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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公益信托：宗教组织进入社会服务领域的新模式①

秦倩

内容提要：宗教组织与信徒介入和举办各种类型的社会公益事业，被认为是当代中国

宗教达致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目标之基本途径。但在现有政策框架下，宗教组织缺乏进

入社会服务领域的渠道和途径。本文借鉴海外宗教公益信托的经验，拟对以公益信托方式

支援我国宗教界进入社会服务领域的可行性与优势进行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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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在宗教自由政策的保障下，我国宗教发展快速，宗教信徒和宗教组织的数量都

有显著的增长。Ⅲ目前，无论是政府管理部门还是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一庞大的宗教组织及由之联系

着的信徒是一笔不可忽视的社会资源，并应该广泛介入和举办各种类型的社会公益事业。但到目前为

止，我国宗教组织并没能有效的进入社会服务领域，宗教界的社会公益事业水平仍然较低。

而滥觞于英国的公益信托制度，其产生与发展不但有着深刻的宗教烙印，而且观诸21世纪建立

信托制度的当今各国，倡导宗教和慈善事业始终是公益信托的主要目的之一。因此，本文之动机即尝

试探讨以公益信托方式支援我国宗教界进入社会服务领域的可行性。

一、海外宗教公益信托的发展现状

所谓“公益信托”，是以慈善、文化、学术、技艺、宗教、祭祀或其他公共利益目的，为将来的

不特定多数的受益者设立的信托。L0rd Macnaghten在Commissioners for Special Purposes of Income Tax v．

Pemsel中，将公益信托分为救济贫困、促进教育、促进宗教和其他目的的公益信托。可见，宗教事业

是公益信托的主要目的之一。

实际上，公益信托在英国产生的源头就是对教会的捐赠。在十三世纪英国封建制度下，君主可

因臣民的去世得到包括土地在内的贡献物。但当时英国天主教徒死后，往往留下遗嘱，把自己生前的

私有土地在死后赠与教会。因此教堂的土地不断增多，且教会没有所谓“死亡期”，它们的土地也只

会越聚越多。同时教会拥有的土地是免征役税的，所以随着教会土地的不断增加，君主的役税收入

逐渐减少。13世纪初，英国封建君主亨利三世颁布了《不动产永续法》(Mortmain Act)，禁止土地的

出让或赠与，无论是基于私人目的或宗教考虑。身为教徒的地主为了履行把遗产留给教会的宗教义

务，在教会的帮助下找到了种种规避禁令的方式，其中最为流行的就是采用Use制度幽。其做法是：

教徒在生前立下遗嘱，先把土地赠与第三者所有，不直接赠与教会，名义上教会没有土地所有权，但

①本文为2008年度上海市社科规划青年课题“宗教非政府组织法律制度研究”的阶段成果。

②何谓Use制度?汉语法学著作中大多将其译为用益权或用益制度。但从Use在英国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来看，其价值

在于使他人受益而并非在于委托人的使用和收益，与民法上的用益物权制度相去甚远。参阅赵磊：《公益信托法律

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因此，本文暂以英语原文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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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遗嘱中明确指出：土地在赠与第三者时，表示了土地赠与的目的是要保障教会对土地有“用

益权”。即第三者有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教会有土地的实际使用权和收益权。在这种土地间接遗赠

中，赠与的一方被称为Feoffor to uses，相当于现代信托中的委托人；名义上掌握土地所有权的第三者

一方被称为Feoffee to uses，相当于受托人；实际享受收益的教堂一方被称为Cestui Que Use，相当于受

益人。这就是公益信托最早的雏形。因此，有人认为“信托制度之利用目的始自宗教性之目的，亦即

公益信托先于私益信托而存在”。w

因此可知公益信托的萌芽阶段就是通过迂回的手段回避封建法律禁令而实现向教会捐助财产的

目的。当时这种捐赠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捐赠人委托教会从事公益事业，包括贫苦救助(relieved

poverty)、疾病治疗(cured the sick)、老人看护及贫困儿童教育(maintained the aged and educated the

children of the poor)；另一种则是用于诸如修建教堂、日常开支等教会自身的事业。㈤

在整个中世纪，大多数公益信托都是以倡导宗教为目的设立的，私人的慈善捐赠也主要是通过

宗教机构实施，由此影响到后世各国法律关于公益信托的描述和界定，均将促进宗教之目的作为公益

信托“有名”类型之一，足见宗教目的在公益信托中的重要地位。

在英国，目前法律意义上的公益目的主要包括以下四部分：～是救济贫困的信托；二是促进教

育的信托；三是倡导宗教的信托；四是其他有益于社会，但又未列入前三类的信托。根据不同信托目

的，涉及到宗教事业的公益信托存在两种情况：一、以倡导宗教事业为目的的公益信托。据英国慈善

委员会统计，截至2008年12月，在英格兰与威尔士，这种以资助宗教事业为目的的信托超过了29，000

个，占全部公益信托的17％强。④二、宗教组织将其所属的宗教财产设立以倡导宗教事业以外的慈善

事业为目的的信托。对此，尚无完善的统计资料可资凭借，但鉴于英国宗教长久以来开展社会福利的

历史传统，且英国大多数涉宗教的公益信托常常含有多重信托目的，这一数目当不在少数。

与其他法律制度一样，美国继承了英国的信托制度，包括为宗教目的的公益信托。但由于政治

体制、历史背景及民族个性之差异，美国早期只允许宗教组织基于教堂修缮之目的设立公益信托。各

州许多判例甚至立法否认公益信托的合法地位。Ⅷ

直到1844年，最高法院关于Vidal v．Girard’s Executors一案的判决才改变了公益信托在美国的法律

地位，各州逐渐允许为更广泛的宗教目的设立公益信托。

现在美国宗教组织的公益事业主要以基金会的形式存在，组织形式既可以采用单纯公益信托的

方式，也可以采取基金会法人的形式。但在具体实践中，美国宗教组织在成立时很少采用单纯公益或

宗教信托方式。圣保罗大学政教研究中心开展的全国宗教组织的调查结果显示：截至1994年4月只有

1％的宗教组织选择公益或宗教信托作为其基本组织形式。不过宗教组织于日常运作中基于不同的信

托目的，会以各种方式灵活运用公益信托制度。比如，美国天主教神职人员退休基金，就是利用公益

①方国辉：《公益信托与现代福利社会之发展》，台湾地区私立中国文化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博士论文，第184页。

②L A．Sheridan。George Keeton，The Modern Law ofCharities，University CoHege CardiffPress，1983，p．1．转引自赵磊：《公

益信托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65页。

③See‘The Advancement ofReligion fo，．the Public Bene剪t’of the Charity Commissioners for England and Wales for the year

ending 31 Deeember2008．http：／／www．charitycommission．gov．uk／publicbenefit／pbreligion．asp。2009年12月2日浏览。

④美国没有通行全境的立法，而是委由各州立法来定。目前大部分州都允许为促进宗教设立公益信托。但各州宗教公

益信托的立法比较混乱，在大多数州，宗教目的信托的条款属于更大的公益或慈善信托法规的一部分，仅有少部分

州有单独的宗教信托法规(Religious Trust Act)，如弗吉尼亚州(Vi晒nja)。See T．L．P．，Trustsfor Religious Purposes

in l,々rginia,／n Virginia Law Review，V01．39，No．1(J锄．，1953)，P．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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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提供神父、修士及修女退休生活基金。美国有一百多个宗教团体，收入未达到神职人员退休需求

的20％。为规划神职人员的老年生活、学习处理财产以及建立节约支出与成本的理念，美国宗教团体

开始运用公益信托制度成立宗教团体退休基金。如今，此项基金所涉及的神职人员生活项目繁多，诸

如教育、护理、神父照料外，也延伸至贫穷民众、罪犯、移民等照顾，甚至参与老人痴呆症的研究

等。①

公益信托作为英国法“最伟大、最杰出的成就”，因其独特的制度优势而在英、美等普通法系国

家被广泛运用。19世纪以后，一些民法法系国家也开始陆续引人信托制度，包括亚洲的Et本、我国

台湾地区以及大陆。但是，由于英美信托制度与民法法系的基本理论与法律传统存在着一定程度上

的冲突，加之宗教与国情的差异，目前以促进宗教目的或者利用宗教财产设立的公益信托几乎很少

受到青睐。

二、我国发展宗教公益信托的优势分析

在我国现行政策法律框架下，宗教团体难以在宗教场所之外从事非宗教性的活动、在社会上以

宗教组织的名义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服务活动，而且由于“双重批准登记体制”的限制，宗教组织要

建立能够承载其慈善事业的独立慈善法人机构，实在是困难重重，这也成为阻碍我国宗教组织进入社

会服务领域的主要政策因素。如果采用公益信托方式，这些问题会得到很好的解决。简而言之，宗教

组织以公益信托方式开办社会服务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优势：

(一)设立简便，灵活性强

在我国，宗教组织从事公益事业，有以下几种组织形式可供选择：一，社会团体法人；二，基

金会；三，民办非企业单位。这三种民间组织形式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实质要件，包括最低财产金

额、章程、组织机构、固定住所等，方可成立。基金会设立的条件特别严苛。不但要求相当大数额的

原始基金，而且其成立要经过业务主管机关和登记主管机关的双重批准和登记。因此，截至2008年12

月，在总计1587家取得法人资格的基金会中，宗教性基金会仅10家，占总数的0．6％。幽

相比之下，公益信托更具有弹性，更为灵活简便：(1)成立方式简便，仅需主管机关批准即

可，@无需受法人资格的限制；(2)就设立程序与费用而言，设立公益信托无需设立专职人员以及固

定场所。可以节省营运费用。Ⅷ(3)不受捐赠规模与存续期间的限制，无最低信托财产数额要求，规

模可大可小，由捐赠人自主掌握，使信托财产尽用于公益目的。另外，以上三种组织形式作为一种独

立的法律主体，只适用于从事长期或永久性的公益活动，而公益信托的运作期限可长可短，特别适合

从事短期事业、执行单纯的任务或者提供财务辅助，可以说为公益事业的广泛参与提供了可能。

(二)有利于目的财产保值、增值，解决或缩小宗教开办慈善事业的资金缺口

宗教开展慈善事业、提供社会服务，需要源源不断地输送大量资金。以基督教会慈善机构为

①吴惠巧：《台湾寺庙财产管理问题与对策》，载《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12页。

②截至2008年12Pt，在民政部登记的社会团体计229，681家，宗教性社团为3979家，占总数的1．7％；民办非企业单位

计182，382家，宗教性民办非企业单位为281家，仅占总数的0．15％。

③我国《信托法》第62条第1款，“公益信托的设立和确定其受托人，应当经有关公益事业的管理机构(以下简称公益

事业管理机构)批准。”；第3款，“公益事业管理机构对于公益信托活动应当给予支持。”

④在我国基金会常常成为安置机关闲散人员的去处，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远超出法定标准，甚至高于福利事业的

支出。比如2007年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案所呈现的问题。详情参阅赵磊：《公益信托法律制度研究》，第

210-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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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我国宗教组织资金来源渠道主要有四：一是国内捐款；二是境外捐款；三是基督教会资金周转利

息或基金会运作的增值；四是教会工作人员无私奉献和志愿服务。w

但就以上资金来源渠道而言，均存在政策约束。对宗教组织国内筹款来说，筹款的对象可分为

两种：一是在宗教团体内部面向信徒募集捐款，二是在社会上向大众募款。由于民政部规定，只有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具有救灾宗旨的公募基金会”才有资格进行募款。∞而按照国家

宗教事务局关于《宗教事务条例》的释义，宗教组织性质上属于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不属于公益性

组织，宗教组织如果不另行注册独立的救灾基金会，就不具备募捐资格，因此其善款来源也只能在宗

教信徒内部募集。

境外捐赠历来是宗教团体重要的资金来源，虽然《宗教事务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宗教团

体、宗教活动场所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接受境内外组织和个人的捐赠”，但执行中，宗教团体、宗

教活动场所接受境外捐款须经省级人民政府和国家宗教事务局审批，而且在审批境外宗教组织和个

人给我国宗教团体、寺观教堂的捐赠时，不附带政治条件，不干涉我国宗教事务者，原则上可以接

受。㈣由此政府管理部门对境外捐赠更多地是从政治上进行考虑，使国内宗教组织接受境外捐赠成为

一个非常复杂敏感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境外普通教徒对国内宗教组织捐赠的积极性。

另外，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宗教组织或其设立的独立的慈善机构在实现资产保值、增值方

面存在诸多限制。不但其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有强制性的比例要求，并且严格限制

其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宗教组织或宗教慈善机构投资行为受到极大

限制，不利于其财产的保值与增值。

如果将宗教财产设立公益信托，特别是通过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设立公益信托，这些问题都会

有相应的解决通道。根据2008年6月2日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鼓励信托公司开展公益信托业务支持

灾后重建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信托公司设立公益信托，可以通过媒体等方式公

开进行推介宣传。公益信托的委托人可以是自然人、机构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其数量及交付信

托的金额不受限制。”这一规定使信托公司设计宗教性公益信托产品时，完全可以采用公募基金的形

式。首先由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宗教组织作为委托人将捐助的宗教财产交予信托公司设立信托，信托公

司按照委托人指定的公益目的以及受益人范围，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财产，并向受益人分配信托利

益。在信托期限内该公益信托可以开放捐赠，开放捐赠的对象可以是原委托人宗教组织本身，在原委

托人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以向其他社会公众开放捐赠。这样就解决了因宗教组织不能利用网络、报纸、

电视等形式对社会公众进行宣传，以及宗教组织缺乏募款资格而带来的开展慈善事业的资金筹集渠道

狭窄问题。

至于信托的宗教财产的管理和投资，《通知》规定：“信托公司管理的公益信托财产及其收益，

只能投资于流动性好、变现能力强的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及中国银监会允许投资的其他低风险金融产

品。”可见信托公司运用公益信托资金进行投资可以自主投资也应该被允许委托投资。而信托公司利用

其专业的财产管理能力，以组合化的投资方式可以最大限度的实现信托的宗教财产保值、增值的目的。

(三)监督体系严谨、合理，有效防止宗教性慈善机构内部监管方面的弊端

虽然我国对宗教组织开展慈善事业可能备选的三种组织形式采取的都是双重管理体制，实施登

①刘继同：《积极适应与服务社会：中国基督教会慈善服务现状与政策框架研究》，http：／／www．ehinazocialpolicy．ors／

PAPERS／％788E523E31一D888--4458一BF4C—D6D8713EFB06％7D_2025．doc。2009年12fJ lO日浏览。

②2008年-4月28日民政部《救灾捐赠管理办法》第2条第2款。

③国家宗教事务局1993年7Yt 31 13《关于接受境外宗教组织和个人捐赠批准权限问题的通知》第1条。

·61·

万方数据



世界宗教文化，。二i面至ji；葛习

记管理机关与业务主管机关双重监管的行政管理制度，但这种双重管理体制在实际运行中，不但不能

起到良好的作用，反而造成对这三种民间组织监督管理上的乏力与“缺位”，以致民间组织内部出现

捐赠财产属性模糊、使用混乱，工作人员营私舞弊、玩忽职守行为时常发生的弊端。W因此，在这种

管理体制下宗教慈善机构或有沦为宗教团体内个别人或某些政府部门和官员谋取私利的工具之虞。

而公益信托因其精巧的制度设计可以避免上述弊端的出现。在我国现行信托法律体制下，公益

信托运行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不仅有委托人、信托监察人等公益信托内部监督，公益事业管理

机构也对公益信托在登记、运行以及终止进行全程外部监督。特别是我国《信托法》规定的信托监察

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为维护受益人的利益，提起诉讼或者实施其他法律行为”。实践中我们可

以选择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公证处、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会等具有社会公信力且不易与受托

人产生关联关系的机构担任信托监察人，以切实的发挥其监督效能。

另外，正如国家宗教事务局在《关于<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指出

的，目前我国的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较为突出，比如财务制度不健全，

财务管理混乱；有些单位、个人侵占宗教团体或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财产；还有些宗教团体或宗教活

动场所资金流向混乱。而对此，在公益信托项下，由于我国《信托法》第67条规定“(公益信托)受

托人应当至少每年一次作出信托事务处理情况及财产状况报告，经信托监察人认可后，报公益事业管

理机构核准，并由受托人予以公告”。这一受托人负有的信息披露义务，使得信托的宗教财产能够做

到对社会公开、透明，接受包括政府管理部门在内的社会各界的监督。

三、结 语

目前，无论是政府管理部门还是学术界，均强调宗教应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宗教组织与

其信徒兴办慈善服务，举办各种类型的社会公益事业，被认为是宗教主动适应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积

极融人世俗社会生活的最佳途径，也是解决宗教与社会关系，实现双方共赢的最好途径。但宗教界的

社会公益事业仍然处于比较边缘的状态，这与目前我国严重缺乏宗教公益慈善事业的制度性安排与政

策体系框架有很大的因果关系，尤其是关于宗教组织进入社会服务的渠道或途径，存在若干需要解决

的问题。而公益信托是一种结合民间资源、信托功能参与公益之法律制度。此种制度在英、美、日等

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已被民间，包括宗教界广泛使用。从公益信托的发展来看，宗教的影响不仅是公

益信托产生的主要原因，公益信托的价值追求与宗教的社会目标也有着相当的共同性。时至今日，海

外越来越多的宗教组织或信徒在借由公益信托制度管理宗教财产、资助宗教事业以及赞助社会公益。

我国在2001年颁布《信托法》引进了公益信托制度，但一般人对公益信托制度不仅感到陌生，

对于公益信托实务运作的优点也缺乏认识，以致截至2008年5月我国并无公益信托的成功尝试。2008

年“5·12”汶川地震之后，银监会就通过信托支持灾区重建发出通知，意在推动公益信托制度，充

分发挥信托在公益事业中特有的制度优势。

在此背景下，针对我国宗教组织进入社会服务领域缺乏途径之困境，若能将公益信托观念及制

度导人宗教慈善活动，相信对活络我国宗教社会公益事业的成效，真正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当有非常高的助益。

(责任编辑郑筱筠)

①赵磊：《公益信托法律制度研究》，第211-215页。

·62·

万方数据



免费论文查重：http://free.paperyy.com

3亿免费文献下载：http://www.ixueshu.com

超值论文自动降重：http://www.paperyy.com/reduce_repetition

PPT免费模版下载：http://ppt.ixueshu.com

-------------------------------------------------------------------------------

阅读此文的还阅读了：

1. 宗教与中国村落文化

2. 纳西族殉情现象及其社会心理原因分析

3. 中法文化差异与翻译

4. 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与宗教研究

5. 献祭的意识形态与印欧社会

6. 清代镇西"庙宇冠全疆"的社会史考察

7. 塑料在汽车领域的应用及趋势

8. 诺伯特·埃利亚斯：《符号理论》

9. 宗教公益信托:宗教组织进入社会服务领域的新模式

10. 艾米莉·狄金森自然诗中蕴含的矛盾及成因

11. 丁真俄色活佛—宗教使命不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

12. 完善我国公益信托制度

13. 图腾信仰：个体与社会连接的方式——读《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14. 浅析网络游戏中的文化性差异

15. 《无名的裘德》中淑的婚姻悲剧

16. 宗教的功能性本质及其场域表现——以社会学功能论视角所进行的分析

http://free.paperyy.com/?v=pdf
http://www.ixueshu.com/?v=pdf
http://www.paperyy.com/reduce_repetition
http://ppt.ixueshu.com?v=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f6457505875e62bb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cecb03932c87db2f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f0ed3174482bd4f3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46effc4980d9f58a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b85ae64011f147ec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c636a632a6081d7c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d429ba8f199146e4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a34d34a6f1cba98a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d51def43d0a92f92.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9e58a690cc0e0143.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d9abe47c50ed8388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8f631e999736bc0f.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25e5e4a95de5de88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2f81c9288b662ee1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dce3b77421928c29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83a24d1cd939667e.html?from=pdf


17. 营造发挥宗教组织社会公益积极作用的法制环境——以广州的宗教团体为例

18. 远程教育社会学:从分支研究领域到分支学科

19. SPECIAL ISSUE: RELIGION AND SOCIETY: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20. 宗教对社会的行为规范功能——兼谈佛教的道德实践

21. 古希腊宗教与经济思想

22. 《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的悲剧色彩

23. 宗教与古希腊社会

24. 当前收入分配领域突出的问题

25. 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的几点体会

26. 浅谈虚拟技市中的三维技术

27. 宗教与社会和谐

28. 宗教界参与社会服务和公益事业的方法途径研究

29. 努力实现宗教与社会和谐相处

3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龟兹文化与唐五代文学研究》

31. 走向“集体欢腾”:涂尔干社会理论的危险

32. 宗教与社会的互动调适研究

33.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宗教与世俗社会:问题与机会

34. 浅析北爱尔兰冲突的根源(英文)

35. 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

36. 从“世俗化”看宗教与社会的二律背反

37. 论宗教与社会稳定

38. SPECIAL ISSUE: RELIGION AND SOCIETY: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The idea of humanity in Jewish tradition: from "the image of God" to the Jews of China

39. 创新过程的系统模型与创新机制的创新

40. 宗教、世俗与法律

41. “三位一体”教学模式在应用写作教学改革中的作用

42. 浅析北爱尔兰冲突的根源

43. 浅谈宗教与邪教的区别

44. 人性的自审意识与自我救赎欲－－评铁凝的新作《大浴女》

45. 论公益信托与我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之完善

46. 世界夜景揽胜与思考

47. 我们是齐鲁先锋——齐鲁先锋之歌

48. 17世纪前后中国北方宗教多元现象初论

49. 英大信托公司组织召开信息化领导小组会议

50. 《神经濒临崩溃的女人》中的西班牙社会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56e591f957441a70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cdbb410f1e61896d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956825ce34305f25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4dfe30f525a5a86f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4a019eadd0639377.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f0d0e46fed2c7ae7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c84981fd7e421d96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50fb4ed5252ce524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e91654a359c032f3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b7b6f543ebcf162f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7a38c4f5cda89afb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7abcf7e64ff19661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363eefa086b35d34.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455be66d56e18431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ec9485cff42fdb79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7f4a23eed63887e2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3d07ed698e6298f6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e1fb4ac9df84f578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e574f6a66e79f7bd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bfe56417bc1ea8df.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5a2eace3f0e04486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42bbd62ba2959adf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17e3b633bc95d9e0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9ee427d730fcb9e0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cff1d8fabdb538db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0d9c6880a6f931c5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befa09ac36341b51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9b8165693cba78d5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4dd96abfe6170b3c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d26e57052d87f04c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5affde76f1465e33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79bf056d028c6e11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714e2a6339e8d04e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48c3ca56e9d0e22d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