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打造区域性股权市场创新样板

三级培育体系助力万家中小微企业成长

本报记者 吴科任

“作为浙江省股权交易中心最早的‘试验田’ ，我们希望争取更多的试点落地长兴，今年重点争取‘资本市场普惠服务试点县（市、区）’这一试点。 ”湖州市长兴县金融办相关负责人近日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2021年开局的区域性股权市场浙江创新试点（简称“创新试点”），目前正在浙江全省范围逐步推开。 浙江省股权交易中心（简称“浙股交”）董事长蒋潇华表示，创新试点重点工作清单（2022年-2025年）第一项是建立系统集成的省市县三级企业规范培育体系，分层分类服务万家中小微企业。 截至目前，浙股交已遴选超过1200家具有成长性的科创企业进行重点培育，累计推动120家企业转板上市。

推动资本市场服务下沉

浙江证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区域性股权市场是服务企业规范治理、股权融资和股权转让的场外市场，是畅通直接融资向中小微企业精准滴灌，培育企业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平台。

近年来，不少地方大力推动区域性股权市场服务进一步下沉。 浙江走在了前列。

2021年年初，证监会正式批复同意在浙江开展区域性股权市场创新试点。 证监会表示，要通过创新试点工作，积累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经验，助力区域性股权市场改革发展。

2021年年底，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区域性股权市场浙江创新试点实施方案》，到2025年培育１万家创新型小微企业，助力1000家专精特新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规上企业高质量发展，服务3000家上市后备企业，新增股份制挂牌公司1500家，浙江上市公司达到1000家；试点路径特色鲜明。 建立系统集成的省市县三级企业规范培育体系等。

蒋潇华表示，股权市场创新试点意义重大。 “创新试点是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延伸对接底层的重要载体，是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创新试点，将充分发挥区域性股权市场对拟上市企业“早规范、预披露、预估价”的服务功能，夯实注册制改革的信息披露基础，推动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体系。

近年来，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包括分步推进注册制改革，设立科创板、改革创业板、设立北交所等，进一步增强企业发行上市、再融资、并购重组等基础制度对科技创新的适配性。

浙江以区域性股权市场为关键枢纽，与上交所合作共建科创助力板，探索建立新三板绿色通道，抢抓北交所成立机遇，部署全面合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探索有效路径。

在此背景下，专家认为，开展创新试点，是推动资本市场服务延伸下沉至地方的重要举措。 同时，也是引导资本市场向中小微企业渗透，提升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质效的有力举措。 对于浙江而言，有利于其进一步发挥区域性股权市场的培育引导作用，引领“凤凰行动”计划迭代升级，实现上市后备企业的新拓展、上市公司质量的新提升。

创新试点工作进展顺利

“去年两家浙股交挂牌企业通过‘绿色通道’成功挂牌新三板，从挂牌申报材料到取得《同意挂牌函》仅用时一个月，比正常审核时间缩短了一半。 ”蒋潇华表示，一年多来，创新试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2021年，在全国股转公司的支持下，新三板挂牌“绿色通道”政策在浙股交落地。 目前，已有20多家拟挂牌新三板企业向浙股交提交了“绿色通道”服务申请，预计今年将有60家企业从“绿色通道”转板至新三板。

日前，浙江省人民政府与北京证券交易所、全国股转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浙江证监局、北交所、全国股转公司、浙股交签订了合作备忘录。 北交所浙江服务基地已揭牌成立。

浙股交进一步加强与沪深市场的联系。 与上交所合作共建浙江科创助力板，提升上市培育服务实效；与深交所旗下的“燧石星火”平台全面合作，持续举办投融资路演。

浙股交深入实施“一县一平台”战略，探索建立了一批县域中小微企业资本市场普惠服务基地，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功能，下沉县域服务中小微企业。 通过与当地政府开展合作，先后在长兴、嘉善、龙游等多个地区建立资本市场普惠服务基地，形成了以“特色板+资本市场服务+专项培育基金”为核心的“一县一平台”服务体系，重点培育科创型企业，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创新试点工作得以快速推进，与浙股交前期积累的经验密切相关。 上述长兴县金融办相关负责人介绍：“2016年10月，长兴县在全国范围内成立首个区域性股权市场县域特色板块———浙江股权交易中心‘太湖科技板’ ，率先探索‘区域股交+县域经济’的新路子。 2019年开始，浙股交进一步将资源下沉至县域，并在当年成立太湖运营中心，全面负责‘太湖科技板’的整体运作。 ”

在创新试点配套技术支持方面，浙股交开展区块链试点建设，搭建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权益登记与交易系统。 浙股交作为首批5家开展区块链建设试点工作的区域性股权市场之一，已与证监会中央数据库跨链接通，并完成210多万条业务数据上链。 在此基础上，浙股交正在积极参与“区块链+股权市场”国家试点建设，建设股权和私募基金的区块链存证系统，提升平台服务的公信力。

合力推动试点落实落细

为了更好聚焦各方资源，确保创新试点落地落实落细，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管局近日印发《区域性股权市场浙江创新试点重点工作清单（2022-2025年）》，共计35个重点事项，均指定了牵头单位及配合单位。

蒋潇华表示，浙股交今年将从三个方面积极落地创新试点相关工作。

落实10个县试点开展资本市场普惠服务工作，协助县域政府做好试点方案，建立专班。 深化台州、衢州两地的中小企业上市规范培育基地建设。 在杭州、嘉兴探索开展中小企业上市规范培育工作。 协助北交所建设好浙江基地和华东基地。

建设“专精特新专板” 。 围绕专精特新企业培育上市，打造省级拟上市企业综合培育平台。 落地科创企业上市培育系统，争取获批“专板对多层”机制，实现浙江区域性股权市场与新三板（北交所）以“信披通、监管通、账户通、技术通”为保障的连接，进一步便捷中小微企业上市培育、辅导和审核。 落地“可转债+担保”融资产品，使政府性担保政策惠及挂牌中小微企业，促进资本市场直接融资。 吸引资本市场各类中介机构和市场参与者参与到专精特新专板建设，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服务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与山南基金小镇、南湖基金小镇等合作建设创投股权与基金份额报价转让服务平台和资本市场工作服务站，争取获批基金份额转让试点，建立S基金，探索试点契约型基金登记与转让，推动照前会商机制在基金注册登记中的应用。 通过产品赋能、技术赋能支持私募投资基金发展壮大，实现行业规范运营。

除了进一步争取更多试点落地，长兴县将进一步完善上市培育体系，深化上市培育数字化支撑。 “年初，我们完成了县域数字化资本市场平台的设计、搭建工作。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数字化改革赋能，逐步完善企业入库、数据导入、模型搭建等工作，对入库企业进行‘精准画像’ ，发现、培育长兴好企业。 ”上述长兴县金融办相关负责人说，“也会争取设立北交所（新三板）长兴工作站” 。

值得一提的是，为进一步推动创新试点各项工作有序开展，浙江方面成立了创新试点工作专班，由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和浙江证监局主要负责人任联合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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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资本市场服务下沉

浙江证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区域性股

权市场是服务企业规范治理、 股权融资和股

权转让的场外市场， 是畅通直接融资向中小

微企业精准滴灌， 培育企业对接多层次资本

市场的重要平台。

近年来， 不少地方大力推动区域性股权

市场服务进一步下沉。 浙江走在了前列。

2021年年初， 证监会正式批复同意在浙

江开展区域性股权市场创新试点。 证监会表

示，要通过创新试点工作，积累形成一批可复

制、可推广的成熟经验，助力区域性股权市场

改革发展。

2021年年底， 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区域性股权市场浙江创新试点实施方案》，

到2025年培育１万家创新型小微企业， 助力

1000家专精特新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和规上

企业高质量发展，服务3000家上市后备企业，

新增股份制挂牌公司1500家， 浙江上市公司

达到1000家；试点路径特色鲜明。建立系统集

成的省市县三级企业规范培育体系等。

蒋潇华表示， 股权市场创新试点意义重

大。“创新试点是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延伸对

接底层的重要载体， 是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 通过创新试点，将充分

发挥区域性股权市场对拟上市企业“早规范、

预披露、预估价” 的服务功能，夯实注册制改

革的信息披露基础，推动构建更加成熟、更加

定型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体系。

近年来， 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取得

重大进展，包括分步推进注册制改革，设立科

创板、改革创业板、设立北交所等，进一步增

强企业发行上市、再融资、并购重组等基础制

度对科技创新的适配性。

浙江以区域性股权市场为关键枢纽，与上

交所合作共建科创助力板，探索建立新三板绿

色通道，抢抓北交所成立机遇，部署全面合作，

为多层次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探索有效路径。

在此背景下，专家认为，开展创新试点，

是推动资本市场服务延伸下沉至地方的重要

举措。 同时，也是引导资本市场向中小微企业

渗透， 提升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质效的有力

举措。 对于浙江而言，有利于其进一步发挥区

域性股权市场的培育引导作用，引领“凤凰行

动”计划迭代升级，实现上市后备企业的新拓

展、上市公司质量的新提升。

创新试点工作进展顺利

“去年两家浙股交挂牌企业通过 ‘绿色

通道’ 成功挂牌新三板，从挂牌申报材料到

取得《同意挂牌函》仅用时一个月，比正常审

核时间缩短了一半。 ” 蒋潇华表示，一年多

来，创新试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2021年，在全国股转公司的支持下，新三

板挂牌“绿色通道” 政策在浙股交落地。 目

前， 已有20多家拟挂牌新三板企业向浙股交

提交了“绿色通道” 服务申请，预计今年将有

60家企业从“绿色通道” 转板至新三板。

日前，浙江省人民政府与北京证券交

易所、 全国股转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

议。 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浙江证监

局、北交所 、全国股转公司 、浙股交签订

了合作备忘录。 北交所浙江服务基地已

揭牌成立。

浙股交进一步加强与沪深市场的联

系。 与上交所合作共建浙江科创助力板，提

升上市培育服务实效；与深交所旗下的“燧

石星火” 平台全面合作，持续举办投融资

路演。

浙股交深入实施“一县一平台” 战略，探

索建立了一批县域中小微企业资本市场普惠

服务基地，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功能，下沉

县域服务中小微企业。 通过与当地政府开展

合作，先后在长兴、嘉善、龙游等多个地区建

立资本市场普惠服务基地，形成了以“特色板

+资本市场服务+专项培育基金” 为核心的

“一县一平台” 服务体系，重点培育科创型企

业，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创新试点工作得以快速推进， 与浙股交

前期积累的经验密切相关。 上述长兴县金融

办相关负责人介绍：“2016年10月，长兴县在

全国范围内成立首个区域性股权市场县域特

色板块———浙江股权交易中心 ‘太湖科技

板’ ，率先探索‘区域股交+县域经济’ 的新

路子。 2019年开始，浙股交进一步将资源下沉

至县域，并在当年成立太湖运营中心，全面负

责‘太湖科技板’ 的整体运作。 ”

在创新试点配套技术支持方面， 浙股交

开展区块链试点建设， 搭建了基于区块链技

术的权益登记与交易系统。 浙股交作为首批5

家开展区块链建设试点工作的区域性股权市

场之一，已与证监会中央数据库跨链接通，并

完成210多万条业务数据上链。 在此基础上，

浙股交正在积极参与“区块链+股权市场” 国

家试点建设， 建设股权和私募基金的区块链

存证系统，提升平台服务的公信力。

合力推动试点落实落细

为了更好聚焦各方资源，确保创新试点

落地落实落细，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管局近日

印发《区域性股权市场浙江创新试点重点工

作清单（2022-2025年）》，共计35个重点事

项，均指定了牵头单位及配合单位。

蒋潇华表示， 浙股交今年将从三个方面

积极落地创新试点相关工作。

落实10个县试点开展资本市场普惠服务

工作， 协助县域政府做好试点方案， 建立专

班。 深化台州、衢州两地的中小企业上市规范

培育基地建设。 在杭州、嘉兴探索开展中小企

业上市规范培育工作。 协助北交所建设好浙

江基地和华东基地。

建设“专精特新专板” 。 围绕专精特新企

业培育上市， 打造省级拟上市企业综合培育

平台。 落地科创企业上市培育系统，争取获批

“专板对多层” 机制，实现浙江区域性股权市

场与新三板（北交所）以“信披通、监管通、账

户通、技术通” 为保障的连接，进一步便捷中

小微企业上市培育、辅导和审核。 落地“可转

债+担保” 融资产品，使政府性担保政策惠及

挂牌中小微企业，促进资本市场直接融资。 吸

引资本市场各类中介机构和市场参与者参与

到专精特新专板建设， 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

服务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与山南基金小镇、 南湖基金小镇等合作

建设创投股权与基金份额报价转让服务平

台和资本市场工作服务站，争取获批基金份

额转让试点，建立S基金，探索试点契约型基

金登记与转让，推动照前会商机制在基金注

册登记中的应用。 通过产品赋能、技术赋能

支持私募投资基金发展壮大，实现行业规范

运营。

除了进一步争取更多试点落地， 长兴县

将进一步完善上市培育体系，深化上市培育

数字化支撑。“年初，我们完成了县域数字化

资本市场平台的设计、搭建工作。 下一步，我

们将聚焦数字化改革赋能，逐步完善企业入

库、数据导入、模型搭建等工作，对入库企业

进行‘精准画像’ ，发现、培育长兴好企业。”

上述长兴县金融办相关负责人说，“也会争

取设立北交所（新三板）长兴工作站” 。

值得一提的是，为进一步推动创新试点

各项工作有序开展，浙江方面成立了创新试

点工作专班，由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和浙

江证监局主要负责人任联合组长。

浙江打造区域性股权市场创新样板

三级培育体系助力万家中小微企业成长

“作为浙江省股权交易中心

最早的‘试验田’ ，我们希望争取

更多的试点落地长兴， 今年重点

争取‘资本市场普惠服务试点县

（市、区）’这一试点。 ”湖州市长

兴县金融办相关负责人近日在接

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2021年开局的区域性股权市

场浙江创新试点（简称“创新试

点” ），目前正在浙江全省范围逐

步推开。浙江省股权交易中心（简

称“浙股交” ） 董事长蒋潇华表

示， 创新试点重点工作清单

（2022年-2025年） 第一项是建

立系统集成的省市县三级企业规

范培育体系， 分层分类服务万家

中小微企业。 截至目前，浙股交已

遴选超过1200家具有成长性的科

创企业进行重点培育， 累计推动

120家企业转板上市。

●本报记者 吴科任

润农节水董事长薛宝松：让传统农业更“智慧”

●本报记者 潘宇静

在北交所上市公司数达到100家之际，润

农节水董事长薛宝松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公司一直深耕农业节水行业。在北交

所上市只是起点，公司将努力做大做强，实现企

业价值最大化。 ”

深耕农业节水领域

“作为首批北交所上市公司之一、 节水灌

溉第一股，润农节水打通了融资渠道，有利于拓

展业务模式及整合资源，同时提升企业品牌影

响力。 ”薛宝松表示：“在北交所上市对公司治

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增强了公司社会责任感，

‘团结一心做大做强’ 成为润农人的奋斗目标。

我们将以更好的业绩回报广大投资者。 ”

润农节水专注于节水灌溉行业。 2021年5

月，公司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

2021年11月，公司成为北交所首批上市公司之

一；2021年12月，公司入选“2021年河北省工

业企业质量标杆” 。

“公司从新三板到北交所一路走来离不开

资本市场的支持，灵活的融资政策为公司持续

高速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 薛宝松称：“北交

所主要服务中小企业， 公司作为高新技术企

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在北交所

上市有利于获得资本市场的关注，获得更好的

融资渠道，助力公司快速发展。 ”

二级市场是连接投资者和上市公司的纽

带。 薛宝松表示，如何维护公司市值，正常反映

公司的经营情况，并得到投资者认可，润农节水

一直在不断学习。 “公司的内在价值在于把企

业经营做好，提升盈利能力。 同时，加强与市场

沟通，实力和价值一定会在股价上有所体现。 ”

扩展业务范围创新经营模式

2021年，润农节水实现营业收入5.89亿元，

同比增长14.6%；净利润5816.77万元，同比增

长 5.22% 。 2022年一季度 ， 公司营业收入

7573.82万元，同比增长7.66%；净利润1019.67

万元，同比下降2.02%。

对于一季度的业绩表现，润农节水表示，一季

度国内疫情多点散发， 公司重点业务区域如内蒙

古、河北及东北地区相继出台措施，公司业务和工

程技术人员无法到达现场，销售收入受到影响。

润农节水的主要客户是政府部门。 薛宝松

介绍，公司的客户基本上是各地农业农村局、水

利（务）局等政府部门，其他客户的最终用户大

部分也为政府部门， 且多为国家级财政资金项

目，款项回收有保证，但存在项目验收、审计、付

款审批等一系列流程，占时较长。公司资产负债

率低，融资渠道良好。

对于如何增厚企业利润， 薛宝松认为主要

有两个方向。一是以主营业务为中心，扩展业务

范围，创新和改进经营模式。 比如，公司目前主

要从事灌溉设备的生产销售和施工， 在灌溉行

业集约化、智能化发展的大趋势下，公司将探索

后期服务、运营管理等经营模式，努力将公司打

造成为全产业链发展的综合性企业， 努力达到

智慧农业项目占收入主导地位，提升利润空间。

二是公司以市场需求和行业发展为导向， 坚持

研发创新。润农节水将通过研发新技术、优化现

有产品、改善工艺流程等措施，进一步提升研发

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加速科研成果转化，培育

形成新的效益增长点，以产品带销售，以技术促

销售，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近年来，各地着力发展智慧农业，提高农业

现代化水平。薛宝松认为，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可

以提升农业生产水平，构建高产、优质、低耗的

农业生产体系，形成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

有较高转化效率的农业生态系统。

2020年年初，润农节水智慧农业云平台操作

系统研发成功，并于当年投入使用。 该操作系统

包括可视化农业系统、智能水肥一体机、虫情监

测系统、绿色农业溯源系统、田间墒情管理系统、

遥感灌溉决策系统、用水效率监测系统、进电双

控系统，实现农业可视化远程控制、远程诊断、灾

变预警等智能管理，使传统农业更具有“智慧” 。

“我国智慧农业工程项目建设具备国际领

先水平。 ”薛宝松表示，润农节水在国内属于第

一梯队。公司将进一步夯实主营业务，以科技求

发展，以科技创品牌，内挖潜力外聚合力，把公

司做大做强。

视觉中国图片

上市公司扎堆布局

虚拟数字人产业

●本报记者 彭思雨

2022年以来，虚拟数字人产业景气度攀

升。面对广阔的市场前景，上市公司纷纷加强

AI虚拟数字人产业布局。 业内人士表示，虚

拟数字人产业发展目前处于起步阶段。 随着

技术进步， 虚拟数字人的个性化定制及智能

化交互能力增强，应用领域将拓宽。

行业快速发展

元宇宙概念火热， 让虚拟数字人产业搭

上发展快车。虚拟数字人形象不断涌现，近期

京东的“京麦麦” 和百度的“度晓晓” 联合解

读618消费趋势受到市场高度关注。

按照应用场景， 虚拟数字人可以分为服

务型虚拟人和身份型虚拟人两类。其中，身份

型虚拟人主攻泛娱乐与社交领域， 包括虚拟

偶像以及明星的数字替身等。中金公司表示，

虚拟偶像以直播为主要运营方式， 变现途径

相对多元，直播打赏分成、广告营销、周边衍

生等均为潜在变现途径。

业内人士认为， 虚拟数字人作为创新形

态，可视作元宇宙概念下技术、内容与产业协

同升级的初步尝试。广发证券认为，虚拟数字

人有望成为元宇宙产业链中率先规模创收的

领域。

蓝色光标、哔哩哔哩、芒果超媒、浙文互联

等公司积极布局虚拟数字人产业。 据第三方机

构统计数据，2020年哔哩哔哩虚拟主播的直播

总营收约为1.8亿元，2021年达5.3亿元。

天风证券表示，随着NLP（自然语言处

理）、XNR（深度神经网络渲染技术）等AI

技术应用和发展， 虚拟数字人从早期的泛娱

乐拓展到金融、文旅、医疗、零售等领域，向智

能化、精细化、多样化方向发展，逐渐实现商

业变现。 例如，京东虚拟数字人“言犀” 定位

为产业服务型数字人，从电商、社交和媒体领

域“跨界” 到金融领域，为客户提供智能化咨

询服务。

虚拟数字人产业成长空间较大。 艾媒咨

询预计，2022年我国虚拟数字人市场规模将

达到120亿元， 并有望带动1866亿元相关市

场。根据速途元宇宙研究院测算，2022年我国

虚拟数字人市场规模同比增速将达到64.5%。

处于起步阶段

虚拟数字人行业进展如火如荼， 但目前

仍处于起步阶段。

“交互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是虚拟数字

人核心的能力。 ”民生证券分析师表示，交互

技术反映在虚拟数字人的“外在” 表现，人工

智能则凭借算法等技术反映在虚拟数字人的

“内在” 能力。

根据IDC日前发布的报告，从技术应用层

面看，目前市面上虚拟数字人分类繁多，并不

是所有的虚拟数字人都是基于AI技术驱动。

传统虚拟数字人技术体系构成较为广泛，包括

建模、多模态AI、数字化内容、动作捕捉等。 而

AI虚拟数字人的必备能力主要包括拟人形

象、交互能力、多终端部署能力和决策能力。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 虚拟数

字人产业未来发展值得期待。 IDC认为，虚拟

数字人几乎成为AI第一热门赛道， 产业政

策、应用价值、市场需求、资本支出、技术进步

合力推动AI虚拟数字人市场崛起。 中金公司

表示， 随着虚拟数字人的个性化定制及全智

能交互能力增强， 其应用有望推广到更多领

域，释放更大商业价值。

上市公司加大力度布局

面对广阔的市场前景， 上市公司加大力

度布局虚拟数字人产业。

科大讯飞6月27日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

表示，公司在2021年发布的虚拟人交互平台

1.0能够为虚拟人产品开发者提供定制解决

方案，目前在媒体、金融、文旅、政企等行业已

形成标准产品和行业应用。 今年1月，科大讯

飞创始人、董事长刘庆峰宣布启动“讯飞超

脑2030计划” ， 将在2022年第四季度发布专

业虚拟人，支持专业知识定制化。 2023年，科

大讯飞将打造虚拟人家族。

今年2月，拓尔思公告称，公司与蓝色光标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利用各自在语义

智能领域的核心技术及数据积累，推动双方在

元宇宙领域的业务开拓，打造虚拟数字人。

互联网巨头深度参与。百度2021年12月上

线虚拟数字人平台“百度智能云曦灵” ，推出

了手机虚拟AI助手“度晓晓” 、虚拟偶像“希加

加”等虚拟数字人形象，业务已深入到广电、娱

乐、金融、政务、运营商、零售等领域。 百度日前

宣布，在今年7月举办的“2022百度世界大会”

上，虚拟数字人将是AI生态的重要议题。

同时，行业标准建设加快。 6月21日，京

东、阿里、华为、百度、腾讯、科大讯飞等公司

通过了中国信通院开展的数字人系统基础能

力测评。 此次测评依据《数字人系统基础能

力要求及评估方法》，从基础技术能力、基础

工程化能力、 基础安全保障能力三大维度进

行评估，包含语音技术能力、交互技术能力、

标准资源配置、内容追溯能力、内容风险控制

等多项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