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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蚕她啕 .阜舍叶到枕青尼国h再有血蚌埠劫性崎~.声且，电.色抽回向恤'"什的皿阜，-蝇审崎.肉，二且申

崎，盘..曲唱...晶晴大市虫晶事捕事 ... M毒.通· 样的凰』ι 古国咿.，.舍生凰静峙让晶悦拉

碎的战.J. /:贵品咽证品~青品企.史付事描.幢翩融贵阜咽青产A种诅4咽中搁.据..捆喇肯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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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U且告九it~吐量的』耳他量融.ι，拽膏比例为 ι，-再申，植膏.. 件-1.1......费比例革超过青产

丰恤的'""岖H量国申+企蛊凰悻峙让且蝇植蚌的血串.-"-...~蝇青比例革超过青产二'值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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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罩岖吐量产净恤的"阳唱矗告叶剧单位串恤低于低于世M时+扭且晶青户提贵比例司，~过青户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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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抽n回事马

.，翩内 扭.者在相f机峙的.悻国可H事岛品.合叶蚓，

,. .蜡』回事与

阜矗合叶划由A且~.起.. 埠4年后的前 5 牛且作目为!tìtn. -lt.曹#可.;It tl. 4且与日晶理事岛阜矗合

计划盹..

抽f机峙扭足的崎睛，

l 咽』世膏母幢拍f机构柑走营韭同鱼的鼻体鲁排...恤f唰的且晶时向段内#哩， 内吨b 

,. .曹南应.. 推f扭曲认可的虫晶血卢. ，*，u.晶.，.且认购I申酶的青币膏企:是且晶.卢

崎黄世阜且.椎「机构草..值<J民局申请

，.批曹#薯...问后.章可申堵在岛矗舍't剧.喜马申晴H管理A喃认有蝇后.构成H同的有址，

但，oit4p.:9'，

..植啻...击中情响认且功后，.喜岛中情.. 民局膏企.碍撇'帽. 、

，.缸'者棉f帽事峙的.可于计划此且后 2 牛正仲日则#理'岛的骨且同A量地#岛喃认情况.毒品

A认可昔履Á'"且认响'与有蝇性的喃认，由世量管理λ同章外a 革耳...皿λ提恤任何膏显性响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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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喜马骨蝠的叶耳a

'"棉r.阜峙骨帽的 't耳

'岛u - 申啃品章<< - 事岛'阜I (J +事岛'串}

2争4且与企<<-申精品企帽- t萨马费用+喜鸟...

非岛恤.- ，申，曲品金国- .~t' JJI + 阜与~1 .t) ，.舍"时曲帽曲f且

C21 'it战』回事岛幢幢的叶耳

'民局骨肉·申请邑企帽 " 事岛".' (1+非马..，

喜马骨<<- ，申请.t.k__.f. J击'用川#址日矗舍，串蚓骨帽净值.中

，.骨帽叶捍时..四世'^.佳'且.，‘敬.，l，g.耐性.由且产且的最且it.........舍叶剧.产崎描且，

B. ，.(.喜马时，撞上迫昼式进什边草叶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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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I:.，4. !t it刷品踵， 丰盛合计剧"止血之日起串满串串居崎前当牛L恃 E坤.植日，.青者可在骨且理

由日晶履迫由阜矗~;t划的且.， .蜡护暑托A担且，.生且精.崎L， •疆人萄扭...蝉#址，回世

，.扎Á.由.晶悼时间"膏理人'-".)1)革

.，机构描走的崎晴

l 咽退出申请的提出

在托人曲躏帷搪阜矗舍叶蚓椎f机椅且在的乎蜡.ι#址且的生鼻晶理时间内向拉广机构蝇由追串申

精 申晴退.骨凰批量.且在扎人峙有幢幢缸量时.申请L蝇.

"退出中，曲的确认

菌!l ( T I1)且直峙时间内提直的申>t.t'J1:..<.A;i晴t'ι机构在战剑盛"-'，庄t中晴的，.，日时.. 

晶的事蝇昼埠.. 喃认.在扎人~啻可在 T+l !lJ4椎f扭曲量曲追曲的喃且'It<l.巨圃i阜由的情耶A曲阜章

节'二.企罩，-，咽巨咽理由且埠幅巨帽且由崎认走.. 理幸".

L 坦出.啧划付

盛.. 人追由中靖喃认后，.理人精捆帚托管人把.由.嘀..舍"剧批骨+户'"且诅蜡叠记机构.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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埠"也扭崎剧性晶or扭崎， *ól址.4r机构回t且中精且是由盛托人崎帽Z青壶<<户，迪生.唱崎串"

4 园内且托骨障' .\'111:. ..矗舍叶回曲... u.~膏H理骨间'用埠'悴柑恤崎崎酣时.骨履A岛品.

人协商..可"精蚓植日期抽血咽且.

严由'且退曲曲帽 1. .... .. 舍叶剧咀曲'串h

忡有时间 .业青阜- ~有叶间"丰 时'‘

椅司『时间". • 
'非

,. .阜舍iHI瞌由企·崎叶耳章培

'"忡耳#峰

4矗啻计划遇也时"申请a叶划单恤噜恤仲坤叶曲且事. ~.;.ItJtll= t. ..蜻辄嗣后的事障企割且叶.

砸出..'阜由量帽的计鼻>，式膏，τ

」 咀由l，_. T 11 叶划单位申恤 M唱出曲圃，且蜻植嗣

i阜由...由.咽 = 理血..

温由世..理由.t..-i{曲'

且哇it J.蜡阜均"四骨Aλ崎章~II'HU."曲恤，曲M生崎且..膏itA矗舍;，国青F崎帽且，

a曲'由#托人"-".平同入电+叶t!'t，.

"】桩'比章且

4矗骨叶划...用峰在盛托人i是由.-.性... 且

F血的眼制在提 '在坦，.量恤悻砸"'~骨.事托儿可精品..现全部..叶M单业且由，

. .矗ιA4.-./II1'"机构岐持有的骨髓 .J. -t I倒回悻时.谊.骨曲帽幢幢幢制退出

阜矗告"咽草itit血在..制• 

• 在也A扭曲埠由'情.但圄矗告计划冉晶崎事件碑乱鼻且再也...圃儿盛揭且盛ι人追，垂4的.

.且人事帆』量跑毒品λ崎理由申蜡+

呻..毒性A单国.盒骨植坦且且-圃矗舍itlU.骨植，..凰者AlJt JOOO Jf且，即蝇跑单'.OM.'

'培牵线' ..由.岳"^曲撞撞前.+L作回且抽.唱且拍广ι抽曲'履λ鹏的申崎;主咂迪生品回耐申晴..

理A有扭』量幢幢量再4量生申晴.

,.. 圃i阜血的认定

单+ItJt H ，要此Allttllll 叶司， ;阜由咿，曲曲蝠 t 埋血中晴岛齿...喜闻申啃.骨砸之后的命.，咽址

i-<伸固 忡蚓.蕾帽敬的"且时. ..亘蜡.由.

2. ".it*的蝠..骨幡.~"iI;咂且"

..，帽咀血时.膏'人可H辄植品..什蜀'时响曹F且告就a挠到E量..由..命砸且i阜盘

• 量帽埠曲:由啻理λ认.布'件1付矗托A的理由申晴时+帷品..阜，钮..罩，

.命帽峰i阜由 .nλ盹坤A付矗托^崎且由申晴可撞击叶叶圃'产申恤迫A峰k植棉"咽'皿λ.
+ 
外

'目楠..埋t血制革低于矗骨叶时4蕾帽 "唱的幢幢τ. 时品'咀由申，骨于.;\Il踊品厦，对于自 H 崎

瞌由命，由咽..蜡单+障户 i阜由中情量占唱出申情.量的比例.嚼起IIt Q f:<<崎 i阜，甜帽; ，、饱..的血
划

的
自...晶札人可也梓且..踵，且.峭咀曲'情咽叶.. 崎岖'品踵崎岖由申请.管理人辑晶τ-，作正

崎日内h-U!. J!- ."，\ü..t.忡田耐"时.恤净值捕事叶鼻理生企蝠，恤且.楠. H壶甸#理宜阜为且，但
a 

事再.吐且曹i付时间却.<伸..崎AT--t...悻臼崎退生'晴串串.也血扭.
，也

.仲理由咽迫蜡曲+A..l ..lJt.国且生匾帽唱盘的. '<<A可".懵幡曼咀，申崎:ι量植聋的..申

晴可.;t ll且A材垣..嚼 '怦.咀凰嗣同且...吐血.<悻曰:但温革可..哥椅啤惜乱时阜u

选时间血的.制.

'<<A霄.，帷...膏"皿迫怖的事障崎民血阜幅古晶托人刊晶的前提τ且成阜迫理由毒4. 阜1比"it l'l

瞌由每捕的且且特哑描阜告网.且的帽.框A.

J. ....事户的幸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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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民

'且Á'有青企事与情罩，

.. 什剧的分且

.舍计划凰血的矗件

.舍叶划量阜蛊凰

矗合叶蚓悻疆柑让

' '用崎提，喃

，现

删

..巨帽遣由#峰期且叶时.苦理A"晋皿λ帽走同站品告，并现嘀嘀晶处理幸班.

1. i阜蜡巨，因.由的比直

击...矗合叶蚓追10 1'!t凰日且生 E帽迫止，即认坤.(:1. T i阜蜡巨..由.

，.边蜡巨幅且在曲的砸碎 骨棉响u且咂A付

4矗舍叶...哇蜻巨幅遇血，管理人可接说响..青产管理舍同且明的.走..叶4晶壶.曲'情. 但

'忡..革冉超过，..且悻臼aι草丛壁的退出申情可旧址姐且针哇.~唱唱但耳碍坦址.<U件时

间 m个Z帷自嘲 .. 骨理人拍克同矗立进什合帝.

'"阻止于同情略时唱'且λ可d植地且'伴.哑垂ι人的唱出咿畸

( 1 )'"可此h的.西非蝇.告计.，培.啻.伸.

( Z ) îL#~"崎晴主晶时间昨且啻停市， 非皿菌 H 矗合 't嗣青F申"'培叶..

，>)管理人认.，晶莹矗草现晶岳i且由咿甜可蝇舍哥响.砸在皿有事性A"矗时咽

'"田，坤刷刷撞描哥属回晶止且追蜻巨幅iU. ...幸且也属回唱串蛙ι..叶剧的"企且付血"圄

阜时. ..人可旧.仲属企矗'lt-it剧崎遇.申请;

t 川回矗舍;+.\1冉在椅有仲衅诅鼻且再也合理原因，曲曲满A毒品人理串晏串的，

'"曲串.付凰址且和申咽证且告认茸的品恤惜...他在乱明书+青F骨理合同命已且明且中圈诅

且告，卉证的树悻惜咱

..主追情市<-的.骨理人有扭扭地.ι人的哇由申..ι4晶壁的i草由申情..舍什，，.理人持且帽

且付咽...平蝇且峙的.可A付部命罄#个4由申请人已植棉量崎遭.申靖量占已抽-til :l:申晴.量

的比割舍缸'府追击"， itÁ. 幸且叶.命曲 .舍叶划管理λ峙..<<.:1.的惜现制且相血的进理...居蜻<

仲日于，:.11.付咽钮.仕H过A曹且崎时间'"牛且作回..植+蜡在此λ

1.!l 1 1.舍."f"<<.合同' 事告叶剧现明书申幸于血响的事嚼，但矗帝叶蚓管理人非t量且由认.. 

要.仲抽费晶舍叶回事与 瞌由申晴的咱可I~ .，悼楠.在托人的事与咽啤出申，曲

暂停.告叶且.，.由.矗告叶划管理ÁSA时咱过管理人同站肉串且A奋..

岳托人认可n盖f理由的.嗣且蝇理章培.峙..理人恤据瑞撞墙凰... 合同的的足，膏'配由的咀翩i且

出..悼退出的在..

骨坦人事" 自宿营企...阜.计划• 

阜阜舍忡到革辄幡且陆战且精缸追什命蝇a

量舍叶"的事岛膏企4皿 t告喜马.，罩恤+且阳军且人民.且.在托人的人"坤2人 I 舍)刷上且革

..旦地Á. .血管理人聘，骨的J也有~.相...曹榕的骨叶坪事晶睛.晶舍计划进行曲..在』也曾贵

.告.. <理人童年串串合计划成卓.

阜舍计划过血u曲唱 4托人的事局膏""再A'合计划骨蝠'曲也轧拘捕足的+门蝉户，军再袖用

a民合计到串户南姑.. .自民告叶则属提佩f人民.. 阳市ι.，串托人的人a.;Y'f Z 人矗件T. ，隆舍 't

划谊且生院.管理人A担矗.叶剧的全部抽r'剧唱#持巳认响'企且用榈树品在串户翩蜡*~ J(I ~户

L仲圈内退埠矗舍叶剧晶托人.各.且阜阜担其他骨佳，刷品量..:1阜矗合叶酣址..也扭椅的地革.

, 

阜计划成且居咽 <OA叮.，峙'蝇~...;青怕帽柑让事宜.

申情骨'柑让事宜之后T 骨履A咽代皿椎广扭崎的事，之间可H逼迫证..晶附带申圄诅且告认可的直

..由忡让a隆帝什蚓幢幢.曼让才曾在#岛.骨叶斟. ..岛啻哑λ 托'人甚旬.合青卢管理合同.

...鸟'
喜马金圈 事岛'事

。〈单草 <500 l!">t, O. S% 

单草'"回.. 。

5 

「飞
J去

J悟，y 



2. Ltol:* 

忡有时间 退出'串

忡珩时间，，+ 0.5% 

忡有时间". 。

3 担膏且晶费用，抽血且比例..且战青直晶时计提并且付阻+t电诅营责.过r 量. fp ."f..>It 诅再

蜡阜岚腊且齿，帽企.

•. .理' 矗+忡蚓管理人毒自接晴-，矗合计划'产净值的l.SM骨卓叶提骨履膏，晋履'曲目叶

提咱~目'忡，属牵且付.垂青产骨理计酣嗣章的且企.青户革..t..;I .l叶管理..则可随唰且v曾担

叶时叫勘晴鼻时A什

S. ~t膏. ， 矗告计划托.λ*.接前-..告计划曹F事值的 0.2S%年..仲提~膏..~骨'挂H叶

蝇，遭日罩叶.屉丰A叶，

..马H告叶划#培』回阁"虽诅品1晶'用 审叶'亭'用~阜舍叶时申刑血，

蝠'国章有提且走可.;.1 11λ的品他膏用~矗舍叶划中间血，

ET舍叶剧抽 ..叶蚓椎t'田间的'用+骨理人~托'人圃..行卓阜立全凰"且..且的'用.t"且.合计"贵产

的损虫咽咀』民蛇理岛"晶舍汁用+件』巳垦的事嚼.<生的'用.，.λ..告计划...

生幢报副 , .生蜻辄嗣叶提后剧'

1) ，，~叶划企~，串此人均持盟用-.副计提生蜻植唰.

"持告业啧植树叶提4件件时咽在要此A+由 自.阜阜告忡剧牵缸目且件"日 ;t堤.蜻植刷

2‘盐蜻』咀嗣叶提方峰:

生崎岖嗣计...毒ιι理由国且阜阜告叶"命缸日且峙血 B. .:.I.I:.-1'1(生止蜻报制叶扭曲直蜻报副

叶aQ ("，.1:.-牛皮.. 蜻植蚓叶担的生晴担刷;;提固革冉..棉广搁在峙的坤.. 舍叶剧u日..

蜻翩4民峙的舟鼻岛'"且阜.. 蜻抓刷叶提目.闯的.~位且."作血叶提生蜻帷峭的且现.

'· -AE-Ec -a-副 a 当咽寓.犀E幢 ，，~ 

， . .在直蜻帷唰叶提日皿叶单位净恤咽

， .土-，量蜻担嗣叶提四 t景儿嗣为情圃'岛阜革骨叶时国}的，汁单位申植.

C - .1:.-+盐晴植耐叶提目【矗』ι嗣h骨..岛阜矗合计划日 3 的单位亭a，

，.卓且;U电量蜻提嗣吕闽.. ι 町菌-在生蜻报嗣叶提"景品.，电椅帽#与阜阜合计剧团} 且4血

且啃担嗣叶捉目的问陆且'生

+<且战盐 .... ( R ) 叶提比例 .晴报嗣(11)叶耳章峰

" ffi 。 , .。

"毡'‘ m ‘ 1f _ (1t _6届}具 w性 . C.F吨当辄童N画..蝇

'"岛事岛 ;ta*蜻植峭的崎砸在 l

.在托人+曲的骨植..尾喜马咽 嗣革用 ..进且由'浩命肘.n喜马的骨砸忡耳.蛐报副.掉广幅事

岛骨...恤 l 且，骨~期.'用倩幡舟哇理.情噩日骨蜻净恤， 缸剧再担青的4且与骨楠.虹"柑骨蝇菌 l

a 曲帽串fι

;，韭晴植嗣的且什回量蜻..计耳，且".楠+ 管理人的生蜻植唰的;;耳4副主植L忡曲骨理人型，.t，

4也苦人草根担且楠'民肯 曲管理λ向MA且退时付帽.，托管A<帆到帽令后 HA作日内从矗告叶

划青产申-<性.t什蜡骨理人.

6 



‘金』民分配

'险公咐<<的...

..和瑜.

t 收单的构成

，也会叶州铁且也抱

" 川"‘良
‘ (2) 1葵E 龚埠a必胁。@份"矗

'"惊叫"息;

…… Z 可份合剧情

可分配昧'‘..良豆依益分也J.*lla舍付到永分也"雷帽'悟才...比"现.已窑.位A血的'沈银战

3 仪.爱，也愿，略

t 川.-.合斗叶刻也..享有问号命也椒江

(2) .M4tA~制L-+4~Ø~. *~~ff.+~命配

(11 ttJl**'J.,.a .'Jt~../llf.岳阳集舍计划…山时后不能t!.-t"/l
( 4) (J.符合合缸命伴和伏A命缸原则的'可提T. .:.1:.钦A分比比例翻管理人决定

'"现金缸，才以从命缸...也"后 2个.饰自从H岭刻也智慧户守划"

(6) 4tJl1/"....li.. .'l .HlltÜJU.….用俞扭曲阳

门'…山川"…分配

(11 (J.符合会缸命铮于 ..合作划..会叶+.t4t.ll.分藏...管理人搜走:

'"峰'法纯巢'血管'鼠，也另有"定的 从英规定

•. <u分叫

命缸拟血.他回所有枪有4队叶剑..的毒，ιA

•• ，先Jlk lt/.I!t伺

4也符合伙.分配争僻的前提T. .t. l良合忡'因'伞会忡...钱晕"也式很翻嗲厦入决定 ，带缸时何"， <~管

理人公.为准

•. R 且分缸.，飞

管理人~.\I!.会创方式退?会缸 管理叶划..忡，尊保 r .t1H民"醋'岛位 4战，.两位以后的部分田舍

.儿由此H的暴..分仆人管理r;t划'^的.. 现金缸4问巢 也分缸$".t a~ 1 个」ι仰 a桃'民合计

划托"息，中划在

7 锐A监4号'觅.寰的确定岛..

抗..也方.啕管理，人拟定 也雷管理计划刻'哦益分配愚则命也时间 分缸'民..槐树分配方式

等内率 由，也管人植 u确定 .迫管理人网捕和律产同且通·在托人

s 杭.分也申<<生的费用
位A分，也.. 立的保竹..但亭"用巢略愧"舍"用 .窑，也人自待..

M i- lt Id .1'11.1l:t .IHU !.... .U..帕里

' 有四嗣←.. ，晨4忡则H耻

'"管理人回拿大追悔、边属行为 拔命回诞<<舍'民 i~*务资格价;

'"托管人团宣"监缔 造舰"为I 蚀，匠'很构'民咐，也 :H'*，(，啻理人...>>个..园内乌甸的托营

人签订毡.协议的:

'"管事人回伸. …民 徒，. ，融俑'原因不...棚"皇职曲的

{川托管人圄 .. 民" 保销司..副不但<<付徊.‘饵'时'覆人U >O+L竹罔肉每甜的批.人

H叫‘峭的

0) .，.雄剔，句 偌卢开放园集合"蚓晏拖入:!'-t 2 人时:

(6 ) lt.-t. 11'肩负窑，不可抗力的在生'然息.舍计划不能将飨

川徐海......且'困山时时况

•• .民舍扮刻的精界

? 



特别乱明

(I)II~恰相耻之自削归作园内M抑制样峭的，回it ，，"'I '.~~Jl-t机构的相

关规定边行集合计划清算

<1 ) :tJ略过"中有关，丸，确...时公.

B) ;t"再蜡阜后 IS+.L作目肉，管理A和托.'，曲阜扣曲晴鼻'用 啻罩 t. I毛骨'且管理人.蜻

根嗣后+特.舍叶划啻卢柱l咽盛批人拥有骨割的比例.幸也告青F骨理合同的的;t. .;(霄.. 企崎岖^

全部分恤酷垂'c人哥;tlÆ矗合叶划..诅冉且户#青企障卢 晴耳抽.....lÕ IS个正忡日向曲阜合叶划清

耳+姐在.哩A同站非.，骨再蜡 Ä. 管理人血'在"耳地.....G- Isa 内崎晴再蜡革植申回~""青品金生

协舍备童.同时抄i且管理人也耐地中国t且告'血由机构

'"矗串.合计划在悴止主国哺.. 说i4 :UI!.崎诅品，管理人可针叶撞..卓跑埠4且直血证.制定二

在琦且幸章4 诅章章...告叶剧时『耳中且认可，排通过u人同站进抒植革.霄'理人且根据」二.，骨耳

方章的.且咽时由自迫.. 乱i且呈凰的恤阜在可现遇直凰后h应付二战睛，早 -JHU."后的'户"崎相品'

.后蜻噩矗托人拥萌曲疆的比制...舍膏I'''J!.告同的的生. .;(肯，咿扎量..缸.品托人. *~且.. 

矗舍叶剧..诅晶.户和青量鼻，.在边行二武晴耳的.皿且4且申 .U的'壶.)1t壶悻~.不碍再进

崎岖膏+

本证明书作. ..履骨肉' 崎重要姐A部~. .Ii (晋皿4萨阿B 具有同哥击..蝇舟a 矗且特别诅喃喃本现

明书申呐踊有，但崎.. 管理告间'申崎相晶.... 具有相罔啻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