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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博彩、建築業聯合自由工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七年三月五日起，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 1 號 28/2007 。

澳門博彩、建築業聯合自由工會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博彩、
建築業聯合自由工會，簡稱為「聯合自由
工會」。

第二條——本會址設於澳門祐漢第三
街順利樓二樓 AM07 室。若經理事會決
議，本會可遷往本澳任何地方。

第三條——本會宗旨是：維護工人權
益，保障工人就業。

第四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凡本澳合法居民，不論種
族、宗教、待業、就業人士，年滿十八
歲，認同及遵守本會會章及決議，均可申
請為本會會員。

第六條——會員權利：

一、出席會員大會並享有選舉權及被
選舉權；

二、按法例要求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三、對本會運作及工作有批評及建議
之權；

四、參與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

第七條——會員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會員大會決議及
理事會決議；

二、按時繳交會費；

三、不得作出損害本會聲譽之行動。

第八條——若會員刻意違反本會章
程、嚴重有損本會聲譽或利益者，得由理
事會給予警告。嚴重者可由理事會提議，

經會員大會通過終止其會籍。惟當事人在
該次大會有出席權及抗辯權。

第九條——會員無故欠交會費一年或
以上者，暫停會籍，其一切會員權利在補
交會費後方得恢復。

第三章

組織

第十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是本會的最高權力機
關，有制定和修改會章、會議及通過理事
會提交的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選擇
及罷免本會各機構的領導成員、終止會員
會籍。

二、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每年
最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可經五分一會員聯
署要求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三、會員大會由理事會於八天前向全
體會員發出書面通知召集。

四、會員大會按法例召集情況下方可
作出決議。

五、除本澳法律另有規定的事項須以
法定比例通過外，會員大會之決議以簡單
多數通過。

六、會員大會主席、副主席及秘書各
一人組成主席團，負責主持會議和編寫會
議錄等工作。主席團經會員大會選舉產
生。

第十一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常設執行機構，經
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兩年，連選得連
任。唯理事長只可連任一屆。

二、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
若干人，另按需要分設秘書、財務、總
務、聯絡等若干部門，經理事會互選產
生，但總人數必須為單數。

三、理事會由理事長於五天前或至少
不得少於四十八小時召集。若有需要或過
半數理事聯署要求，理事長應召集舉行特
別會議。

四、理事會會議必須過半數之成員出
席方為有效，除特別規定外，決議須由出
席者之簡單多數通過作出。

五、理事會為集體領導，負責執行會
員大會之決議、推動會務工作，因應工作
進行討論及決議；理事長對外代表本會，

其他任何成員非經理事會議決授權，不得

代表本會向外發表意見。

六、向會員大會提交年度工作報告及

財務報告。

七、對作出違反本會章程或決議，或

從事有損本會聲譽行為的理事會成員，經

理事會全體成員三分之二投票通過，可即

時暫停其理事身份。理事會須制訂能罷免

提案報交會員大會決議。當事人在該次大

會有出席權及抗辯權。

第十二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是本會常設監察機構，由

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兩年，連選得連

任；

二、監事會經互選產生監事長一人、

秘書、財務稽核等職位，但總人數必須為

單數；

三、監事會會議由監事長於五天前召

集。若有過半數監事聯署要求，監事長也

須召集會議。

四、監事會有權審核理事會之年度工

作報告及財務報告；並將審議結果向會員

大會報告；監事會有權監察理事會之運作

和財務開支狀況，各監事成員均可列席本

會各級會議。

第四章

財政及附則

第十三條——財政收支：

一、本會經費來自會員費用、開展活

動之收入、政府資助及任何不附帶條件之

捐獻；

二、本會經費用於日常運作之經常性

費用及工作活動費用。

第十四條——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會員

大會，會員大會閉會期間，本章程及會員

大會之決議解釋權屬理事會。

第十五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

後即時生效。

二零零七年三月五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馮瑞國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0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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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浸信宣道會頌揚堂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七年三月五日起，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 1 號 29/2007 。

第一章

名稱、會址及宗旨

第一條——名稱

本堂會定名為：中文名稱為“澳門浸
信宣道會頌揚堂”，中文簡稱為“頌揚
堂”，葡文名稱為“Igreja de Grande
Louvor-Associação Evangélica Baptista de
M a c a u ” ， 英 文 名 稱 為 “ M a c a u
Conservative Baptist Great Praise
Church”，英文簡稱為“Great Praise
Church”，以下簡稱「本堂會」。

第二條——會址

一、本堂會會址設於澳門海邊馬路 91
號海富花園11樓K座；經理事會決議，可
將會址遷往澳門任何地區。

二、經會員大會決議，本堂會可以把
會址遷往其它地方以及在其他地方、地區
或者國家開立分會和任何形式的辦事處。

第三條——存續期

本堂會成立之日開始存在，其存續期
無限制。

第四條——宗旨

一、本堂會為一非牟利性質之基督教
團體，宗旨為傳揚福音、領人歸主、牧養
信徒、聯絡會員、服務社會，完成耶穌基
督所付託之使命。信仰大綱為：

l. 信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獨一
真神。

2. 信神是宇宙萬物之主宰，信徒之天
父。

3. 信耶穌基督是道成肉身為童貞女所
生，釘身十字架，流血贖罪，死後三日復
活、升天、再來、審判活人死人，為拯救
人類之救主。

4. 信聖靈是啟迪感化眾人，安慰幫助
教導信徒之保惠師。

5. 信全部聖經是神所默示。

6. 信人因始祖亞當犯罪墮落在罪惡過
犯之中，不能自救。

7. 信救恩乃神白白賜予凡接受耶穌基
督為救主，認罪悔改，由聖靈重生而進入
神國者。

二、為貫徹上述宗旨，本堂會可按基
督教教義開辦和支持宗教或教育活動，向
社會提供慈惠和 / 或社會服務。

第二章

會員資格

第五條——會員資格

會員數目不限，分為下列兩種：

一、基本會員：凡蒙聖靈光照，知罪
悔改，誠心相信主耶穌為其救主，常到本
堂聚集。經本堂會主任牧師 / 傳道人查考
合格，會員大會按規章通過接納，在本堂
會接受浸禮者，即為本堂會基本會員。

二、過會會員：倘屬其他教會之信
徒，與本堂會具同一信仰受過洗者，而願
意遵守本堂會會章之基督徒，得憑其本人
之申請書或其母會之同意書申請過會。經
會員大會通過及接納，即為本堂會會員。

第六條——權利和義務

一、所有會員均可參加會員大會，有
選舉權；但被選舉權只屬年滿十八年歲且
在該次選舉前三個月內出席本堂會主日崇
拜超過半數之會員所有。

二、經理事會提名，會員大會可批准
非屬上條所指之人士加入會員大會。

三、所有會員須遵守本堂會章程、內
部規章及本堂會之內部決議，履行應盡之
責任。

第七條——紀律

一、本堂會會員如在行為上有違背聖
經真理、玷辱基督聖名及聖教會聲譽、不
遵從本堂會所依循的原則，經理事會屢勸
仍不悔改，經理事會按聖經的教導及情節
輕重依照下列辦法處理之：

1. 解除聖職；

2. 停止聖餐。

二、倘經全體理事會成員過半數決議
認為有關情節屬非常嚴重，可開除其會
籍。

第八條——凡經本堂會開除會籍之會
員，如真心悔改，須經半年以上顯著之行
動證明，然後由理事會討論應否恢復其應
享之權利。但恢復會籍須提交會員大會通
過。

第三章

組成機關

第一節

第九條——組成機關

本堂會設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
和監事會。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及監

事會的成員於會員大會選舉中產生，其任
期為兩年，可以連任兩次。本堂會之牧師
及傳道人不在此限。

第二節

會員大會

第十條——組成

一、會員大會是由全體會員所組成，
其決議在本章程及法定範圍內具有最高權
力。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設有一位會長，
一位副會長及一位秘書；會長由理事長兼
任。

第十一條——召集及運作

一、會員大會會議由會長召集及主
持。

二、會員大會每年最少舉行一次會
議，由會長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通知每
一位會員，或最少提前八日透過簽收方式
來召集，通知信應列明日期、時間、會議
地點及議程。

三、如遇特別事故，得應理事會之要
求或應不少於三分之一會員以正當目的提
出要求時，亦得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四、屬第一次召集之會員大會，出席
會員之數目必須達到半數，會員大會方可
作出決議。若在預定開會時間時，出席會
員不足半數，可召集第二次會員大會，但
兩次會員大會必須相隔八天，屆時不論出
席人數多少，會員大會均可合法及有效地
作出決議，在一切法律效力，此次會議視
為第二次召集之會員大會。

五、倘會員未能出席會議，可委託他
人代表其出席並作出表決，為此，該會員
須於會前提交一份經其簽署的致理事會主
席之信函，該信函視作有關意定代理之足
夠證明文件。

六、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之過半數
票，但不影響以下各款規定之適用：

1. 修改章程之決議，需獲出席會員四
分之三之贊同票。

 2. 解散本堂會之決議，需獲全體會員
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之職能

會員大會之職能：

一、選出理事會成員，以負責處理會
員大會休會期間之一切會務；

二、選出監事會成員；

三、通過理事會提交之報告書、帳目
及財政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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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過本堂會各機關成員之解任；

五、通過本堂會之牧師、傳導及職員
之聘任及解僱；

六、章程之修改；

七、決定本堂會之解散。

第三節

理事會

第十三條——組成

一、理事會由不少於五位但不多於十
五位的單數成員所組成，成員由本堂會之
牧師、傳道、及直接監督本堂會事工的受
薪同工和其他經上一屆理、監事會提名並
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的理事所組成，任期
為兩年，可連任。

二、理事會設有一位理事長、一位副
理事長、一位秘書、一位司庫、及若干理
事。

1. 理事長由理事會成員中選任，負責
督導一切事工，主持會議。

2. 副理事長由理事中選任，協助主
席，處理會務，並於理事長不能視事時，
代行理事長的職務。

三、除理事長已有規定外，理事會其
他各職得由理事會互選任之。

四、在理事會屬下，可按會務需要分
設事工。

第十四條——召集及運作

一、理事會由理事長召集，且要有過
半數據位人出席時，方可議決事宜。

二、理事會決議取決於出席據位之過
半數票，理事長除本身之票外，遇票數相
同時，有權再投一票。

第十五條——理事會之職能

一、通過對本堂會運作有需要之內部
規章；

二、於會員大會休會期間，處理本堂
會之一切會務；

三、每月開會一次，執行會員大會之
決案；

四、籌措經費，制訂預算，推進各項
事工；

五、訂定及終止符合澳門特別行政區
現行法律之勞動合同；

六、如有特別需要，得由理事長召開
特別理事會會議。

第四節

監事會

第十六條——組成及會議

一、監事會由三人組成，經上一屆
理、監事會提名，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任期為兩年，可連任；

二、監事會設有一位監事長、一位副

監事長、一位秘書，各成員由監事會互選
產生；

三、平常會議每年召開一次；

四、監事會由監事長召集。

第十七條——監事會之職能

對理事會之工作、財政預算、帳目及
報告書等提出意見及監督。

第四章

經費及財產

第十八條——捐贈及奉獻

一、本堂會之經費來自捐款、捐獻、
服務及其他資助等。

二、為執行本堂會之活動，本堂會可
接受一切與本堂會性質相容之捐贈及奉獻

為本堂會經費來源。

三、凡違背聖經教訓之籌款方法，均

不應採用。如有特別募捐之舉，需經理事
會通過，方得舉行。

四、所有向本堂會作出之捐贈及奉獻

均屬本堂會之財產。

第十九條——財產

一、本堂會之財產由本堂會名下之動
產及不動產所組成。

二、經會員大會決議，本堂會可取
得、處分、轉讓或令本堂會之不動產附上

負擔。

第五章

解散

第二十條——規定

一、本堂會之解散取決於四分之三全
體會員於為此目的而舉行之會員大會通過

之決議。

二、在解散過程中，本堂會之財產及
有價物經清算有關責任後將捐贈予本澳或

以外地方之基督教機構或教會。會員大會
並須為此指定有關之受益人。

二零零七年三月五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馮瑞國

（是項刊登費用為 $3,70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70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香港宣教會（澳門區）

英文名稱為“Hong Kong Evangelical
Church (Macao Region)”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章

程之修改文本已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二日，

存檔於本署之 2007/ASS/M1 檔案組內，編

號為 26 號，有關修改之條文內容如下：

經費來源

93. 經費來自教會會員及其他團體的奉

獻。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oi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te.  — O
Ajudante, Filipe Maria Rodrigues Me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37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72,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瀋陽文化交流協會

英文名稱為“Macau & Shenyang
Culture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二日，存檔於本署

之 2007/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25 號，

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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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瀋陽文化交流協會

章程

一、名稱、地址及宗旨：

本會之中文名稱為“澳門瀋陽文化交
流協會”，英文名稱為“Macau & Shenyang
Culture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會址設於澳門賈伯樂提督街八號鴻興大廈

地下 C 座；宗旨為促進澳、瀋兩地間的文
化活動往來和合作，為兩地之文化活動提

供合作平臺，促使兩地共同繁榮昌盛。

二、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凡同意本會之宗旨，經本會會員介紹

及理事會批准則成為正式會員；會員有選
舉權及被選舉權，享受本會之福利和享有

參加本會一切活動的權利；會員有遵守會
章和決議、繳交會費的義務。

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

三、領導及管理機構：

1. 會員大會—— 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二人或以上、秘書長

一人。會員大會職權為：制定或修改會
章；選舉理事會、監事會各成員；決定工

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2. 理事會—— 為本會執行機構，設理
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二人或以上、理事若

干（總人數必為單數）。其職權為：籌備
召開會員大會；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向會

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況；決定會員的
接納或除名。

3. 監事會—— 為本會的監察機構，負
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工作，設監事長

一人、副監事長一人、監事一人。

4. 視工作需要，可增聘榮譽會長、名
譽會長和顧問等。

5. 領導及管理機構之任期為三年。

四、財政：

政府資助、社會贊助和會費。

五、附則：

1. 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於會員大會。

2. 本章程未盡之事宜，則依本澳現行

法律規範。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oi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te. — O
Ajudante, Filipe Maria Rodrigues Me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95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950,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國際人才才位認證產業發展協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存檔於
本署之 2007/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24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國際人才才位認證產業發展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中文定名為：“國際
人才才位認證產業發展協會”，是國際性
的、公開性的成人教育機構的協會。

第二條——會址：澳門雅廉訪 70 號 A
座幸運閣 18 樓 G 座。

第三條——本會宗旨：嚴格遵守所屬
國家及特區政府法制和教育機制，嚴禁一
切違法活動，聯繫世界各地公開性的成人
教育機構，共同推展“人才才位認證”新
型教學模式，以人才就業為導向，以目標
崗位需求為重心，為社會培養運用性、技
能型、零距離、高素質的實用人才。為社
會核心生產力的高速發展，為教育事業興
旺發達捐資獻力。

第四條——本會章程以中文為主，具
有法律實效。大會公章以中文字體為主。

第二章

會員的權利與義務

第五條——世界各地公開性的成人教
育機構，只要接受本會的章程，經過理事
會辦理登記，即可成為本會會員。

第六條——本會會員有選舉權和被選
舉權；有樹立、維護本會聲譽和按時繳納
會費的權利和義務。

第七條——本會將透過“國際人才才
位認證產業發展協會”大力表彰、推展

“人才才位認證”新型教學模式及其輝煌教
育成就。

第三章

組織

第八條——本會的會務機構設：（1）
會員大會，（2）理事會，（3）監事會。
會務機構成員通過選舉產生，每屆任期三
年，可連選連任。

會員大會

第九條——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構，
設會長一名，若干名常務副會長、副會
長；設秘書長一名，若干名常務副秘書
長、副秘書長，成員必須是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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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常務副會長代
行職務。

第十條——基於以下原因可召開全體
會員特別會議：A）應會長要求；B）應理
事會和監事會半數以上成員要求。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的職權：

A）制定本會的活動方針；B）審核批
示修改本會章程；C）審核批示理事會年
度工作報告書和年度財政報告書。

第十二條——召開會員大會，最少提
前八天通知所有會員，通知書內須列明會
議的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理事會

第十三條——理事會由一名理事長，
若干名常務副理事長、副理事長及理事組
成，成員必須為單數。若理事長出缺或因
故不能執行職務，由常務副理事長代行職
務。

第十四條——理事會職權：A）根據會
員大會制定的方針，領導、管理體制和主
持會務活動；B）招收會員；C）製作年度
工作報告書和財務報告書；D）委任本會
代表；E）訂定入會費。

監事會

第十五條——監事會由一名監事長，
若干名常務副監事長及監事組成，成員必
須為單數。若監事長出缺或因故不能執行
職務，由常務副監事長代行職務。

第十六條——監事會職權：A）監督本
會行政管理機關的運作；B）查核本會的
財務；C）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D ）履行法律及本會章程賦予的其他義
務。

第四章

會議

第十七條——本會的會慶日定為十月
一日，每年十月一日前夕召開一次會員大
會。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八條——本會章程的解釋權屬會
員大會。

第十九條——本會會員應自覺嚴格遵
守國家及地區法律，嚴禁一切違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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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有觸犯本條款，即作自動退會處置，其
所有之一切違法活動均由其個人承擔，與
本會無關。

第二十條——本章程若有未完善之
處，由會員大會四分之三出席人數通過修
正。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oito de Fevereiro de dois mil e sete.
— O Ajudante, António de Oliveira.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4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44,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茲證明本文件共 6 頁與存放於本署
“2007年社團及財團文件檔案組”第1卷第

1 號文件之“Associação Geral de Ami-
zade de Ha Mun de Macau”章程原件一
式無訛。

Certifico que o presente documento de
seis folhas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 exem-
plar dos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Associa-
ção Geral de Amizade de Ha Mun de
Macau», depositado neste Cartório, sob o
número um no maço número um de docu-
mentos de associações e fundações do ano
de dois mil e seis.

 澳門廈門聯誼總會

章程

第一章

名稱、宗旨及會址

第一條——本會名稱：

中文名為“ 澳門廈門聯誼總會 ”；

葡文名為“Associação Geral de Amiza-
de de Ha Mun de Macau”；

英文名為“ Ha Mun Friendship Gen-
eral Association of Macao”。

本會乃非牟利團體。

第二條——宗旨：

本會宗旨為“愛國愛澳”、積極參與社
會事務活動，團結包括鄉親在內所有曾經
在廈門就學、工作、經商、居住過並對廈
門有感情的人士，促進澳門、廈門兩地在
工商業、教育、文化和體育等方面的交流
與合作，為兩地的經濟繁榮作出貢獻。

第三條——會址：

本會會址設在澳門宋玉生廣場181-187
號光輝集團商業中心 3 樓 U 室。

    第二章

會員的資格、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一） 凡認同本會宗旨及願
意遵守本會章程之廈門籍鄉親，須依手續
填寫表格，由理事會審核認可，在繳納入
會會費後，即可成為會員。

（二）  凡在澳門依法註冊成立的廈門地
區聯誼會或同鄉會，認同本會宗旨及願意
遵守本會章程，得成為本會屬會成員。

（三）  本會會員有權參加會員大會；有
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參加本會舉辦之一切
活動及享有本會一切福利及權利；有權對
本會的會務提出批評和建議；會員有退會
的自由，但應向理事會提出書面申請。

（四）會員有義務遵守本會的章程並
執行本會會員大會和理事會的決議；積極
參與、支持及協助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
推動會務發展及促進會員間之互助合作；
按時繳納會費及其他應付之費用；不得作
出任何有損害本會聲譽之行為。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五條——本會的組織架構為：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六條——會員大會：

（一）本會的最高權利機構是會員大
會。設有會長一名，副會長若干名。會長
兼任會員大會召集人。副會長協助會長工
作，若會長出缺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由
其中一名副會長暫代其職務。

（二）  其職權為：修改本會章程及內部
規章；制定本會的活動方針；審理理監事
會之年度工作報告與提案。

（三）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由會長或副會長召開。在必要情況下
應理事會或不少於二分之一會員以正當理
由提出要求，亦得召開特別會議。會員大
會成員每屆任期三年。

第七條——理事會：

（一）  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理
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若干名，且
人數必須為單數，每屆任期三年。

（二）  理事會可下設若干個工作機構，
以便執行理事會決議及處理本會日常會

務；工作機構領導及其他成員由任一名理
事提名，獲理事會通過後以理事會名義予
以任命。

（三）  其職權為：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及一切會務；主持及處理各項會務工作；
直接向會員大會負責，及向其提交工作

（會務）報告，及接受監事會對工作之查
核。

第八條——監事會：

（一）  監事會由大會選出。監事會設監
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監事若干名，且人
數必須為單數，每屆任期三年。

（二）  其職權為：監事會為本會會務的
監察機構。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執行，以
及監察理事會的運作及查核本會之財產；
監督各項會務工作之進展，就其監察活動
編制年度報告；稽核理事會之財政收支及
檢查一切賬目及單據之查對；審查本會之
一切會務進行情形及研究與促進會務之設
施。

第四章

經費

第九條——本會為不牟利社團。本會
活動經費的主要來源：一是會員交納會
費；二是接受來自各方的贊助捐款設立會
務基金；三是具體活動籌辦單位的籌款。

第五章

章程修改

第十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後
施行。章程的修改，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
三之贊同票的代表通過方能成立。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一條——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會
員大會；本會章程由會員大會通過之日起
生效，若有未盡善之處，由會員大會討論
通過修訂。

第十二條——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
概依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二零零七年三月五日

公證員 馮建業

（是項刊登費用為 $1,86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869,00)

澳 門 電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召集平常股東大會通告

依照法律及本公司章程之規定，商業
及動產登記局編號590（SO），茲定於二零
零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星期四）上午 11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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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分，假座本澳馬交石炮台大馬路“澳電
大樓”14 樓，召開股東大會平常會議，議
程如下：

（1）審查二零零六年度董事會之報告
書、討論及表決財政報表及監事會的意見
書。

（2）討論及表決由董事會建議有關盈
利之運用。

（3）選舉董事會一位成員。

（4）選舉監事會。

（5）與本公司有關之其他事項。

議程內，第1及第2項之相關文件，各
股東均可於辦公時間內在本公司查詢。

此致

各股東台照

中法能源投資有限公司

股東大會主席何鴻燊 啟

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於澳門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 CEM, S.A.

Assembleia Geral Ordinária

Convocatória

Nos termos legais e estatutários, convoco
a Assembleia Geral da Companhia de Elec-
tricidade de Macau — CEM, S.A., matricu-
lada na Conservatória dos Registos Comer-
cial e de Bens Móveis de Macau sob o
n.º 590 (SO), para reunir, em sessão
ordinária, no dia 29 de Março de 2007
(quinta-feira), pelas 11,30 horas, na sede so-
cial da Sociedade, sita na Estrada de D. Ma-
ria II, Edifício «CEM», 14.º andar, em
Macau, com a seguinte ordem de trabalhos:

1. Discussão e deliberação sobre o
relatório, balanço e contas apresentados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relativa-
mente ao exercício do ano de 2006 e pare-
cer do Conselho Fiscal.

2. Discussão e deliberação sobre a propos-
ta de aplicação de resultados formulada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3. Eleição de um membro para o Conse-
lho de Administração.

4. Eleição do Conselho Fiscal.

5. Outros assuntos de interesse para a
Sociedade.

Todos os documentos mencionados nos
n.os 1 e 2 da ordem de trabalhos, bem como
os documentos com os mesmos conexos, se
encontram na sede social para consulta dos
senhores accionistas.

Macau, aos vinte e oito de Fevereiro de
dois mil e sete. — O Presidente da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Sino-French Energy
Development Co. Ltd., Dr. Stanley Ho.

（是項刊登費用為 $91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910,00)

聯豐亨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聯豐亨人壽退休基金——增長基金；

聯豐亨人壽退休基金——均衡基金；

聯豐亨人壽退休基金——平穩基金；

聯豐亨人壽退休基金——安定基金；及

聯豐亨人壽退休基金——保證基金

修改管理規章

自二零零七年五月一日起，聯豐亨人
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將修改上述退休基金
的管理規章第七條第一款有關基金單位價
值的計算日期，由原每星期計算一次更改
為每個澳門及香港銀行正常營業的工作天
計算一次（星期六、日除外）。

修訂後的第七條第一款如下：

第七條

基金單位價值的計算日期及方式

1. 基金單位的價值在每個澳門及香港
銀行正常營業的工作天計算（星期六、日
除外）或管理實體可能不時合理地確定的
其他日期；但是，如果於以上任何一日，
澳門或香港的銀行營業的時間因八號或以
上颱風訊號、黑色暴雨警告或其他類似事
件而縮短，則該日並非為基金單位價值的
計算日期，有關基金單位價值的計算日期
將延至緊隨的澳門及香港銀行正常營業的
工作天（星期六、日除外），但若聯豐亨
人壽另有規定的除外。計算方法是將基金
的資產淨值除以已發行單位數目。

聯豐亨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
資料更新：

載於聯豐亨人壽退休基金——增長基
金、均衡基金、平穩基金、安定基金及保
證基金管理規章第二條第一款（以及聯豐
亨人壽退休基金——保證基金管理規章第
九條第一款）有關聯豐亨人壽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的公司資本及地址已更新如下：

第二條

管理實體及其職能

1. 基金的管理實體是聯豐亨人壽保險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下 簡 稱 為「 聯 豐亨 人
壽」，其實收公司資本為澳門幣六千萬

元，地址位於澳門新口岸宋玉生廣場 398
號中航大廈 4 樓。

（下述只適用於聯豐亨人壽退休基金
—— 保證基金）

第九條

提供保證回報之安排

1. 基金的保證人為聯豐亨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其註冊的辦公地點位於澳門
新口岸宋玉生廣場 398 號中航大廈 4 樓。

除上述提出的修訂外，所有管理規章
的條款將維持不變，並繼續具有十足效
力。

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一日於澳門

（是項刊登費用為 $86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861,00)

澳門逸園賽狗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常會

公司地址：位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白朗
古將軍大馬路逸園狗會一樓

商業及動產登記局之登記編號為 810
號

澳門逸園賽狗股份有限公司召集股東
常會。會議定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日

（星期五）下午三時三十分正在葡京酒店文
華廳內舉行。

會議的工作程序如下：

一、對董事會有關二零零六年營運年
度的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和業務報告、對
盈餘運用及監事會的意見書進行討論和議
決；

二、選舉二零零七年至二零零九年的
公司各管理機關成員名單；

三、其他與公司利益有關之事項。

本召集書議程內的有關文件將存放在
公司住所內，各股東可在任何辦公日工作
時間內索閱有關文件。

澳門，二零零七年三月七日。

股東大會主席團主席 何超雄

COMPANHIA DE CORRIDAS DE
GALGOS MACAU (YAT YUEN), S.A.

Assembleia Geral Ordinária

Convocatória

Sede: Av. General Castelo Branco,
Canídromo de Corridas de Galgos, 1.º andar,
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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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stada na Conservatória dos Registos
Comercial e de Bens Móveis da RAEM, sob
o n.º 810.

É convocada a Assembleia Geral ordiná-
ria dos accionistas da «Companhia de Cor-
ridas de Galgos Macau (Yat Yuen), S.A.»,
para o dia 30 de Março de 2007, pelas 15,30
horas, na Sala Mandarim do Hotel Lisboa,
na Avenida de Lisboa, 2-4, desta cidade, com
a seguinte:

Ordem de trabalhos

1. Discussão e deliberação sobre o balanço,
conta de ganhos e perdas, relatório da Adminis-
tração, aplicação dos resultados e parecer do
Conselho Fiscal, relativos ao ano de 2006;

2. Eleição dos órgãos sociais para o triénio
2007- 2009; e

3. Outros assuntos de interesse para a
Sociedade.

Os documentos relativos à ordem de tra-
balhos encontram-se à disposição dos senho-
res accionistas, para consulta na sede da
Sociedade, em qualquer dia útil nas horas
de expediente.

Macau, aos set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te. — A Presidente da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Ho Chiu Hun, Deborah.

（是項刊登費用為 $89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891,00)

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

召集書

依照法例及本中心章程，澳門生產力
暨科技轉移中心將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
九日（星期四）下午三時三十分，在位於
上海街175號中華總商會7字樓，中心總辦
事處演講廳召開股東大會平常會議，議程
如下：

1. 討論及通過理事會就二零零六年度
業務所編制之活動報告及財政賬目；

2. 監事會對以上項目之意見書；

3. 關於一名股東要求退出中心；

4. 修正“中心”章程；

5. 其他事項。

根據本中心章程第十九條第二項，屆
時若出席者不足法定人數，大會將於上述
指定時間一小時後，經第二次召集後召

開，屆時無論出席股東的人數及其代表的
股份多少，會議均為有效。

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二日

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

股東大會主席 吳榮恪

CENTRO DE PRODUTIVIDADE E
TRANSFERÊNCIA DE TECNOLOGIA

DE MACAU

Convocatória

Nos termos legais e estatutários convoco
a Assembleia Geral do Centro de Produti-
vidade e Transferência de Tecnologia de
Macau, para reunir, em sessão ordinária, no
dia 29 de Março de 2007 (5.ª feira), pelas 15,30
horas, na sede social, sita na Rua de Xangai,
n.º 175, Edifício da Associação Comercial de
Macau, 7.º andar, Auditório, com a seguinte
ordem de trabalhos:

1. Discutir e votar o relatório anual e con-
tas elaborados pela Direcção,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de 2006;

2. Parecer do Conselho Fiscal;

3. Pedido de desistência de um associado;

4. Revisão dos Estatutos do CPTTM;

5. Outros assuntos.

Nos termos do número dois do artigo dé-
cimo nono dos Estatutos, na falta de
quórum, a Assembleia reunirá uma hora
depois da hora marcada, qualquer que seja
o número de sócios presentes e o património
associativo nominal representado.

Macau, aos doz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te. — O Presidente da Mesa da Assem-
bleia Geral do CPTTM, Vitor 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80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803,00)

澳門泊車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總辦事處：澳門南灣街 693 號大華大
廈 14 樓

公司資本：MOP $ 10,000,000

澳門商業登記局登記編號 2.146

股東常會召集書

根據法律及章程的規定，茲召集澳門
泊車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出席於二零零
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時正在本公司總
辦事處舉行的股東常會。議程如下：

1. 對董事會有關二零零六年度的報告、
資產負債表及帳目以及監事會有關二零零
六年度的意見書進行議決；

2. 對運用盈餘進行議決；

3. 選舉公司股東大會主席及秘書，董
事會及監事會新成員；

4. 處理由股東建議及已被股東會接納
的與公司利益有關的事務。

根據商法典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二款及
第四百三十條的規定，自本召集書公佈日
起，有關條文所規定的資訊材料已置於公
司總辦事處供股東在辦公時間內查閱。資
訊材料主要指帳目文件及董事會遞交的建
議。

TDO — Sociedade Gestora de Parti-
cipações Sociais, S.A.

股東大會主席 Dr. José António Cobra
Ferreira

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CPM — COMPANHIA DE PARQUES
DE MACAU, S.A.

Sede: Avenida da Praia Grande, n.º 693 —
Edifício Tai Wah-14.º andar-MACAU

Capital Social: MOP 10,000,000

Matriculada na Conservatória do Registo
Comercial de Macau sob o n.º 2 146

Assembleia Geral Ordinária

Convocatória

Em cumprimento das disposições legais e
estatutárias, são convocados os accionistas
da sociedade «C.P.M. — Companhia de Par-
ques de Macau, S.A.», para reunirem em
Assembleia Geral Ordinária, a realizar na
sede social, no próximo dia 28 de Março de
2007, pelas 10,00 horas, com a seguinte or-
dem de trabalhos:

1.º Deliberar sobre o relatório de gestã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o balanço,
as contas e o parecer do Conselho Fiscal,
relativos ao exercício de 2006;

2.º Deliberar sobre a proposta de aplica-
ção dos resultados;

3.º Proceder à eleição dos membros dos
corpos sociais para o triénio 2007/2009;

4.º Tratar de qualquer outro assunto de in-
teresse para a Sociedade que seja sugerido
pelos accionistas e aceite pela Assembleia.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o n.º 2 do artigo
222.º e no artigo 430.º do Código Comercial,
desde a data da publicação desta convo-
catória serão facultados à consulta dos
accionistas, na sede social e às horas de
serviço, os elementos de informação prepa-
ratória previstos nessas normas, designa-
damente os documentos de prestação de
contas e os textos das propostas a apresen-
tar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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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au, aos vinte e seis de Fevereiro de
dois mil e sete. — O Presidente da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TDO — Sociedade
Gestora de Participações Sociais, S.A., re-
presentada pelo Dr. José António Cobra
Ferreira.

（是項刊登費用為 $1,03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038,00)

澳門保益建築置業股份有限公司

召集股東周年大會

通告

按照本公司章程第十四條之規定，謹
定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星期三）
上午十一時，假得勝馬路 2-4 號本公司召
開股東周年大會，商討下列事項：

（一）通過董事會所編制的報告，結算
與賬目以及監事會對上年度的意見書。

（二）討論其他事項。

二零零七年三月七日

股東大會主席 楊融華

COMPANHIA DE CONSTRUÇÃO E
FOMENTO PREDIAL POU IEK S.A.

Convocatória

Nos termos do artigo 14.º dos Estatutos da
Companhia de Construção e Fomento Pre-
dial Pou Iek, S.A., é convocada a Assembleia
Geral desta Sociedade para reunir, em sessão
ordinária, no dia 21 de Março (quarta-feira)
do corrente ano, pelas 11,00 horas, na sede
social, na Estrada da Vitória, n.os 2-4, Macau,
com a seguinte ordem de trabalhos:

1. Aprovação do relatório, balanço e con-
tas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e do pa-
recer do Conselho Fiscal, relativos ao exer-
cício findo de 2006.

2. Outros assuntos.

Macau, aos sei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te. — A Presidente da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Yeung Yung Wah.

（是項刊登費用為 $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80,00)

天澳國際貨運（澳門）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召集書

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下午四時

天澳國際貨運（澳門）有限公司根據
公司章程第十條，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

八日下午四時，在公司總部召開股東會
議，開會議程如下：

1. 討論及批核董事會提交之二零零六
年度公司報稅、資產負債表、賬目，以及
監察委員會關於二零零六年度運作之意見
書；

2. 批核董事會提交之二零零七年度預
算；

3. 進行公司各架構的選舉；

4. 股份轉讓；

5. 其他事項。

二零零七年三月八日

股東大會理事會主席 王錦濤

COMPANHIA DE SERVIÇOS DE
CARGA MASCARGO,

(MACAU) S.A.R.L

Convocatória

Nos termos e para os efeitos do disposto
no artigo 10.º dos Estatutos é convocada a
Assembleia Geral da Companhia de Servi-
ços de Carga Mascargo, (Macau) S.A.R.L.,
para reunir no dia 28 de Março de 2007, pelas
16,00 horas, na sua sede social, com a seguinte
ordem de trabalhos:

1. Discussão e aprovação do relatório, ba-
lanço e contas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
ção e parecer do Conselho Fiscal relativo ao
exercício de 2006.

2. A provação do orçamento do ano 2006
apresentado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3. Eleição dos membros dos órgãos
sociais.

4. Transmissão das acções.

5. Outros assuntos de interesse para a
Sociedade.

Macau, aos oito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te. — O Presidente da Mesa da Assem-
bleia Geral, Patrick 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68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85,00)

聯豐亨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開會通知

依照本公司組織章程第十九條之規
定，謹定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日上午十
一時四十五分在澳門新口岸宋玉生廣場
398 號中航大廈四樓本公司會議室召開股
東週年大會，是次會議將商討下列各事
項：

一、討論及議決董事會二零零六年度
之報告書暨結算帳目以及監事會之有關意
見書；

二、其他事項。

二零零七年三月七日於澳門

股東大會執行委員會主席

聯豐亨保險有限公司

（是項刊登費用為 $29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94,00)

聯豐亨保險有限公司

開會通知

依照本公司組織章程第十八條之規

定，謹定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日上午十
時半在澳門新口岸宋玉生廣場 398 號中航

大廈四樓本公司會議室召開股東週年大
會，是次會議將商討下列各事項：

一、討論及議決有關二零零六年度之
董事會報告書暨結算帳目及監事會之有關

意見書；

二、二零零六年度純利分配之決定；

三、其他事項。

二零零七年三月七日於澳門

股東大會執行委員會副主席

 永亨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李德濂

（是項刊登費用為 $31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14,00)

中天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股東周年常會召集通告

敬啟者：

依照法律及本公司章程之規定，商業
及動產登記局編號25636（SO），茲定於二
零零七年三月三十日（星期五）上午十時
正，於澳門宋玉生廣場181至187號光輝商
業中心 11 樓 J 至 N 座召開股東常會，議程
如下：

（1） 審查二零零六年度董事會之報告
書、討論及表決財政報表及監事會的意見
書。

（2）與本公司有關之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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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內，第 1 項之相關文件，各股東

均可於辦公時間內在本公司查詢。

此致

各股東台照

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四日於澳門

股東大會主席 張國典

（是項刊登費用為 $34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43,00)

澳門新福利公共汽車有限公司

 股東大會

會議召集書

根據組織章程第十四條規定，澳門新
福利公共汽車有限公司，於澳門商業及動

產登記局之編號為3053號，164頁，第C8
簿冊，現定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日上午

十二時三十分正在本公司總址，青洲河邊
馬路二號地下，召開股東大會平常會議，

議程如下：

（一）討論及議決有關截至二零零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營業年度之財務報告

及監事委員會之意見。

（二）填補公司機關成員空缺。

（三）修改部份公司章程。

（四）就其他應辦事宜作出決議。

二零零七年三月七日，於澳門。

股東大會主席團主席 李玉馨

TRANSMAC — TRANSPORTES
URBANOS DE MACAU, S.A.R.L.

Convocatória

Nos termos e para os efeitos do artigo 14.º
dos Estatutos, é por este meio convocada a
A s s e m b l e i a  G e r a l  O r d i n á r i a  d a
TRANSMAC — Transportes Urbanos de
Macau, S.A.R.L., matriculada na Con-
servatória dos Registos Comercial e de Bens
Móveis de Macau sob o n.º 3053, a fls. 164
do livro C-8, para se reunir no dia 30 de Mar-
ço de 2007, pelas 12,30 horas, na respectiva
sede social, sita na Estrada Marginal da Ilha
Verde, n.º 2, r/c, com a seguinte ordem de
trabalhos:

1. Discussão e deliberação sobre o relató-
rio, balanço e contas e o parecer do Conse-
lho Fisca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6.

2. Preenchimento de lugares vagos nos
órgãos sociais.

3. Alterações parciais dos estatutos.

4. Resolução de outros assuntos de inte-
resse da Sociedade.

Macau, aos set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te. — A Presidente da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Lei Ioc He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72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724,00)

MAGRAN — DESENVOLVIMENTO E
COMÉRCIO INTERNACIONAL,

S.A.R.L.

Convocatória

Nos termos dos estatutos, convoco a
Assembleia Geral da «Magran — Desenvol-
vimento e Comércio Internacional, S.A.R.L.»,
a reunir em sessão ordinária, na Avenida da
Praia Grande, n.º 594, Edifício BCM, 20.º
andar, desta cidade, no dia 24 de Março de
2007, pelas 12,00 horas, com a seguinte:

Ordem de trabalhos

Deliberar sobre o relatório, balanço e con-
tas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e o pare-
cer do Conselho Fiscal;

Outros assuntos de interesse para a Socie-
dade.

Em caso de falta de quórum, a Assembleia
reunirá trinta minutos depois da hora marca-
da, qualquer que seja o número de sócios pre-
sentes e o património associativo nominal
representado.

Macau, aos oito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te. — A Presidente da Assembleia Geral,
Chue Chor Wan.

（是項刊登費用為 $39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92,00)

MAGRAN – GESTÃO DE
PARTICIPAÇÕES, S.A.R.L.

Convocatória

Nos termos dos estatutos, convoco a
Assembleia Geral da «Margan – Gestão de
Participações, SARL», a reunir em sessão
ordinária, na Avenida da Praia Grande, n.º 594,
Edifício BCM, 20.º andar, desta cidade, no
dia 24 de Março de 2007, pelas 11,00 horas,
com a seguinte:

Ordem de trabalhos

Deliberar sobre o relatório, balanço e con-
tas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e o pare-
cer do Conselho Fiscal;

Outros assuntos de interesse para a Socie-
dade.

Em caso de falta de quórum, a Assembleia
reunirá trinta minutos depois da hora marca-
da, qualquer que seja o número de sócios
presentes e o património associativo nomi-
nal representado.

Macau, aos oito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te. — A Presidente da Assembleia Geral,
Chue Chor Wan.

（是項刊登費用為 $37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72,00)

COMPANHIA DE INVESTIMENTO
PREDIAL KA FAI, S.A.R.L.

Convocatória

Nos termos dos estatutos convoco a
Assembleia Geral da «Companhia de Inves-
timento Predial Ka Fai, S.A.R.L.», a reunir
em sessão ordinária, na Avenida da Praia
Grande, n.º 594, Edifício BCM, 20.º andar,
desta cidade, no dia 24 de Março de 2007,
pelas 11,30 horas, com a seguinte:

Ordem de trabalhos

Deliberar sobre o relatório, balanço e con-
tas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e o pare-
cer do Conselho Fiscal;

Outros assuntos de interesse para a
Sociedade.

Em caso de falta de quórum, a Assembleia
reunirá trinta minutos depois da hora
marcada, qualquer que seja o número de
sócios presentes e o património associativo
nominal representado.

Macau, aos oito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te. — O Presidente da Assembleia Geral,
Jong Kong Ki.

（是項刊登費用為 $36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62,00)

SOCIEDADE DE CONSTRUÇÃO E
FOMENTO PREDIAL GOLDEN

CROWN, S.A.R.L.

Convocatória

Nos termos legais e estatutários, é convo-
cada a Assembleia Geral ordinária desta
Sociedade para reunir no Edifício «Ocean
Tower», 5.º andar, sito na Avenida dos J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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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s do Oceano, n.º 388, Taipa, Macau, no dia
28 de Março de 2007, pelas 12,00 horas, com
a seguinte ordem de trabalhos:

1. Discussão e aprovação do relatório, ba-
lanço e contas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

ção da Sociedade, referentes ao ano econó-
mico de 2006 e do respectivo parecer do
Conselho Fiscal; e

2. Tratar de outros assuntos de interesse
para a Sociedade.

Macau, aos oito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te.
— O Presidente da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Ho Hao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36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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