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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證署公告及其他公告 ANÚNCIOS NOTARIAIS E OUTROS

第  一  公  證  署

1.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中國企業協會

Associação das Empresas Chinesas de
Macau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 1 號 49/2005 。

澳門中國企業協會

章程修改

澳 門 中 國 企 業 協 會 ， 葡 文 名 稱 為
“Associação das Empresas Chinesas de
Macau”（以下簡稱“本會”），聲明本會
章程第四條增加第一款，而其餘各款因應
第一款之增加而向後調整，第十九條第三
款、第四款及第五款，修改如下：

“第四條

宗旨

一、廣泛團結在澳中資企業，樹立在
澳中資企業整體良好形象，為“一國兩制”
在澳門的實踐和澳門社會的進步服務；

二、促進內地與澳門之間的經濟貿易
發展和技術交流；

三、促進、發展內地在澳門和海外的
投資以及海外在澳門及內地的投資；

四、代表會員就共同關注的事項向任
何主管當局表明立場；

五、建立、擴大與澳門、內地及海外
其他各種經濟團體之間的聯繫；

六、促進本會會員之間的合作和聯
繫；

七、增進及維護本會會員的正當權
益；

八、輔助及協助會員解決爭議和就商
務性的問題達成共識；

九、促進舉辦有助於達成本會宗旨的
研討會、講座、聚會等其他活動。

第十九條

會董會

一、（保持不變）。

二、（保持不變）。

三、會董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十一
或十三人，由會董互選產生。

四、會董會下設常務會董會，由二十
五至三十名常務會董組成，並為單數。會
長、副會長為當然常務會董，不足之數由
會董互選產生。常務會董會負責處理日常
會務和協調執行職能。

五、會董會設立秘書處，秘書長、秘
書處其他工作人員由會董會聘請或委任。”

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於第一公證
署

助理員 李玉蓮 Isabel Dillon Lei do
Rosar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01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010.00)

第  一  公  證  署

1.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導遊培訓關注協會

Associação de Acompanhamento de
Formação de Guias Turísticos de Macau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 1 號 50/2005 。

澳門導遊培訓關注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名稱為“澳門導遊培
訓關注協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Acompanhamento de Formação de
Guias Turísticos de Macau”，英文名稱
為“Association of Concern for Training
of Tourist Guides of Macau”。

第二條——本會為非牟利組織，其宗
旨為：

（一）促進澳門導遊業之正常及穩定
之發展，尤其是促進有關當局開辦充足的
導遊培訓課程以培養具資格的導遊投身澳
門旅遊業務；

（二）維護導遊從業員之正當權益；

（三）團結導遊從業員，加強溝通及
增進彼此的了解和合作，從而優化導遊專
業素質；

（四）代表導遊從業員與行政當局或
其他公私實體進行協調及交流；

（五）推動和舉辦符合本會宗旨之任
何活動。

第三條——本會創會會址設於澳門
仔海洋花園第六街23號海洋花園雅蘭苑13
樓 D 。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經澳門政府批准從事業
務的本地導遊，如認同本會章程，均可申
請成為本會會員，經理事會批准且繳納會
費者，即成為本會會員。

第五條——會員權利如下：

（一）依章程之規定參與會務；

（二）參加本會會員大會，享有選舉
權和被選舉權；

（三）參加本會舉辦的活動。

第六條——會員義務如下：

（一）遵守本會章程；

（二）執行本會會員大會及理事會決
議；

（三）維護本會聲譽和利益。

第七條——會員有下列事情之一時，
本會得取消其會員資格：

（一）嚴重違反本會宗旨；

（二）嚴重破壞本會聲譽；

（三）嚴重不履行會員義務。

第三章

組織與職權

第八條——本會組織架構包括會員大
會、理事會和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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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會員大會由具投票權之會
員組成，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議，由會長
召集和主持。會員大會的召集書至少於會
議前八日以掛號信或透過簽收方式下達各
會員，召集書內須載明會議日期、時間、
地點及議程。會員大會會議在不少於半數
會員出席時方可決議；倘召集會議時間已
屆而不足上指人數，則一小時後隨即進行
大會會議，而不論出席會員多少。

第十條——本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
若干人，但其人數必須為單數，以組成會
員大會主席團，任期三年。會長連選得連
任，但任期不超過六年。

第十一條——會長之職權如下：

（一）召集會員大會會議，並擔任會
議主席；

（二）督導推展會務。

第十二條——副會長之職權如下：

（一）輔助會長處理會務；

（二）會長出缺時代理會長。

第十三條——會長無法執行職務時，
由順位副會長代理。會長、副會長均無法
執行會務時，由理事長代理。

第十四條——會員大會之決議，以出
席會員之過半數同意行之，票數相同時會
長可多投一票。

第十五條——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選舉會長、副會長、理事會及
監事會的成員；

（二）議決及審查理事會的工作報告
和財務報告；

（三）審查監事會所提意見書；

（四）法律及本章程所規定的其他職
權。

第十六條——理事會成員任期三年。
理事會由十一至三十五人組成，但人數必
須為單數，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至
三人，秘書長一人，理事若干人，擔任職
務由理事互選產生。理事長連選得連任，
但任期不超過六年。

第十七條——理事會會議由理事長召
集並主持，全體理事半數以上出席時方可
決議，決議由出席理事過半數同意行之，
票數相同時理事長可多投一票。

第十八條——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二）審批入會申請；

（三）審議取消會員資格；

（四）草擬章程修正案並提交會員大
會議決；

（五）擬定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並提
交會員大會議決；

（六）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七）法律及本章程所規定的其他職
權。

第十九條——監事會成員任期三年。
監事會由三至十一人組成，但人數必須為
單數，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至三
人，監事若干人，擔任職務由監事互選產
生。監事長連選得連任，但任期不超過六
年。

第二十條——監事會會議由監事長召
集並主持，全體監事半數以上出席時方可
決議，決議由出席監事過半數同意行之，
票數相同時監事長可多投一票。

第二十一條——監事會之職權為監督
理事會的工作，並提交對理事會工作報告
及財務報告的意見書給會員大會。

第二十二條——本會可聘任顧問若干
人，以推展會務。

第四章

財務收支

第二十三條——本會之收入包括會
費、捐贈、利息、籌募以及任何在理事會
權限範圍內的收入。

第二十四條——本會年度經費預算，
由秘書長編製，經理事會審議後並提請會
員大會議決。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五條——本章程之修改，應由
理事會提出議案，由會員大會審議通過實
施。

第二十六條——本章程得附設執行細
則或實施辦法等子規定。

第二十七條——本會成立後需在十二
個月內選舉產生本會的各組織架構，其間
本會的行政管理由各創會會員確保。

第二十八條——本章程如有未盡善
處，按澳門現行法律處理。

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於第一公證
署

助理員 李玉蓮 Isabel Dillon Lei do
Rosar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7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75,00)

第  一  公  證  署

1.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新韻粵劇曲藝研習社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 1 號 52/2005 。

澳門“新韻粵劇曲藝研習社”

章程

1. 會名，地址，宗旨

1）會名：澳門新韻粵劇曲藝研習社；

2）地址：澳門亞利鴉架街 12 號新聯
大廈 2 樓 A 座；

3）宗旨：廣泛聯繫資深的粵劇曲藝界
深入研習基本知識。增加粵劇曲藝演出活
動。

2. 機構，權利，義務

1）設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是本研習社最高權力機構。
大會負責制定及修改本會章程，選舉產生
理事和副監事，定期檢討工作，及時改
正。

2）大會成員

會員大會主席團主要成員由社長一
人，副社長二人，常任理事長一人，副理
事長二人，秘書一人，財務一人，總務一
人，理監事長一人，副理監事長一人，共
十一人組成（任期兩年），每年召開會員
大會一次總結過去工作，制定來年業務。

3）設常務理事會

理事會由社長，副社長，常任理事
長，副理事長，秘書若干人之單數成員組
成（任期兩年）。負責日常事務。

4）設監事會

監事會由監事長一人，副理監事長二
人組成（任期兩年）。負責督促本社各部
門工作。

3. 社員的權利，及義務

1）凡本澳的合法居民，熱心於粵劇，
粵曲人士，擁護本社藝術宗旨及自願加入
本社者，經申請，由理事會批准，均可成
為本社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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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凡本研習社社員，均有選舉及被選
舉的權利，並有權對社務提出批評，建議
積極參加本社活動，但凡發現有社員有違
反研習社一切破壞活動及行為，經理事會
提出通過後本社有權取消其社員資格。

4. 經費

本研習社是不牟利的團體，一切經費
來源，社員入會基金，每月會費（1 0
元），社會各機構，及政府贊助。一切資
金由財政負責開支。

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於第一公證
署

助理員 田兆祥 Henrique Porfírio de
Campos Pereira

（是項刊登費用為 $97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976,00)

第 一 公 證 署

1.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Clube Desportivo Monte Carlo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 1 號 51/2005 。

Alteração de Estatutos

Artigo primeiro — O Clube Desportivo
«Monte Carlo» usará a tradução da letra em
Chinês Mon Tei Ka Ló T’ai Iok Vui (蒙地卡
羅體育會), com sede na cidade de Macau,
na Rua de Francisco Xavier Pereira, n.º 153,
r/c, tem por fim desenvolver entre os seus
associados a prática do desporto, propocio-
nando-lhes os bens necessários para isso.

Artigo décimo sétimo — A Mesa da As-
sembleia Geral é constituída por um
presidente, um vice-presidente e dois secre-
tários (Português e Chinês).

Artigo décimo nono — Todas as activida-
des do Clube ficam a cargo da Direcção que
é constituída por um presidente, um vice-pre-
sidente, dois secretários (Português e Chinês),
um tesoureiro e seis vogais.

Artigo trigésimo — O Clube Desportivo
Monte Carlo vai alterar no distintivo a tra-
dução da letra em chinês Mon Tei Ka Ló T’ai
Iok Vui (蒙地卡羅體育會) e usará como dis-
tintivo novo o que consta do desenho anexo.

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於第一公證
署

助理員 田兆祥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Primeir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quatro de Junho de dois mil e cinco.
— O Ajudante, Henrique Porfírio de Cam-
pos Pereira.

（是項刊登費用為 $77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772,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中文簡稱為“紅日體育會”

葡文為“Associação de Desportiva e
Recreativa Sol de Macau”，葡文簡稱為

“ADRSM”

英文為“Macao Sun Sport and Recreation
Association”，英文簡稱為“MSSRA”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存檔於
本署之2005/ASS/M1檔案組內，編號為55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及性質：

中文名為：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簡
稱：紅日體育會；

葡文名為：Associação de Desportiva
e Recreativa Sol de Macau ，簡稱：
ADRSM；

英文名為：Macao Sun Sport and
R e c r e a t i o n  A s s o c i a t i o n ，簡稱：
MSSRA ，以下簡稱為“本會”，是一個
非牟利的私法團體。

第二條——會址：本會會址設於澳門
馬六甲街 140 號澳門國際中心第 10 座 GF
樓，會址可透過理事會決議更改遷往澳門
任何地方，及設立分區辦事處。

第三條——存續期：本會自成立之日
起是一永久性的機構。

第四條——宗旨：本會的宗旨：擁護
“一國兩制”，愛國、愛澳門，發揚中華武

術，推廣和發展武術體育活動，促進與世
界各地武術體育團體聯繫，為澳門特別行
政區的社會安定而努力，參與官方或民間
舉辦的武術體育賽事，同時開展文化及康
樂活動。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會員的資格及類別：

一、所有愛好體育運動並認同本會宗
旨的人士均可成為會員。

二、本會會員分為創會會員、會員：

1）創會會員：參與創立本會的會員，
若去世由其子女繼承；

2）會員：凡符合本會章程第五條第一
款者。

三、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和限制外，創
會會員、會員在本會擁有同等的權利和義
務。

第六條——會員入會：會員入會申請
須經理事會審批。

第七條——會員權利：

一、在會員大會表決以及選舉和被選
舉；

二、批評、建議、質詢有關本會事
宜；

三、出席會員大會及參加本會舉辦的
一切活動；及本會章程第十五條規定之申
請召開特別會員大會的權利。

第八條——會員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及執行一切決議事
項；

二、為完成本會的目標和提高本會名
譽作出努力；

三、按期交納入會費及周年會費；

四、出席會員大會及參加本會舉辦的
一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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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會員退會：應提前一個月
書面通知理事會，並清繳欠交本會的款
項。

第十條——開除會籍：

一、在下列任一情況下而不主動退會
者，經理事會通過即被開除會員會籍：

1）違反本會章程，而嚴重損害本會聲
譽及利益者；

2）逾期三個月未繳會費並在收到理事
會書面通知後七日內仍未繳付者。

二、被開除會籍的會員須清繳欠交本
會的款項。

三、有關會員被開除會籍的決議，須
經出席理事會會議過半數成員同意方能通
過。

四、自動退會、被開除會籍或會員資
格喪失者，不得再享受本會之任何權利，
其所繳交之各種費用一概不予退還。

第三章

組織

第十一條——本會組織：

a）會員大會；

b）理事會；

c）監事會。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會員大會為
本會的最高權力組織。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的權限：

一、通過、修訂和更改本會章程；

二、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及
監事會成員；

三、通過本會的工作方針和計劃，審
議工作報告及財務帳目。

第十四條——會員大會主席團：

一、會員大會由主席團主持，而主席
團由主席、副主席及秘書各一名組成，並
由每次會員大會選出。

二、主席團主席負責主持會員大會的
工作；主席團副主席協助主席工作，並在
其缺席或臨時不能視事時替代之；秘書負
責協助有關工作及繕錄會議紀要。

第十五條——會員大會的會議：會員
大會通常每年召開一次會議，由理事會召
集。理事會認為必要時或者三分之一或以
上會員聯名提出並以書面申請，則召開特
別會員大會。

第十六條——會員大會的召集：至少
應於會前八天以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送達

各會員，召集書內須載明會議的日期、時
間、地點及議程。

第十七條——平常會員大會的議程：

一、討論和表決理事會的工作報告和
財務報告；

二、討論和表決監事會的意見書。

第十八條——會員大會的運作：

一、第一次召集，最少有一半會員出
席，會員大會才可議決。

二、如果第一次召集少於法定人數，
則於一小時後視為第二次召集之開會時
間，屆時不論多少會員出席，會員大會即
可議決。

三、會員大會表決議案，採取投票方
式決定。每名創會會員可投五票，每名會
員可投一票。除本章程或法律另有規定
外，任何議案均須出席會員所投之票總數
的過半數通過，方為有效。

四、會員如不能參加大會，可委託其
他會員代表出席。有關委託須以書面為
之，並須在會議召開前二十四小時將委託
書送達本會秘書處確認。

第十九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最高管理機構，
由九人至十五人組成，但人數必為單數。
理事會成員其中二分之一由創會會員協商
選出，二分之一由會員大會在會員中選
出。

二、每屆理事會人數由現屆理事會最
後一次會議議決，而首屆理事會人數由創
會會員決定。倘理事會人數不是三之倍
數，則其餘數之理事也由創會會員協商從
會員中選出。

三、理事任期三年，任滿連選得連
任。

四、理事會設會長一人，若干名副會
長，理事長一人，常務理事長一人，若干
名副理事長，由理事互選產生。

五、理事會並設有：總務部；財務
部；協調部；聯絡部；婦女部；武術部；
球類部；獅藝部；各部設正部長一名，副
部長若干名。

六、理事會得視乎會務需要，聘任名
譽職位。

第二十條——理事會的運作：

一、理事會每月召開一次平常會議，
會長認為必要時或經五名或以上理事提出
請求時，則召開特別理事會議。

二、理事會有過半數成員出席時，方
可進行議決。除法律或本章程要求較高之

多數外，會議之任何議案，須有出席者多
數贊成方得通過。如表決時票數相等，則
會長或其代任者有權再投一票。

第二十一條——理事會權限：

一、理事會權限如下：

1）舉辦、從事各種為達成本會宗旨的
必要活動；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依法代表本會對外行使本會擁有的
一切權力；

4）依章召集會員大會，提交當年工作
報告與財務決算，並提交下年度財務預
算；

5）批准會員入會、退會及開除會員會
籍；

6）籌設秘書處並領導秘書處工作、僱
用其職員，聘請法律顧問和其他顧問。

二、理事會的權限可授予會長，但有
關開除會籍的決議權除外。

第二十二條——會長及副會長的權限：

一、會長的權限如下：

1）對外代表本會；

2）領導本會的各項行政工作；

3）召集和主持理事會會議。

二、副會長的權限是協助會長工作，
並在其缺席或臨時不能視事時按序替代
之，又或在會長授權下代表會長召集和主
持會議。

第二十三條——文件的簽署：簽署任
何對外有法律效力及約束性的文件、合
同，必須由會長、理事長、常務理事長其
中一人獨立簽署方為有效，但開具支票及
本會銀行戶口之運作時，具體方式須由理
事會決定之，並繕載會議錄。

第二十四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的監察機構，由會
員大會選舉產生三至五人組成，但人數必
為單數。每屆監事會人數由現屆理事會最
後一次會議議決，但首屆監事會人數由創
會會員決定。

二、監事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三、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若干名副
監事長。

第二十五條——監事會的運作：

一、監事會每年召開平常會議一次，
監事長認為必要時或過半數成員提出請求
時，則召開特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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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監事會會議須有過半數成員出席
時，方可進行議決。會議之任何議案，須
有出席者多數贊成方得通過。如表決時票
數相等，則監事長或其代任者有權再投一
票。

第二十六條——監事會權限：

一、監督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之決
議；

二、審查本會帳目，核對本會財產；

三、對本會運作的年報及賬目制定意
見書呈交會員大會。

第二十七條——秘書處：秘書處向理
事會負責，為本會處理日常具體會務之機
構，尤其協助理事會及監事會處理日常會
務及文書工作，其人員的職位和數目由理
事會訂定，並由理事會聘用或撤職。

第四章

財務管理

第二十八條——收入：本會經費收入
為入會費、周年會費、會員或非會員的
公、私實體捐款、資助或贈與。

第二十九條——會費：會費的額度和
交納方法由理事會規定。本會對於已繳交
的會費在任何情況下均不退還。

第五章

附則

第三十條——章程的修改及本會的解
散：本會章程的修改權和本會的解散權專
屬會員大會。該大會除須按照本會章程第
十六條規定召集外，還必須符合以下要
件：

1）必須闡明召開會議之目的；

2）修改章程的決議，必須經出席大會
的會員四分之三多數通過方為有效；

3）解散本會的決議，必須經本會所有
會員四分之三多數通過方為有效；

第三十一條——章程的解釋：本會章
程任何條款之解釋權歸理事會。

第三十一條——會徽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Junho de dois mil e cinco. —
A Ajudante, Chok Seng Mui.

（是項刊登費用為 $4,12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127,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中西廚藝協會

Associação de Artes Culinárias Chinesa e
Ocidental de Macau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檔案”內第 1 卷第 11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
於附件。

「澳門中西廚藝協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一、名稱：（中文）澳門中西廚藝協
會；

（葡文）Associação de Artes Culina-
rias Chinesa e Ocidental de Macau 。

二、註冊地址：澳門慕拉士前地南澳
花園第二座 11 樓 O 室。

三、宗旨：（1）推動愛國愛澳活動；

（2）宏揚中、西美食文化，促進澳門
飲食及旅遊業；

（3）團結澳門中、西廚及飲食業從業
員；

（4）維護澳門中、西廚及飲食業從業
員的合理權益。

四、經費：（1）本會經費來源於會員
的會費；

（2）本會接受有助本會會務的捐助。

第二章

會員

五、資格：凡認同本會宗旨的中、西
廚及飲食業從業員，由兩名會員介紹，經
理事會批准，方可成為本會會員。

六、權利：（1）有出席會員大會的權
利；

（2）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3）有建議及提出異議的權利；

（4）有參與本會一切活動的權利；

（5）有退出本會的自由。

七、義務：（1）出席會員大會；

（2）參與、支持及協助本會舉辦之各
項活動；

（3 ）遵守會章及會員大會通過的決
議；

（4）按時繳納會費；

（5）不得作出任何有損本會聲譽之行
動；

（6）會員未經理事會同意，不能以本
會名義參加任何活動。

八、處分：會員如損害本會聲譽或利
益，經理事會決議，監事會同意，可撤銷
其在會內的職務及終止會籍。

第三章

組織

九、組織包括：（1）會員大會；

（2）理事會；

（3）監事會。

十、會員大會：

（1）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決策權力機
構，負責制定和修改會章，選舉理事會及
監事會成員，決定本會性質及本會方針；

（2）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參與組成，
每年至少召開一次，出席人數不少於全體
會員人數的二分之一，若無法達到二分之
一，則半小時後不論出席人數多少，可再
次召開會議，均為合法會議；

（3）會員大會可由理事會召開特別會
員大會；

（4）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秘書若干
名，在會員大會上即席選出，負責主持會
議，每屆任期三年。

十一、理事會：

（1）理事會是會員大會的執行機構，
負責日常會務；

（2）根據會員大會制定的方針政策，
開展各項會務活動，吸納新會員，招聘職
員；

（3）理事會由會長一名、副會長及若
干名理事組成（其成員數目為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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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理事會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參加
社會活動；

（5）理事會每屆任期三年；

（6）理事會會長不得連任超過兩屆；

（7）理事會會議由會長召開；

（8）理事會會議有過半數的理事出席
方為有效。

十二、監事會：

（1）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向
會員大會負責，在會員大會閉會期間，監
察理事會工作，並向會員大會報告；

（2）監事會可查核本會財政賬目；

（3）監事會可派出代表列席理事會會
議，可發表意見，但無表決權；

（4）監事會由主席一名、副主席、監
事若干名組成（其成員數目為單數）；

（5）監事會任期為三年。

第四章

附則

十三、名譽職務：理事會可按會務的
需要邀請社會知名人士或專業人士擔任名
譽職務或顧問，任期由應屆理事會決定。

十四、本會設有內部章程。

十五、本會會徽如下：

十六、本會會印：

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於仔

助理員 Manuela Virgínia Cardos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3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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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廢物處理有限公司

CGS — MACAU TRATAMENTO DE RESÍDUOS, LIMITADA

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Balanço sintétic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4

董事會報告

二零零四年度業務概況

二零零四年度，本公司共處理252,366噸之廢物；相等於平均每日690噸，比二零零三年增加了3.0%。同時，送往廢物填海區之
鎔渣為 49,575 噸，灰 5,322 噸。

二零零四年度生產電力之總輸出為 62.49Gwh；相等於每噸垃圾生產電力 248Kwh 及蒸氣 8.75 噸 /Mwh 。而發電機使用率則高達
98.7% 。

除了在未來數年間繼續進行對鍋爐管道和過熱器管道進行嚴謹的定期檢查及系統性的更換外，在二零零四年度中並沒有進行重
大的新資本項目。有關渦輪發電機之冷卻系統及繼電器的檢查已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之年度大修完成。而所有對渦輪發電機的主要詳
細檢查及維修亦已於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三年間完成，故在三月之年度大修中，只進行了一般性的軸承及控制閥門之檢查。

於二零零四年年底，我們成功展示予專業顧問，並同時達到質量管理體系標準 ISO 9001：2000 ， ISO 14001：1996 和 OHSAS
18001：1999 之認證要求；其中 ISO 9001：2000 的範圍是針對垃圾焚化中心的運行和維修、 ISO 14001：1996 是覆蓋本公司之環境管
理系統及 OHSAS 18001：1999 則應用於本公司之職業安全及健康系統。

二零零五年展望

二零零五年度及以後之重點項目，將會是向澳門政府提供資源及支持，協助其增加現有之澳門廢物焚化中心的容量至兩倍之項
目，而此項目將於二零零八年完成。其後更將會對現有之設備進行系統升格及翻新。

此外，於二零零五年度進行之鍋爐管道更換工程，將集中於熔爐頂的邊牆爐壁部份，並持續對其它重要區域的狀況作出監察。

預期本公司可於二零零五年年初通過 ISO 9001：2000 ， ISO 14001：1996 和 OHSAS 18001：1999 之認證審核，及後本公司將會
繼續作出質量之改進。

預期熔爐之爐排系統須進行大規模之維修及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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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結果

二零零四年度之盈利為澳門幣 1,745,548 。

後語

經營者特此感謝澳門特區政府有關部門、本地商界、各供應商及銀行等的支持、信任及協助。

Relatório de gerência

A actividade da CGS em 2004

Durante o ano de 2004, foram processadas 252,366 toneladas de resíduos sólidos que correspondem a uma média diária de 690 ton/dia.
Isto representa um aumento de 3,0% em relação ao ano de 2003. No mesmo período foram enviadas para o aterro sanitário 49,575 toneladas
de escórias e 5,322 toneladas de cinzas.

O total de energia exportada durante 2004 foi de 62.49 Gwh, a que corresponderam 248 Kwh/toneladas de resíduos e 8,57 toneladas de
vapor/Mwh. A disponibilidade do grupo turbo-gerador foi de 98,7%.

Enquanto se prevê que o período rigoroso de inspecção e substituição sistemática de determinadas caldeiras e da tubagem do
superaquecedor continue nos próximos anos, não foram implementados novos projectos significativos em 2004. A inspecção do sistema de
arrefecimento do turbo-gerador e relés eléctrico foi conduzida durante o período de inactividade que teve lugar em Março de 2004. Com a
inspecção pormenorizada e vistoria do essencial, todas as componentes principais do turbo-gerador foram substituídas entre 2001 e 2003,
apenas a inspecção do controlo da válvula e o tradicional rolamento foram empreendidos durante o período de inactividade em Março.

Em finais de 2004, a CGS fez uma demonstração bem sucedida às fontes qualificadas que alcançaria simultaneamente a acreditação
ISO9000/2000 para as Operações ISO 14000 que cobre os aspectos do ambiente e OHSAS 18000 para actualizar o seu Sistema de Saúde e
Segurança no início de 2005.

Perspectivas para 2005

O principal objectivo para a CGS em 2005, e futuramente, será providenciar recursos e apoio ao Governo de Macau no seu projecto para
duplicar a presente capacidade da Central de Incineração de Resíduos Sólidos em 2008; tal projecto a ser acompanhado daí em diante por
uma elevada actuação e renovação do equipamento existente.

Para além disso, o programa de substituição da tubagem da caldeira, concentrar-se-á em 2005 nas áreas das paredes laterais junto à cobertura
da fornalha, com o rastreamento das condições noutras áreas de avanço crítico.

Depois de se ter obtido em simultâneo no início do ano a acreditação, a CGS prosseguirá com o melhoramento da qualidade sob o ISO9000/
/2000 e 14000 e OHSAS18000.

Espera-se uma extensa reparação e substituição dos sistemas de grelha de combustão.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O encerramento financeiro do ano de 2004 revela um lucro de MOP 1,745,548.

Nota final

A gerência expressa os seus agradecimentos às Autoridades da RAEM, à comunidade empresarial local, aos fornecedores e às instituições
bancárias, pelo apoio, confiança e colaboração prestados.

Macau, aos 23 de Junho de 2005.

核數師報告

致 澳門廢物處理有限公司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本核數師行已按照國際核數準則完成審核澳門廢物處理有限公司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
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就該等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報告。

本行認為隨附的賬項撮要與上述經審核的財務報表相符。

為更全面了解該公司於年度的財政狀況及經營業績，賬項撮要應與相關的經審核的財務報表一併參閱。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澳門

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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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cer dos auditores

Aos accionistas do CGS — Macau Tratamento de Resíduos, Limitada
(constituída em Macau)

Examinámos,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Internacionais de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CGS — Macau Tratamento de
Resíduos, Limitada,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que terminou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4, e a nossa opinião sobr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está expressa, sem reservas,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31 de Março de 2005.

Em nossa opinião, as contas financeiras resumidas estão de acordo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trás referidas das quais elas
resultaram.

Para um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e dos resultados das operações da Companhia, durante o exercício, as conta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analisadas em conjunto com as correspondente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do ano.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Macau, aos 31 de Março de 2005.

（是項刊登費用為 $4,96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9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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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

二零零四年度業務概況

於二零零四年度，仔及路環污水處理廠共處理了 9,060,200 立方米的污水，並經由焚化爐處理及焚化了 2,804 噸的乾污泥。

二零零五年展望

預計二零零五年度經由仔和路環污水處理廠所處理之污水增長將與二零零四年度之增長沒有重大之差別。

營業結果

二零零四年度之盈利為澳門幣 400,409.00 。

後語

經營者特別感謝澳門政府有關部門、公司員工、各商業銀行、金融機構及其物料和勞務供應商等持續的支持及協助。

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Relatório de gerência

Actividade das ETAR no ano 2004

Durante o ano 2004, as Estações de Tratamento de Águas Residuais (ETAR) da Taipa e Coloane trataram em conjunto um total de
9,060,200 metros cúbicos de água residual. Um total de 2,804 toneladas de lamas secas foram produzidas e incineradas.

Previsão para o ano 2005

Prevê-se que para o ano de 2005 o aumento do volume de águas residuais para tratamento nas ETAR da Taipa e Coloane não seja
significativo em relação ao volume tratado durante o ano de 2004.

CEI — 澳門水務工程有限公司

CEI — COMPANHIA DE ENGENHARIA E INVESTIMENTO — TRATAMENTO DE ÁGUAS, LIMITADA

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Balanço sintétic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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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ório financeiro do ano 2004

O encerramento financeiro do ano de 2004 releva um lucro de MOP 400 409,00.

Agradecimentos

A Companhia concessionária gostaria de agradecer às Autoridades da RAEM, ao pessoal da Empresa, aos fornecedores e às instituições
financeiras, pelo seu contínuo apoio e cooperação.

Macau, aos 23 de Junho de 2005.

核數師報告

致 澳門水務工程有限公司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本核數師行已按照國際核數準則完成審核澳門水務工程有限公司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
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就該等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報告。

本行認為隨附的賬項撮要與上述經審核的財務報表相符。

為更全面了解該公司於該年度的財政狀況及經營業績，賬項撮要應與相關的經審核的財務報表一併參閱。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澳門

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Parecer dos auditores

Aos accionistas da CEI — Companhia de Engenharia e Investimento
— Tratamento de Águas, Limitada
(constituída em Macau)

Examinámos,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Internacionais de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CEI — Companhia de Engenharia
e Investimento — Tratamento de Águas, Limitada,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que terminou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4, e a nossa opinião sobr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está expressa, sem reservas,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31 de Março de 2005.

Em nossa opinião, as contas financeiras resumidas estão de acordo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trás referidas das quais elas
resultaram.

Para um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e dos resultados das operações da Companhia durante o exercício, as conta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analisadas em conjunto com as correspondente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do ano.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Macau, aos 31 de Março de 2005.

（是項刊登費用為 $3,84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8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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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彩票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資產

流動資產及放款
現金及活期存款 80,838,321.93
通知存款及定期存款 247,347,107.28
客戶往來賬 5,930,553.95
合夥人（股東）及聯號往來帳 422,440,234.09
其他債務人 3,524,450.68
總和 760,080,667.93

盤存

貨品 118,432.20

資本資產

財務資產 250,000.00
有形資產 2,685,057.60
遞延費用 -

2,935,057.60

預付費用 4,037,917.53

資產總額 767,172,075.26

負債

供應商 216,369,482.18
銀行借款 -

借入合夥人或股東及 / 或聯號款項 -

政府機構 28,506,405.00
合夥人 / 股東及聯號往來賬 187,652,269.33
其他債權人 29,169,199.47
負債總額 461,697,355.98

資本淨值

股本 1,000,000.00
各項儲備 500,000.00
損益滾存 303,974,719.28
資本淨值總額 305,474,719.28

負債及資本淨值總額 767,172,075.26

董事總經理 會計主管

吳志誠 莫社輝

二零零四年度業務管理報告

二零零四年度澳門彩票有限公司錄得盈利為澳門幣$63,590,866.28。自一九九八年推出足球彩票及二零零零年推出籃球彩票，公
司致力推動博彩娛樂化，深受各界歡迎，熱潮與日俱增。實有賴本公司仝人不斷努力求取進步，為客戶提供卓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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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體現 「以客為本」的精神，提升客戶服務質素，貫徹不斷聆聽客戶訴求及意見，本公司於去年中，推行英國標準協會
所訂的「客戶訴求管理」服務系統，令我們更有效回應客戶的申訴，加強溝通，建立客戶服務的核心基礎。經過多月來的實踐及評
核，去年十二月，本公司成為全球首間博彩機構，榮獲英國標準協會頒發「CMSAS 86：2000 客戶訴求管理系統」認證。

過去一年，足球博彩業務競爭激烈，公司海外業務雖然受到衝擊，猶幸員工努力不懈，保持業務發展。未來，公司將拓展海外客
戶服務，研發更多新投注項目，為客戶帶來新鮮感，與客戶建立更深厚服務關係，以兌現高質素之服務承諾。

本公司紮根澳門，以成為全球最佳體育博彩公司為發展目標，不斷提升服務質素；同時，感謝澳門政府多年的支持，使公司業務
穩步成長。

吳志誠

董事總經理

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五日

SOCIEDADE DE LOTARIAS E APOSTAS MÚTUAS DE MACAU, LDA.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4

ACTIVO

DISPONIBILIDADES E CRÉDITOS

Caixa e depósitos à ordem 80 838 321,93
Depósitos c/aviso prévio e a prazo 247 347 107,28
Clientes 5 930 553,95
Sócios (accionistas) e associadas (c/gerais) 422 440 234,09
Outros devedores 3 524 450,68

760 080 667,93
EXISTÊNCIAS

Mercadorias 118 432,20

IMOBILIZAÇÕES
Imobilizações financeiras 250 000,00
Imobilizações corpóreas 2 685 057,60
Custos plurienais -

2 935 057,60

Despesas antecipadas 4 037 917,53

TOTAL DO ACTIVO 767 172 075,26

PASSIVO

Fornecedores 216 369 482,18
Empréstimos bancários -
Empréstimos de sócios e/ou associadas -
Sector Público Estatal 28 506 405,00
Sócios/accionistas e associadas (c/gerais) 187 652 269,33
Outros credores 29 169 199,47

TOTAL DO PASSIVO 461 697 355,98

SITUAÇÃO LíQUIDA

Capital 1 000 000,00
Reservas 500 000,00
Resultados transitados 303 974 719,28

TOTAL DA SITUAÇÃO LÍQUIDA 305 474 719,28

TOTAL DO PASSIVO E SITUAÇÃO LÍQUIDA 767 172 075,26

O Presidente, A Contabilista,

Louis Ng Mok Se F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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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ório anual — 2004

Temos o prazer de registar o lucro de MOP 63 590 866,28 no exercício do ano de 2004. Desde o lançamento de apostas nos jogos de Futebol
e Basquetebol (NBA) respectivamente em 1998 e 2000, a SLOT vem advogando o conceito de jogo como entretenimento, e ele foi bem aceite
por diversos sectores do público. Essa popularidade vem crescendo dia após dia e isto deve-se ao espírito de esforço de todos os nossos
colaboradores no contínuo aperfeiçoamento e em providenciar a melhor qualidade de serviço aos nossos clientes.

Para incrementar a experiência da dedicação centrada nos clientes, intensificar a qualidade de serviço aos clientes e continuamente atender
as suas queixas e os seus pedidos, a nossa Empresa adoptou o padrão do Sistema de Queixas de Clientes (Customers Complaint System)
estabelecido por «British Standard Institution-(BSI)». Este sistema leva-nos a responder a queixas e pedidos dos clientes de um modo mais
efectivo e eficiente tornando vigorosa a comunicação e construindo a base essencial de serviços para clientes. O nosso esforço para alcançar
um nível superior no serviço aos clientes foi internacionalmente reconhecido quando nos tornámos o primeiro corretor no mundo a ser
conferido o Diploma «Complaint Management System (CMSAS 86:2000)» em Dezembro de 2004.

Durante o ano transacto, apesar da nossa actividade no exterior ter encarado algum desafio, os gestores seniores  mantiveram -se agressivos
abrindo novos mercados e lançando um número de novos tipos de apostas. No futuro, continuaremos a expandir no exterior o nosso serviço
aos clientes, explorando novos tipos de apostas para apresentar inovações aos nossos clientes. Estaremos profundamente envolvidos com
os nossos clientes a fim de honrar os nossos compromissos em providenciar a melhor qualidade de serviços.

A nossa Empresa encontra-se localizada em Macau, mas propomos a nós mesmos ser a melhor empresa de lotaria desportiva no mundo
através de contínua melhoria da qualidade. Agradecemos ao Governo de Macau o seu contínuo apoio nos últimos anos que progressivamente
fez esta Empresa crescer.

Macau, aos 15 de Abril de 2005.

O Presidente, Louis 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5,26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 2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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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務 局
澳 門 法 例

IMPRENSA OFICIAL
Legislação de Macau

1979 Portarias $   15,00
1979 Decretos-Leis $   50,00
1980 Decretos-Leis $   30,00
1981 Decretos-Leis $   30,00
1982 Decretos-Leis $   70,00
1983 Decretos-Leis $   70,00
1984 Decretos-Leis $   90,00
1985 Decretos-Leis $ 120,00
1986 Decretos-Leis $   90,00
1987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120,00
1988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230,00
1989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300,00
1990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280,00
1991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250,00
1992 Leis, Decretos- I Semestre $ 110,00

-Leis e Portarias II Semestre $ 180,00
1993 Leis, Decretos- I Semestre $ 180,00

-Leis e Portarias II Semestre $ 250,00
1994 Leis, Decretos- I Semestre $ 200,00

-Leis e Portarias II Semestre $ 450,00
1995 Leis, Decretos- I Semestre $ 360,00

-Leis e Portarias II Semestre $ 350,00
1996 Leis, Decretos- I Semestre $ 220,00

-Leis e Portarias II Semestre $ 370,00
1997 Leis, Decretos- I Semestre $ 170,00

-Leis e Portarias II Semestre $ 200,00

1997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70.00

及訓令 下半年 $200.00

1998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70.00

及訓令 下半年 $350.00

1999 法律、法令及訓令 上半年 $250.00

1999 法律、法令及訓令 第三季 $180.00
1999 法律、法令及訓令

（中文版） 十月一日至十二月十九日 $220.00

1999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十二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 $ 90.00

2000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90.00

2001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120.00

2002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90.00

2003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100.00

2004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90.00

1993 對外規則性批示 $120.00

1994 對外規則性批示 $150.00

1995 對外規則性批示 $200.00

1996 對外規則性批示 $135.00

1997 對外規則性批示 $125.00

1998 對外規則性批示 $260.00

1999 對外規則性批示 $300.00

1979 訓令 $  15.00

1979 法令 $  50.00

1980 法令 $  30.00

1981 法令 $  30.00

1982 法令 $  70.00

1983 法令 $  70.00

1984 法令 $  90.00

1985 法令 $120.00

1986 法令 $  90.00

1987 法律、法令及訓令 $120.00

1988 法律、法令及訓令 $230.00

1989 法律、法令及訓令 $300.00

1990 法律、法令及訓令 $280.00

1991 法律、法令及訓令 $250.00

1992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10.00

及訓令 下半年 $180.00

1993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80.00

及訓令 下半年 $250.00

1994 法律、法令 上半年 $200.00

及訓令 下半年 $450.00

1995 法律、法令 上半年 $360.00

及訓令 下半年 $350.00

1996 法律、法令 上半年 $220.00

及訓令 下半年 $370.00

印 務 局
Imprensa Oficial

每 份 價 銀 $295.00

PREÇO DESTE NÚMERO $ 295,00

1998 Leis, Decretos- I Semestre $ 170,00
-Leis e Portarias II Semestre $ 350,00

1999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 250,00

1999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II Trimestre $ 180,00

1999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versão portuguesa) 1 Out. a 19 Dez. $ 220,00

1999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20 a 31 Dez. $ 90,00

2000 Leis, Regulamentos I Semestre $ 70,00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I Semestre $ 90,00

2001 Leis, Regulamentos I Semestre $ 70,00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I Semestre $ 120,00

2002 Leis, Regulamentos I Semestre $ 70,00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I Semestre $   90,00

2003 Leis, Regulamentos I Semestre $ 70,00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I Semestre $ 100,00

2004 Leis, Regulamentos I Semestre $ 90,00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1993 Despachos Externos $ 120,00
1994 Despachos Externos $ 150,00
1995 Despachos Externos $ 200,00
1996 Despachos Externos $ 135,00
1997 Despachos Externos $ 125,00
1998 Despachos Externos $ 260,00
1999 Despachos Externos $ 3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