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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依照《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递交的资料 
 
中国常驻联合国（维也纳）代表团 2014 年 5 月 19 日致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中国常驻联合国（维也纳）代表团谨依照《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

公约》（大会第 3235 (XXIX)号决议，附件）第四条和大会第 62/101 号决议，转

交关于 2012 年至 2014 年期间中国发射的空间物体的资料（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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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发射的空间物体的登记资料∗ 

 
资源三号 01 星 

 
依照《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提供的资料 

空间物体名称： 资源三号 01 星 

登记国使用的国内代号/登记号： ZY-3A 

登记国： 中国 

发射日期和发射地域或地点 

发射日期： 2012 年 1 月 9 日 

发射地域或地点： 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基本轨道参数 

交点周期： 97.7 分 

倾角： 97.4 度 

远地点： 500 公里 

近地点： 500 公里 

空间物体的一般功用： 遥感 

 
自愿提供的用于《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登记册》的补充资料 

运载火箭： 长征四号乙 

 
风云二号 F 星 
 
依照《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提供的资料 

空间物体名称： 风云二号 F 星 

登记国使用的国内代号/登记号： FY-2F 

登记国： 中国 

发射日期和发射地域或地点 

发射日期： 2012 年 1 月 13 日 

__________________ 
 ∗ 资料系使用根据大会第 62/101 号决议制作的表格提交，秘书处对格式作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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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地域或地点： 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基本轨道参数 

交点周期： - 

倾角： 2.3 度 

远地点： 36,020 公里  

近地点： 200 公里 

空间物体的一般功用： 气象卫星 

 
自愿提供的用于《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登记册》的补充资料 

运载火箭： 长征三号甲 

 
北斗第十一颗卫星 

 
依照《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提供的资料 

空间物体名称：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第十一颗卫星 

登记国使用的国内代号/登记号： Beidou-11 

登记国： 中国 

发射日期和发射地域或地点 

发射日期： 2012 年 2 月 25 日 

发射地域或地点： 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基本轨道参数 

交点周期： - 

倾角： - 

远地点： - 

近地点： - 

空间物体的一般功用： 导航 

 
自愿提供的用于《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登记册》的补充资料 

运载火箭： 长征三号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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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第十二颗卫星 

 

依照《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提供的资料 

空间物体名称：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第十二颗卫星 

登记国使用的国内代号/登记号： Beidou-12 

登记国： 中国 

发射日期和发射地域或地点 

发射日期： 2012 年 4 月 30 日 

发射地域或地点： 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基本轨道参数 

交点周期： 774 分 

倾角： 55 度 

远地点： 21,528 公里  

近地点： 21,528 公里  

空间物体的一般功用： 导航 

 
自愿提供的用于《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登记册》的补充资料 
 

运载火箭： 长征三号乙 

  
北斗第十三颗卫星 

 
依照《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提供的资料 

空间物体名称：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第十三颗卫星 

登记国使用的国内代号/登记号： Beidou-13 

登记国： 中国 

发射日期和发射地域或地点 

发射日期： 2012 年 4 月 30 日 

发射地域或地点： 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基本轨道参数 

交点周期： 774 分 

倾角： 55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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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地点： 21,528 公里 

近地点： 21,528 公里 

空间物体的一般功用： 导航 

 
自愿提供的用于《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登记册》的补充资料 

运载火箭： 长征三号乙 

 
天绘一号 02 星 

 
依照《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提供的资料 

空间物体名称： 天绘一号 02 星 

登记国使用的国内代号/登记号： Tianhui-1B 

登记国： 中国 

发射日期和发射地域或地点 

发射日期： 2012 年 5 月 6 日 

发射地域或地点：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基本轨道参数 

交点周期： 94.4 分 

倾角： 97.3 度 

远地点： 500 公里 

近地点： 500 公里 

空间物体的一般功用： 遥感 

 
自愿提供的用于《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登记册》的补充资料 

 运载火箭： 长征二号丁 

 
遥感十四号 

 
依照《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提供的资料 

空间物体名称： 遥感十四号 

登记国使用的国内代号/登记号： YG-14 

登记国：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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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日期和发射地域或地点 

发射日期： 2012 年 5 月 10 日 

发射地域或地点： 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基本轨道参数 

交点周期： 94.1 分 

倾角： 97.3 度 

远地点： 479.4 公里 

近地点： 479.4 公里 

空间物体的一般功用： 遥感 

 
自愿提供的用于《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登记册》的补充资料 

运载火箭： 长征四号丙 

 
中星二号 A 

 
依照《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提供的资料 

空间物体名称： 中星二号 A 

登记国使用的国内代号/登记号： Chinasat-2A 

登记国： 中国 

发射日期和发射地域或地点 

发射日期： 2012 年 5 月 26 日 

发射地域或地点： 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基本轨道参数 

交点周期： - 

倾角： - 

远地点： - 

近地点： - 

空间物体的一般功用： 通信和广播 

 
自愿提供的用于《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登记册》的补充资料 

运载火箭: 长征三号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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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十五号 
 

依照《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提供的资料 

空间物体名称： 遥感十五号 

登记国使用的国内代号/登记号： YG-15 

登记国： 中国 

发射日期和发射地域或地点 

发射日期： 2012 年 5 月 29 日 

发射地域或地点： 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基本轨道参数 

交点周期： 100.6 分 

倾角： 100.1 度 

远地点： 1,215 公里 

近地点： 1,204 公里 

空间物体的一般功用： 遥感 

 
自愿提供的用于《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登记册》的补充资料 

运载火箭： 长征四号丙 

 
天链一号 03 星 

 
依照《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提供的资料 

空间物体名称： 天链一号 03 星 

登记国使用的国内代号/登记号： Tianlian-1C 

登记国： 中国 

发射日期和发射地域或地点 

发射日期： 2012 年 7 月 25 日 

发射地域或地点： 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基本轨道参数 

交点周期： - 

倾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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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地点： - 

近地点： - 

空间物体的一般功用： 中继通信 

 
自愿提供的用于《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登记册》的补充资料 

运载火箭： 长征三号丙 

 
北斗第十四颗卫星 

 
依照《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提供的资料 

空间物体名称：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第十四颗卫星 

登记国使用的国内代号/登记号： Beidou-14 

登记国： 中国 

发射日期和发射地域或地点 

发射日期： 2012 年 9 月 19 日 

发射地域或地点： 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基本轨道参数 

交点周期： 774 分 

倾角： 55 度 

远地点： 21,528 公里  

近地点： 21,528 公里  

空间物体的一般功用： 导航 

 
自愿提供的用于《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登记册》的补充资料 

运载火箭： 长征三号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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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第十五颗卫星 

 
依照《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提供的资料 

空间物体名称：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第十五颗卫星 

登记国使用的国内代号/登记号： Beidou-15 

登记国： 中国 

发射日期和发射地域或地点 

发射日期： 2012 年 9 月 19 日 

发射地域或地点： 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基本轨道参数 

交点周期： 774 分 

倾角： 55 度 

远地点： 21,528 公里  

近地点： 21,528 公里  

空间物体的一般功用： 导航 

 
自愿提供的用于《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登记册》的补充资料 

运载火箭： 长征三号乙 

 
实践九号 A 星 

 
依照《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提供的资料 

空间物体名称： 实践九号 A 星  

登记国使用的国内代号/登记号： SJ-9A 

登记国： 中国 

发射日期和发射地域或地点 

发射日期： 2012 年 10 月 14 日 

发射地域或地点： 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基本轨道参数 

交点周期： 97.48 分  

倾角： 97.9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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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地点： 645 公里 

近地点： 645 公里 

空间物体的一般功用： 空间科学实验 

 
自愿提供的用于《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登记册》的补充资料 

运载火箭： 长征二号丙 

 
实践九号 B 星 

 
依照《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提供的资料 

空间物体名称： 实践九号 B 星 

登记国使用的国内代号/登记号： SJ-9B 

登记国： 中国 

发射日期和发射地域或地点 

发射日期： 2012 年 10 月 14 日 

发射地域或地点： 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基本轨道参数 

交点周期： 97.48 分 

倾角： 97.9 度 

远地点： 645 公里 

近地点： 645 公里 

空间物体的一般功用： 空间科学实验 

 
自愿提供的用于《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登记册》的补充资料 

运载火箭： 长征二号丙 

 
北斗第十六颗卫星 

 
依照《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提供的资料 

空间物体名称：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第十六颗卫星 

登记国使用的国内代号/登记号： Beidou-16 

登记国：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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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日期和发射地域或地点 

发射日期： 2012 年 10 月 25 日 

发射地域或地点： 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基本轨道参数 

交点周期： - 

倾角： - 

远地点： - 

近地点： - 

空间物体的一般功用： 导航 

 
自愿提供的用于《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登记册》的补充资料 

运载火箭： 长征三号丙 

 
环境一号 C 星 

 
依照《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提供的资料 

空间物体名称： 环境一号 C 星 

登记国使用的国内代号/登记号： HJ-1C 

登记国： 中国 

发射日期和发射地域或地点 

发射日期： 2012 年 11 月 19 日 

发射地域或地点： 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基本轨道参数 

交点周期： 94.43 分 

倾角： 97.37 度 

远地点： 499 公里 

近地点： 499 公里 

空间物体的一般功用： 遥感 

 
自愿提供的用于《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登记册》的补充资料 

运载火箭： 长征二号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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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十六号 
 

依照《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提供的资料 

空间物体名称： 遥感十六号 

登记国使用的国内代号/登记号： YG-16 

登记国： 中国 

发射日期和发射地域或地点 

发射日期： 2012 年 5 月 29 日 

发射地域或地点：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基本轨道参数 

交点周期： 107.3 分 

倾角： 63.41 度 

远地点： 1,100 公里 

近地点： 1,100 公里 

空间物体的一般功用： 遥感 

 
自愿提供的用于《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登记册》的补充资料 

运载火箭： 长征四号丙 

 
中星十二号 

 
依照《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提供的资料 

空间物体名称： 中星十二号 

登记国使用的国内代号/登记号： Chinasat-12 

登记国： 中国 

发射日期和发射地域或地点 

发射日期： 2012 年 11 月 29 日 

发射地域或地点： 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基本轨道参数 

交点周期： - 

倾角： 26.8 度 



 

V.14-04720 13 
 

 ST/SG/SER.E/714

远地点： 50,539 公里 

近地点： 207 公里 

空间物体的一般功用： 通信和广播 

 
自愿提供的用于《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登记册》的补充资料 

运载火箭： 长征三号乙 

  
高分一号 

 
依照《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提供的资料 

空间物体名称： 高分一号（高分辨率光学对地观测卫星） 

登记国使用的国内代号/登记号： GF-1 

登记国： 中国 

发射日期和发射地域或地点 

发射日期： 2013 年 4 月 26 日 

发射地域或地点：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基本轨道参数 

交点周期： 97.4 分 

倾角： 98.05 度 

远地点： 644.5 公里 

近地点： 644.5 公里 

空间物体的一般功用： 遥感 

 
自愿提供的用于《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登记册》的补充资料 

运载火箭： 长征二号丁 

  
中星十一号 

 
依照《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提供的资料 

空间物体名称： 中星十一号 

登记国使用的国内代号/登记号： Chinasat-11 

登记国：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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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日期和发射地域或地点 

发射日期： 2013 年 5 月 2 日 

发射地域或地点： 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基本轨道参数 

交点周期： - 

倾角： 26.6 度 

远地点： 41,990 公里 

近地点： 200 公里 

空间物体的一般功用： 通信和广播 

 
自愿提供的用于《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登记册》的补充资料 

运载火箭： 长征三号乙 

  
实践十一号 05 星 

 
依照《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提供的资料 

空间物体名称： 实践十一号 05 星  

登记国使用的国内代号/登记号： SJ-11E 

登记国： 中国 

发射日期和发射地域或地点 

发射日期： 2013 年 7 月 15 日 

发射地域或地点：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基本轨道参数 

交点周期： 90 分  

倾角： 98 度  

远地点： 700 公里 

近地点： 700 公里 

空间物体的一般功用： 遥感 

 
自愿提供的用于《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登记册》的补充资料 

运载火箭： 长征二号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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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三号 

 
依照《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提供的资料 

空间物体名称： 创新三号 

登记国使用的国内代号/登记号： CX-3 

登记国： 中国 

发射日期和发射地域或地点 

发射日期： 2013 年 7 月 20 日 

发射地域或地点： 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基本轨道参数 

交点周期： 98.1 分 

倾角： 98.07 度 

远地点： 673 公里 

近地点： 673 公里 

空间物体的一般功用： 科学实验 

 
自愿提供的用于《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登记册》的补充资料 

运载火箭： 长征四号丙 

 
试验七号 

 
依照《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提供的资料 

空间物体名称： 试验七号 

登记国使用的国内代号/登记号： SY-7 

登记国： 中国 

发射日期和发射地域或地点 

发射日期： 2013 年 7 月 20 日 

发射地域或地点： 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基本轨道参数 

交点周期： 98.1 分 

倾角： 98.07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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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地点： 673 公里 

近地点： 673 公里 

空间物体的一般功用： 科学实验 

 
自愿提供的用于《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登记册》的补充资料 

运载火箭： 长征四号丙 

  
实践十五号 

 
依照《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提供的资料 

空间物体名称： 实践十五号 

登记国使用的国内代号/登记号： SJ-15 

登记国： 中国 

发射日期和发射地域或地点 

发射日期： 2013 年 7 月 20 日 

发射地域或地点： 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基本轨道参数 

交点周期： 98.1 分 

倾角： 98.07 度 

远地点： 673 公里 

近地点： 673 公里 

空间物体的一般功用： 科学实验 

 
自愿提供的用于《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登记册》的补充资料 

运载火箭： 长征四号丙 

  
遥感十七号 

 
依照《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提供的资料 

空间物体名称： 遥感十七号 

登记国使用的国内代号/登记号： YG-17 

登记国：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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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日期和发射地域或地点 

发射日期： 2013 年 9 月 2 日 

发射地域或地点：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基本轨道参数 

交点周期： 107 分  

倾角： 63.4 度 

远地点： 1,100 公里 

近地点： 1,100 公里 

空间物体的一般功用： 遥感 

 
自愿提供的用于《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登记册》的补充资料 

运载火箭： 长征四号丙 

 
风云三号 C 星 

 
依照《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提供的资料 

空间物体名称： 风云三号 C 星 

登记国使用的国内代号/登记号： FY-3C 

登记国： 中国 

发射日期和发射地域或地点 

发射日期： 2013 年 9 月 23 日 

发射地域或地点： 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基本轨道参数 

交点周期： 101.4 分 

倾角： 98.7 度 

远地点： 849.6 公 

近地点： 813.6 公里 

空间物体的一般功用： 气象卫星 

 
自愿提供的用于《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登记册》的补充资料 

运载火箭： 长征四号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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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十六号 

 

依照《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提供的资料 

空间物体名称： 实践十六号 

登记国使用的国内代号/登记号： SJ-16 

登记国： 中国 

发射日期和发射地域或地点 

发射日期： 2013 年 10 月 25 日 

发射地域或地点：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基本轨道参数 

交点周期： 96.7 分 

倾角： 75 度 

远地点： 610 公里 

近地点： 610 公里 

空间物体的一般功用： 遥感 

 
自愿提供的用于《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登记册》的补充资料 

运载火箭： 长征四号乙 

  
遥感十八号 

 
依照《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提供的资料 

空间物体名称： 遥感十八号 

登记国使用的国内代号/登记号： YG-18 

登记国： 中国 

发射日期和发射地域或地点 

发射日期： 2013 年 10 月 29 日 

发射地域或地点： 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基本轨道参数 

交点周期： 95 分  

倾角： 97.5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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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地点： 6,887 公里 

近地点： 6,879 公里 

空间物体的一般功用： 遥感 

 
自愿提供的用于《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登记册》的补充资料 

运载火箭： 长征二号丙 

 
遥感十九号 

 
依照《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提供的资料 

空间物体名称： 遥感十九号 

登记国使用的国内代号/登记号： YG-19 

登记国： 中国 

发射日期和发射地域或地点 

发射日期： 2013 年 11 月 20 日 

发射地域或地点： 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基本轨道参数 

交点周期： 109.6 分  

倾角： 100.5 度 

远地点： 1,220 公里 

近地点： 1,220 公里 

空间物体的一般功用： 遥感 

 
自愿提供的用于《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登记册》的补充资料 

运载火箭： 长征四号丙 

 
试验五号 

 
依照《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提供的资料 

空间物体名称： 试验五号 

登记国使用的国内代号/登记号： SY-5 

登记国：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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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日期和发射地域或地点 

发射日期： 2013 年 11 月 25 日 

发射地域或地点：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基本轨道参数 

交点周期： 99.6 分 

倾角： 98.3 度 

远地点： 750 公里 

近地点： 750 公里 

空间物体的一般功用： 科学实验 

 
自愿提供的用于《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登记册》的补充资料 

运载火箭： 长征二号丁 

  
嫦娥三号 

 
依照《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提供的资料 

空间物体名称： 嫦娥三号 

登记国使用的国内代号/登记号： Chang’e 3  

登记国： 中国 

发射日期和发射地域或地点 

发射日期： 2013 年 12 月 2 日 

发射地域或地点： 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基本轨道参数 

交点周期： - 

倾角： - 

远地点： 380,000 公里  

近地点： 200 公里  

空间物体的一般功用： 月球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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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提供的用于《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登记册》的补充资料 

其他信息： 在月球表面 

运载火箭： 长征三号乙 

  
实践十一号 06 星 

 
依照《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提供的资料 

空间物体名称： 实践十一号 06 星  

登记国使用的国内代号/登记号： SJ-11F 

登记国： 中国 

发射日期和发射地域或地点 

发射日期： 2014 年 3 月 31 日 

发射地域或地点：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基本轨道参数 

交点周期： 90 分 

倾角： 98 度 

远地点： 700 公里 

近地点： 700 公里 

空间物体的一般功用： 遥感 

 
自愿提供的用于《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登记册》的补充资料 

运载火箭： 长征二号丙 

 
亚太七号 

 
依照《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提供的资料 

空间物体名称： 亚太七号 

登记国使用的国内代号/登记号： - 

登记国： 中国 

发射日期和发射地域或地点 

发射日期： 2012 年 3 月 31 日 

发射地域或地点： 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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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轨道参数 

交点周期： 1,440 分 

倾角： 0.0±0.05 度 

远地点： 42,164 公里  

近地点： 42,164 公里 

空间物体的一般功用： 对地静止通信卫星 

 
自愿提供的用于《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登记册》的补充资料 

运载火箭： 长征三号乙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fals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OK
  /CompatibilityLevel 1.5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false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tru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EPSInfo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Preserve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6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12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None)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http://www.color.org)
  /PDFXTrapped /Unknown

  /Description <<
    /JPN <FEFF3053306e8a2d5b9a306f30019ad889e350cf5ea6753b50cf3092542b308030d730ea30d730ec30b9537052377528306e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924f5c62103059308b3068304d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7305f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8868793a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FRA <FEFF004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7400e900730020006400270075006e00650020007200e90073006f006c007500740069006f006e002000e9006c0065007600e90065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75006e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9002000640027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200070007200e9007000720065007300730065002e0020005500740069006c006900730065007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7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c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75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2c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6c006500730020006f00750076007200690072002e0020004c00270069006e0063006f00720070006f0072006100740069006f006e002000640065007300200070006f006c0069006300650073002000650073007400200072006500710075006900730065002e>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650069006e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65006e002000420069006c0064006100750066006c00f600730075006e0067002c00200075006d002000650069006e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6100740069007600200068006f006300680077006500720074006900670065002000410075007300670061006200650020006600fc0072002000640069006500200044007200750063006b0076006f0072007300740075006600650020007a0075002000650072007a00690065006c0065006e002e002000440069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d00690074002000640065006d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5006e0064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0020004200650069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72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20006900730074002000650069006e00650020005300630068007200690066007400650069006e00620065007400740075006e00670020006500720066006f0072006400650072006c006900630068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6f006d00200075006d00610020007200650073006f006c007500e700e3006f00200064006500200069006d006100670065006d0020007300750070006500720069006f0072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f006200740065007200200075006d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65002000640065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e3006f0020006d0065006c0068006f0072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2e0020004500730074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72006500710075006500720065006d00200069006e0063006f00720070006f0072006100e700e3006f00200064006500200066006f006e00740065002e>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8006a006500720065002000620069006c006c00650064006f0070006c00f80073006e0069006e0067002000740069006c0020007000720065002d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e0069006e0067002000690020006800f8006a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d0065006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7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0020004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20006b007200e600760065007200200069006e0074006500670072006500720069006e00670020006100660020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740079007000650072002e>
    /NLD <FEFF004700650062007200750069006b002000640065007a00650020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20006f006d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0007400650020006d0061006b0065006e0020006d00650074002000650065006e00200068006f00670065002000610066006200650065006c00640069006e00670073007200650073006f006c007500740069006500200076006f006f0072002000610066006400720075006b006b0065006e0020006d0065007400200068006f006700650020006b00770061006c0069007400650069007400200069006e002000650065006e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6f006d0067006500760069006e0067002e0020004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0006b0075006e006e0065006e00200077006f007200640065006e002000670065006f00700065006e00640020006d0065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e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e00200068006f006700650072002e002000420069006a002000640065007a00650020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69006e00670020006d006f006500740065006e00200066006f006e007400730020007a0069006a006e00200069006e006700650073006c006f00740065006e002e>
    /ESP <FEFF0055007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730020006f0070006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6f006e0020006d00610079006f00720020007200650073006f006c00750063006900f3006e00200064006500200069006d006100670065006e00200071007500650020007000650072006d006900740061006e0020006f006200740065006e0065007200200063006f00700069006100730020006400650020007000720065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900f3006e0020006400650020006d00610079006f007200200063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2e0020004c006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7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9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00200045007300740061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7200650071007500690065007200650020006c006100200069006e00630072007500730074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6400650020006600750065006e007400650073002e>
    /SUO <FEFF004e00e4006900640065006e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7300740065006e0020006100760075006c006c0061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c0075006f006400610020005000440046002d0061007300690061006b00690072006a006f006a0061002c0020006a006f006900640065006e002000740075006c006f0073007400750073006c00610061007400750020006f006e0020006b006f0072006b006500610020006a00610020006b007500760061006e0020007400610072006b006b007500750073002000730075007500720069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1007300690061006b00690072006a0061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d0020006a0061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2d006f0068006a0065006c006d0061006c006c00610020007400610069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1006c006c0061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c006c0061002e0020004e00e4006d00e4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6b0073006500740020006500640065006c006c00790074007400e4007600e4007400200066006f006e0074007400690065006e002000750070006f00740075007300740061002e>
    /ITA <FEFF00550073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6f006e00200075006e00610020007200690073006f006c0075007a0069006f006e00650020006d0061006700670069006f00720065002000700065007200200075006e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00020006400690020007000720065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20006d00690067006c0069006f00720065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0020005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2006900630068006900650064006f006e006f0020006c002700750073006f00200064006900200066006f006e007400200069006e0063006f00720070006f0072006100740069002e>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80079006500720065002000620069006c00640065006f00700070006c00f80073006e0069006e006700200066006f00720020006800f800790020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73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0006600f800720020007400720079006b006b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d0065006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7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0020004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6b007200650076006500720020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69006e006e00620079006700670069006e0067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e00e40072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6006700720065002000620069006c0064007500700070006c00f60073006e0069006e00670020006600f60072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6500720020006100760020006800f60067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d0065006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002000440065007300730061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20006b007200e400760065007200200069006e006b006c00750064006500720069006e00670020006100760020007400650063006b0065006e0073006e006900740074002e>
    /ENU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595.276 841.89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