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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Ë·‰ Ì˘Ï „˜ÙÂ‰˘ ÌÂÎÒ ¯ÊÁ‰Ï ‰˘˜·© ·È˘Ó‰ ˙·Â‚˙Ï ˘˜·Ó‰ ÌÚËÓ ‰·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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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

Æ≥¥

Æ≥µ

Æ≥∂

≥∞∑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ÂÂ˘ ˙ÂÚË È·˙ÎÂ ˙Â˘˜· ∫ÈÚÈ˘˙ ¯Ú˘

≥∞∑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ÂÂ˘ ˙ÂÚË È·˙ÎÂ ˙Â˘˜· ∫ÈÚÈ˘˙ ¯Ú˘

≥∞π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Í¯Ú ˙Â¯ÈÈ È˜È˙ Ï‰Ó–ÁÂ˜Ï ˙ÚÈ·˙ ≠ ÌÈÎÓÒÓ· ÔÂÈÚÂ ÈÂÏÈ‚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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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Ó· ÔÈÚ˜¯˜Ó ÒÎ ˙ÈÈ˜‰ ≠ ÈÚ¯È‡–ÈÓÊ ‰ÚÈÓ Âˆ ÏÂËÈ·Ï ‰˘˜·
≥≥∑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ÈÂÈÙ ˙ÚÈ·˙ ÈÙ· ÔÂ‚˙‰Ï ˙Â˘¯ ˙˘˜· ≠ ·˙Î· ‰˘˜·
‰ËÏÁ‰ È¯Á‡ ˙˘˜·Ó‰ ÌÚËÓ ˙È˘‡¯ ˙Â„Ú È¯È‰ˆ˙ ˙˘‚‰Ï „ÚÂÓ ˙Î¯‡‰Ï ‰ÙÂÁ„ ‰˘˜·
≥¥≥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ÂÚ¯Ú· ˙ÈÙÂÒ
≥¥µ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ÏÚÂÙÏ ‰‡ˆÂ‰ ÈÎÈÏ‰ ÚÂˆÈ· ·ÂÎÈÚÏ ‰˘˜·
≥µ≥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Â·¯Ú Â‡ ß‚ „ˆ ÔÂ·¯Ú ˙„˜Ù‰Ï „ÚÂÓ ˙Î¯‡‰Ï ‰ÙÂÁ„ ‰˘˜·
≥µ∑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ÚÂˆÈ· ·ÂÎÈÚÏ ‰·È˘Ó‰ ˙·Â‚˙Ï ˙˘˜·Ó‰ ˙·Â‚˙
≥µπ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ÔÈ„–˜ÒÙ ÏÂËÈ·Ï ‰˘˜·
≥∂µ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ı¯‡‰ ÔÓ ‰‡ÈˆÈ ·ÂÎÈÚ Âˆ Ô˙ÓÏ ‰˘˜·
≥∑±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ÌÈÏÂ˜ÈÚÏ ·˙Î· ‰ÙÂÁ„ ‰˘˜·
≥∑∑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ÛÒ‰ ÏÚ ‰˜ÈÁÓÏ ‰˘˜·Ï ‰·Â‚˙
≥∏±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ÔÈ„–˜ÒÙ ÏÂËÈ·Ï ‰˘˜· ˙˘‚·‰Ï „ÚÂÓ ˙Î¯‡‰Ï ‰˘˜·
≥∏≥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ÓÎÒ‰· ÌÈÎÓÒÓ· ÔÂÈÚÂ ÌÈÂÏ‡˘Ï ˙Â·Â˘˙ Âˆ Ô˙ÓÏ ‰˘˜·
≥∏µ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ÔÈ„–˜ÒÙ ÏÂËÈ·Ï ‰˘˜· ˙˘‚‰Ï ‰Î¯Â‡ Ô˙ÓÏ ·˙Î· ‰˘˜·
≥π±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Ú·Â˙‰ ÌÚËÓ ˙È˘‡¯ ˙Â„Ú ¯È‰ˆ˙ ˙˜ÈÁÓÏ ·˙Î· ‰˘˜·
≥πµ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Ú·Â˙‰ ÌÚËÓ ˙È˘‡¯ ˙Â„Ú ¯È‰ˆ˙ ˙˜ÈÁÓÏ ‰·È˘Ó‰ ˙·Â‚˙Ï ˙˘˜·Ó‰ ˙·Â‚˙
„‚Î ÈÂÈÙ ‚ÂÒÓ ÍÈÏ‰ ˙‡ÈÈÁ‰ ÏÚ ˙Â¯Â‰Ï ÔÈÙÂÏÈÁÏÂ „ÂÁÈ‡‰ ˜È˙Ó ˜È˙ ˙‡ˆÂ‰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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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ÆÍ¯Ú ˙Â¯ÈÈ È˜È˙ Ï‰Ó–ÁÂ˜Ï ˙ÚÈ·˙ ≠ ÌÈÎÓÒÓ· ÔÂÈÚÂ ÈÂÏÈ‚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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