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qep81叫aHCbKe �4 �21 �15（l） �0，9－ �＄8 ��76 �46 

Hqep8I叫aHCbKe �4 �22 �1（1） �0，3 �31 ��26 �13 

H．qep8mmaHCbKe �4 �22 �26（2） �0，8 �102 ��88 �43 

H．qep81叫aHCbKe �4 �22　＿ �33（3） �0，3 �52 ��45 �25 

H．qep8HuaHCbKe �4・ �1・才ト �■■一軍（2）－ � � � �79 �35 

H．qe叩‖叫aHCbKe �・・・‾：4＿・二 �■27．■1 �15‾㌧ �0，之・ �：41・■ ��‘◆　36　■ �19 

H．qepH叫叫HCbXe �4 �28 �55 �0，7 �79 ��69 �38 

11．qepBH11aHCbKe �4 �29 �47 �0，4 �46 ��小l �17 

H．qepHH　aHCbKe �4 �31 �39（1） �0，3 �29 ��25 �12 

H．qep8HuaHCbKe �q �‾31‾ �2（5） �0，3 �35 ��30 �16 

■H・qep叩叫叩払鱒 �4・－ �r　－32 �‾　6＿・－r �・一一■0，51‾．－ �＿　72 ��69 �27 

H．髄押皿脚血眠 �＿　‾4．＿＿■ �‘一37・；・■ �‾　－26． �的▲1二‾ �1呼 ��90■．＿ �46． 

H．q印別別uaHCもKd �4　‾ �39 �29（5－） �0，4 �33 ��28 �11 

H．qepM叩HCbKe �4 �40 �之2 �0，9 �87 ��75 �39 

H．qep8叫叫HCbKe �4 �40 �58（2） �0，4 �54 ��47 �26 

H・qePBH叫aHCbKe �4 �46 �19（さ） �0，5 �53 ��46 �24 

H．qep8日叫aH払Ke �4r・二‾ �49‾‾‾ �39（2）．．・ �0，4． �28－．－ ��24 �10 

H・qep81叫泄Cも甲 �・＿4ニー �49 �1象（＿1）‾r �恒 �・・25‾■． ��二22．r �19 

■　Pa30トⅠ � � � �9，9－ �113‘ ��1000 �491 

．OI（OHCbKe �4 �1 �10 �0，6 �104 ��102 �26 

．OKOHCl，Ker＿ �4 �7 �14（1） �0，4 �72 ��‘3 �40 

OlくOHCbK¢ �4 �7 �14（2） �0，7 �101 ��88 �55 

OKOH払Kel �‾チ■ �‾■13． �‾－73＿（2）・ �0，5 �78 ��6＆ �30 

OIくOItCbR¢ �－＿　4 �・■19 �．．如） �・0・71二 � � �126 �72 

0Ⅰ（OHCiE¢ �・＿＿4．－・r �i2、 �24（2） �10，9－ � �7．＿ �93 �54　＿ 

、OI（OHCbEe・ �4 �22 �24（1） �0，6 �83 ��72 �35 

OKOHCbKe �4 �25 �43（l） �0，3 �37 ��32 �19 

、OI【OHCbke �4 �31 �8（4） �0，7 �83 ��72 �50 

OKOH引川忙 �4 �・4P �23 �0，7■ �‡3 ��72 �40 

OI（OHCbKe �．4 �こ44 �2雷・ �‾　0；9 �80 ��‘8 �34 

OtくOHqも椛 �・・‾4■・‾ �‾．．45■ �＿・7－ �・Oiさ－ �叫 ��由．．1 �2鱒 

OKOHCbXe �4　‾ �47・ �4■ �0，9 � � �52 �23 

Pa30M・ � � � �8，7 �1113 ��97‘ �506 

MaHe8日恥Ke �4 �■■4 �‾13 �0，7 �15＆ ��139 �87． 

MaHe8Hu，Ke �4 �4＿ �14 �0，9 �166 ��145 �85 

MaHe8H叫鱒 �4 �・7－＿‾ �l‾‾二1 �ニー0，4 � � �69 �38＿ 

MaHeMl仏Ke �‾　チ �・i5 �・・一・一が一一： �叫∴・‘1 � � �．76　＿ �∴50 

MaHeMl払Ke �・．■・4 �44　° �14■1■ �0，6 �107 ��94 �54　■ 

MaHeBH恥Ke �4 �46－ �5 �0，年 �77 ��74 �43 

MaHe814叫，Ke �4 �46 �21 �0，4 �42 ��37 �20 

MaHeMl凪Ke �4 �47 �11 �0，7 �87 ��84 �48 

MaH¢8Hl仏Ke �4＿ �50 �26 �0，9 �183 ��157 �84 

Pa30品 � � � �－．5，8・ � � �夢75 �1－．509 

KyMHHC鱒 �4，■■一一・ �■3 �．25㌧． �－0；・7・∴ �・‡6 ��75． �22． 

KyKJMHCbKe �4　‾ �＿4 �32 �0，5 �62 ��54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