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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Clube de Ginástica Chinesa Môk Lan Kun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章
程之修改文本已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四日，
存檔於本署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
號為 72 號，有關修改之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木蘭拳協會章程守則

第一條——會名：澳門木蘭拳協會
（葡文名：Clube de Mok Lan Kun de

Macau）。

第二條——地址：道咩卑利士里九號
鴻順大廈壹樓 A 座。

第三條——宗旨：主辦和發展體育活
動，特別是中國式之體操及武術。代表澳
門往國內外各地參加國際性的木蘭拳等體
育比賽，並參與總會、官方或民間舉辦的
文體展演活動。提高人類的素質，強身健
美，陶冶情操。

第四條——會員分以下兩類：普通會
員和名譽會員。

第五條——所有感興趣者，只要接受
本會章程，並登記註冊，即成為普通會
員。

第六條——普通會員的權利：

a）參加本會的會員大會；

b）   根據章程選舉或被選入領導機構；

c）參加本會的活動。

第七條——普通會員的義務：

a）維護本會的聲譽，促進本會的進
步和發展；

b）遵守章程的規定；

c）遵守領導機構的決議；

d）繳交會費。

第八條——名譽會員是對本會作出了
特殊貢獻，由理事會授予的。

第九條——名譽會員的權力：

a）參加本會活動；

b）豁免繳交會費。

第十條——名譽會員的義務：

a）維護本會的信譽；

b）遵守章程的規則。

第十一條——會員的言行若有損害本
會聲譽者，經理事會議決後得開除會籍。

第十二條——本會設以下幾個機構：
會員大會、理事會和監察委員會。其中的
成員是在會員大會上由選舉產生，任期兩
年，並可連任。

選舉形式是無記名投票，並絕對多半
數通過。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由所有會員組
成，設壹名會長，壹名副會長和壹名秘書
長。在每年一月份定期召開壹次，或者在
必需情況下，由五分之一會員提出合理要
求召開，並以書面郵遞方式提前十日通知
開會日期、時間、地點和議程。

第十四條——理事會是本會的最高執
行機構，負責平時的管理（社會、行政，
財政和紀律管理）。

理事會由壹名理事長，兩名副理事
長，壹名秘書、壹名財務及兩名理事所組
成。理事會的成員永遠是單數。

第十五條——監察委員會負責查核本
會賬目。

監察委員會由三位會員選舉組成，設
壹名監事長，壹名副監事長及壹名秘書。
監察委員會的成員永遠是單數。

第十六條——本會的主要財政來源是
會費，捐獻和資助。

第十七條——本會的經費應該和其收
入平衡。

第十八條——本章程如有遺漏之處，
由會員大會四份之三出席人數通過修訂。

第十九條——若果需要解散本會，須
由四份之三會員同意。

第二十條——附圖為本會之會徽。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quatro de Mai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
dante, Maria Virgínia Inác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44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44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防病養生保健研究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八日，存檔於本署
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73 號，
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章程全文

第一章

社團名稱、總部及宗旨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防病養
生保健研究會”（下稱本會）。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渡船巷
25D 號萬年大廈 GF 樓 E 室。如若更改地
址，會經理事會同意。

第三條——從註冊成立之日起，本會
即成為永久性社團組織。

第四條——本會屬非牟利團體，宗旨
是：

1. 本會成立是以防病、養生、保健及
美容等方面為主旨，志在提高人們對防
病、養生、保健意識。

2. 理論與實踐結合，使人們在起居、
飲食、運動、補益、精神、美容等方面互
相研究、從而達到防病、健康長壽目的。

3. 運用推廣及發揚傳統的養生保健方
法，如氣功、推拿、飲食及藥膳等中醫方
法，以期延緩衰老，永保青春。

4. 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在能力範
圍內，對社會一些有困難人士給予援手，
希望能取之社會，用於社會。

5. 經常舉辦健康講座，共同探討防病
養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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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組織會員到外地參觀訪問，促進澳
門與外地的合作與交流。

第二章

會員的權利與義務

第五條——一、凡認同本會宗旨，對
防病、養生、保健等方面有興趣參予研究
人士，均可申請入會。申請經理事會審批
成為會員。

二、凡會員因不遵守會章，未經同
意，以本會名義作出之一切活動而影響本
會聲譽及利益，如經理事會過半數通過，
得取消其會員資格。

第六條——會員權利：

1. 出席會員大會；

2. 參加本會一切活動；

3. 享受本會一切福利。

第七條——會員義務：

1. 遵守會章，執行會員大會及理事會
的決議；

2. 按時繳納會費；

3. 共同努力推動本會宗旨和樹立本會
聲譽。

第三章

會務機構

第八條——一、會務機構：

1. 會員大會；

2. 理事會；

3. 監事會。

二、會務機構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
由所有完全享有會員權利的會員組成。

三、會務機構每屆任期為兩年，可連
選連任。

會員大會

  第九條——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
權力機構；

二、會員大會設一名會長，若干名副
會長及秘書，成員必須為單數；

三、會長兼任會員大會召集人，若會
長出缺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由副會長代
行職務。

第十條——一、全體會員每年舉行一
次平常會議。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的職權：

1. 制定本會的活動方針；

2. 審批修改本會章程；

3. 審批理事會年度工作報告書和年度
財務報告書。

第十二條——召開會員大會，召開會
員大會必須於八日前以掛號信通知。開會
時必須有大多數會員出席，若超過指定時
間一小時後，不論出席會員人數多寡，均
可召開會議。

理事會

第十三條——一、理事會由一名理事
長、若干名副理事長及理事組成，成員必
須為單數。

二、若理事長出缺或因故不能執行職
務，由副理事長代行職務。

第十四條——理事會職權：

1. 根據會員大會制定的方針，領導、
管理和主持會議活動；

2. 招收會員；

3. 製作年度工作報告書和財務報告書；

4. 委任本會代表；

5. 訂定入會費和每月會費；

6. 根據會務進展需要聘請社會人士擔
任本會的名譽職務。

監事會

第十五條——一、監事會由一名監事
長、若干名副監事長及監事組成，成員必
須為單數。

二、若監事長出缺或因故不能執行職
務，由副監事長代行職務。

第十六條——一、監事會職權：

1. 監督本會行政管理機關的運作；

2. 查核本會的財務；

3. 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4. 履行法律及本會章程賦予的其他義
務。

二、監事會可要求本會的行政管理機
關提供必要或適當的資源及方法以履行其
職務。

第四章

財務收入及其他

第十七條——以任何名義或來自會
費、入會費、補助或捐贈的全部收益，均
屬本會的收入來源。

第十八條——本會章程未盡善之處，
由會員大會修訂。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nove de Mai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dante, Maria Virgínia Inác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0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04,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os Técnicos de Farmácia de
Macau

葡文簡稱為“ATFM”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章
程之修改文本已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八日，
存檔於本署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
號為 74 號，有關修改之條文內容如下：

Artigo primeiro

A associação adopta a denominação de
«Associação dos Técnicos de Farmácia de
Macau», abreviadamente ATFM, em língua
chinesa“澳門藥劑專業人員協會”abre-
viadamente“藥專會”e em língua inglesa
«Macau Pharmacy Technician Association»,
com sede nesta cidade, na Avenida do Con-
selheiro Ferreira de Almeida n.º 90, edifício
Hoi Tou Garden,  7.º andar «D».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nove de Mai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
dante, Maria Virgínia Inác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42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21,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田徑之友俱樂部

葡文名稱為“Clube de Amigos de
Atletismo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Macao Athletics Fans Club”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八日，存檔於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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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2006/ASS/M1檔案組內，編號為75號，
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田徑之友俱樂部

葡文為 " Clube de Amigos de Atletismo
de Macau "

第一章

總則

1. 定名—— 澳門田徑之友俱樂部。

葡文名：C l u b e  d e  A m i g o s  d e
Atletismo de Macau 。

英文名：Macao Athletics Fans Club。

會址：澳門高甸玉街荷蘭園新村七號
三樓 L 座。

2. 性質—— 本俱樂部為非牟利體育組
織。

3. 宗旨—— 推動田徑運動發展，提升
田徑運動組織及裁判水平。

4. 會員之權利和義務—— 凡願意遵守
本章程規定者，經申請後可成為本俱樂部
會員，並有權參加會員大會，有選舉權及
被選舉權，以及參加本俱樂部舉辦之一切
活動，享有本俱樂部提供的福利及權利。

第二章

組織

1. 本俱樂部組織包括—— 會員大會、
理事會、監事會。

本俱樂部最高權力為會員大會，負責
制定及修改會章，選舉正副會長、理事會
及監事會之成員。

2. 會員大會—— 會長一人，副會長二
人，對外代表本俱樂部，對內領導本俱樂
部理事會開展相關的會務工作。

3. 理事會—— 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
二人，理事若干人（包括財務、秘書），
其人數必為單數。理事會之職權為執行會
員大會通過的決議，規劃本俱樂部各項活
動，負責本俱樂部事務管理和制定及開展
年度活動及管理相關的財務計劃。

4. 監事會—— 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
一人，秘書一人，負責監督本俱樂部會務
工作及提出建議。

5. 監事會之職權為監督理事會一切行
政決策，審核財務狀況及賬目，監察活動
等。

6. 會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等架構
內各成員任期二年，連選連任，職務為義
務性質擔任。

第三章

會議

1. 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非常大會
可由大會會長隨時召開，或由不少於半數
之會員申請召開。

2. 理事會會議，監事會會議，每月召
開一次例會。

3. 會員大會、理事會會議或監事會會
議，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各項決議需經出
席之半數以上會員或簡單多數成員同意，
方可通過。

第四章

經費

本俱樂部一切開支由各會員分擔或私
人捐贈或公共機關贊助。有關款項及物
品，只可用於本俱樂部舉辦之活動及工作
所需。

第五章

附則

本章程未盡之處，由會員大會修訂。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nove de Mai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dante, Maria Virgínia Inác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7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70,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家政服務員工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九日，存檔於本署
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76 號，
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家政服務員工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家政服務員
工會”。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黑沙環
馬路42號福祥樓二樓A-G座；本會亦可根
據需要遷至澳門任何地方。

第三條——本會以愛國愛澳、促進本
行業職工團結、維護職工權益、提升職工
素質為宗旨。

第四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會員資格

凡屬本澳居民從事家務助理、學童托
管服務之僱員均可申請加入本會成為會
員。

第六條——會員權利

甲——參加會員大會以及參與本會所
舉辦之各項活動；

乙——要求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丙——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第七條——會員義務

甲——遵守本會章程、會員大會之決
議和理事會之決定；

乙——按時繳交會費；

丙——不得作出損害本會聲譽之行
動。

第八條——會員如嚴重破壞本會聲
譽，由理事會和監事會議決可終止其會
籍。

第三章

組織

第九條——會員大會

甲——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負責制定和修改章程，選舉會員大會
主席團、理事會和監事會成員，審議理事
會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決定會務方針；

乙——會員大會主席團由三人組成，
設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秘書一人，由
會員選舉產生，任期三年，並由正副主席
召集和主持會議；

丙——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如在
必要情況下，得由理事會或不少於五分之
一會員的要求召開，最少須於八日前以書
面形式通知會員，並載明開會日期、時
間、地點及議程；

丁——會員大會必須在超過半數會員
出席的情況下方可作出決議，但如不足半
數，會議可於半小時後再次召開，人數則
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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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理事會

甲——理事會是本會行政管理機構，
向會員大會負責；

乙——理事會是由會員大會選出五至
十三名成員組成，須為單數，其中包括理
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常務理事和理事若
干名，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丙——理事長或經理事會授權的成員
可代表本會。

第十一條——監事會

甲——監事會是本會監察機構，監察
理事會工作，查核本會之財產及編制年度
監察活動報告。

乙——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三名或
五名成員組成，其中包括監事長一名和監
事若干名，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四章

附則

第十二條——本會財政收入來自會員
會費、贊助、不附帶任何條件的捐獻以及
相關機構和實體的資助。

第十三條——會員會費的金額由會員
大會或會員大會授權理事會決定。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ez de Mai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dante,
Maria Virgínia Inác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43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43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五金製品業職工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九日，存檔於本署
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77 號，
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五金製品業職工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五金製品業職
工會。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黑沙環
馬路42號福祥樓二樓A-G座；本會亦可根
據需要遷至澳門任何地方。

第三條——本會以愛國愛澳、促進職
工團結、維護本行業職工權益、提升職工
素質為宗旨。

第四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

第二章

會 員

第五條——會員資格

凡屬本澳居民，從事五金製品行業之
僱員均可申請加入本會成為會員。

第六條——會員權利

甲：參加會員大會以及參與本會所舉
辦之各項活動；

乙：要求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丙：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第七條——會員義務

甲：遵守本會章程、會員大會之決議
和理事會之決定；

乙：按時繳交會費；

丙：不得作出損害本會聲譽之行動。

第八條——本會會員如嚴重破壞本會
聲譽，得由理事會給予警告，特別嚴重者
得由理事會同監事會議決即時暫停會籍，
並由理事會提議，經會員大會通過終止會
籍。

第三章

組 織

第九條——會員大會

甲：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負責制定和修改章程，選舉會員大會主席
團、理事會和監事會成員，審議理事會工
作報告及財務報告，決定會務方針；

乙：會員大會主席團由三人組成，設
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秘書一人，由會
員選舉產生，任期三年，並由正副主席召
集和主持會議；

丙：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如在必
要情況下，得由理事會或不少於五分之一
會員的要求召開，最少須於八日前以書面
形式通知會員，並載明開會日期、時間、
地點及議程；

丁：會員大會必須在超過半數會員出
席的情況下方可作出決議，但如不足半

數，會議可於半小時後再次召開，人數則
不論；

戊：會員大會的決議必須獲得過半數
出席會員的同意才能通過，但澳門法律另
有規定的事項除外。

第十條——理事會

甲：理事會是本會行政管理機構，向
會員大會負責；

乙：理事會是由會員大會選出五至十
一名成員所組成，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
其中包括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和理事若
干名；

丙：理事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對外發
表意見，但經理事長或理事會授權的成員
除外；

丁：理事會的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

第十一條——監事會

甲：監事會是本會監察機構，監察理
事會工作，查核本會之財產及編制年度監
察活動報告；

乙：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三名或五
名成員所組成，其中包括監事長一名，副
監事長或監事若干名；

丙：監事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對外發
表意見；

丁：監事會的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

第四章

附 則

第十二條——本會財政收入來自會員
會費、贊助、不附帶任何條件的捐獻以及
相關機構和實體的資助。

第十三條——會員會費的金額由會員
大會或會員大會授權理事會決定。

第十四條——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會員
大會。

第十五條——本章程之解釋權屬理事
會。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ez de Mai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
dante, Maria Virgínia Inác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2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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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煙業工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九日，存檔於本署
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78 號，
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煙業工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煙業工會”。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提督馬
路45-47號能昌大廈D-F座地下；本會亦可
根據需要遷至澳門任何地方。

第三條——本會以愛國愛澳、促進本
行業職工團結、維護職工權益、提升職工
素質為宗旨。

第四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會員資格

凡屬本澳居民從事煙業工作之僱員均
可申請加入本會成為會員。

第六條——會員權利

甲：參加會員大會以及參與本會所舉
辦之各項活動；

乙：要求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丙：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第七條——會員義務

甲：遵守本會章程、會員大會之決議
和理事會之決定；

乙：按時繳交會費；

丙：不得作出損害本會聲譽之行動。

第八條——會員如嚴重破壞本會聲
譽，由理事會和監事會議決可終止其會
籍。

第三章

組織

第九條——會員大會

甲：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負責制定和修改章程，選舉會員大會主席
團、理事會和監事會成員，審議理事會工
作報告及財務報告，決定會務方針；

乙：會員大會主席團由三人組成，設
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秘書一人，由會
員選舉產生，任期三年，並由正副主席召
集和主持會議；

丙：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如在必
要情況下，得由理事會或不少於五分之一
會員的要求召開，最少須於八日前以書面
形式通知會員，並載明開會日期、時間、
地點及議程；

丁：會員大會必須在超過半數會員出
席的情況下方可作出決議，但如不足半
數，會議可於半小時後再次召開，人數則
不論。

第十條——理事會

甲：理事會是本會行政管理機構，向
會員大會負責；

乙：理事會是由會員大會選出五至十
三名成員組成，須為單數，其中包括理事
長一名，副理事長、常務理事和理事若干
名，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丙：理事長或經理事會授權的成員可
代表本會。

第十一條——監事會

甲：監事會是本會監察機構，監察理
事會工作，查核本會之財產及編制年度監
察活動報告。

乙：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三名或五
名成員組成，其中包括監事長一名和監事
若干名，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四章

附則

第十二條——本會財政收入來自會員
會費、贊助、不附帶任何條件的捐獻以及
相關機構和實體的資助。

第十三條——會員會費的金額由會員
大會或會員大會授權理事會決定。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ez de Mai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
dante, Maria Virgínia Inác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44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44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皮具鞋業僱員工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九日，存檔於本署
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79 號，
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皮具鞋業僱員工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澳門皮具鞋
業僱員工會”。

第二條——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黑沙環
馬路42號福祥樓二樓A-G座；本會亦可根
據需要遷至澳門任何地方。

第三條—— 本會以愛國愛澳、促進本
行業職工團結、維護職工權益、提升職工
素質為宗旨。

第四條——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 會員資格：

凡屬本澳居民從事皮具、手袋、鞋類
製品工作之僱員均可申請加入本會成為會
員。

第六條—— 會員權利：

甲：參加會員大會以及參與本會所舉
辦之各項活動；

乙：要求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丙：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第七條—— 會員義務：

甲：遵守本會章程、會員大會之決議
和理事會之決定；

乙：按時繳交會費；

丙：不得作出損害本會聲譽之行動。

第八條—— 會員如嚴重破壞本會聲
譽，由理事會和監事會議決可終止其會
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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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組織

第九條—— 會員大會：

甲：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負責制定和修改章程，選舉會員大會主席
團、理事會和監事會成員，審議理事會工
作報告及財務報告，決定會務方針；

乙：會員大會主席團由三人組成，設
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秘書一人，由會
員選舉產生，任期三年，並由正副主席召
集和主持會議；

丙：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如在必
要情況下，得由理事會或不少於五分之一
會員的要求召開，最少須於八日前以書面
形式通知會員，並載明開會日期、時間、
地點及議程；

丁：會員大會必須在超過半數會員出
席的情況下方可作出決議，但如不足半
數，會議可於半小時後再次召開，人數則
不論。

第十條—— 理事會：

甲：理事會是本會行政管理機構，向
會員大會負責；

乙：理事會是由會員大會選出五至十
三名成員組成，須為單數，其中包括理事
長一名，副理事長、常務理事和理事若干
名，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丙：理事長或經理事會授權的成員可
代表本會。

第十一條—— 監事會：

甲：監事會是本會監察機構，監察理
事會工作，查核本會之財產及編制年度監
察活動報告。

乙：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三名或五
名成員組成，其中包括監事長一名和監事
若干名，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四章

附則

第十二條—— 本會財政收入來自會員
會費、贊助、不附帶任何條件的捐獻以及
相關機構和實體的資助。

第十三條—— 會員會費的金額由會員
大會或會員大會授權理事會決定。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ez de Mai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dante, Maria Virgínia Inác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44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44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電子電器僱員工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九日，存檔於本署
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80 號，
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電子電器僱員工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電子電器僱員
工會。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黑沙環
馬路42號福祥樓二樓A-G座；本會亦可根
據需要遷至澳門任何地方。

第三條——本會以愛國愛澳、促進職
工團結、維護本行業職工權益、提升職工
素質為宗旨。

第四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會員資格

凡屬本澳居民，從事電子、電器製品
行業之僱員均可申請加入本會成為會員。

第六條——會員權利

一、參加會員大會以及參與本會所舉
辦之各項活動；

二、要求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三、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第七條——會員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會員大會之決議
和理事會之決定；

二、按時繳交會費；

三、不得作出損害本會聲譽之行動。

第八條——本會會員如嚴重破壞本會
聲譽，得由理事會給予警告，特別嚴重者
得由理事會同監事會議決即時暫停會籍，
並由理事會提議，經會員大會通過終止會
籍。

第三章

組織

第九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負責制定和修改章程，選舉會員大會主席
團、理事會和監事會成員，審議理事會工
作報告及財務報告，決定會務方針；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由三人組成，設
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秘書一人，由會
員選舉產生，任期三年，並由正副主席召
集和主持會議；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如在必
要情況下，得由理事會或不少於五分之一
會員的要求召開，最少須於八日前以書面
形式通知會員，並載明開會日期、時間、
地點及議程；

四、會員大會必須在超過半數會員出
席的情況下方可作出決議，但如不足半
數，會議可於半小時後再次召開，人數則
不論；

五、會員大會的決議必須獲得過半數
出席會員的同意才能通過，但澳門法律另
有規定的事項除外。

第十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是本會行政管理機構，向
會員大會負責；

二、理事會是由會員大會選出五至十
一名成員所組成，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
其中包括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和理事若
干名；

三、理事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對外發
表意見，但經理事長或理事會授權的成員
除外；

四、理事會的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

第十一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是本會監察機構，監察理
事會工作，查核本會之財產及編制年度監
察活動報告。

二、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三名或五
名成員所組成，其中包括監事長一名，副
監事長或監事若干名；

三、監事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對外發
表意見；

四、監事會的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

第四章

附則

第十二條——本會財政收入來自會員
會費、贊助、不附帶任何條件的捐獻以及
相關機構和實體的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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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會員會費的金額由會員
大會或會員大會授權理事會決定。

第十四條——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會員
大會。

第十五條——本章程之解釋權屬理事
會。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ez de Mai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dante,
Maria Virgínia Inác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4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44,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塑料製品從業員協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九日，存檔於本署
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81 號，
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塑料製品從業員協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塑料製品從業
員協會。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黑沙環
馬路42號福祥樓二樓A-G座；本會亦可根
據需要遷至澳門任何地方。

第三條——本會以愛國愛澳、促進職
工團結、維護本行業職工權益、提升職工
素質為宗旨。

第四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會員資格

凡屬本澳居民，從事塑料製品行業之
僱員均可申請加入本會成為會員。

第六條——會員權利

甲：參加會員大會以及參與本會所舉
辦之各項活動；

乙：要求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丙：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第七條——會員義務

甲：遵守本會章程、會員大會之決議
和理事會之決定；

乙：按時繳交會費；

丙：不得作出損害本會聲譽之行動。

第八條——本會會員如嚴重破壞本會
聲譽，得由理事會給予警告，特別嚴重者
得由理事會同監事會議決即時暫停會籍，
並由理事會提議，經會員大會通過終止會
籍。

第三章

組織

第九條：會員大會

甲：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負責制定和修改章程，選舉會員大會主席
團、理事會和監事會成員，審議理事會工
作報告及財務報告，決定會務方針；

乙：會員大會主席團由三人組成，設
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秘書一人，由會
員選舉產生，任期三年，並由正副主席召
集和主持會議；

丙：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如在必
要情況下，得由理事會或不少於五分之一
會員的要求召開，最少須於八日前以書面
形式通知會員，並載明開會日期、時間、
地點及議程；

丁：會員大會必須在超過半數會員出
席的情況下方可作出決議，但如不足半
數，會議可於半小時後再次召開，人數則
不論；

戊：會員大會的決議必須獲得過半數
出席會員的同意才能通過，但澳門法律另
有規定的事項除外。

第十條——理事會

甲：理事會是本會行政管理機構，向
會員大會負責；

乙：理事會是由會員大會選出五至十
一名成員所組成，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
其中包括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和理事若
干名；

丙：理事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對外發
表意見，但經理事長或理事會授權的成員
除外；

丁：理事會的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

第十一條——監事會

甲：監事會是本會監察機構，監察理
事會工作，查核本會之財產及編制年度監
察活動報告。

乙：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三名或五
名成員所組成，其中包括監事長一名，副
監事長或監事若干名；

丙：監事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對外發
表意見；

丁：監事會的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

第四章

附則

第十二條——本會財政收入來自會員
會費、贊助、不附帶任何條件的捐獻以及
相關機構和實體的資助。

第十三條——會員會費的金額由會員
大會或會員大會授權理事會決定。

第十四條——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會員
大會。

第十五條——本章程之解釋權屬理事
會。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ez de Mai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dante,
Maria Virgínia Inác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1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15,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建築模板職工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組織社團
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五月四日起，存
放於本署之32/2006號檔案組內，並登記於
第1號“獨立文書及其他文件之登記簿冊”
內，編號為35號，該組織章程內容載於附
件之證明書內並與原件一式無訛。

澳門建築模板職工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定名為“澳門建築模板職工會”
（下稱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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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庇山耶街 39-41 號
上架行會館，本會亦可根據需要，通過理
事會之決議將會址遷至澳門任何其他地
方。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以愛國愛澳、促
進職工團結、維護職工權益、提升職工素
質為宗旨。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屬以從事建築模板工作為職業的本
澳居民，如承認本會章程且履行入會手
續，經本會理事會批准，即可加入本會成
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

本會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一）參加會員大會及參與本會所舉
辦之各項活動；

（二）選舉和被選舉擔任本會各機構
之成員。

第六條

會員義務

本會會員具有以下義務：

（一）遵守本會的章程、會員大會之
決議和理事會之決定；

（二）按時繳交會費；

（三）  不得作出損害本會聲譽之行動。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除行使法律及章程規定之職權外，還負
責：修改章程，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
事會和監事會的成員，審議、通過理事會

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以及決定會務
方針。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由三人組成，設
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秘書一人，由會
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三年，並由正、副
主席召集和主持會議。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平常會
議，在必要的情況下，應理事會或不少於
五分之一會員聯名，以正當目的提出的要
求，亦得召開特別會議；會員大會之召集
須至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或書面之方式通
知，並載明會議日期、時間、地點和議
程。

四、會員大會必須在至少半數會員出
席的情況下方可作出決議，如不足半數，
則半小時後在同一地點召開之會議視為第
二次召集之會議。

五、經第二次召集之會員大會，不論
出席會員人數多少均可依法行使會員大會
職權。

六、會員大會的決議必須獲得過半數
出席會員的同意才能通過，但法律另有規
定的事項除外。

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是本會的行政管理機構，
除行使法律及章程規定之職權外，還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及日常具體會務工作，
並向每年舉行的會員大會提交年度會務報
告和財務報告。

二、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七至十一
名成員組成，但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其
中包括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常務理事
和理事若干名。理事會下設秘書處，協助
理事會處理有關工作，理事長對外代表本
會。

三、理事會的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

第九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是本會監察機構，除行使
法律及章程規定之職權外，還監督理事會
工作，查核本會之財產及編製年度監察活
動報告。

二、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三至五名
成員組成，但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其中
包括監事長一名和監事若干名。

三、監事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對外發
表意見。

四、監事會的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

第四章

附則

第十條

內部規章

本會設內部規章，訂定各級領導架構
的具體產生辦法，規範轄下各部份組織行
政管理及財務運作細則、會員紀律、會員
大會選舉等事項，有關條文由理事會制
訂。

第十一條

經費

本會財政收入來自會員會費、第三者
給予的贊助、不附帶任何條件的捐獻以及
相關機構和實體的資助。

第十二條

會費

會員會費的金額由會員大會或會員大
會授權理事會決定。

第十三條

章程之修改及解釋

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會員大會，由理事
會提交修章方案予會員大會審議通過，而
本章程之解釋權屬理事會。

二零零六年五月四日於澳門特別行政
區

私人公證員 黃顯輝

（是項刊登費用為 $2,30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300,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公共巴士職工總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組織社團
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五月四日起，存
放於本署之33/2006號檔案組內，並登記於
第1號“獨立文書及其他文件之登記簿冊”
內，編號為36號，該組織章程內容載於附
件之證明書內並與原件一式無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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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公共巴士職工總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定名為“澳門公共巴士職工總會”
（下稱本會）。

第二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司打口火船頭街
2 6 5 號海聯大廈一樓，本會亦可根據需
要，通過理事會之決議將會址遷至澳門任
何其他地方。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以愛國愛澳、促
進職工團結、維護職工權益、提升職工素
質為宗旨。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屬以從事本澳公共巴士為職業的本
澳居民或相關職工的團體，承認本會章
程，履行入會手續，經理事會批准，即可
加入本會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

本會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一）參加會員大會及參與本會所舉
辦之各項活動；

（二）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三）如屬團體會員者，推派代表參
加會員大會、行使選舉權和擔任獲選舉之
職位。

第六條

會員義務

一、本會會員具有以下義務：

（一）遵守本會的章程、會員大會之
決議和理事會之決定；

（二）按時繳交會費；

（三）不 得 作 出 損 害 本 會 聲 譽 之 行
動。

二、本會會員如嚴重破壞本會聲譽，
得由理事會給予警告或暫停會籍的處分，
並可提議會員大會議決終止會籍。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除行使法律及章程規定之職權外，還負
責：修改章程，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
事會和監事會的成員，審議理事會年度工
作報告及財務報告，以及決定會務方針。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由三人組成，設
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秘書一人，由會
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三年，並由正、副
主席召集和主持會議。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平常會
議，在必要的情況下，應理事會或不少於
三分之一會員聯名之請求，亦得召開特別
會議；會員大會之召集須至少提前八日以
掛號信或書面之方式通知，並載明會議日
期、時間、地點和議程。

四、會員大會必須在至少半數會員出
席的情況下方可作出決議，如不足半數，
則半小時後在同一地點召開之會議視為第
二次召集之會議。

五、經第二次召集之會員大會，不論
出席會員人數多少均可依法行使會員大會
職權。

六、會員大會的決議必須獲得過半數
出席會員的同意才能通過，但法律另有規
定的事項除外。

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在會員大會休會期間，負
責管理及推展日常會務工作。除行使法律
及章程規定之職權外，理事會還負責本會
行政管理，向會員大會負責。

二、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五人或以
上成員組成，但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其
中包括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和理事若干
名。

三、理事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對外發
表意見，但理事長或經理事長授權的一名
或若干名成員除外。

四、理事會的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但理事長的任期不可連續超過兩屆。

第九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是本會監察機構，除行使
法律及章程規定之職權外，還監督理事會
工作，查核本會之財產及編製年度監察活
動報告。

二、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三人或以
上成員組成，但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其
中包括監事長一名和監事若干名。

三、監事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對外發
表意見。

四、監事會的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

第四章

附則

第十條

經費

本會財政收入來自會員會費、第三者
給予的贊助、不附帶任何條件的捐獻以及
相關機構和實體的資助。

第十一條

會費

會員會費的金額由會員大會或會員大
會授權理事會決定。

第十二條

章程之修改及解釋

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會員大會，由理事
會提交修章方案予會員大會審議通過，而
本章程之解釋權屬理事會。

二零零六年五月四日於澳門特別行政
區

私人公證員 黃顯輝

（是項刊登費用為 $2,20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20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醫療診所員工協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組織社團
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五月四日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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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於本署之38/2006號檔案組內，並登記於
第1號“獨立文書及其他文件之登記簿冊”
內，編號為41號，該組織章程內容載於附
件之證明書內並與原件一式無訛。

醫療診所員工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定名為“醫療診所員工協會”（下
稱本會）。

第二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司打口群興新街 8
號L-M地下，本會亦可根據需要，通過理
事會之決議將會址遷至澳門任何其他地
方。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以愛國愛澳、促
進職工團結、維護職工權益、提升職工素
質為宗旨。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屬本澳居民於醫療診所內工作者，
如承認本會章程且履行入會手續， 經本會
理事會批准 ，即可加入本會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

本會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一）參加會員大會及參與本會所舉辦
之各項活動；

（二）選舉和被選舉擔任本會各機構之
成員。

第六條

會員義務

本會會員具有以下義務：

（一）遵守本會的章程、會員大會之
決議和理事會之決定；

（二）按時繳交會費；

（三）   不得作出損害本會聲譽之行動。

第七條

紀律處分

本會會員如嚴重破壞本會聲譽，得由
理事會給予警告或暫停會籍的處分，並可
提議會員大會議決終止會籍。

第三章

組織

第八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除行使法律及章程規定之職權外，還負
責：修改章程，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
事會和監事會的成員，審議、通過理事會
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以及決定會務
方針。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由三人組成，設
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秘書一人，由會
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三年，並由正、副
主席召集和主持會議。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平常會
議， 在必要的情況下，應理事會或不少於
五分之一會員聯名，以正當目的提出的要
求，亦得召開特別會議；會員大會之召集
須至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或書面之方式通
知，並載明會議日期、時間、地點和議
程。

四、會員大會必須在至少半數會員出
席的情況下方可作出決議，如不足半數，
則半小時後在同一地點召開之會議視為第
二次召集之會議。

五、經第二次召集之會員大會，不論
出席會員人數多少均可依法行使會員大會
職權。

六、會員大會的決議必須獲得過半數
出席會員的同意才能通過，但法律另有規
定的事項除外。

第九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是本會的行政管理機構，
除行使法律及章程規定之職權外，還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及日常具體會務工作，
並向每年舉行的會員大會提交年度會務報
告和財務報告。

二、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七至十一
名成員組成，但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其
中包括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秘書和理
事若干名。

三、理事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對外發
表意見，但理事長或經理事長授權的一名
或若干名成員除外。

四、理事會的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但理事長的任期不可連續超過兩屆。

第十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是本會監察機構，除行使
法律及章程規定之職權外，還監督理事會
工作，查核本會之財產及編製年度監察活
動報告。

二、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三至五名
成員組成，但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其中
包括監事長一名和監事若干名。

三、監事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對外發
表意見。

四、監事會的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

第四章

附則

第十一條

經費

本會財政收入來自會員會費、第三者
給予的贊助、不附帶任何條件的捐獻以及
相關機構和實體的資助。

第十二條

會費

會員會費的金額由會員大會或會員大
會授權理事會決定。

第十三條

章程之修改及解釋

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會員大會，由理事
會提交修章方案予會員大會審議通過，而
本章程之解釋權屬理事會。

二零零六年五月四日於澳門特別行政
區

私人公證員 黃顯輝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7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73,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公務衛生員工協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組織社團
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五月四日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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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於本署之40/2006號檔案組內，並登記於
第1號“獨立文書及其他文件之登記簿冊”
內，編號為43號，該組織章程內容載於附
件之證明書內並與原件一式無訛。

澳門公務衛生員工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定名為“澳門公務衛生員工協
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os Tra-
balhadores dos Serviços Públicos de Saúde
de Macau”（下稱本會）。

第二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荷蘭園二馬路十一
號荷蘭園大廈三樓 A ，本會亦可根據需
要，通過理事會之決議將會址遷至澳門任
何其他地方。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以促進會員的團
結，倡導互助友愛及敬業樂業的精神，維
護會員合理權益，舉辦各項文教、康體、
培訓及交流活動為宗旨。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屬以任職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衛生局
的員工，如承認本會章程且履行入會手
續，經本會理事會批准，即可加入本會成
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

本會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一）參加會員大會；

（二）選舉及被選舉擔任本會各機關
之成員；

（三）對本會會務提出建議及批評；

（四）參與本會舉辦的一切活動；

（五）退出本會的自由。

第六條

會員義務

本會會員具有以下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並執行本會各機
關的決議；

（二）協助本會發展會員，推動本會
會務開展；

（三）參與、支持及協助本會舉辦的
各項活動；

（四）按時繳納會費，方可享受個人
會員權利；

（五）不得作出任何有損本會聲譽的
行動。

第七條

紀律處分

凡違反本會章程、內部規章的條款及
損害本會聲譽利益的會員將受紀律處分。

第三章

機關

第八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並由
主席團主持會議。

二、主席團由會員大會選出三名正式
會員組成，設主席一名、秘書二名，由主
席團互選產生，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在必要的情況下或應不少於二分之一
會員以正當目的提出的要求，亦得召開特
別會議。

四、會員大會由主席召集，於會議前
十天以掛號信或書面之方式下達各會員，
召集書內須載明會議的日期、時間、地點
和議程。

五、會員大會必須在至少半數會員出
席的情況下方可作出決議，如不足半數，
則半小時後在同一地點召開之會議視為第
二次召集之會議。

六、經第二次召集之會員大會，不論
出席會員人數多少均可依法行使會員大會
職權。

七、會員大會的決議必須獲得過半數
出席會員的同意才能通過，但法律另有規
定的事項除外。

第九條

會員大會職權

在不妨礙法律、本會章程及內部規章
所訂之其他職權下，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一）修改本會會章，制訂及修改本
會內部規章；

（二）選 舉 會 員 大 會 主 席 團 、 理 事
會、監事會的成員；

（三）審議、通過理事會的年度工作
報告和財務報告，以及監事會的相關年度
報告；

（四）決定本會會務方針及作出相應
決議；

（五）審議、通過翌年度的活動計劃
和預算。

第十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十一名至
二十五名會員組成，其數目必定為單數。

二、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
長、司庫及理事若干名，由理事會成員互
選產生，任期為二年，連選得連任。

第十一條

理事會職權

理事會為本會會務執行機關，在不妨
礙法律、本會章程及內部規章所訂之其他
職權下，其職權如下：

（一）管 理 本 會 並 執 行 會 員 大 會 決
議；

（二）處理會員大會休會期間之各項
會務工作；

（三）安 排 會 員 大 會 的 一 切 準 備 工
作；

（四）向 會 員 大 會 提 交 年 度 工 作 報
告、翌年度的活動計劃和預算；

（五）在法庭內外代表本會或指定其
中一名或若干名理事會成員代表本會。

第十二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三至五名
正式會員組成，其數目必為單數。

二、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及監事若干
名，由監事會成員互選產生，任期二年，
連選得連任。

第十三條

監事會職權

  監事會為本會會務監察機構，在不妨
礙法律、本會章程及內部規章所訂之其他
職權下，其職權如下：

（一）監察會員大會決議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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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監督理事會之運作及各會務的
進展；

（三）查核本會之財產；

（四）向會員大會提交相關年度之監
察活動報告。

第四章

其他規定及過渡性規定

第十四條

經費

本會的經費來源如下：

（一）會員入會費及年費，具體徵收
金額及辦法由理事會訂定；

（二）本 會 開 展 各 項 活 動 的 各 種 收
入；

（三）歷年滾存基金的利息收入；

（四）本會接受的符合本會宗旨的贊
助、資助、津貼及捐贈。

第十五條

內部規章

本會設內部規章，訂定各機關成員的
推選辦法，規範領導機關轄下的各部分組
織、行政管理及財務運作細則和會員紀律
制度等事項，有關條文由理事會提交會員
大會通過後公佈執行。

第十六條

修改章程

本會會章如有未盡善處，可由理事會
提出修改議案，交由會員大會審議修改
之。

二零零六年五月四日於澳門特別行政
區

私人公證員 黃顯輝

（是項刊登費用為 $2,86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865,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建築吊重業職工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組織社團
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五月四日起，存

放於本署之43/2006號檔案組內，並登記於
第1號“獨立文書及其他文件之登記簿冊”
內，編號為46號，該組織章程內容載於附
件之證明書內並與原件一式無訛。

澳門建築吊重業職工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定名為“澳門建築吊重業職工會”
（下稱本會）。

第二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柯利維喇街 3 號金
湖大廈1樓A、C室，本會亦可根據需要，
通過理事會之決議將會址遷至澳門任何其
他地方。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以愛國愛澳、促
進職工團結、維護職工權益、提升職工素
質為宗旨。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屬以從事建築吊重工作為職業的本
澳居民，如承認本會章程且履行入會手
續，經本會理事會批准，即可加入本會成
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

本會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一）參加會員大會及參與本會所舉
辦之各項活動；

（二）選舉和被選舉擔任本會各機構
之成員。

第六條

會員義務

本會會員具有以下義務：

（一）遵守本會的章程、會員大會之
決議和理事會之決定；

（二）按時繳交會費；

（三）  不得作出損害本會聲譽之行動。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除行使法律及章程規定之職權外，還負
責：修改章程，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
事會和監事會的成員，審議、通過理事會
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以及決定會務
方針。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由三人組成，設
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秘書一人，由會
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二年，並由正、副
主席召集和主持會議。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平常會
議，在必要的情況下，應理事會或不少於
三分之一會員聯名，以正當目的提出的要
求，亦得召開特別會議；會員大會之召集
須至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或書面之方式通
知，並載明會議日期、時間、地點和議
程。

四、會員大會必須在至少半數會員出
席的情況下方可作出決議，如不足半數，
則半小時後在同一地點召開之會議視為第
二次召集之會議。

五、經第二次召集之會員大會，不論
出席會員人數多少均可依法行使會員大會
職權。

六、會員大會的決議必須獲得過半數
出席會員的同意才能通過，但法律另有規
定的事項除外。

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是本會的行政管理機構，
除行使法律及章程規定之職權外，還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及日常具體會務工作，
並向每年舉行的會員大會提交年度會務報
告和財務報告。

二、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七至十一
名成員組成，但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其
中包括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常務理事
和理事若干名。理事會下設秘書處，協助
理事會處理有關工作，理事長對外代表本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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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事會的任期為二年，連選得連
任。

第九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是本會監察機構，除行使
法律及章程規定之職權外，還監督理事會
工作，查核本會之財產及編製年度監察活
動報告。

二、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三至五名
成員組成，但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其中
包括監事長一名和監事若干名。

三、監事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對外發
表意見。

四、監事會的任期為二年，連選得連
任。

第四章

附則

第十條

內部規章

本會設內部規章，訂定各級領導架構
的具體產生辦法，規範轄下各部份組織行
政管理及財務運作細則、會員紀律、會員
大會選舉等事項，有關條文由理事會制
訂。

第十一條

經費

本會財政收入來自會員會費、第三者
給予的贊助、不附帶任何條件的捐獻以及
相關機構和實體的資助。

第十二條

會費

會員會費的金額由會員大會或會員大
會授權理事會決定。

第十三條

章程之修改及解釋

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會員大會，由理事
會提交修章方案予會員大會審議通過，而
本章程之解釋權屬理事會。

二零零六年五月四日於澳門特別行政
區

私人公證員 黃顯輝

（是項刊登費用為 $2,30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307,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毛紡毛織僱員工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組織社團
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五月八日起，存
放於本署之46/2006號檔案組內，並登記於
第1號“獨立文書及其他文件之登記簿冊”
內，編號為49號，該組織章程內容載於附
件之證明書內並與原件一式無訛。

澳門毛紡毛織僱員工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定名為“澳門毛紡毛織僱員工會”
（下稱本會）。

第二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黑沙環馬路42號福
祥樓二樓 A-G 單位，本會亦可根據需要，
通過理事會之決議將會址遷至澳門任何其
他地方。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以愛國愛澳、促
進職工團結、維護職工權益、提升職工素
質為宗旨。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屬本澳居民從事毛紡毛織工作之僱
員，如承認本會章程且履行入會手續，經
本會理事會批准，即可加入本會成為會
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

本會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一）參加會員大會及參與本會所舉
辦之各項活動；

（二）選舉和被選舉擔任本會各機構
之成員；

（三）根據本章程及內部規章之規定

要求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第六條

會員義務

本會會員具有以下義務：

（一）遵守本會的章程、會員大會之

決議和理事會之決定；

（二）按時繳交會費；

（三） 不得作出損害本會聲譽之行動。

第七條

紀律處分

本會會員如嚴重破壞本會聲譽，得由
理事會給予警告或暫停會籍的處分，並由

理事會和監事會議決終止其會籍。

第三章

組織

第八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除行使法律及章程規定之職權外，還負

責：修改章程，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
事會和監事會的成員，審議、通過理事會

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以及決定會務
方針。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由三人組成，設

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秘書一人，由會
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三年，並由正、副

主席召集和主持會議。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平常會
議，在必要的情況下，應理事會或不少於

三分之一會員聯名，以正當目的提出的要
求，亦得召開特別會議；會員大會之召集

須至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或書面之方式通
知，並載明會議日期、時間、地點和議

程。

四、會員大會必須在至少半數會員出
席的情況下方可作出決議，如不足半數，

則半小時後在同一地點召開之會議視為第
二次召集之會議。

五、經第二次召集之會員大會，不論

出席會員人數多少均可依法行使會員大會
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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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是本會的行政管理機構，
除行使法律及章程規定之職權外，還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及日常具體會務工作，
並向每年舉行的會員大會提交年度會務報
告和財務報告。

二、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五至十三
名成員組成，但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其
中包括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常務理事
和理事若干名。

三、理事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對外發
表意見，但理事長或經理事長授權的一名
或若干名成員除外。

四、理事會的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

第十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是本會監察機構，除行使
法律及章程規定之職權外，還監督理事會
工作，查核本會之財產及編製年度監察活
動報告。

二、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三至五名
成員組成，但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其中
包括監事長一名和監事若干名。

三、監事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對外發
表意見。

四、監事會的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

第四章

附則

第十一條

經費

本會財政收入來自會員會費、第三者
給予的贊助、不附帶任何條件的捐獻以及
相關機構和實體的資助。

第十二條

會費

會員會費的金額由會員大會或會員大
會授權理事會決定。

二零零六年五月八日於澳門特別行政
區

私人公證員 黃顯輝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潔淨服務從業員協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組織社團
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五月八日起，存
放於本署之47/2006號檔案組內，並登記於
第1號“獨立文書及其他文件之登記簿冊”
內，編號為50號，該組織章程內容載於附
件之證明書內並與原件一式無訛。

澳門潔淨服務從業員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定名為“澳門潔淨服務從業員協
會”（下稱本會）。

第二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黑沙環馬路42號福
祥樓二樓 A-G 單位，本會亦可根據需要，
通過理事會之決議將會址遷至澳門任何其
他地方。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以愛國愛澳、促
進職工團結、維護職工權益、提升職工素
質為宗旨。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屬本澳居民從事清潔工作之僱員，
如承認本會章程且履行入會手續，經本會
理事會批准，即可加入本會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

本會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一）參加會員大會及參與本會所舉
辦之各項活動；

（二）選舉和被選舉擔任本會各機構
之成員；

（三）根據本章程及內部規章之規定

要求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第六條

會員義務

本會會員具有以下義務：

（一）遵守本會的章程、會員大會之

決議和理事會之決定；

（二）按時繳交會費；

（三）  不得作出損害本會聲譽之行動。

第七條

紀律處分

本會會員如嚴重破壞本會聲譽，得由

理事會給予警告或暫停會籍的處分，並由
理事會和監事會議決終止其會籍。

第三章

組織

第八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除行使法律及章程規定之職權外，還負

責：修改章程，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
事會和監事會的成員，審議、通過理事會

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以及決定會務
方針。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由三人組成，設

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秘書一人，由會
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三年，並由正、副

主席召集和主持會議。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平常會
議，在必要的情況下，應理事會或不少於

三分之一會員聯名，以正當目的提出的要
求，亦得召開特別會議；會員大會之召集

須至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或書面之方式通
知，並載明會議日期、時間、地點和議

程。

四、會員大會必須在至少半數會員出
席的情況下方可作出決議，如不足半數，

則半小時後在同一地點召開之會議視為第
二次召集之會議。

五、經第二次召集之會員大會，不論

出席會員人數多少均可依法行使會員大會
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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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是本會的行政管理機構，
除行使法律及章程規定之職權外，還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及日常具體會務工作，
並向每年舉行的會員大會提交年度會務報
告和財務報告。

二、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五至十三
名成員組成，但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其
中包括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常務理事
和理事若干名。

三、理事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對外發
表意見，但理事長或經理事長授權的一名
或若干名成員除外。

四、理事會的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

第十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是本會監察機構，除行使
法律及章程規定之職權外，還監督理事會
工作，查核本會之財產及編製年度監察活
動報告。

二、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三至五名
成員組成，但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其中
包括監事長一名和監事若干名。

三、監事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對外發
表意見。

四、監事會的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

第四章

附則

第十一條

經費

本會財政收入來自會員會費、第三者
給予的贊助、不附帶任何條件的捐獻以及
相關機構和實體的資助。

第十二條

會費

會員會費的金額由會員大會或會員大
會授權理事會決定。

二零零六年五月八日於澳門特別行政
區

私人公證員 黃顯輝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雲石業職工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組織社團
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五月八日起，存
放於本署之44/2006號檔案組內，並登記於
第1號“獨立文書及其他文件之登記簿冊”
內，編號為47號，該組織章程內容載於附
件之證明書內並與原件一式無訛。

澳門雲石業職工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定名為“澳門雲石業職工會”（下
稱本會）。

第二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惠愛街44號地下坭
水行會館，本會亦可根據需要，通過理事
會之決議將會址遷至澳門任何其他地方。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以愛國愛澳、促
進職工團結、維護職工權益、提升職工素
質為宗旨。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屬以從事雲石工作為職業的本澳居
民，如承認本會章程且履行入會手續，經
本會理事會批准，即可加入本會成為會
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

本會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一）參加會員大會及參與本會所舉
辦之各項活動；

（二）選舉和被選舉擔任本會各機關
之成員。

第六條

會員義務

本會會員具有以下義務：

（一）遵守本會的章程、會員大會之
決議和理事會之決定；

（二）按時繳交會費；

（三）不 得 作 出 損 害 本 會 聲 譽 之 行
動。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除行使法律及章程規定之職權外，還負
責：修改章程，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
事會和監事會的成員，審議、通過理事會
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以及決定會務
方針。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由三人組成，設
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秘書一人，由會
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三年，並由正、副
主席召集和主持會議。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平常會
議，在必要的情況下，應理事會或不少於
三分之一會員聯名，以正當目的提出的要
求，亦得召開特別會議；會員大會之召集
須至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或書面之方式通
知，並載明會議日期、時間、地點和議
程。

四、會員大會必須在至少半數會員出
席的情況下方可作出決議，如不足半數，
則半小時後在同一地點召開之會議視為第
二次召集之會議。

五、經第二次召集之會員大會，不論
出席會員人數多少均可依法行使會員大會
職權。

六、會員大會的決議必須獲得過半數
出席會員的同意才能通過，但法律另有規
定的事項除外。

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是本會的行政管理機構，
除行使法律及章程規定之職權外，還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及日常具體會務工作，
並向每年舉行的會員大會提交年度會務報
告和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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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七至十一
名成員組成，但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其
中包括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常務理事
和理事若干名。理事會下設秘書處，協助
理事會處理有關工作，理事長對外代表本
會。

三、理事會的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

第九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是本會監察機構，除行使
法律及章程規定之職權外，還監督理事會
工作，查核本會之財產及編製年度監察活
動報告。

二、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三至五名
成員組成，但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其中
包括監事長一名和監事若干名。

三、監事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對外發
表意見。

四、監事會的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

第四章

附則

第十條

內部規章

本會設內部規章，訂定各級領導架構
的具體產生辦法，規範轄下各部份組織行
政管理及財務運作細則、會員紀律、會員
大會選舉等事項，有關條文由理事會制
訂。

第十一條

經費

本會財政收入來自會員會費、第三者
給予的贊助、不附帶任何條件的捐獻以及
相關機構和實體的資助。

第十二條

會費

會員會費的金額由會員大會或會員大
會授權理事會決定。

第十三條

章程之修改及解釋

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會員大會，由理事
會提交修章方案予會員大會審議通過，而
本章程之解釋權屬理事會。

二零零六年五月八日於澳門特別行政
區

私人公證員 黃顯輝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牆紙業職工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組織社團

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五月八日起，存

放於本署之45/2006號檔案組內，並登記於

第1號“獨立文書及其他文件之登記簿冊”

內，編號為48號，該組織章程內容載於附

件之證明書內並與原件一式無訛。

澳門牆紙業職工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定名為“澳門牆紙業職工會”（下

稱本會）。

第二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關前後街49號雅和

大廈 3 樓 B 單位，本會亦可根據需要，通

過理事會之決議將會址遷至澳門任何其他

地方。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以愛國愛澳、促

進職工團結、維護職工權益、提升職工素

質為宗旨。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屬以從事牆紙業工作為職業的本澳

居民，如承認本會章程且履行入會手續，

經本會理事會批准，即可加入本會成為會

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

本會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一）參加會員大會及參與本會所舉
辦之各項活動；

（二）選舉和被選舉擔任本會各機構
之成員。

第六條

會員義務

本會會員具有以下義務：

（一）遵守本會的章程、會員大會之
決議和理事會之決定；

（二）按時繳交會費；

（三）  不得作出損害本會聲譽之行動。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除行使法律及章程規定之職權外，還負
責：修改章程，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
事會和監事會的成員，審議、通過理事會
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以及決定會務
方針。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由三人組成，設
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秘書一人，由會
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三年，並由正、副
主席召集和主持會議。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平常會
議，在必要的情況下，應理事會或不少於
三分之一會員聯名，以正當目的提出的要
求，亦得召開特別會議；會員大會之召集
須至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或書面之方式通
知，並載明會議日期、時間、地點和議
程。

四、會員大會必須在至少半數會員出
席的情況下方可作出決議，如不足半數，
則半小時後在同一地點召開之會議視為第
二次召集之會議。

五、經第二次召集之會員大會，不論
出席會員人數多少均可依法行使會員大會
職權。

六、會員大會的決議必須獲得過半數
出席會員的同意才能通過，但法律另有規
定的事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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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是本會的行政管理機構，
除行使法律及章程規定之職權外，還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及日常具體會務工作，
並向每年舉行的會員大會提交年度會務報
告和財務報告。

二、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七至十一
名成員組成，但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其
中包括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常務理事
和理事若干名。理事會下設秘書處，協助
理事會處理有關工作，理事長對外代表本
會。

三、理事會的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

第九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是本會監察機構，除行使
法律及章程規定之職權外，還監督理事會
工作，查核本會之財產及編製年度監察活
動報告。

二、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三至五名
成員組成，但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其中
包括監事長一名和監事若干名。

三、監事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對外發
表意見。

四、監事會的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

第四章

附則

第十條

內部規章

本會設內部規章，訂定各級領導架構
的具體產生辦法，規範轄下各部份組織行
政管理及財務運作細則、會員紀律、會員
大會選舉等事項，有關條文由理事會制
訂。

第十一條

經費

本會財政收入來自會員會費、第三者
給予的贊助、不附帶任何條件的捐獻以及
相關機構和實體的資助。

第十二條

會費

會員會費的金額由會員大會或會員大
會授權理事會決定。

第十三條

章程之修改及解釋

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會員大會，由理事
會提交修章方案予會員大會審議通過，而
本章程之解釋權屬理事會。

二零零六年五月八日於澳門特別行政
區

私人公證員 黃顯輝

（是項刊登費用為 $2,33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336,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Acto Constitutivo de 11 de Maio de 2006
depositado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f)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n.º 1/06, sob o n.º 48, deste
Cartório, foi constituída uma Associação
denominada“澳門樂眾曲藝會”, nos termos
dos Estatutos anexos:

澳門樂眾曲藝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樂眾曲藝會。

2. 本會為非牟利社團，宗旨是從事曲
藝娛樂活動，加強本澳與外地相關藝術交
流，促進本澳的文化活動的發展。

3. 本會地址：澳門關閘馬路豐南大廈
17 樓 A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曲藝活動，具相當資歷，
有較高水平或熱心支持曲藝活動者，願意
遵守會章，均可申請入會，經理事會通
過，方為會員。

5.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6.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三）組織架構

7.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其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財務狀
況。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如有需
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取
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但
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曲藝活動。

（五）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一日

私人公證員 安瑪莉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onze de
Maio de dois mil e seis. — A Notária, Maria
Amélia Antón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5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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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Fundação Sino-Latina de Macau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instrumento arquivado, neste Cartório,
desde 2 de Março de 2006, sob o número dois
do maço número um de documentos refe-
rentes à criação de associações e à institui-
ção de fundações do ano de dois mil e seis,
foram alterados os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com a denominação em epígrafe, os quais

passam a ter a redacção que consta da cópia
anexa:

Alteração parcial dos Estatutos da
Fundação Sino-Latina de Macau

Artigo décimo sétimo

O Conselho Directivo da Fundação fica,
desde já, constituído pelas seguintes
individualidades:

Fok Kai Cheong, casado e residente na
Universidade de Macau, na Taipa;

Ngai Mei Cheong Gary, casado e residen-
te na Avenida do Dr. Rodrigo Rodrigues,
Edifício Conforseg, oitavo andar, «D», em
Macau;

Rufino de Fátima Ramos, casado e resi-
dente na Universidade de Macau, na Taipa;

Huen Wing Ming Patrick, casado e resi-
dente em Hong Kong, 39/F, Shun Tak
Centre, 200 Connaught Road, Central; e

Sou Shu Fai, casado e residente no Hotel
Lisboa (Nova Ala) segundo andar, em
Macau.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de
Abril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Rui
Afonso.

（是項刊登費用為 $60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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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鴻基投資服務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試算表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帳戶名稱
餘額

借方 貸方

現金

銀行結存 3,120,882.52

應收賬款 13,982,812.2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89,510.40

總公司之欠款

關連公司之欠款

固定資產

其他資產

銀行透支

銀行貸款

應付賬款 8,856,492.2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742,987.55

結欠總公司之款項 3,000,000.00

結欠關連公司之款項

稅項 196,659.00

股本

儲備

保留溢利 /（損失） 3,125,292.72

總收入 3,726,738.51

總支出 2,454,964.93

總額 19,648,170.05 19,648,170.05

總經理

戴耀權

財務主管

馬志強

（是項刊登費用為 $1,07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0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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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經理 財務主管

林勁勇 盧偉浩

（是項刊登費用為 $1,07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070,00)

大 福 證 券 有 限 公 司（澳門分行）

試算表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澳門元

帳戶名稱
餘額

借方 貸方

現金
銀行結存 44,728,606.40
應收賬款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22,346.08
總公司之欠款
關連公司之欠款 3,595,138.02
固定資產 208,048.23
其他資產
銀行透支
銀行貸款
應付賬款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結欠總公司之款項 46,326,943.93
結欠關連公司之款項 1,818,622.03
稅項
股本
儲備
保留溢利/（損失） 247,519.75
總收入 1,932,806.29
總支出 1,176,713.77

總額 50,078,372.25 50,078,37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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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 CABO MACAU, SA

Relatório de Gestão

Após dois anos de intenso desenvolvimento, na sequência da liberalização do sector do jogo e da consequente atribuição de novas licenças,
o Território de Macau cresceu apenas cerca de 6% durante o ano de 2005, muito em função de um certo arrefecimento da economia do
Território, mas ainda muito impulsionado pelo sector do jogo e dos serviços associados.

Continua a ser de realçar uma grande estabilidade governamental e uma vivência política e social segura, o que permite consolidar as
políticas desenvolvimentistas que contrabalançam a forte dependência que o Território tem do exterior.

O exercício económico de 2005 registou receitas operacionais de MOP 23 404 698, materializando um crescimento apreciável de 28% face
ao ano anterior.

Todavia, a continuada actividade de operadores ilegais no Território tem limitado o padrão de crescimento da TV Cabo Macau, afectando,
por essa via, a capacidade de rentabilização dos investimentos realizados na expansão de rede e na aquisição de novos conteúdos de valor
acrescentado.

Em termos globais, o resultado líquido do exercício melhorou 20% face ao apurado em 2004, reflectindo uma queda material das
amortizações do exercício, por sua vez motivada pela maturação do equipamento de rede.

Foram efectuadas algumas actualizações de equipamento, de forma a manter um alto nível de tecnologia utilizada, tendo sido intensificada
a compressão digital de alguns canais, com o objectivo de aumentar a qualidade dos sinais distribuídos e a capacidade de inserção de novos
canais.

Manteve-se o grau de cobertura do Território, estimado agora em aproximadamente 40%.

No final do ano, a TV Cabo Macau oferecia 55 canais no seu serviço básico mais 10 canais «Premium» com filmes e desporto, fornecendo
um amplo leque de possibilidades de escolha à população de Macau, com a qualidade do serviço digital integral.

Propõe-se que os resultados líquidos negativos de MOP 15 788 656,30 (quinze milhões, setecentas e oitenta oito mil, seiscentas e cinquenta
e seis patacas e trinta avos) sejam transferidos para a conta de resultados transitados.

Macau, aos 14 de Março de 2006.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Eduardo Martins — Presidente

Álvaro Roquette Morais — Vice-Presidente

Maria do Rosário Pinto Correia — Vice-Presidente

António A. Silva Aguiar — Administrador

So Shu Fai, Ambrose — Administrador

Ng Fok Holdings, Lda. — Administrador

Luís Paulo Reis Cocco — Administrador

Parecer do Conselho Fiscal

Aos vinte e quatro dias do mês de Março do ano de dois mil e seis, reuniu-se o Conselho Fiscal da TV Cabo Macau, SA, na Alameda Dr.
Carlos D’Assumpção, 411-417, Edifício Dynasty Plaza, 21.º andar, em Macau, com as presenças dos Senhores Dr. Quin Vá, Dr. Rui Cunha
e Dr. Carlos Simões.

Verificada a existência de quórum, passou-se desde logo à Ordem de Trabalhos para que a reunião havia sido convocada, a saber: Discussão
e aprovação do balanço e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conta de lucros e perdas e relatório da administração, sendo estes a apresentar na
reunião anual da Assembleia Geral, relativos ao an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5.

Presidiu à reunião o Sr. Dr. Quin Vá e após breve troca de impressões foi deliberado, por unanimidade dos presentes, aprovar o relatório
da administração e as contas financeiras acima mencionadas e apresentá-las à Assembleia Geral Ordinária, com a recomendação, à
semelhança de exercícios anteriores, do cumprimento do disposto no art. 206.º do Código Comercial.

Nada mais havendo a tratar, deu-se por terminada a reunião, dela se lavrando a presente acta que vai ser assinada pelos presen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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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5

ACTIVO MOP

Circulante
Caixa e Bancos 3,690,635
Dívidas de Terceiros 1,683,781
Depósitos Pagos 754,745
Outros Devedores 18,037,848
Existências 3,118,648

Total do Circulante 27,285,657

Imobilizado
  Imobilizado Corpóreo 66,869,766
  Imobilizado Incorpóreo 2,722,475
  Imobilizado em Curso 428,782
  Investimentos Financeiros 3,474,500
  Amortizações e Reintegrações Acumuladas -59,748,898

Total do Imobilizado 13,746,625

Custos Antecipados
Despesas Antecipadas 539,443
Custos Plurienais 366

Total 539,809

Total do Activo 41,572,091

PASSIVO

Passivo a Curto Prazo
Adiantamentos 599,765
Fornecedores C/C 2,086,114
Outros Credores 9,490,184
Depósitos Recebidos 939,600
Estado e Outras Entidades Públicas 1,330,751
Provisão P/Dívidas 769,111

Total do Passivo a Curto Prazo 15,215,525

Passivo a Longo Prazo

Empréstimos Bancários 80,000,000

Total do Passivo a Longo Prazo 80,000,000

CAPITAL PRÓPRIO
Capital Social 100,000,000
Resultados Transitados -137,854,778
Resultado Líquido do Exercício -15,788,656

Total do Capital Próprio -53,643,434

Total do Passivo e Capital Próprio 41,572,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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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資產 MOP

流動資產

現金及銀行存款 3,690,635
應收帳款 1,683,781
存出按金 754,745
其它應收款項 18,037,848
存貨 3,118,648

流動資產總額 27,285,657

固定資產
有形資產 66,869,766
無形資產 2,722,475
未完成資產 428,782
財務投資 3,474,500
攤折及重置累積 -59,748,898

固定資產總額 13,746,625

預付費用

預付費用 539,443
遞延費用 366

       總額 539,809

資產總額 41,572,091

負債

流動負債
預收帳款 599,765
應付帳款 2,086,114
其它應付帳款 9,490,184
存入按金 939,600
應付稅款 1,330,751
債務備用金 769,111

流動負債總額 15,215,525

長期負債
銀行貸款 80,000,000

長期負債總額 80,000,000

股東權益
股本 100,000,000
損益滾存 -137,854,778
本年損益淨值 -15,788,656

股東權益總額 -53,643,434

負債和股東權益總額 41,572,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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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管理報告》

在開放幸運博彩業和發出新的牌照之後，澳門經濟經過兩年強勁的發展，在2005年，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冷卻，增長率僅約6%，
但推動力主要仍是來自幸運博彩業和配套服務。

繼續要強調的是政府重大的穩定性、政治的生命力和社會的安定性，這些因素使發展主義的政策得以鞏固，抵消了澳門地區過於
依賴外部的環境變化。

在 2005 年的經濟年度中，錄得澳門元 23,404,698.00 的營運收入，與去年比較，取得 28% 的可觀增長。

但是，因為在本地區繼續存在非法電視天線經營人的活動，使澳門有線電視的增長目標受到限制，由于這一原因，影響了投放在
擴展網絡和購取增值新產品方面資金的回報收益。

整體而言，與2004年結算數字相比，2005年的營業年度淨差額改善了20%，反映營運攤還因為網絡設備已屆成熟期的原故實質
下降。

更新了某些設備，力求在使用中的科技維持在高新水平，並且加強某些頻道的數字壓縮，以提高分配訊號的質量和加插新頻道的
能力。

保持本地區的覆蓋率，現時估計約為 40% 。

在 2005 年年底，澳門有線電視為基本服務提供 55 條頻道，為 “尊貴服務” 提供 10 條電影和體育頻道，讓澳門居民有更多的和
優質的集成數碼服務的選擇。

建議將負淨值結餘 15,788,656.30 澳門元（澳門元一千五百七十八萬八千六百五十六圓三角）轉入承上結餘的帳目內。

澳門，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四日

行政管理機關

主席—— Eduardo Martins

副主席—— Álvaro Roquette Morais

副主席—— Maria do Rosário Pinto Correia

董事—— António A. Silva Aguiar

董事——蘇樹輝（So Shu Fai, Ambrose）

董事——吳福集團

董事—— Luís Paulo Reis Cocco

監事會意見書

在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澳門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在澳門宋玉生廣場411-417號皇朝廣場21樓集合舉行會議，出席
會議的人士有馬健華（Quin Vá）博士、官樂怡（Rui Cunha）博士和史道加（Carlos Simões）博士。

經核實出席人數達到法定人數後，隨即進入這次會議的議程，即對在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時截止的資產負債表、營業結果
演算表、損益帳目表和管理報告進行討論及通過，監事會將在股東會的年會內提交這些財務表和管理報告。

會議由馬健華（Quin Vá）博士主持，在經過簡短的交換意見後，與會人士一致決議通過管理報告和上述的財務帳目，監事會按
《商法典》第 206 條的規定，依照以往的營業年度慣例將附加監事會提議的有關報告和帳目提交股東會。

由於再沒有其他事項須要處理，故此宣布結束會議，同時就會議過程擬寫會議記錄並由各出席人士進行簽署。

（是項刊登費用為 $7,68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7 6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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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NACIONAL ULTRAMARINO, S.A.

大西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Balanço anual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5

資產負債表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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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de 2005

二零零五年營業結果演算

Conta de exploração

營業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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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 de lucros e perdas

損益計算表

A Responsável pela Contabilidade, Presidente da Comissão Executiva,

會計主管 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

Maria Clara Fong Herculano Jorge de Sousa

Relatório sucinto sobre a actividade do Banco Nacional Ultramarino, S.A.

A economia registou em 2005 um crescimento de 7%, o terceiro ano de um ciclo de forte expansão económica que se iniciou com a
liberalização do sector do jogo e aumento dos fluxos turísticos. O Produto Interno Bruto tinha aumentado 28,6% em 2004 e 14,2% no ano
anterior.

Em 2005, o número de visitantes aumentou 12,2% atingindo 18 711,2 milhares, tendo o mercado emissor da China Continental crescido
9,8%, passando a representar uma parcela correspondente a 55,9% do total dos visitantes.

As receitas do jogo cresceram cerca de 8,3%, atingindo 45 800 milhões depois de ter aumentado 43,5% no ano passado.

O fluxo de turistas tem beneficiado com o elevado crescimento económico que se tem verificado na China Continental, que atingiu os 10%
em 2005, bem como com o alargamento progressivo a mais cidades da nova política de concessão de vistos individuais.

O facto de o Centro Histórico de Macau ter passado a integrar a Lista de Património Mundial da UNESCO e a organização dos Jogos da
Ásia Oriental em muito contribuíram para aumentar o prestígio de Macau como destino turístico.

Na sequência da eliminação do sistema de quotas, as exportações registaram em 2005 uma diminuição, em valor, de 12, 1 %, em particular
para o mercado americano, devido à redução dos preços das mercadorias exportadas como consequência do aumento da concorrência.

O forte aumento do investimento na construção de novos hotéis e casinos e em obras públicas, bem como o aumento da confiança dos
consumidores devido à redução da taxa de desemprego e ao aumento dos salários beneficiou a actividade bancária que registou um dos
melhores desempenhos dos últimos anos.

Um ambiente económico mais favorável beneficiou a actividade bancária tendo-se verificado um forte aumento de depósitos e uma maior
procura de crédito nos principais segmentos do mercado.

A recuperação do mercado imobiliário reflectiu-se num crescimento do crédito para compra de habitação tendo-se expandido, também,
o crédito pessoal e o volume de transacções realizadas com os cartões de crédito.

O Banco acompanhou de perto a actividade empresarial local, tendo aumentado o crédito concedido a empresas da área do turismo, sector
com mais elevado potencial de crescimento e de valor estratégico para o desenvolvimento do Território, e participado em várias operações
sindicadas para a construção de complexos de hotéis e casin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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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Banco continuou a apoiar outros sectores da actividade económica nomeadamente o sector das obras públicas e do comércio externo.

O Resultado do Exercício registou em 2005 um aumento muito significativo de 152,7% face ao ano anterior atingindo 202,4 milhões de
patacas.

Para este bom desempenho contribuiu principalmente o forte crescimento da margem financeira, devida ao aumento das taxas de juro de
curto prazo no mercado interbancário no segundo semestre e ao volume de crédito concedido e o acréscimo das receitas na prestação de
serviços financeiros.

O Activo Líqui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5, era de 17 182 milhões de patacas, um acréscimo de 19,2% por cento relativamente ao final
do ano anterior, apresentando o Banco um rácio de solvabilidade, calculado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estabelecidas pela AMCM, de 15 por
cento.

De entre as principais rubricas do balanço haverá a destacar que os depósitos de clientes em Macau aumentaram 21,2% e que o crédito
interno registou um crescimento de 39 por cento. Os principais indicadores de liquidez e rentabilidade melhoraram significativamente em
2005.

O Banco Nacional Ultramarino, S.A. expressa os seus agradecimentos a todos os clientes pela confiança depositada e aos empregados pelo
trabalho realizado e por toda a sua dedicação.

O Banco Nacional Ultramarino, S.A. agradece às Autoridades de Macau todo o apoio e colaboração prestados.

Macau, aos 17 de Fevereiro de 2006.

Herculano Jorge de Sousa
Presidente da Comissão Executiva.

大西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業務簡報

在博彩業開放及遊澳旅客人數持續增長的情況下，澳門的整體經濟在2005年錄得7%的升幅。在強大經濟擴張周期下，此乃連續
第三年錄得的增長。本地實質生產總值在 2004 年增長了 28.6% ，而在 2003 年則上升了 14.2% 。

在 2005 年，遊澳旅客數目為一千八佰七拾一萬人次，整體升幅為 12.2% 。來自中國大陸旅客的升幅為 9.8% ，佔總旅客量的
55.9% 。

繼前年獲得 43.5% 的升幅後，博彩收益在 2005 年上升了 8.3% 至四佰五拾八億澳門元。

在2005年，中國大陸經濟呈現高增長，外遊居民上升，在中國政府放寬更多城市辦理當地居民個人自由行後，來自中國大陸的
訪澳旅客上升了約 10% 。

澳門城區成功申報為世界歷史遺產和舉辦東亞運動會均對澳門成為旅遊目的地的形象獲得提升。

於 2005 年，出口配額的取消使競爭更為激烈，以至出口貨物的價格進一步下跌。同年的出口貨值錄得 12.1% 的跌幅，而輸往美
國貨值的跌幅尤其顯著。

新酒店、娛樂場及公共工程的建築投資增加，加上失業率下降，整體工資上升，使消費者信心得以增強，以上均使銀行業獲得顯
著的改善。

在正面的經濟環境下，銀行業的受惠可從客戶存款大幅上升，及在主要市場的貸款錄得升幅上顯現。

房地產市場的復甦可在樓宇貸款數字上升所反映，而私人信貸及信用卡消費均錄得升幅。

本行保持與本地企業的緊密接觸，尤其對發展潛力極大、及對澳門經濟發展具策略性意義的旅遊業及相關行業增加貸款，及參與
數個酒店及娛樂設施興建的銀團貸款。

另本行還支持其他的經濟行業如公共工程和出口的企業。

本行於 2005 年度的溢利較前年增長了 152.7% ，至澳門幣二億零二佰四拾萬。

此升幅有賴於息差的擴闊，及在下半年銀行的同業短期拆息上升，貸款增加及服務費用收入有所上升所至。

於 2005 年末的資產淨值為澳門幣一佰七拾一億八千二佰萬，與前年比較上升了 19.2% 。根據澳門金融管理局頒佈的有關規定計
算，本行於去年底的資本充足率為 15% 。

與前年比較，資產負債表項下主要增長是本地客戶存款增長了21.2%，而向本地企業發放的貸款則上升了39%。主要的貸存比率
及利潤均獲得顯著的提升。

大西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謹此感謝所有客戶對本行的信任及員工的辛勤工作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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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謹向澳門特區政府及各部門的支持和合作致謝。

行政委員會主席

蘇鈺龍

2006 年 2 月 17 日於澳門

Síntese do parecer dos auditores externos
para os accionistas do
Banco Nacional Ultramarino, S.A.

Auditámo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o Banco Nacional Ultramarino, S.A.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5,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de Auditoria aprovadas pelo Chefe do Executiv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aprovadas pelo Secretário para a Economia e Finanças, e expressámos a nossa opinião sem reservas, no relatório de 28 de
Fevereiro de 2006.

Efectuámos uma comparação entr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qui evidenciadas, 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por nós
auditadas. A preparação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é da responsabilidad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o Banco.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estão consistente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Para um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situação financeira do Banco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analisadas em conjunto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Lowe Bingham & Matthews — PricewaterhouseCoopers

Sociedade de Auditores.

Macau, aos 28 de Fevereiro de 2006.

外部核數師意見書之概要

致：大西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本核數師已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所核准之核數準則及由經濟財政司司長所核准之核數實務準則完成審核大西洋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就該份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
核數師報告書。

本核數師已將隨附的財務報表摘要與上述經審核的財務報表作一比較。編製財務報表摘要為 貴銀行董事的責任。

本核數師認為，隨附的財務報表摘要與上述經審核的財務報表相符。

為更全面了解 貴銀行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隨附的財務報表摘要應與經審核的財務報表一併參閱。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註冊核數師行

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於澳門

Paracer do Fiscal Único do Banco Nacional Ultramarino, S.A.

Senhores accionistas: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o Banco Nacional Ultramarino, S. A., submeteu ao Fiscal Único, nos termos e para efeitos da alínea e)
do art. 32.º dos Estatutos, para emissão de parecer, o Balanço, as Contas e o Relatório Anual respeitantes ao exercício de 2005.
Complementarmente foi também enviado o Relatório dos Auditores Externos «Lowe Bingham & Matthews — PricewaterhouseCoopers»,
sobre as contas do Banco Nacional Ultramarino, S. A., relativas àquele mesmo exercício.

O Fiscal Único acompanhou, ao longo do ano, a actividade do Banco, tendo mantido contacto regular com a Administração e dela recebido
sempre e em tempo a adequada colaboração e esclarecimentos.

Analisados os documentos remetidos para parecer, constata-se que os mesmos são suficientemente claros, reflectindo a situação
patrimonial e económica-financeira do Banco.

O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traduz de forma clara o desenvolvimento das actividades do Banco no decurso do exercício
em apreciaç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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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Relatório dos Auditores Externos, tido em devida conta pelo Fiscal Único, refere que os documentos de prestação de contas
apresentados evidenciam de forma verdadeira e apropriada a situação financeira do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5, bem como os
resultados das operações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com observância dos princípios contabilísticos da actividade Bancária.

Face ao exposto, o Fiscal Único decidiu dar parecer favorável à aprovação do:

1. Balanço e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2. Relatório Anual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Macau, 1 de Março de 2006.

O Fiscal Único,

Chui Sai Cheong (崔世昌)

獨任監事意見書

列位股東

大西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按章程第三十二條e）項的規定及為產生該規定的效力已將有關二零零五年營業年度的資產負債
表、賬目及年度報告交予獨任監事發出意見書。此外，亦補充地將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LoweBingham&Matthews—
PricewaterhouseCoopers）就大西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同一營業年度賬目所編制的公司以外核數師報告交予獨任監事。

獨任監事在整年內跟進了銀行的業務，並定期與董事會保持聯繫，且在要求下均獲得董事會的即時及適當的合作及解釋。

經審閱交予本獨任監事編制意見書的文件後，認為該等文件清楚反映出銀行的財產狀況及財政和經濟狀況。

董事會的報告以明確的方式反映出銀行在審議的營業年度期間內所推動及發展的業務情況。

獨任監事作了適當考慮的公司以外核數師報告，同意核數師指出，所交予作為提交賬目的文件真實及適當地反映出二零零五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資產負債表的財務狀況，以及有關於截至該日的營業年度內的業務結果，且符合銀行業的會計原則。

綜合所述，獨任監事決定同意通過：

1.資產負債表及財務報表

2.董事會年度報告

澳門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一日

獨任監事

崔世昌

Lista das instituições em que o Banco Nacional Ultramarino, S.A. detém participação superior a 5% do respectivo capital social ou superior
a 5% dos seus fundos próprios, com indicação do respectivo valor percentual:

 SEAP — Serviços, Administração e Participação, Lda. ............................................................................ 25%

資本投資

大西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以下公司的已發行資本或佔這些公司的自有資金比例超過 5% 和有關百分比數值如下：

SEAP — Serviços, Administração e Participação, Lda. ......................................................................... 25%

Lista dos accionistas qualificados

Caixa Geral de Depósitos, S.A. ................................................................................................................  97,13%

主要股東名單

葡國儲蓄信貸銀行 ................................................................................................................................... 97.13%

Órgãos sociais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Presidente: Joaquim Jorge Perestrelo Neto Valente

Vice-presidente: Liu Chak Wan

Secretário: Maria de Lurdes Nunes Mendes da Co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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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Presidente: Caixa Geral de Depósitos, S.A.,
representada por Carlos da Silva Costa

Vice-presidente: Herculano Jorge de Sousa

Administradores: Caixa — Participações SGPS, S.A.,
representada por António Luís Neto

Companhia de Seguros Fidelidade, S.A.,
representada por Eduardo Clarisseau Morais Salgueiro Mesquita de Abreu

Artur Jorge Teixeira Santos

Comissão Executiva

Presidente: Herculano Jorge de Sousa

Vice-presidente: Artur Jorge Teixeira Santos

Membro: Companhia de Seguros Fidelidade, S.A.,
representada por Eduardo Clarisseau Morais Salgueiro Mesquita de Abreu

Fiscal Único: Chui Sai Cheong

監管組織及領導機構

股東大會執行委員會

主席： 華年達

副主席： 廖澤雲

秘書： 高美莉

董事會

主席： 葡國儲蓄信貸銀行代表
Carlos da Silva Costa

副主席： 蘇鈺龍

董事： Caixa — Participações SGPS, S.A. 代表
António Luís Neto

忠誠保險公司代表
Eduardo Clarisseau Morais Salgueiro Mesquita de Abreu

山度士

行政委員會

主席： 蘇鈺龍

副主席： 山度士

委員： 忠誠保險公司代表
Eduardo Clarisseau Morais Salgueiro Mesquita de Abreu

獨任監事 崔世昌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57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7 5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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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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 Leis, Decretos- I Semestre $ 170,00

-Leis e Portarias II Semestre $ 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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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年 $130.00

2005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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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70.00
及訓令 下半年 $200.00

印 務 局
Imprensa Oficial

每 份 價 銀 $185.00

PREÇO DESTE NÚMERO $ 1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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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Semestre $ 130,00

2005 Leis, Regulamentos I Semestre $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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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