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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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華人藝術家聯合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

日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

件內，檔案組1號29/2008。

世界華人藝術家聯合會章程

第一條

（會名及會址）

一、本會定名為“世界華人藝術

家聯合會”，葡文名稱為“Federação 
Mundial de Artistas Chineses”，葡文
簡稱為“FMAC”，英文名稱為“World 
Chinese Artists Federation”；

二、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氹仔佛山街

112號金利達花園一座（金苑）24樓B。
經理事會決議，會址得遷往任何地方。

第二條

（性質及存續期）

一、本會為非牟利團體，並按本章

程、內部規章及有關適用法律推行會

務；

二、從成立之日期起，本會即成為

無限期存續之團體。

第三條

（宗旨）

一、聯合世界的華人藝術家，致力

推動文化藝術的發展；

二、團結對文化藝術有興趣之人

士，加強交流心得，並培育新一代人

才；

三、積極參與對澳門有貢獻之活

動，及加強與國內外之文化藝術交流。

第四條

（會員）

凡對文化藝術有興趣者或藝術家，

可自薦或由本會會員推薦，經理事會批

准成為正式會員。

第五條

（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之權利：

（1）參加會員大會，研討及評價會
務工作；

（2）享有本會的選舉權和被選舉
權；

（3）參與本會的活動及享受本會的
福利；

二、會員之義務：

（1）遵守本會章程、會員大會及理
事會的決議等；

（2）支持及協助有關會務工作；

（3）協助推動本會的發展及促進會
員間之合作；

（4）維護本會的合法權益和尊嚴。

第六條

（組織）

一、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主

席團、理事會及監事會；

二、上述組織成員由會員大會選舉

產生，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是由所有會員組成，

為本會的最高權力組織；負責制定或修

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

及監事會成員，決定會務方針及批核理

事會的工作及財政報告；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應由三至九名

單數成員組成，設主席、副主席及秘書

各一名，其餘為委員；

三、會員大會主席團負責召集及主

持會員大會，並繕寫會議紀錄；

四、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最少

提前八日以書面通知會員，通知上須註

明開會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如

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會員大

會；

五、會員大會之決議須經出席會員

絕對多數票通過方為有效，但法律另有

規定者除外。

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之執行組織，負

責執行會員大會決策和日常具體事務；

理事會的組成人數應由三至九名單數成

員組成，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一

名、其餘為理事；

二、理事會視乎需要定期召開會議

處理事務。

第九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之監察組織，負

責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財政、監

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等；監事會的組成

人數應由三至九名單數成員組成，設監

事長及副監事長各一名，其餘為監事；

二、監事會可視乎需要，定期召開

會議。

第十條

（經費）

本會之經費來自參加或舉辦活動所

獲得的資助或收入，另外，本會得接受

政府或其他機構撥款資助。

第十一條

（補充法律）

本章程未有規定的，補充適用澳門

特別行政區現行法律。

第十二條

（會章）

以下為本會之會徽：

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於第一公

證署

公證員 馮瑞國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0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06,00)

liza
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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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錄像攝影製作學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Video e 
Fotografia de Produção de Macau”

葡文簡稱為“AVFPM”

英文名稱為“Macao Video & 
Photography Production Association”

英文簡稱為“MVPPA”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存檔於

本署之2008/ASS/M1檔案組內，編號為56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錄像攝影製作學會章程

第一章

名稱、地址及宗旨

第一條——名稱：中文名稱為“澳

門錄像攝影製作學會”，以下簡稱“本

學會”，葡文名“Associação de Video e 
Fotografia de Produção de Macau”，葡
文簡稱“AVFPM”。英文名稱：“Ma-
cao Video & Photography Production 
Association”，英文簡稱“MVPPA”。

第二條——地址：澳門龍嵩街75號祐
滿大廈前座4樓E-2，在需要時經理事會決
議可遷往本澳其他地方。

第三條——宗旨：團結本澳有志成為

錄像、攝影製作者，透過舉辦各種具體實

質的工作項目及活動，給予本地年青人創

作的發展機會和經驗、提高專業素質、促

進高水準製作及加強對外交流的不牟利團

體。

第二章

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第四條——對製作有興趣者，填寫申

請表格，提交近照兩張，接受本學會章

程，參加者經本會理事會審核批准後便可

成為本學會會員。

第五條——本學會會員有選舉和被選

舉、批評和建議、遵守會章和執行決議、

積極參與及協助支持本會舉辦各項活動、

繳納會費等權利和義務。

第六條——違反章程而嚴重損害本學

會之聲譽及利益，經理事會通過，即被開

除會籍。

第三章

本學會之組織架構

第七條——會員大會：制訂和修改章
程，審查及批准理、監事會工作報告，選
舉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決定工作計劃、
方針和任務。

第八條——理事會為本學會最高執行
機構，負責日常的管理，由一名理事長、
一名副理事長、一名委員所組成，任期三
年，連選得連任。

第九條——監事會為本學會監察機
構，由監事長一人，及兩名委員組成，負
責監察會務工作情況，任期三年，連選可
連任。

第四章

會員大會

第十條——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
由不少於二分一有選舉權之會員出席方為
有效，但到開會時出席人數少於法定人
數，大會須延後半小時，屆時出席人數可
視為符合法定人數。

第五章

經費

第十一條——會費、會員及熱心人士
之捐贈、政府資助。

第六章

會徽

第十二條——以下為本學會會徽：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set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oito. — 
O Ajudante, 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8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82,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彭祖文化國際發展協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08年社團及財團
儲存文件檔案”第1/2008/ASS檔案組第18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彭祖文化國際發展協會章程

第一章

名稱、總部及宗旨

第一條——本會屬於非牟利性質的

團體，無存立限期，中文名稱為“彭祖

文化國際發展協會”，中文簡稱“彭文

會”，會務依澳門現行法律及本章程運作

管理。

第二條——本會總部設於澳門北京街

174號廣發商業大廈十二樓F座A室。

第三條——本會宗旨：

1）團結海內外熱愛彭祖文化的各界
人士及專家、學者、彭祖後裔及有職之士

參與彭祖文化國際交流發展活動。

2）積極搜集研究彭祖文化史料，弘
揚彭祖科學養生文化精神，為全人類的健

康事業作出貢獻。

3）以澳門地區為平臺，促進海內外
彭祖文化愛好者及相關社團的彭祖文化國

際交流與發展。

第二章

會員的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凡認同本會宗旨及經常參

與本會活動的人士，經書面提出申請後經

理事會審批成為會員。

第五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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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要求召開會員大會特別會議；

5）對會內外職務有選舉和被選舉
權；

6）會員入會自由，退會自由。

第六條——會員義務：

1）遵守會章，執行會員大會和理事
會的決議；

2）按時按規定繳交會費；

3）努力達成本會宗旨和維護本會的
聲譽及合法權益；

4）完成本會交辦的各項工作；

5）積極參加本會舉辦的各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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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會務機構

第七條——會務機構：

1）會員大會；

2）理事會；

3）監事會。

一、會務機構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

由所享有會員權利的會員組成。

二、會務機構每屆任期二年，可連選

連任。

會員大會

第八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

機構：

一、會員大會設一名會長，一名常務

副會長，若干名副會長及秘書，成員必為

單數。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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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會員代表大會每年舉辦一

次平常會議；

基于以下原因可召開全體會員特別會

議：

1）應會長要求；

2）應理事會或監事會半數以上成員
要求。

第十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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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財政報告書。

第十一條——1）召開會員大會必須
最少提前八天以掛號信方式或最少提前八

天透過簽收方式通知所有會員，通知書內

須列明會議的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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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數多少，均可召開會議。

理事會

第十二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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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理事長出缺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

由副理事長代行職務。

第十三條——理事會職權：

1）根據會員大會制定的方針，領導
管理和主持會務活動；

2）招收會員；

3）制作年度工作報告和財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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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實施在法律及本會章程內所授予
的權力。

監事會

第十四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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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監事長出缺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

由副監事長代行職務。

第十五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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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可要求本會的行政管理機
關提供必要或適當資源及方法以履行其職

務。

第四章

財務收入及其他

第十六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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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本會的任務及其他

第十七條——1）本會的任務為弘揚
以彭祖文化為代表的中華傳統文化，包

括孔孟文化，吸收海外與傳統文化的熱愛

者、研究者共同挖掘、研討、交流、發展

中華傳統文化，以軟實力普及中國文化，

擴大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擴大兩岸

三地及海外華僑的文化交流，每年由各地

輪值舉辦一次紀念彭祖學術文化交流大

會，以此緬懷先祖偉績，昭示後人團結奮

進。

2）挖掘、搜集、研討、編擇彭祖文
化資料、孔孟文化資料，名人資料，積極

向《彭文通訊》投稿，并不拘形式的交流

研究成果。

3）宣傳各地紀念彭祖的旅游點，開
發彭族旅游互動，宣傳彭祖文化長壽游，

深化鄉情、親情，共謀合作發展，在國際

間打好彭祖長壽文化旅游品牌，支持辦好

兩年一屆的“世彭會”。

第十八條——辦好本會的會刊《彭文

通訊》，發揮交流資訊，凝聚的功能。

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於海島公

證署

二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6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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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安保險有限公司澳門分公司

AMERICAN HOME ASSURANCE COMPANY — SUCURSAL DE MACAU

根據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第27/97/M號法令第八十六條第三款之公告

Publicações ao abrigo do n.º 3 do artigo 86.º do Decreto-Lei n.º 27/97/M, de 30 de Junho

營業表（非人壽保險公司）

二零零六年度

Conta de exploração do exercício de 2006 (Ramos gerais)
 借方 澳門幣

 DÉBITO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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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貸方 澳門幣
 CRÉDITO MOP

損益表

二零零六年度

Conta de ganhos e perdas do exercício de 2006
  澳門幣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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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6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澳門幣

  MOP

 會計 經理 
 O Contabilista, O Gerente,

 李文光 陳芷珊

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於澳門

Macau, aos 31 de Julho de 2007.

外部核數師意見書之概要

致美安保險有限公司澳門分行之管理層

本核數師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之香港核數準則完成審核美安保險有限公司——澳門分行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賬目，並已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就該份賬目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書。



3148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 第 15 期 —— 2008 年 4 月 9 日

本核數師已將隨附的賬目摘要與上述經審核的賬目作一比較。編製賬目摘要為　貴保險公司澳門分行管理層的責任。

本核數師認為，隨附的賬目摘要與上述經審核的賬目相符。

為更全面了解　貴保險公司澳門分行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隨附的賬目摘要應與經審核的賬目一併參閱。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註冊核數師行

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於澳門

Síntese do parecer dos Auditores externos para a gerência da
American Home Assurance Company — Sucursal de Macau

Auditámo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American Home Assurance Company — Sucursal de Macau,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6,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de Auditoria aprovadas pelo Chefe do Executiv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
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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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de Julho d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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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Gerência da Sucursal de 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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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 um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situação financeira da Sucursal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
midas devem ser analisadas em conjunto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Lowe Bingham & Matthews — PricewaterhouseCoopers

Sociedade de Auditores

Macau, aos 21 de Janeiro de 2008.

業務報告

本澳門分行經營一般保險業務：如勞工保險，產物保險，運輸保險，個人意外及旅遊保險，汽車保險等⋯⋯於二零零六年度

營業額為澳門幣16,766,542 圓及純利為澳門幣502,949 圓。

Relatório de actividades de 2006

Esta Sucursal de Macau exerce a actividade seguradora nos ramos gerais, tais como acidentes de trabalho, multi-riscos, marítimo-carga, 
acidentes pessoais, viagens, automóvel, etc.

O volume de prémios brutos auferidos no exercício de 2006 foi de MOP 16 766 542 e o resultado apurado neste ano foi de MOP 502 949.

（是項刊登費用為 $6,83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 8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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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SINOSKY ENERGY (HOLDINGS) CO., LTD.

核數師報告書撮要

致中天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本核數師已按照由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核准的核數準則及由經濟財政司司長核准的核數實務準則完成審核中天能源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該公司”）截止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會計年度期間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就

該等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報告。

本核數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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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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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ew（代）

黃慧斌

澳門執業核數師

澳門

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資產負債表

於2007年12月31日

 附註 2007

  澳門幣

非流動資產

 不動產、廠場和設備 9 185,349,389

  185,349,389

流動資產

 預付款和其他應收款  498,54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 30,961,663

  31,460,208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09,747,540)

 準備 11 (200,000)

 股東往來 12 (4,301)

 董事往來  –

 銀行借款 14 (5,641,069)

  (115,592,910)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84,132,70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01,216,687

權益

 股本 13 50,000,000

 累積虧損  (3,783,313)

股東權益  46,216,687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14 55,000,000

權益和非流動負債總額  101,216,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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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

二零零七年度業務概況

中天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自2006年12月15日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簽訂「天然氣輸入及傳輸公共服務批給公證合同」後，隨即以建
設澳門陸上天然氣輸入及傳輸系統為目標，設立並逐步完善公司管理體系，通過規範的招投標程序，確定了項目的設計、施工、

供貨、安裝及監理承包單位，組織，監督並協調各承包單位的運作，於2007年底完成了天然氣輸入及傳輸系統工程建設，並對系
統進行了安全檢測和設備調試。同時，公司與上游供氣單位和下游用戶就供氣條件和供氣量進行多次談判和磋商，為長期安全穩

定供氣奠定基礎。

根據核數師核數報告，2007年度中天能源虧損719,110澳門元，較2006年虧損3,064,203澳門元大幅減少，主要原因是2007年為
中天能源的建設期，沒有營運收入，公司主要工作為項目管理，故2007年度發生之費用大部分為項目管理費用，計入投資。

2007年中天能源總投資為1.825億澳門元，其中建設投資為1.78億澳門元；項目管理費為476萬澳門元。2007年底，中天能源
總資產216,809,597澳門元，總負債170,592,910澳門元，總負債與總資產的比率為78.7%，符合《批給合同》第十一條第二款批給
期限內負債率不超過百分之八十（80%）之規定。

二零零八年進展及展望

中天能源於2008年1月底開始向澳門供氣，澳門電力公司已開始對天然氣發電機組進行測試，現已實現以天然氣代替燃油發
電。

為保證持續穩定向澳電供氣，並配合特區政府建設城市供氣管網，擴大供氣範圍的計劃，2008年，中天能源將規劃建設與天
然氣傳輸系統配套的設施，以滿足氣源儲備和調峰需要。

培養高質素的技術隊伍

為保證天然氣輸入和傳輸系統安全、穩定、持續運行，公司將繼續加強對技術和操作人員的培訓，提高其技術水準和操作能

力，並通過定期和不定期的應急演練，增強其安全意識，培養其應急處置能力。

後語

中天能源盼望繼續在特區政府、社會各界與各有關單位的支持下，在公司員工的一致努力下，為改善澳門的生態環境，提高

澳門居民的生活質素，作出應有的貢獻。

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於澳門

謝丹

董事長

（是項刊登費用為 $3,59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5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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