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 明 明 明         未 未 未 未 

 1基   1員損後明員1未導員導導導   1員損後明員1未導員導導導   1員査業後員後損3員1業明  1員損後導員導後3員業業3     払後員明業未員後損後    3後業員損31員業損1

 1基   1員損後明員1未導員導導導   1員損後明員1未導員導導導   1員査業後員後損3員1業明  1員損後導員導後3員業業3     払後員明業未員後損後    3後業員損31員業損1

 1基   1員3未未員査未払員導導導   1員3未未員査未払員導導導   1員未明導員未明後員3未導  1員3業明員業後導員未査1     払後員3業導員導明査    3後1員払損1員損後1

 1基     業査導員明後後員導導導  1員導未3員1後業員11査    業業後員明払業員払損未      査導員払未業員明明1

 後基      未業員査払後員導導導    後未導員明損1員導明3     未業員払払導員1査業     3後員33後員損明1    1損査員査未査員313

 3基       未員明未明員導導導     1後員3明払員明払査      業員3業3員33未       後員業未1員311

 払基     後導後員13導員導導導    後後3員未払査員損3後    後導未員明明業員査明明      1明員導未査員明明明

 損基      1損員3未未員導導導     損3員払払明員業1未     1損員未払3員31損      明員導払未員査明損     31員明損損員未3未

 明基       1員損後1員導導導      後員払業3員損損査      1員査業査員損業業         損業払員業損業

 未基      査1員3導査員導導導     業導員導査業員損未導     査導員後導明員導損明       業員査査3員損1払

 査基       査員業払業員導導導     33員明業未員払査1      業員導査査員払未1      払員導導業員明払後     後導員損業業員3明査

 業基         払払業員導導導      1員1払1員払査3        査31員払業1         3導業員業業後

 後基     1払査員後業明員導導導     1払査員後業明員導導導     131員払業導員査後明    1後3員1導3員後1後        3導未員1査払      査員導査導員払3導

 1基   1基



                                                                                    

                

                        

                            

                                        

                  

        査 査 査 査         業 業 業 業 

 1基     1導1員払1導員導導導     査払員業業1員業査後     査3員導業損員未損1       1員査業明員後31

 後基       1員査査払員導導導      明員導後未員損業1      後員導査未員導未損        1業後員業業1      3員未払未員損後損

 3基         明払査員導導導        損業3員業損後        損未3員3査明          後導員損明明

 払基      後導員査未損員導導導     1未員未後導員損明査     1未員3払後員導明業         3未査員払業業

 損基         3払後員導導導      1員後導導員1未払        払1損員業明払         3未員査1未        未払明員3業3

 明基         1後業員導導導        1後後員払払後        11査員後導業           払員後33

 未基      後後員払払業員導導導     1業員後査払員13導     1査員査損業員査3損         払後払員後業損

 査基         払1未員導導導      1員払後未員導未導        払業導員未払損         未明員3未明        査損業員業払業

 業基         1払後員導導導        1後後員業1未        1後導員1未査           後員未3業

 後基           後員導導導           後員導導導               導              導               導

 1基           後員導導導           後員導導導               導              導               導

 1基           1員導導導           1員導導導               導              導               導

 1基           1員導導導              導              導               導

 後基           1員導導導           1員導導導               導              導               導

 1基           1員導導導              導              導               導

 3基         払3明員導導導         払3明員導導導         払3業員後損導        払3業員後損導               導

 1基         払3明員導導導         払3明員導導導         払3業員後損導        払3業員後損導               導

 1基           1員導導導           1員導導導               導              導               導

 1基           1員導導導              導              導               導

 1基   1基



                                                                                    

                

                        

                            

                                        

                  

        1導 1導 1導 1導         11 11 11 11 

 後基         払3損員導導導         払3損員導導導         払3業員後損導        払3業員後損導               導

 1基         払3損員導導導        払3業員後損導        払3業員後損導               導         払3業員後損導

 払基     業未後員3査3員導導導     査1員査後払員導導導   1員導損払員後導未員導導導   1員導損損員払導導員未査後  1員導損損員払導導員未査後               導

 1基     査査導員導損損員導導導     査1員査後払員導導導     業明1員査未業員導導導     業損未員未未後員未査後    業損未員未未後員未査後               導

 1基     査払後員導査後員導導導     査3員導後損員導導導     業後損員1導未員導導導     業後導員3払1員11明    業後導員3払1員11明               導

 1基     業後損員1導明員導導導    業後導員3払1員11明    業後導員3払1員11明               導     損未導員明損払員査1未

    1導明員未明払員3査業

    後払後員業後1員業1導

 後基           1員導導導              導              導               導

 後基      3導員明後払員導導導      後員1後明員導導導      後査員払業査員導導導      後査員払業査員明明明     後査員払業査員明明明               導

 1基      後査員払業査員導導導     後査員払業査員明明明     後査員払業査員明明明               導

     後査員払業査員明明明

 3基       未員3払業員導導導        業後損員導導導       査員後未払員導導導       査員業33員導導導      査員業33員導導導               導

 1基       査員後未払員導導導      査員業33員導導導      査員業33員導導導               導

      査員後未払員導導導

        明損業員導導導

 後基      業後員3後査員導導導      業後員3後査員導導導      業未員明後査員導導導     業未員明後査員導導導               導

 1基      業後員3後査員導導導      業後員3後査員導導導      業未員明後査員導導導     業未員明後査員導導導               導

 1基      業後員3後未員導導導     損業員払損業員導導導     損業員払損業員導導導               導      損業員払損業員導導導

 後基           1員導導導     3査員1明業員導導導     3査員1明業員導導導               導      3査員1明業員導導導

 損基     後未1員導未1員導導導     損損員後査導員導導導     3後明員3損1員導導導     33払員業査業員導導導    33払員業査業員導導導               導

 3基   1基



                                                                                    

                

                        

                            

                                        

                  

        1後 1後 1後 1後         13 13 13 13 

 1基     後未1員導未1員導導導     損損員後査導員導導導     3後明員3損1員導導導     33払員業査業員導導導    33払員業査業員導導導               導

 1基     後未1員導未1員導導導     損損員後査導員導導導     3後明員3損1員導導導     33払員業査業員導導導    33払員業査業員導導導               導

 1基     3後明員3損導員導導導    33払員業査業員導導導    33払員業査業員導導導               導

    33払員業査業員導導導

 後基           1員導導導              導              導               導

 明基   1員1損払員明損損員導導導    13後員未査明員導導導   1員後査未員払払1員導導導   1員後査未員払払1員後査損  1員後査未員払払1員後査損               導

 1基   1員1損払員明損損員導導導    13後員未査明員導導導   1員後査未員払払1員導導導   1員後査未員払払1員後査損  1員後査未員払払1員後査損               導

 1基   1員1損払員明損損員導導導    13後員未査明員導導導   1員後査未員払払1員導導導   1員後査未員払払1員後査損  1員後査未員払払1員後査損               導

 1基   1員後査未員払払1員導導導  1員後査未員払払1員後査損  1員後査未員払払1員後査損               導   1員後査未員払払1員後査損

 未基     後未払員査導査員導導導      1員後導1員導導導     後未3員明導未員導導導     後業後員後1後員明明明    後業後員後1後員明明明               導

 1基      3未員業未3員導導導      1員後導1員導導導      3明員未未後員導導導      3未員払31員明明明     3未員払31員明明明               導

 1基      3導員明後払員導導導      後員1後明員導導導      後査員払業査員導導導      後査員払業査員明明明     後査員払業査員明明明               導

 1基      後査員払業査員導導導     後査員払業査員明明明     後査員払業査員明明明               導

     後査員払業査員明明明

 後基       未員3払業員導導導        業後損員導導導       査員後未払員導導導       査員業33員導導導      査員業33員導導導               導

 1基       査員後未払員導導導      査員業33員導導導      査員業33員導導導               導

      査員後未払員導導導

        明損業員導導導

 後基     後3明員査3損員導導導     後3明員査3損員導導導     後損払員未査1員導導導    後損払員未査1員導導導               導

 1基     後3明員査3損員導導導     後3明員査3損員導導導     後損払員未査1員導導導    後損払員未査1員導導導               導

 1基     後3明員査3損員導導導    後損払員未査1員導導導    後損払員未査1員導導導               導     後後導員査後未員導導導

 損基   1基



                                                                                    

                

                        

                            

                                        

                  

        1払 1払 1払 1払         1損 1損 1損 1損 

     33員業損払員導導導

 査基     損3導員明導1員導導導     査査員導払明員導導導     払払後員損損損員導導導     払払3員1後3員未損明    払払3員1後3員未損明               導

 1基     損3導員明導1員導導導     査査員導払明員導導導     払払後員損損損員導導導     払払3員1後3員未損明    払払3員1後3員未損明               導

 1基     1後後員払業査員導導導      3員明後後員導導導     11査員査未明員導導導     11業員払払払員払査損    11業員払払払員払査損               導

 1基     11査員査未明員導導導    11業員払払払員払査損    11業員払払払員払査損               導

    11業員払払払員払査損

 後基     払導査員1導3員導導導     査払員払後払員導導導     3後3員明未業員導導導     3後3員明未業員後未1    3後3員明未業員後未1               導

 1基     3後3員明未業員導導導    3後3員明未業員後未1    3後3員明未業員後未1               導

    3後3員明未業員後未1

 業基          明導員導導導          明導員導導導          払明員1損明         払明員1損明               導

 1基          明導員導導導          明導員導導導          払明員1損明         払明員1損明               導

 1基          明導員導導導          明導員導導導          払明員1損明         払明員1損明               導

 1基          明導員導導導         払明員1損明         払明員1損明               導          払明員1損明

1導基     損1明員明未未員導導導    1査後員業3後員導導導     333員未払損員導導導     3後業員後後3員3明明    3後業員後後3員3明明               導

 1基     払1明員明未未員導導導    1損未員3査明員導導導     後損業員後業1員導導導     後損払員未明業員3明明    後損払員未明業員3明明               導

 1基     払1明員明未未員導導導    1損未員3査明員導導導     後損業員後業1員導導導     後損払員未明業員3明明    後損払員未明業員3明明               導

 1基      査3員明査損員導導導     査3員明査払員1払導     査3員明査払員1払導               導

     査3員明査払員1払導

 後基      後明員損未未員導導導     後明員損未明員後後明     後明員損未明員後後明               導

     後明員損未明員後後明

 未基   後基



                                                                                    

                

                        

                            

                                        

                  

        1明 1明 1明 1明         1未 1未 1未 1未 

 3基     11後員後3払員導導導    11後員後3払員導導導    11後員後3払員導導導               導     11後員後3払員導導導

 払基      後後員払導導員導導導     1未員査査導員導導導     1未員査査導員導導導               導

     1未員査査導員導導導

 損基      13員査業損員導導導     13員査業損員導導導     13員査業損員導導導               導

     13員査業損員導導導

 明基               導              導              導               導

 未基         損導導員導導導        損導導員導導導        損導導員導導導               導

        損導導員導導導

 後基     1導導員導導導員導導導     後損員損払明員導導導      未払員払損払員導導導      未払員払損払員導導導     未払員払損払員導導導               導

 1基     1導導員導導導員導導導     後損員損払明員導導導      未払員払損払員導導導      未払員払損払員導導導     未払員払損払員導導導               導

 1基      未払員払損払員導導導     未払員払損払員導導導     未払員払損払員導導導               導      未払員払損払員導導導

11基           後員導導導    後1払員3業明員導導導     後1払員3業査員導導導     後1払員3業査員未業未    後1払員3業査員未業未               導

 1基           後員導導導    後1払員3業明員導導導     後1払員3業査員導導導     後1払員3業査員未業未    後1払員3業査員未業未               導

 1基           1員導導導     払損員3導払員導導導      払損員3導損員導導導      払損員3導損員未33     払損員3導損員未33               導

 1基      払損員3導損員導導導     払損員3導損員未33     払損員3導損員未33               導

     払損員3導損員未33

 後基           1員導導導    1明業員導業後員導導導     1明業員導業3員導導導     1明業員導業3員導明払    1明業員導業3員導明払               導

 1基     1明業員導業3員導導導    1明業員導業3員導明払    1明業員導業3員導明払               導

    1明業員導業3員導明払

1後基      11員1査損員導導導        13導員導導導      11員31損員導導導      後導員導後後員損損3     1業員払明1員3損導         損業員未後払        損導1員払未業

 1基       明員損明未員導導導       明員損明未員導導導      11員業業1員業後導     11員業業1員業後導               導

 1基       明員払後明員導導導       明員払後明員導導導      11員査1導員損査業     11員査1導員損査業               導

 1基       明員払後明員導導導     11員査1導員損査業     11員査1導員損査業               導      11員査1導員損査業

 後基         13査員導導導         13査員導導導         1査1員331        1査1員331               導

1導基   1基



                                                                                    

                

                        

                            

                                        

                  

        1査 1査 1査 1査         1業 1業 1業 1業 

 1基         13査員導導導        1査1員331        1査1員331               導

        1査1員331

 3基           1員導導導           1員導導導               導              導               導

 1基           1員導導導              導              導               導

 払基           1員導導導           1員導導導               導              導               導

 1基           1員導導導              導              導               導

 損基           1員導導導           1員導導導               導              導               導

 1基           1員導導導              導              導               導

 後基       払員明1査員導導導        13導員導導導       払員未払査員導導導       査員導3導員明33      未員払明業員払3導         損業員未後払        損導1員払未業

 1基       3員導導導員導導導       3員導導導員導導導       払員3明未員払3業      払員3明未員払3業               導

 1基       3員導導導員導導導      払員3明未員払3業      払員3明未員払3業               導

      払員3明未員払3業

 後基         業導導員導導導         業導導員導導導       1員11払員1業後      1員11払員1業後               導

 1基         業導導員導導導      1員11払員1業後      1員11払員1業後               導

      1員11払員1業後

 3基         後損導員導導導         後損導員導導導       1員業1明員後3未      1員3損損員導3払         損業員未後払        損導1員払未業

 1基         後損導員導導導      1員業1明員後3未      1員3損損員導3払         損業員未後払        損導1員払未業       1員3導査員33未

         払明員明業未

 払基          後導員導導導          後導員導導導               導              導               導

 1基          後導員導導導              導              導               導

1後基   1基



                                                                                    

                

                        

                            

                                        

                  

        後導 後導 後導 後導         後1 後1 後1 後1 

 損基         払払査員導導導        13導員導導導         損未査員導導導         明後損員導明未        明後損員導明未               導

 1基         損未査員導導導        明後損員導明未        明後損員導明未               導         明後損員導明未

 明基               導               導           未員明業査          未員明業査               導

 1基               導          未員明業査          未員明業査               導

          未員明業査

  損員後損査員導損導員導導導    後1後員後3未員導導導   損員払未導員後査未員導導導   損員査明業員損損導員査導未  損員払業明員未明導員払導1     払後員未損明員業未明    33導員導33員払3導

1後基   後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