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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给秘书的批示（8月9日）
	536．致彼得格勒苏维埃（8月10日）
	537．给约·维·斯大林的电报（8月10日）
	538．给亚·格·别洛博罗多夫的电报（8月10日）
	539．给约·维·斯大林的电报（8月11日）
	540．给卡·克·达尼舍夫斯基的电报（8月11日）
	541．致尼·尼·克列斯廷斯基（8月11日）
	542．致尼·尼·克列斯廷斯基（8月11日）
	543．给各省执行委员会和各省农业局的电报（8月11日和13日之间）
	544．致小人民委员会（不早于8月11日）
	545．致德·伊·库尔斯基（不迟于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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