Í&0。
2.5 ÙÚ×E，ãÀ%ST·¸：
(A) pqhi\]ß， 1|¶"#$ç，Â1|¶¿ßÂ ÎÏ!ÉST（ÅÆ
、hiÂBLvë）；Â
(B) ¶F!ßÂ ÎÏÂ !ß:!ÉST（ÅÆ、hiÂBLvë）
ÂL=|ì )Úüýhi\]；
(C) L=Â ;0Í，%、ØÙ、 )pLÂû$üýæç；
Â éE。È·¸Â 0Íì、>¢Âbì:ÌËBÂ éì（pq）ÌÇ、H-Ç
Â=pqhi\]ßÉE!0Í£?。
2.6 ÙíH-!üýçáæçô¦ý qZs，·¸|)½MEFhi\]。
2.7 :Æ{ 0Í é!，$@EFhi\]，!"#ßôÎÏJ&，Ó ±·¸
¯DÉ¾¹ºU·¸SqhiõvëD|¿、·¸JfåÂ（¼b EFÂ:ÔS
T）hoÂSq éhivëDkÉ/W（ÕÖ :}éø 4ø）Uä{ê
ë!Ý。·¸ÑÚ½J&，¯ ºÃUÑÚ½。$| !h，7Óþ^×äÑÒhi½
Â é_¡¢，F /WJ$。Ù ä{êëU kÉ/WÔ，·¸¯ÌEFÑ"\
]U#$。
2.8 ¹ºÙ ´pqhi\]·¸Q，Â·¸´pqhi\]QÔ，Ó$·¸
EF! éQND·¸"#ß，®ST·¸ l!»Ý。
2.9 kÉÇ s6¿fl\]!û$、Yáã!ß，( ÊkÉ·¸¯:Ô'Â1
Ñß，ÉÑß¯» û$fl\]fläjö÷。
2.10 kÉhi\]、·¸ÂORS\]h!få"#$¨©
! （  ÓORS·¸
 ） 5·¸ÂORS\]Â ì、BÂ\]Fã^¥|Â )û$，:V:¯ÖéO、'
、³、Ïªç、(ÏPDKáÂ é0Í³Â· )QR0Íhi\]·¸ÂORS\]h!
fåJ0Í
Â
0Í。
2.11 kÉ 26ûØ×pqKLrs hi\]¿!pq!Óº，ëÐÈ»pq， î¹ºû$
hi\]^V!¼ q|¿!pq。d;< FÚ["É¯´¯·¸E!0ÍH£：
(A)  9 (ÕÖS9)；
(B) ·¸ ±T:îÂ·¸ÉîF!0Íß，
Jî· )!ß；
(C) ÎÏÂ,-ÎÏ!ß，ÂßÔ:¹!sõÎÏ!ß；
(D) ·¸!fåÂhi\] !ô}QÂÅ(Ï；
(E) Â,-pqhi\]EFÂ !0ÍSTÂGI，Â0ÍÑÒSTÂ ^Ø!0ÍGI|0
Í:Zk、H-Â=I；
(F) 1|{Â·¸À!0Í¿!!û$hi\]；
(G) ï、û$pqhi\]ÂF·¸h!fåEF!0ÍGIÂU，ÂÑÒGIÂUÏ。
3. ¯|°o]±²³
3.1 »EFhi\]Ô，|$"#$¨© !EÚ，{!Ý£_$。
3.2 [v¹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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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Ì0Í·"#$¨©
H½!

!

、"#$、ß、ó»、H½ÂGI（ïC「H½」），:±[9

v（「」）^PQJ

(B) Ì0ÍFORS\]，·"#$¨©

±[9H½JÔ，[9H½g。
[9H½，

[9H½!

v（「

」）!GH

±JÔ， g ±ÑÒ[9H½﹔
(C) Ì·¸、Â0Í

Zv（「v」）pq"#$

vÉH½，skbskÉ¶、ÇÂ

DORS\][9H½É3，ORS\]D

±v![9H½JÔ，ORS\]g[9H

½。
3.3 :Æ{

|0Í

öÝ!，Üª¶·¸pq

}¯pq!üýæç§FG

:Ôß!vë!ÉÂkÉ（ÕÖ

:

fål!"#%IJü!ßÂ"#$!l），È·¸:£ô

g¶ÂÎÏ!|¿ß。·¸|)K0ÍÉÂkÉ!-·，É:ãÌË¹0Í&0。

ª9D－ µ¶·ª«
1.

ª«©
Ì

HI»Q^lm!kÏAn（「HI」）!EÚ，{`aJÝ4¯Ñ

·¸

Ò_$。
2.

µ¶·

2.1 

)·¸ª¯´

!HIb，®D·¸rsá@A»HIbàHIì

^ØBÂÕÓ¿!

Ð

rs、@A、kÉáBC5aÛJZk。
2.2 ¹º±kÏ!jö，ä

îÊË：

(A) @ABCHIV¼，Âb©|¿¹
Ï®1|
(B)

sAnÏ^!

HI，É»Ñs

éHI；

)·¸DQ^rs@A:£¾:W

(C) kÉ，N$lm~ÜAn"#M|°

éHI，®:£¾:W!¼É

éHI；

é×]É¯Ñ~äPQ)÷，Ñ~!

HIãôg!¼É!；
(D) kÉ·¸HIÔ，£ïlB@A、BCá )。
2.3 |¿·¸·¸{í/Â／Â·¸J

é!@HI，kÉá¹º：

(A) Ñ@HI¯´£Å¿!FÉ¢¶
ÌÑ

¯Â0Í

，É»1|)X、à?ÒÓÂ9º_j!EÚ，·¸Ó

éì<øl&0；

(B) N$Ñ@HIBá@Aô_ÏÂ0Í|¿!FÉ¢¶

，Ó

Ý

10.2

D·¸?。
2.4 ¯¹Ô ·¸EF HI$（「
±Â

(B) ·¸

Ô，·¸J>¢Âb£BLÂêëkÉ·¸¹º!

±



 

」），Ú×_$：

(A) ·¸|)E

。
「j



 」，ÑÒ ãÒ!，®¯äjö÷。
(C) ·¸EF
!

JA，ãj

(D) Üj
(I)



e，ËeãôéHI"

Þ|ß：

eãîHIà^HIAn!ïsõYÜ

(II) ãÅ)j
(E) _$ !¼.£
(F) ·¸»
Â

àß!eáÔ}D·¸EF

。


j

ß!,%JA?,

(G) ã·¸

$,
!

»¼½2
)。

。

ß!,%JAÂJ&，|)§ÏEálB

»¼½ÂálBÂ
，^|F

?,!¦Ò@A。»

)·¸»

Â2

。

@¿HI!0Í，:Æîj

0Í

2.4(C)EF!e；

（ÕÖ

0Í

,

HIÉ@V!An
（ÕÖ

。
6+/!êë*+·¸，¯

»¼½）2ï?,A，¯lBAnFÅX|

»¼½）2ï?,A，VE:ÓASTÇ(ÑÒAn

· ?ÂûÜF·¸^EF!0ÍW]ÇG!&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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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fghij
1

2
2.1
2.2

2.3

2.4
3

4
4.1
4.2

4.3
5
5.1

5.2

5.3
5.4

5.5
5.6

HI~ef
Ansõ|Ô¯´£(¿³。Ansõ¯Z¯[，¥ª0é\Ås。"#An7 ´]U¼ ，ÏÉ¯
´£¹%。
p+HI~ef
)È»^_!pq。)!"v#v5Óû |º!)9¾（_Ù，ÉÊÂÉT)）¿
pq。`Úã»ý)e^|#$!EÚ，5`Ú! @¼ )a!s。
)!"v¯¯aÂÏû)，Â-)¶。Ïû)¯´£}de45，Â}"v"ýÂ·¿
)。ÙíT"!)¶ÔÅs，`Ú%2 ~G，ÕÖ)e#$。Ùí`Ú"#T"^ìsà
)，`ÚãûÑè)S(bc@¼。
Å（「Å」Â「 」）)  "ý)B±'@!pq。¶X#vU!)eî6!， #v¦
±!%¯´£dd  ^U!)e。Ùímw0³¯#v:¼，#vÓa@AeMÿ¦
。#v¾
e"vÏû)!pq，#v|&0de45)，ÂTýÂ·¿)。Ùí)1|ôf@
，¢±%!pq¯îÅ}Q!。
»ÚXY}，|Ú^ÌÍ)e,·，û"vÓ·: q)eï!@Ae。"vÐ|
%)eá#$!pq。)ôÏûÂ¶Ô，"v|&0?DÔ·!)e。
5¹º»;HI~ef
48Ò>.!sõ¯)Z[，~GãgZm，|¯´à?Â2% ~G ÌlmJ48Ò>.É3，48
Ò>.JÏì|Ô¯´î
»|¿+³^EF"#rs! v。~Gãk@hÒs`48Ò>.!Ò'
pq。
¼／¾（「¼¾」）HI~ef
jkAl|6¶%，®lm¿G>（_Ù+³、ßï、.N）!bd。jkA|jAákAJÄ，
¯TgÂTn¿G>ÉÄ¾de"ýjAÂkA。
¿G>sõOEA7s，Ï£|¿jkA。jkAô&，ÑjkA:¯0so§，%û
¿G>sõ&Ïpª|¼
，~G¾:£Ë@¼。0Í»Ë QEA7¹&ÎÏ!:ôBÉ
®£ôU8。ãºjkAîÎqärsþã!~G，¾7_^|~G。jkA!rs$¯t@u
»ru»。»µ·!EÚ，¯´£%2 ~G{e。jkA vEA7sÔ，ãa
l'º。
%ûjkAl|wSREF，~G:@@A¯ Ô º< pÜs"ýÂÊjkA。
HI7Z[W2（“ETFS”）~ef
ETFîô³yX、¼;ë\e。^|»^lm!ETF5A£É¯!ûØ~Gü。ETFÿ zÚß
ï，mw{|ÂG>ô¾（Ù+³，-nÂ.）!bd，^"#\e·¯$:¹x}!ªpÜ， S(å
:´»[m E~Ux}。ETF¯´|z-·（%ETFJbd¿ßï／G>!bdú），¯´î
Wx}%þ、².、#Ò。~G7Ó |¿ßï／G>!¿³É¦±%!Zm。
$ETF pq"ýuðKä（%éETF）Â¼$ïr（Total return swaps）Îö¿ßï／G>!bd，~G
Ü B¿ßï／G>!pqM，å BÏ|¿uðKä!¯E{í! pq。 Ù9éETF Â
£¯E_&Â:´3Ï jBCÉ¦±%，e¯_!uðKä!2 s。ËM，~G¾ãÑ
"#|¿uðKäÏì!u»ºû pq（_ÙFuðKäÏìÿ î|KeÇ78，Ë，$
é^"#\e!
ÁuðKä¯E，ß¯´¯Ñé^"#\e! éuðKä¯E>
ð「º」）。|Úé^"#\em|*+.Y©¯Epq，  ¯é^"#\e
!*+.ô0dÔ，*+.!m¯´¿@ÀÚ[!pq。$é^"#\eæ!uðKä1|²! 
mw，w³Ò!pq£_；ÉuðKä!"#·s@，¾£。
~GÓB±ETF¿ßï／G>|¿!w2、·ø、N épq。
$ETF^z!ßï／G>Ì~G!l|}Q，ûETF!sõ G> !lÂ7ø7Q!þ
´¯´£±¶，ETF!sõ¯ G>®dsÂ-，ETF!sõ¯´£_Â© G>®。
~G$s"ýETF，ÂmsG>®-JÔÅETF，~G¯´£¦±%。
"#ETFÓBwSÒpq。¶X^"#\eÃ| ÁÂl!mws， Ù:´k@ÿ¦²!"#。
$|mws_jÂMV3ÏÄ&，~G¯´:´(ÏETF!"#。
ãºETF®Å@A¯2Ï \ßï／G>，ÉETF¾|¯´¦|G>~G。ETF\e·Jx}ÎÏ
|¿x}ÔF±¶$}Q，7´>ðr ·å¥|¯!E)，îÈÏûôéETFJAnJ
\eø¦|ì!)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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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l7ETF\eø 4´SqAn(Ï。»（
ÕÖ）¿^J"#±¶}QÂ½M、45
 JAn45Â±¶OÂ\ßï／G>:ªQÂ~JEÚ，An5Å»ËlÂ7
ETF\eø。ËM，FAnJïp»0ÍÔ5î|}!，~GÓB±|¯´Å Ô§FlÂ
7\eøJpq。
5.8 \eø½M"#，~G5Å»¿^TýÂÅ\eø。^£ \ Á~ |ãm
wJ¼É@~GJ0ÍÔ½M\eø"#。N\eø½M"#，ÉT7\eø¾£½M。
5.9 ETF!¿ßï／G>sõ¯´d¿³。¿ßï／G>JéÄ?Â£0³，ETFJsõÂ£|¿0³Él
ZÂÚ[。~GETF £Ï ¿ßï／G>éÄJ:Ô0³，É7ÿ¦»~GÑETFÔJéÄ， Ù
¾:@A ÊETF0ÍÔ¯ZkÏ|¿ßï／G>JéÄ。
5.10 ßïEF1|]»、ªQÂ5¿\ßïÔ"#ETFÂ~G! 。ßïEF¯ Ô'ÂO
[\ßïJ5ªöv\Z，0Í|¿~ë、éÄ~ïJáë，ÉÓ ùST。Ë，
Å@AßïEFJÏ³:£|¿ETF、XìÂ~GJ¼。
5.11 ETFJ\e· Ó@[ßïEF ÊÍ)，¯
|¿\ßïlETF。N|¿ÊÍ)UV，ÂN|
¿\ßï:0@ªöÂ~，|¿!ETF¾¯´UV。ËM，X78@'+ ETF! )Âna É_
!!)¼，ÑÒ )+}/·hETF:、:´JÏÂ:s。
5.12 ãºETF!¿G>¯´ETF{íM!Ns!².pq。².0³¯¿G>ÂETFsõcM:¼
。
6
+HI~ef
6.1 )A!sõ¯Z¯[，É)A¦|ìÂ£%^|~G。)A!sb¯´ Ô»ÉY。Ë，)A:ãg
~G>.。$（ÕÖ :}¿~JF+Ï、Ï8+ÂdeÄf、+ ÇÂú¿~!
?ô"）ð&Ï¯´|))A!Ç。0ÍÂ0Í:!5¯´¯)A!s|:
¼。
6.2 ëÐ)A!sõ¿+ sõ! Y Ä， )A!s¿ßï
!0³72m，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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