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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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武術研究學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三

日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

件內，檔案組1號58/2009。

世界武術研究學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之中文名稱為：世

界武術研究學會。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澳門羅神父

里7至11號信誠大廈第二期3樓C座。

本會可將會址遷移；並可在任何地

方設立分支機構、辦事處、工作站以及

其他形式的實體機構。

第三條——本會宗旨：以中華武術

為基礎，增進世界武術的交流和互助；

擴大學術、武技、科學、經濟方面的合

作，創造一個和諧共同發展的氛圍；推

動武術國際化、規範化健康發展。

第四條——本會各地成員機構的一

切活動，均應遵守當地國家（地區）的

法律、法規及本章程之制約，並受其管

轄之保護。

第二章

活動範圍

第五條——本會工作範圍有以下方

面：

一、繼承和發揚世界武術優秀文化

遺產，積極開展各種形式的武術交流及

學術研究。

二、進行武術競技、裁判，競賽制

度、規則的研究；教學、訓練之規範化

研究。提高世界武術運動的價值。並組

織相關的演示和比賽。

三、通過世界武術交流提高文化品

位，配合社會各項慈善公益活動的拓

展。

四、指導和配合有關部門出版武術

書刋及文獻。

五、發現挖掘武術優秀人才，培養

提高，促進武術更高層次的發展。

第三章

組織

第六條——本會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理事會、監事會。其成員均在會員大會

上以無記名投票產生。以絕對多數票當

選聘任，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但不

可超過兩屆。

第七條——會員大會為本會之最高

權力機構。設主席一名，副主席及秘書

長、副秘書長、成員若干名。總人數為

單數，最少叁人，最多玖人。會員大會

每年舉行一次，在特殊情況下，經半數

以上會員聯署要求，召開特別大會。

職權為：修改或通過章程；制定會務方

針；審議和通過會務報告和財務年度報

告；選舉各領導機構成員；其他重大事

項。

第八條——理事會為本會之執行機

構，負責日常一切會務管理和運作。由

理事長，副理事長、秘書長、副秘書

長、理事若干名組成。總人數為單數，

最少伍人，最多玖人。理事會定期召開

會議，商討日常會務工作。

第九條——監事會為本會之監督機

構。負責監察理事會之運作，審核帳

務，提供相關意見。設監事長壹名，監

事若干名。總人數為單數，最少叁人，

最多伍人。

第四章

會員

第十條——凡承認本會章程的社

團、院校、道場、其他武術組織及個

人，提出申請經本會理事會審核通過，

繳納會費，均可成為本會的團體會員或

個人會員。

第十一條——申請加入本會會員，

須具備下列條件：

一、愛好武術，並對武術有一定研

究，具有一定成果的團體和個人。

二、學武練武在武術上有一技之長

者。

三、對武學具有著作，有一定造

詣。

四、熱心武術事業的人士，並從事

相關事務者。

第十二條——凡自願加入本會之團

體或個人，應“重武德、講情義、相尊

重、守信用、互相邦、同發展”。 認同
及自覺遵守本會章程，共同促進世界武

術事業的健康發展。

第十三條——權利與義務

一、本會會員可參加本會所舉辦的

一切活動。可出席會員大會並有發言

權、提名權、選舉權、被提名權、被選

舉權；可享受本會為會員提供的一切權

益；互通資訊，資源分享；享有入會自

願，退會自由權利；有對本會工作建議

和監督權。

二、本會會員有繳納會費的義務；

遵守會章維護本會合法權益和聲譽。如

一年以上未繳納會費的視作自動退會。

第五章

經費

第十四條——本會經費來源：

一、會員每年所繳納的會費。

二、單位團體和個人的捐贈和贊助。

三、利息及其它合法收入。

第十五條——本會經費的使用應接

受監事會監督。並建立嚴格的財務管理

制度。

第六章

附則

第十六條——本章程最終解釋權屬

會員大會。本章程若有未盡善之處，由

會員大會通過修訂。

第十七條——本會使用以下圖案作

為會徽。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三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0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09,00)

sandy
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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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山西聯誼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三

日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

件內，檔案組1號59/2009。

澳門山西聯誼會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中文名：“澳門

山西聯誼會”。

第二條——本會之宗旨以加強澳門

山西鄉親的團結、聯誼、為晉澳兩地的

經濟、教育、旅遊、文化技術交流與合

作牽線搭橋。本會為非牟利社團組織。

第三條——本會之會址設於澳門亞

美打庇盧大馬路61號中央廣場17樓。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因出生、世系、教

育、投資、業務或其他原因，而與山西

省產生關係或聯繫的年滿18歲之個人及
機構，贊同本會宗旨，願意遵守本會章

程，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

第五條——本會會員分為商號會員

和個人會員兩種，其入會資格如下：

（一）商號會員：澳門公司在山西

省範圍內有投資的商號或與本澳有業務

往來之山西省商號。如在山西省範圍內

沒有投資及註冊的商號，則只能以個人

名義申請入會。商號會員可委派一人為

代表。

（二）個人會員：經一位會員介

紹，填寫入會申請表格，提交有關證件

副本及正面半身一寸半相片三張。

（三）所有申請，經一位會員介

紹，填寫入會申請表格，提交有關證

件副本及代表人正面半身一寸半相片三

張，均需經理事會批准後方得成為會

員，若不獲批准，理事會無需作任何解

釋。如商號之代表人有變更時，需要該

商號具函本會申請更換代表人。

第六條——會員權益及福利（所有

會員均享有法定之權利如下：）

（一）入會半年後享有選舉和被選

舉權；

（二）對會務有建議及批評之權；

（三）享有本會所有權益及福利。

第七條——會員義務

（一）遵守會章及決議；

（二）積極參與本會各項會務及活

動。

第三章

組織

第八條——本會的組織架構包括：

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理事會及

監事會各領導成員均由會員大會中選

出，任期為三年，可以連任。

第九條——會員大會由所有會員組

成，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其職權如

下：

（1）修改章程，但必須有四分之三
出席之會員票數通過方可。

（2）負責選舉各領導部門之成員及
革除其職務。

（3）討論及通過理事會之每年工作
報告及財務報告。

（4）修訂會費。

（5）會員大會設會長壹人，副會長
若干人組成，會長主持會員代表大會。

第十條——會員大會每年舉行平常

會議一次，由會長召集，而特別會員大

會之召開須由理事會召集，或因應五分

之一會員的要求之下而召開。

第十一條——理事會設理事長壹

人，秘書長壹人，副理事長，理事及秘

書若干人組成，並按照法例規定總人數

為單數，其職權如下：

（1）領導本會，處理其行政工作及
維持其所有活動。

（2）決定新會員入會事宜及革除會
員之會籍。

（3）對本會有特殊貢獻之人士給予
名譽會籍。

（4）在會員大會作會務活動報告及
財務報告。

（5）理事長對外依照本會宗旨代表
本會。

第十二條——監事會設監事長壹人

及監事兩人組成，其職權如下：

（1）監察理事會之行政活動。

（2）查閱賬目及財政收支狀況。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三條——本會之收益作為本會

活動基金。

第十四條——理事會認為有必要時

可進行募捐。

第十五條——接收個人、團體、政

府資助，舉辦各項活動之收益。

第十六條——本會所有支出須由理

事會協商決定。

第十七條——附上本會會徽。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三日於第一公

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81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816,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崖門同鄉聯誼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二

日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

件內，檔案組1號57/2009。

澳門崖門同鄉聯誼會

章程

第一章

第一條——本會定名中文名稱：

“澳門崖門同鄉聯誼會”，中文簡稱為

“崖門同鄉會”，會址設於澳門區神父

街303號八達商場BR舖，可根據需要設
立辦事處，經理事會批准本會會址可擴

至澳門任何其它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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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本會由祖籍江門市，新

會區，崖門鎮旅居澳門鄉親及認可和支

援本會發展的社會各界人士組成。

第三條——本會宗旨為熱愛祖國，

熱愛澳門，熱愛家鄉，聯絡鄉誼，扶危

濟困共謀發展，積極參與澳門公益事

業，支持特區政府施政，作為澳門鄉親

與家鄉政府及人民溝通橋樑，為兩地經

貿往來，發展作出應有貢獻。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在澳門居住江門市崖

門鄉親（含崖南，崖西）及支持本會的

各界人士均可申請加入本會。

第五條——申請加入本會之人士需

交身份證副本，經理事會核准，即成為

會員，會員要遵守本會章程及決議，會

員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有權向本會提

建議和意見，有權參與本會之各項活

動。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本會架構為（1）會員大
會（2）理事會（3）監事會。組織架構
每屆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會長連

任不能超過三屆，本會會長卸任後得出

任榮譽會長或名譽會長，無任期限，可

出席任何會議，有發言權和表決權。

第七條——會員大會權力最高，每

年須舉行會員大會一次，修改章程、選

出會長，副會長，理事及監事成員，審

議理事會工作報告，財務報告及監事會

的有關事宜。

第八條——會員大會有權聘請社會

賢達，知名人士為本會名譽會長，設有

會長一名，副會長若干名，人數為單

數。

第九條——理事會是執行架構，主

持及處理各項會務工作，設有理事長一

名，副理事長及理事若干名，最少三人

組成，總人數為單數。

第十條——監事會是監察理事會所

有運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若干

人，最少三人組成，總人數為單數。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一條——（1）會費：會員之會
費由理事會訂定。

（2）會員、熱心人士及社會機構之
捐贈。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二條——本會屬非牟利社團，

本章未盡善處，均按澳門法律辦理。

第十三條——附件：本會印章。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三日於第一公

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8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83,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工商聯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四

日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

件內，檔案組1號60/2009。

澳門工商聯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社會團體之中文名稱為 “澳門工
商聯會”，下稱為 “本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Industrial 
e Comercial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Th e I n d u s t r y a n d 
Commerce Association of Macau”。

第二條

（性質）

本會之性質為非盈利性，屬不牟利

之工商業界社會團體。

第三條

（宗旨）

本會之宗旨主要是為團結工商業

界，以加強本地區工業界及商業界之間

的活動交流及互助，同時協助會員開拓

商機及對外推廣、宣傳本地區之工商業

及發展，並組織會員對應及配合本地區

有關工商業政策的推行，從而促進澳門

本地區之工商業發展。

第四條

（地址及設立分支或代表機構）

一、本會之會址設於澳門新口岸北

京街244-246號澳門金融中心一樓F。

二、本會之管理機關可透過決議及

經會長同意後，在澳門或澳門以外之其

他任何地方設立分支機構或代表機構。

第五條

（本會之成員）

一、本會之成員由自願加入之人員

組成，凡在澳門從事工商業之人士或其

他的居民，經本會管理機關的批准，得

接納為成員。

二、成員是本會最基本的組成個

體，被本會接納之成員稱為“會員”。

 

第二章

會務

第六條

（會務範圍）

一、團結工商業各界，以加強工商

業各界之間的交流、互助及合作，促進

澳門本地區之工商業發展。

二、創設條件，積極推廣及發展澳

門本地區適時之工商產業，以配合及實

現本地區有關產業多元化發展政策的推

行。

三、組織會員透過訪問、參觀、拜

訪、考察等方式，對外積極宣傳澳門的

工商業發展，並透過此等交流活動，積

極為澳門本地區之工商業各界開拓海內

外之商機及市場。

四、積極組織會員與公共部門、其

他社會團體或私人合作，參與或舉辦各

類型有關社會公益或慈善之活動，以促

進社會各界的和諧與融洽。

五、協助會員依法維護其合法之權

益及依法應獲之法律保護，並為會員提

供適時的工商業發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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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為會員提供各項積極裝備的培

訓資訊或活動，以加強澳門本地區工商

企業之競爭力，並為澳門培訓工商業人

才作出貢獻。

第七條

（會務原則）

一、守法與遵守章程原則；全體會

員應當遵守本地區之法律法規以及本會

之章程義務。

二、團結和諧原則；全體會員應本

著互助互讓的精神，共同合作，共同貫

徹本會之團結、友好、合作等宗旨。

三、平等原則；全體會員在本章程

的框架下，共同享有平等的會員權利和

義務。

四、自由原則；全體會員在遵守及

根據本章程和本地區法律規定之情況

下，依法享有各項的會務自由，包括選

舉權與被選舉權、退會權、會務發言

權、會務選擇權等等。

五、維護本會聲譽原則；全體會員

在進行對外活動或以本會名義進行個人

之活動或作出行為時，必須要以高雅的

言行，得體的行為舉止，以維護本會的

形象與聲譽。

六、熱心原則；全體會員為貫徹本

會之宗旨，應當本著秉持熱心公益、熱

心社會、熱心會務、熱心本會各項活動

的精神，參與社會活動。

第三章

機關組織與職能

第八條

（機關）

本會設立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

會。

第九條

（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的權力機關，

會員大會由全體具有會員資格之成員組

成，其職權與職責為：

1. 確定本會之會務工作與發展方
針；

2.  就本會章程及內部守則的制定和
修改進行討論、發表意見及透過投票決

議作出決定； 

3.  選舉會長及有關執行管理機關和
監事機關的成員；

4.  審議和通過理事會的工作報告、
理事會的年度賬目報告和監事會的意見

書；

5.  審議或撤銷理事會不當之決議、
決定或行為；

6.  決定其他重大的事項。

第十條

（大會會議）

一、會員大會由當屆會長主持，並

於大會舉行前二十日，由理事長或透過

秘書長向會員發出包括指明開會的地

點、日期、時間及有關的會議議程之召

集書召集。

二、在特殊情況下，可不予遵守上

款有關的通知期限，但在會議時需由會

長向大會說明有關的情況。

第十一條

（平常及特別會議）

一、會員大會應於每年的首季內召

開一次平常會議，但在特殊情況下，可

由下列人員要求召開特別大會會議：

1. 會長；

2. 理事長聯同秘書長；

3.  監事長聯同三分之一監事會之成
員；

4.   四分之一的大會會員聯同要求；

5.  秘書長聯同財務長並經會長同
意。 

二、召集舉行特別大會會議，可不

遵守上條一款規定的通知期限，但在大

會會議時需由會長向大會說明有關的理

由。

三、凡符合召集特別大會條件的，

由理事會統籌辦理，並依本章程之一般

程序進行。

第十二條

（大會之運作）

一、會員大會最少有半數會員出

席，方可運作。

二、如經第一次召集會議後，上款

所要求的出席人數未足夠，則會長可於

第一次召集會議日期時間順延半小時，

再以會長的名義進行第二次召集並可即

時舉行會議，同時無需理會上款的規

定，但首次會員大會除外。

三、修改章程的決議須取得出席會

議之會員的四分之三的贊同票方得通

過，其他決議取得出席會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通過。

四、任何決議的投票方式可由會長

或秘書長提議，並由大會於會議舉行時

以公開投票的方式投票決定有關的方

式。

第十三條

（理事會）

一、本會的管理及執行機關為理事

會，理事會對會員大會負責，理事會的

理事成員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二、理事會由理事長一名、副理事

長三至十名、理事成員由十名以上且不

得多於三十名、秘書長及秘書共兩名、

財務長及財務員共兩名組成，其組成人

數不得多於五十五人，且為單數。

三、理事會之理事成員得由不少於

兩名之會員提名，由出席大會的會員投

票通過產生或選舉產生，且根據大會所

定之名額由票高者得，然而每名會員對

每一被提名人，均有一次的投票權。

四、理事會的副理事長名額及理事

成員之名額，得根據會務的發展情況由

會長建議增加，並由出席大會會議之會

員通過投票過半數贊成決定。

第十四條

（會長及副會長之產生）

一、應屆會長由不少於十位的會員

提名，並經由出席大會會議人數的過半

數投票通過產生，若提名多於一人者，

得由贊成選舉票最高者獲得。

二、出席的會員對每一名被提名的

會長候選人，均有一次的投票權，且不

得投棄權票。

三、副會長由新任會長從會員中提

名，並經由出席大會會議的人通過產

生。

四、對於選舉的其他事宜或細節，

大會可經主持會議的會長或秘書長的建

議並透過出席會議的會員過半數之決議

加以規定。

第十五條

（理事會管理人員之產生）

一、理事長由新任會長於理事會的

成員中提名，並由出席理事會會議之理

事成員通過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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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副理事長由新任理事長於理事

會的成員中提名，並由出席理事會會議

之理事成員通過產生。

三、秘書、財務員在本會之會員中

透過提名並通過理事會會議產生。

四、上款所指之人員由理事長提名

或由不少於三名之理事成員推薦提名，

並由理事會出席參加會議通過產生。

五、本條所指由理事會會議產生的

人員，可於會員大會選舉當日舉行時之

稍後時間進行，亦可於翌日或隨後之任

何日期進行，但最遲不得於大會選舉日

的十日後進行，且必須將選舉的結果於

十日內向會員公佈。

六、倘本條所指的投票選舉之贊成

與反對的票數相同，則會長或理事長之

投票具決定性。

七、投票方式由主持會議者決定。

八、秘書長及財務長由理事長經諮

詢會長意見後，在秘書及財務員中選

任。

九、倘理事會的理事或理事會之組

成成員，因不能視事而不能正常履行工

作所引致的缺額情況的出現，則需由會

長或理事長從會員中提名及由理事會會

議過半數通過以補空額，並向會員公佈

之。

第十六條

（理事會之職權與職責）

一、理事會在理事長的統籌下負責

制定及執行各項會務、活動計劃，並負

責提交每年的工作及財務報告，同時負

責執行會員大會的決議。

二、理事會的職權是：

1.  制定及執行各項會務計劃活動；

2. 為本會籌集經費、訂定和收取會
員的會費；

3. 執行本會章程、會員大會的決議
和內部守則；

4. 經會長同意後，決定設立或撤銷
分支機構、代表機構；

5. 審理、接納會員之入會資格及嘉
賓會員資格，決議開除違反法律或本會

義務之會員或科處及執行其他的處分；

6. 經聽取會長之意見後，決定聘用
和解僱本會之受薪職員及制定薪酬和福

利待遇；

7. 制定年度會務工作報告及財務報
告，並草擬來年的財務預算案；

8. 擬定本會的內部守則管理制度，
交會員大會議決；

9. 管理本會的財產；

10. 負責本會之服務或物資之採購工
作；

11. 經必要聽取會長的意見後，賦予
或任命永遠名譽會長、永遠榮譽會長、

榮譽會長、名譽會長及顧問，但會長的

同意意見則屬必要；

12. 所有前任會長、理事長及監事
長，應當然成為本會永遠榮譽會長，而

首屆會長應當然成為本會創會會長；

13. 決定及擬定與其他公共或私人機
構簽訂各項有利會務發展的協議；

14. 決定非由會員大會決議的其他重
大事項。

第十七條

（理事會之運作）

一、理事會應不超過三個月召開一

次平常會議。

二、新一屆理事會之第一次理事會

平常會議的日期、時間及地點，應在理

事會選舉組成後透過會議決定，並於每

次平常會議後，由理事長決定及通知下

次舉行平常會議的日期、時間及地點。

三、理事會的特別會議得由會長或

理事長決定召開，或由理事長經三分之

二的理事會成員的要求下決定召開。

四、理事會的特別會議得由會長或

理事長主持。

第十八條

（內部行政部門的設立或撤銷）

理事會可按照會務的實際發展需

要，得設立或撤銷有關負責秘書事務、

財政事務、公關事務及顧問工作等之內

部行政部門。

第十九條

（會長之職權）

一、會長行使下列職權：

1. 召集和主持會員大會會議或理事
會會議；

2. 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本會；

3. 批准及簽署有關各項財政出納的
文件；

4. 代表本會簽訂各項的合作協議；

5. 對日常會務的處理作出方向性的
決定及簽署各項內部的行政文件和對外

函件。

二、會長得透過書面授權，將本身

會務職權的部份或全部，授予任一副會

長或理事長及該等之代任人行使或執

行。

第二十條

（副會長之權責）

一、副會長協助及輔助會長進行會

務處理工作，必要時經會長委任，代表

本會對外進行交流活動。

二、倘會長未能視事，由副會長代

替之，然而有關具體的代替人選及處理

之事項範圍，由會長透過書面委任文件

決定。

三、履行會長所授予的職權或賦予

的會務。

第二十一條

（理事長之權責）

一、理事長負責統籌本會之日常行

政管理，並在本章程的規定或獲會長的

授權下，管理及執行本會日常的行政、

財政、人事等方面的工作。

二、理事長負責跟進及履行理事會

的各項事務工作，並在本章程的框架下

及會長的指導下，享有本會一定的相對

獨立行政管理權。

三、理事長應於每月首週向會長報

告有關上月份之會務工作情況。

第二十二條

（副理事長）

一、副理事長協助或輔助理事長進

行會務管理工作，並在理事長的授權下

或於其未能視事或出缺時代任或替代

之。

二、然而，上述有關的具體代替人

選及處理之事項範圍，由理事長透過書

面委任文件決定。

第二十三條

（秘書長及秘書之權責）

一、秘書長及秘書負責本會的具體

內部行政事務及文書工作，以及由會長

或理事長所交給的有關本會會務的其他

工作。

二、秘書長統籌秘書事務，並依法

簽署需簽署之文件及制作檔案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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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秘書長需列席任何與本會有關

之會議，並制作及簽署會議紀錄，但不

具投票權，秘書亦之。

四、秘書需協助秘書長工作，並於

其未能視事或出缺時代替或替任之。

第二十四條

（財務長及財務員之權責）

一、財務長及財務員負責本會具體

的會計及出納工作，但本會的所有財務

出納須由會長與財務長在出納項目及支

付票據上聯合作出簽署，或由會長授權

理事長與財務長在出納項目及支付票據

上聯合作出簽署，方為有效及實現支

付。

二、為方便日常會務的工作和處

理，本會得設立小額出納賬戶及零用現

金，並由會長透過書面授權，以設定某

一出納上限的方式，授權財務長得就本

會日常的開支項目作出獨立的出納簽署

及支付。

三、財務長負責統籌本會的財務工

作，擬定預算草案及制作財務報告，以

呈理事會查閱。

四、財務長需列席任何與本會財務

有關之會議，並簽署有關的財務會議紀

錄，但不具投票權，財務員亦之。

五、財務員需協助財務長工作，並

於其未能視事或出缺時代替或替任之。

第二十五條

（監事會）

監事會為本會的監察機構，成員須

為獨立。

第二十六條

（監事會職權）

主要的職權有： 

1.  負責監察本會之日常運作；

2.  監察會員大會決議的執行情況；

3.  對理事會的行政活動及財產管理
情況進行監察；

4.  核查賬目；

5.  提供有關本會工作的參考意見。

第二十七條

（監事會之組成）

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若

干名及監事若干名，成員人數需為單

數，具體名額由大會經會長的建議透過

出席大會的會員之過半數贊成票通過決

定，但不得少於三名。

第二十八條

（監事會成員之產生）

一、監事會的成員由會員大會參照

本章程第十三條第三款選舉理事會成員

的方式、程序和條件由大會會議選舉產

生。

二、為確保獨立性，監事長的產生

方式則必須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並參

照本章程第十四條之第一、二款規定的

提名條件及選舉規則進行。

三、副監事長的產生方式則必須由

監事會參照本章程第十五條第二款規定

的提名條件及選舉規則產生。

四、倘上款選舉之贊成與反對的票

數相同，則監事長之投票具決定性。

五、本條第三款之投票方式由監事

長決定。

六、倘監事會的成員因不能視事而

不能正常履行工作所引致的缺額情況的

出現，則需由監事長從會員中提名及由

監事會會議過半數通過以補空額，並向

會員公佈之。

第二十九條

（監事長及副監事長之權責）

一、監事長負責統籌本會之監事會

工作，主持監事會會議，監察本會之事

務。

二、副監事長協助及輔助監事長進

行會務監察工作，必要時經監事長委任

而代任之。

三、倘監事長未能視事，由副監事

長代替之，然而有關具體的代替人選及

處理之事項範圍，由監事長透過書面委

任文件決定。

第三十條

（會長與機關主管之補選）

一、會長、理事長或監事長因事確

定不能自行正常履行本會之會務或不能

自行正常履行本會之會務工作達三個月

以上時，則必須由理事會在知悉符合補

選的條件後，根據情況負責分別召集會

員大會或理事會進行補選。

二、會長或監事長之補選召集方式

依照本章程第十條及第十二條的程序進

行，然而補選的提名條件及選舉方式則

必須參照本章程第十四條第一、二款及

第二十八條第二款的規定進行。

三、理事長之補選則依照本章程第

十五條第一款的規定進行。

四、其他屬副職之領導、監事、理

事主管人員的補選，則在有需要時，方

依照原該職之產生方式填補。

第三十一條

（機關成員之任期）

會長、理事會及監事會之全體組成

成員之任期為三年，得連選連任。

第四章

會員

第三十二條

（會員資格）

一、凡在澳門本地區從事工商業之

人士，透過一名會員推薦及提出申請，

經批准後得成為本會之會員。

二、凡支持本會之宗旨及願意遵守

本會章程且年滿十八歲之澳門市民，經

兩名會員的推薦，均可向本會提出申

請，並於批准後成為會員。

三、在符合澳門本地區之法律規定

的情況下，本會得接受非澳門本地區居

民之人士為會員，具體之條件及程序則

由本會之理事會決定。

四、本會設立嘉賓會員，並經本會

透過邀請而成為會員，具體之條件及程

序則由本會之理事會決定。

五、本會設立尊貴會員，尊貴會員

得獲本會賦予榮譽會長、名譽會長或顧

問之稱謂，至於具體之條件及程序則由

本會之理事會決定。

第三十三條

（會員權利）

一、本會的澳門會員均有平等的提

名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有權參加本

會所舉辦的一切活動和享有平等的發言

權，並可享受本會為會員提供的各項福

利權益。

二、所有會員享有對本會事務工作

的批評權、監督權和建議權。

三、會員有退會自由的權利。

四、會員就本會對其所作出的紀律

處分有辯護及申訴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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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條

（會員義務）

一、本會之會員有交納入會費和年

費的義務，但尊貴會員及嘉賓會員除

外，至於費用的具體事宜由理事會透過

內部行政決議決定。

二、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和內部守

則的義務，以及完成本會交辦的各項工

作、任務、並維護本會的聲譽和合法權

益。

三、任何情況下，全體會員均需遵

守法律、法規。

第五章

紀律

第三十五條

（處分種類）

任何會員違反本會章程或使本會聲

譽受損，將可受到本會的口頭警告、特

定的書面批評、暫停會籍或給予開除會

籍等處分。

第三十六條

（調查與處罰）

一、在對會員進行給予紀律處分

前，須對事件進行必要的了解及調查，

並給予會員答辯的權利，但事實明確者

則除外。

二、對會員進行處分前之調查工

作，由理事長委任三名理事會之成員負

責，並進行必要的筆錄及存檔，同時由

出席理事會過半數之決議而決定應賦予

之處分等級，所作之紀律科處由會長簽

署後生效。

第三十七條

（量處幅度）

一、凡會員違反本會之義務或對本

會聲譽有所影響者，例如觸犯本澳刑事

法例一經定罪，或故意欠交一年年費而

不作合理解釋者，得處以為期九十日至

三百六十五日之暫停會籍的處分。

二、凡會員違反本會之義務、故意

作出違法行為，並對本會聲譽有重大影

響者，或故意欠交兩年年費又無合理解

釋者，得處以開除會籍的處分。

三、其他的處分得視會員所違反的

義務性質、情節及後果而定。

第六章

財政

第三十八條

（經費）

本會之經費來源：

1. 會員之入會費、年費及任何的捐
贈；

2. 開展會務活動或提供其他服務時
由本會應收之所得；

3. 來自公共部門或實體以及社會各
界對本會所作的任何資助和捐贈；

4. 應由本會依法所得的其他一切合
法收益。

第三十九條

（賬簿與會計）

一、本會設有會計賬簿，會計的準

則及細則由理事會決議決定。

二、賬簿需由會長與財務長簽署後

作實，每年並需制作財務狀況表交大會

通過。

第四十條

（財政支出）

本會會員的福利及一切活動經費，

除獲得其他的贊助外，均由本會的財政

負擔。

第四十一條

（印章與支票）

一、除非得到會長或理事會的決議

授權，否則本會的印章不應蓋於任何正

式檔之上，理事會應提供地方安全保管

有關本會的資產、支票及所有權文據。

二、所有要蓋上本會印章的契據或

正式檔，應由本會會長及理事長，或不

時委任的一位人士簽署。

三、本會銀行戶口之所有支票及本

會作出或發出的所有付款單據，需由會

長、理事長或不時委任的一位人士簽

署，才能生效，而支票則需要超過兩位

或多位人士簽署，才能生效。

第七章

附則

第四十二條

（章程解釋與補充）

凡本章程未有明確規定的事項及有

關本章程的解釋，得視乎事項的性質及

應由章程對事項規定的行使權限，其權

力分別為會員大會及理事會，然而對該

事項性質的定性，其權限屬理事會。

第四十三條

（解散之法律適用）

本會若決議通過解散，則一切之財

產處理，均依解散時生效之民事法律或

其他相關的法律進行處理。

第四十四條

（永久存續）

本會為永久性社會團體，不設存續

期限。

第四十五條

（會徽）

本會之會徽圖案如下：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於第一公

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9,42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9 428,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天主教醫療牧靈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五

日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

件內，檔案組1號61/2009。

澳門天主教醫療牧靈協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及會址

一、本會會名定為“澳門天主教醫

療牧靈協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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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ão Católica de Pastoral da Saúde de 
Macau”，葡文簡稱為“ACPSM”，
英文名稱為“Macau Catholic Pastoral 
Health Care Ministry Association”，英
文簡稱為“MCPHCMA”。 

二、本會會址暫設於澳門沙梨頭海

邊馬路115-117號利昌大廈十五樓E座。

三、經本會會員大會決議，本會會

址可遷至本澳任何地方。

第二條

宗旨及性質

一、本會乃為一非牟利團體，本會

之宗旨及目標為：

1 宗旨

1.1 本協會旨在於本澳各社區、堂
區、安老院及醫院推行醫療關愛及牧靈

工作，以關顧病患者及其家人之心理、

靈性及精神上之需要。

2 目標

2.1 本協會的目的：

2.1.1 推動、統籌及協調有關社區及
教區內的醫療關愛及牧靈工作；

2.1.2 協助各社區及堂區推動及認識
醫療牧靈及相關的關愛工作；

2.1.3 在社區及教區層面推行培育醫
療牧靈人員及志願工作者；

2.1.4 促進公教醫護人員及志願工作
者的靈修，使他們能在工作中得到天主

的祝福，而被聖化，好成為天主聖化他

人的工具。

第二章

會員

第三條

入會條件

一、本會會員必須為年滿十八歲的

澳門居民，且須滿足下列條件之其中一

項：

a）曾修習本會或其他地區之相關醫
療牧靈課程；或

b）具本地牧靈醫療探訪經驗之人
士；或

c）本會之義工。

二、以上所指之資格、經驗須經本

協會之認可，本協會會對每位申請人士

進行評審決定是否可被納入為會員。

三、承認本會章程，履行入會申請

手續。

第四條

會員權利

一、享有參加本會會議、發言、提

案、表決、選舉、被選舉、罷免及上訴

權；

二、享有參與本會活動及福利之權

利；

三、入會自願，退會自由；

四、其他依法應享之權利。

第五條

會員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及各項內部規

章，執行本會決議、決定，完成本會所

委託的工作任務；

二、維護本會的合法權益和尊嚴；

三、其他依法應盡之義務。

第六條

會員紀律制度

一、本會實行集體負責制，任何會

員未經本會同意，不得以本會名義參與

任何活動，違者經會員大會議決，可給

予警告及至終止會籍或職務處分。

二、任何會員不能損害本會聲譽或

利益，違者經會員大會議決，可給予警

告及至終止會籍或職務處分，並保留追

究之權利。

三、會員如有違反法律、本會章程

或本會決議之行為者，經由會員大會決

議，按其情況可予以警告、停權、甚至

開除會籍。

四、會員有退出本會的權利，但必

須履行申請手續，於退會時繳回會員／

義工證。

第三章

組織架構及職權

第七條

組成及產生

一、本會由會員大會、執行委員會

及監事會組成。

二、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及副會長

一名（由執行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或

執行委員會指派成員於會員大會時擔

任）。

三、執行委員會設主席1名及副主席
0-3名。

四、監事會設監事長1名及副監事長
0-2名。

五、執行委員會和監事會架構均由

會員大會在會員中選出。

六、本會執行委員和監事會成員均

為義務職務，任期均為三年，連選得以

連任。

第八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是本會的最高權力機

構，由全體會員組成。

二、會員大會的職權如下：

a）擁有法律所賦予的職權；

b）制定和修改本會章程；

c）審議、通過執行委員會工作報告
和財務報告；

d）制定本會方針、政策和任務；

e）通過提案和決議；

f）選舉和罷免會員大會負責人，選
舉和罷免執行委員會、監事會及其主要

負責人； 

g）決定終止事宜及其他重大事宜；

h）議決財產之應用與分配。

第九條

執行委員會

一、執行委員會是會員大會的執行

機構，對會員大會負責。執行委員會成

員為3-9人，須為單數。

二、執行委員會的職權如下：

a）執行法規及本章程所規定之任
務；

b）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c）籌備會員大會的一切準備工作；

d）擬定年度工作計劃並編列預算及
決算，並向會員大會提出報告；

e）財產之管理；

f）審查會員之入會資格；

g）要求召開會員大會。

三、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職權如下：

a）召集和主持會員大會，並對外代
表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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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執行委員會主席召集及主持執行
委員會會議，並且領導執行委員會的具

體事務。

四、執行委員會副主席協助主席行

使其職權。當主席不能視事時，可由副

主席暫代之。

五、執行委員會可根據會務發展的

需要，從委員會成員中選派人員擔任秘

書、財務、學術及宣傳等專責工作。

六、執行委員會中設神師一席。由

委員會提名、通過並知會主教後邀請加

入。主要職責為靈修指導。神師為委員

會當然成員，可參與議事及提意見，然

神師並沒有投票權。

第十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是本會的監察機構，由

3-7名成員組成，須為單數。

二、監事會的職能如下：

a）監察會員大會各項決議的執行；

b）監督各項會務工作的進展；

c）列席執行委員會會議；

d）向執行委員會提出建議和批評；

e）審核本會賬務；

f）受理會員申訴事件。

三、監事長召集及主持監事會會

議，並且領導監事會的具體事務。

四、當監事長不能視事時，可由監

事長指派之監事暫代之。

第十一條

顧問

一、本會在需要時可聘請名譽會

長、會務顧問或法律顧問以助發展會

務，惟有關任命須經會員大會議決通

過。

二、上款所指之人士並不參與本會

之行政管理。

第四章 

會議

第十二條

會員大會

一、本會會員大會分為年度會員大

會及特別會員大會兩種。

二、年度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

由會長召集，最少於十四個工作天前以

書面通知會員召開。

三、臨時會員大會得由會長、執行

委員會或三分之一以上會員要求召開，

必須清楚說明召開大會的目的。

四、會員大會出席率超過會員之半

數方可召開。未過半數者，大會將在會

議預定時間半小時後，經第二次召集再

次召開，屆時無論出席會員人數多少，

均可合法進行會議及決議，決議結果取

決於出席會員之過半票數，但如屬修改

會章之決議，則須獲出席大會四分之三

之會員的贊同方為有效。

第十三條

執行委員會及監事會會議

一、執行委員會會議最少每兩個月

召開一次，由執行委員會主席召集及主

持。

二、監事會會議每年召開一次，由

監事長召集及主持。

三、必要時得召開特別之執行委員

會、監事會或聯席會議。

四、執行委員會或監事會之會議均須

有半數或以上成員出席方能通過決議。

第五章 

其他規定

第十四條

經費

一、本會的經費來源如下：

a）捐獻及贊助；

b）課程及活動；

c）其他收入。

二、本會之會計年度自一月一日起

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本會經費預算、結算，於每年

度前、後兩個月內編訂，經會員大會通

過後公告。

四、本會解散或撤銷時，其剩餘財

產應由會員大會決定處理方法，由執行

委員會處理相關的註銷工作。

第十五條

章程之解釋權

一、執行委員會對本會章程在執行

方面所出現的疑問具有解釋權，但有關

之決定須由會員大會追認；

二、本章程如有未盡善之處，得按

有關法律之規定，經執行委員會建議，

交由會員大會進行修改。

第十六條

會徽

本會所用之會徽式樣見附圖。

第六章

最後規定

第十七條

補充規定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均按澳門特別

行政區現行法律處理。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4,27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274,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背包之友會

英文名稱為“Macau Backpackers 
Club”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九日，存檔

於本署之2009/ASS/M1檔案組內，編號
為83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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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背包之友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名稱中文為“澳

門背包之友會”，英文為“M a c a u 
Backpackers Club”。

第二條——會址設於澳門裕華大廈

第四座5樓F座。經理事會決議後，可隨
時更改會址。

第三條——本會宗旨為提倡及推廣自

助旅遊風氣的非牟利組織。藉著會友的經

驗交流，灌輸信心和提供資料，從而協助

有志自助旅遊者實現遨遊天下，闖蕩世界

的理想。同時，希望能夠做到薪火相傳，

發揚自助助人的精神。凡承認本會章程，

履行申請入會手續，經理事會同意接納之

人士，均可成為本會會員。

第四條——會員權利與義務：有選

舉權及被選舉權，參加本會舉辦之一切

活動，享有本會一切福利及權利，遵守

本會會章及決定。

第二章

組織

第五條——本會組織包括：會員大

會，理事會，監事會。

第六條——本會最高權力為會員大

會，負責制定及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

會及理監事會架構內之成員。

第七條——會員大會設會長一人，

副會長一人，秘書長一人，其人數必為

單數。

第八條——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

副理事長若干人，財政部長一人，秘書

長一人，其人數必為單數。

第九條——理事會之職權：執行會

員大會之決議，規劃本會各項活動，召

開全體大會及臨時會議。會議須有過半

數以上理事會成員出席方為有效。按會

務發展需要，理事會得聘請社會人士出

任榮譽會長、顧問或會員。

第十條——具法律效力之行為，由

理事長與任何一名其他理事會成員之共

同簽名代表本會，而開設本會之銀行帳

戶及提取款項時須由理事長及副理事長

共同簽名有效。

第十一條——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

副監事長若干人，其人數必為單數。

第十二條——監事會之職權：監察

理事會之運作，審核財務狀況及其賬

目，監察活動及編寫年度報告。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及理監事會

內之架構成員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職務為義務性質擔任。

第十四條——每年須召開會員大會

一次，召開會員大會時首次召集需過半

數會員出席才可作出決議，如遇人數不

足，會議推遲一小時方為有效；第二次

召集時則人數不限，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會員大會的決議以出席會員人數的

三分之二或以上通過方為有效。

第三章

經費

第十五條——本會一切開支由各會

員分擔，或私人及公共機關贊助，有關

一切款項及物品，只可用於本會活動及

工作所需。

第四章

附則

第十六條——本會章程未盡之處，

由會員大會修訂。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ezanove de Junho de dois mil e nove. — A 
Ajudante, Assunta Maria Casimiro Lopes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2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28,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學校健康促進專業協會

中文簡稱為“澳校健促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Profissional 
para a Promoção da Saúde 

Escolar de Macau”

葡文簡稱為“APPSEM”

英文名稱為“The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of Macao School 

Health Promotion”

英文簡稱為“PAMSHP”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九日，存檔

於本署之2009/ASS/M1檔案組內，編號
為84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學校健康促進專業協會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澳門學校健康促進專業

協會（以下簡稱本會），中文簡稱為

“澳校健促會”，本會葡文名稱為“As-
sociação Profissional para a Promoção 
da Saúde Escolar de Macau”，葡文簡
稱為“APPSEM”，英文名稱為“The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of Macao 
School Health Promotion ”，英文簡稱
為“PAMSHP”，本會以推動澳門學校
健康促進工作為主要任務，協助政府制

定完善的社區健康政策，提升全澳市民

健康及生活素質，促進澳門實現健康城

巿為目標。

第二條——本會為非牟利組織，並

依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註冊登記為

合法社團。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  R a m a l 
Mouros 14, EDF. Chan Chu Kok, 1/B。

第二章

宗旨

第四條——本會之宗旨如下：

一、推廣及協助健康教育，普及疾

病預防及保健等知識，促進本澳巿民的

健康發展：

a. 推動健康促進學校及健康校園的
發展；

b. 關注社區環境健康和安全，推展
各項健康促進的活動；

c.  促進澳門實現健康城巿；

二、提升本澳社區健康促進者的專

業水平：

a. 致力為本澳從事學校醫護人員及
健康衛生範疇工作人士提供學術及資訊

交流（研討會、講座）；

b. 參與有關健康促進者專業標準的
制定，擬定相關人員之專業培訓及進修

課程內容；

c. 加強本會會員及同業間的聯繫和
交流；

三、團結健康促進人員開展公益活

動，提升志願者服務社會的能力和責任

感；

四、維護會員的權益： 

a. 爭取及維護本會會員的相關範疇
人士專業地位及其應有權益；

五、協助政府擬定、修改及推行與

促進健康有關的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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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會員權利及義務

第五條——本會會員分為兩類，分

別為專業會員和非專業會員，本會會員

對象為本澳健康衛生相關的從業員及對

健康促進工作有興趣之人士：

一、專業會員：

a.  學校醫護人員；

b. 持有澳門衛生局發出之有效醫療
執照之人士（需經本會評審認可）；

c. 與社區健康促進工作相關之人士
（需經本會評審認可）。

二、非專業會員：

a.  對健康促進工作有興趣之人士。

第六條——本會會員之權利如下：

專業會員

一、發言權和表決權；

二、選舉權、被選舉權；

三、參加本會舉辦之各類學術會議

及活動之權利；

四、其他依法應享之權利。

非專業會員

一、發言權；

二、參加本會舉辦之各類學術活動

之權利；

三、其他依本會章程應享之權利。

第七條——本會會員之義務如下：

一、遵守本會章程及履行本會決

議；

二、擔任本會所指派之職務，致力

發展並維護本會之聲譽；

三、按期繳納會費；

四、其他依本會章程應盡之義務。

第八條——會員如有違反法律、本

會章程或決議之行為者，經由理事會決

議，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停權、甚

至開除會籍。非會員或已退會會員不得

以本會名義進行任何活動，否則本會保

留追究權利。

第四章

組織架構與職權

第九條——本會由會員大會、理事

會及監事會組成，本會設會長、副會長

各一名，理事會及監事會各由3名或以上
成員組成，人數均為單數，其中一人為

理事長、監事長，上述成員任期均為兩

年，可連任。本會因會務發展需要，可

邀請社會知名人士擔任名譽/榮譽會長、
顧問、導師，其任期由理事會決定，一

般任期為兩年，可連任。

會員大會

第十條——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

成，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由本會會長

兼任。副會長若干名。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

二、具有制定和修改會章，任免理

事會及監事會成員，審議理事會工作報

告和監事會財政報告等權力。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一、制訂及修改章程；

二、選舉及罷免理事與監事；

三、議決會務、工作計劃、經費預

算及決算；

四、決定本會其他重要事項。

理事會

第十二條——理事會由一名理事

長，一名副理事長，一名秘書長，一名

司庫，五名理事或以上及三名候補理事

所組成，其數目必定為單數。

第十三條——理事會可因應工作需

要而設立各種不同部門，以利工作之開

展。

第十四條——理事會職權如下：

一、執行大會決議事項；

二、召集會員大會及有關會議；

三、通過會員入會之審理。

監事會

第十五條——監事會由一名監事

長、二名監事所組成。

第十六條——監事會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對重要會務及財務報告提出意

見；

三、受理會員申訴事件。

第五章

會議

第十七條——會員大會及特別大

會，會員大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召集，若涉及某項特殊性質事

務，需召集特別大會。理事會每四個月

由理事長召開平常會議一次，討論和開

展一切會務工作。當理事長認為有需要

時，可於任何時間召開特別會議。監事

會每半年由監事長召開會議一次。

第十八條——會員大會決議取決於

出席社員之過半數票，每員一票，如正

負票相同，則大會主席有權多投決定性

之一票。修改章程需四分之三出席社員

贊同才可通過，解散法人需全體社員之

四分之三贊同才可通過。

第六章

財政

第十九條——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會費及利息；

二、捐獻；

三、其他收入。

第二十條——本會解散或撤銷時，其

剩餘財產應由會員大會決定處理方法。

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一條——本章程如有未盡事

宜，悉依有關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二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

通過並公佈後施行之，修改時亦同。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dois de Junho de dois mil e nove. — 
A Ajudante, Assunta Maria Casimiro Lopes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2,91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917,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城市設計協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Desígnio 
Urbano de Macau”

葡文簡稱為“ADUM”

英文名稱為“Macao Urban Design 
Association”

英文簡稱為“MUDA”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十六日，存檔



N.º 26 — 1-7-2009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II SÉRIE 9557

於本署之2009/ASS/M1檔案組內，編號
為79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城市設計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性質及期限

本會名稱為“澳門城市設計協

會”，葡文名稱：“A s s o c i a ç ã o d e 
Desígnio  Urbano de Macau”，葡文簡
稱：“ADUM”，英文名稱：“Macao 
Urban Design Associat ion”，英文
簡稱：“M U D A”（以下簡稱“本
會”），屬具有法人地位的非牟利社

團，受本章程及澳門現行有關法律條款

管轄；其存續不設期限。

第二條

住所及辦事處

本會設於澳門桔仔街102-A號新寧閣
地下A舖。經理事會批准，本會會址可
遷至澳門任何其他地方。

第三條

宗旨

本會宗旨為“提供交流平台給從事

城市設計及對城市設計有心之士，為本

地區城市設計之發展提供技術性意見及

建議，提升澳門城市設計技術水平。同

時反映會員願望，團結業界，加強政府

與行業間之溝通。促進與其他國家及地

區的城市設計組織之交流與合作。”

第四條

目標

一、組織各類城市設計相關會議、

參觀及諮詢活動，提高公民對城市設計

的認識；

二、促進官、民及從事城市設計專

業人士之溝通，反映意見及建議；

三、開展學術交流研究，提高澳門

城市設計專業水平；

四、推動與其他具類似目標之團體

間的合作交流。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

會員資格

一、普通會員——凡具有城市設計

類之學士學位或以上之學位（或具備同

等資格），並具有兩年從事城市設計工

作經驗（對於修讀學士以上學位課程之

時間可等同於從事城市設計工作經驗時

間）或大專畢業生從事城市設計工作五

年或以上者，且持有澳門永久居民身份

人士，均可提出書面的申請，經兩位會

員介紹和理事會審核及通過，便可成為

本會普通會員；本會創會會員將不受本

條限制；

二、資深會員——凡入會滿五年之

普通會員，可提出書面申請，並遞交本

人過去工作記錄，經理事會審核及三分

之二或以上理事通過，可成為本會資深

會員；

三、榮譽會員——凡對城市設計之

理論或實踐有特殊貢獻或對本會有重大

貢獻之傑出的人士，經十名會員提名，

由理事會審核通過後，可被邀請成為榮

譽會員；

四、特邀會員——凡接受本會理事

會邀請之人士，均可成為特邀會員；

五、學生會員——凡年滿十六歲或

以上，持有澳門居留權，正修讀城市設

計類之學士學位或以上之學位課程（於

本地或外地大專院校），在已完成首年

課程，並繼續修讀餘下課程的人士，均

可提出書面的申請（申請時須附上首年

課程之學業成績單），經兩位會員介紹

和理事會審核及通過，便可成為本會學

生會員；

六、準會員——學生會員在完成城

市設計類之學士學位課程，須向本會提

交學位證書副本，經理事會審核及通

過，便可成為準會員。

第六條

會員權利

一、所有會員可享用本會現有的一

切設備及福利；

二、所有會員有權參加會員大會及

本會舉辦的各項活動；

三、普通會員、資深會員有選舉權

和被選舉權，可成為本會會員大會執

委，理事會，監事會和本會各組織之成

員；

四、榮譽會員、特邀會員、準會員

及學生會員無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可

被邀成為本會所屬城市設計專業組織之

成員；

五、所有有選舉權的會員，均不可

以授權他人代表投票選舉；

六、退出本會。

第七條

會員義務

一、必須遵守澳門的現行有關法律

及本會章程，決議及各種守則，維護本

會聲譽；

二、參與、協助及支持本會所舉辦

之各項活動；

三、除榮譽會員及特邀會員外，所

有會員需繳納理事會所訂立的入會費及

年度會費，但完成理事會所訂之繳費責

任者除外；

四、協助監事會審查本會各項工

作；

五、不得作出任何有損本會聲譽的

行動。

第八條

處分

凡違反本會章程、內部規章之條款

及參與損害本會聲譽或利益活動的會員

將由理事會作出處分。

第三章

組織

第九條

組織架構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十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由會員大會主席團主持。

二、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在必要的情況下應理事會或不少於

二分之一會員以正當目的提出之要求，

亦得召開特別會議。

三、會員大會主席團設會長一名、

副會長若干名，任期各為三年，連選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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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任；會長為本會會務最高負責人；主

持會員大會；對外代表本會；對內策劃

各項會務。副會長協助會長工作。正、

副會長可出席理事會議，常務理事會

議，理、監事聯席會議，有發言權和表

決權。

四、會員大會由會長負責召開；若

會長不能視事時，由副會長代任。

五、召集須以掛號信的形式提前至

少8天寄往會員的住所或透過由會員簽收
之方式代替，該召集書內應註明會議召

開的日期、時間、地點和議程。

a）第一次召集時，有最少一半會員
出席，才能作出任何決議；

b）召集通知書內可訂定若第一次召
集的時間已屆，法定人數不足，則於半

小時後視為第二次召集，屆時則不論出

席之會員人數多少均視為有效。

第十一條

會員大會職權

一、修改本會章程及內部規章；

二、選舉理事會、監事會之成員；

三、審議理事會的工作報告和財務

報告，以及監事會的相關意見書；

四、決定本會會務方針及作出相應

決議；

五、按理事會之建議及監事會之書

面意見，對本會固定資產作出決議；

六、通過翌年度的活動計劃及預

算。

第十二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

成員數須為單數；

二、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

長及理事若干人，秘書長及財務長各一

名；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三、理事會下設常務理事會，以便

執行理事會決議及處理本會日常會務。

第十三條

理事會職權

一、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二、主持及處理各項會務工作；

三、向會員大會提交工作報告和財

務報告，並由會員大會通過；

四、向會員大會提交固定資產之使

用建議，並由會員大會通過；

五、根據工作需要，決定設立專門

委員會及工作機構；

六、除本章程規定的其他權限外，

常務理事會亦負責本會日常行政事務、

接納及按理事會之決議開除會員。

第十四條

本會的簽名方式

關於具法律效力之行為及文件，得

由會長或理事長代表；或經由會議決定

推派代表簽署。

第十五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大會選出，成員人數

不確定，其數目必須為單數；

二、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

長及監事若干人，任期三年，連選得連

任。

第十六條

監事會職權

一、監察會員大會的決議的執行；

監督理事會的運作及查核本會之財產；

二、監督各項會務工作的進展；就

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三、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七條

經費來源

一、會費；

二、捐贈和資助；

三、其他。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八條

機關成員的選舉

在本會成立後，由創會會員組成一

個籌備委員會。該委員會享有本章程所

賦予之所有權力，並負責招募會員，召

開首次會員大會及在該大會上選出各機

關成員。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ezanove de Junho de dois mil e nove. — A 
Ajudante, Assunta Maria Casimiro Lopes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3,94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945,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發展團聚聯誼會

英文名稱為“Macao Reunion Associa-
tion of Development Fraternity”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十八日，存檔

於本署之2009/ASS/M1檔案組內，編號
為81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發展團聚聯誼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為：澳門發

展團聚聯誼會。

英文名為：Macao Reunion Asso-
ciation of Development Fraternity。

第二條——本會會址：澳門黑沙灣

看台街202號信託廣場一樓AH鋪。

第三條——本會為非牟利性的服務

聯誼團體。

第四條——宗旨：本會以自願、奉

獻、團結、互助、進步為宗旨，通過服

務、聯誼和交流活動，協助有需要的社

會人士以及新移民家庭盡快融入社會，

促進澳門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

第五條——本會的服務範圍：

1. 為公益事業、大型社會活動提供
志願服務；

2. 為需要幫助的社會人士及新移民
家庭提供志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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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會員

第六條——本會會員均為個人會

員。

第七條——加入本會的會員，須具

備下列條件：

1. 承認本會章程；

2. 熱愛公益，熱心社會服務、樂於
奉獻、團結互助、具人文關懷精神。

第八條——本會會員享有下列權

利：

1. 有表決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2. 有參加本會組織的各種志願服務
和各項聯誼活動的權利；

3. 有要求本會幫助解決在志願活動
中遇到的困難的權利，或有要求對有需

要的社會人士以及新移民家庭提供協助

的權利；

4. 有對本會會務工作提出建議、批
評和做監督的權利；

5. 有向本會推薦會員的權利。

第九條——本會會員應履行下列義

務：

1. 有遵守本會章程、執行本會決議
的義務；

2. 有宣傳本會宗旨、維護本會聲譽
的義務；

3. 有參加本會要求參加的活動、完
成所承擔工作任務的義務；

4. 有繳納會費的義務。

第十條——本會實行入會和退會自

願的原則。

第三章

組織結構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

權力機構。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每年至少召

開一次，須有三分之二以上會員出席。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行使下列職

權：

1. 審議和通過會務工作報告；

2. 審議財務預、決算報告；

3.  制訂、修改或廢除本會章程；

4. 決定其他重大事宜。

第十四條——本會設會長一名，對

外代表本會，在會員大會期間主持大

會，副會長四名，負責協助會長工作。

第十五條——本會設理事會作為常

設機構，理事會下設組織部、財務部、

公關聯絡部、秘書處。

第十六條——理事會設理事長一

名、副理事長四名、秘書長一名、副

秘書長四名、各部部長一名、副部長二

名、理事若干名組成，理事會成員不可

超過會員人數三分之一，理事會組成成

員為單數。

第十七條——本會設監事會作為監

督本會會務及財務運作情況，由監事

長1名，副監事長四名組成（組成為單
數）。

第十八條——根據需要，理事會可

以聘請社會人士擔任本會的名譽職務。

第十九條——會長為本會法定代表

人，負責召集理事會議，對外代表本

會、對內領導本會工作。副會長協助會

長工作。

第二十條——秘書長負責協調理事

會各部門工作。副秘書長協助秘書長工

作。秘書處負責處理理事會日常事務性

工作。

第二十一條——組織部負責本會會

員登記及本會各種活動的策劃和組織。

第二十二條——財務部負責本會經

費的收支管理和重大活動的財務預算

（日常經費使用須由秘書長審批，重大

開支須由會長簽字方可支出）。

第二十三條——公關聯絡部負責本

會對內聯誼交流、對外聯絡宣傳。

第二十四條——本會會長、副會

長、秘書長由理事會提名，經會員大會

選舉產生，每屆任期三年。副秘書長、

各部正副部長、秘書處正副主任，理事

由會長、副會長、秘書長協商提名，經

理事會選舉產生。

第二十五條——本會第一屆理事

會、監事會由籌委會協商產生。

第二十六條——理事會、監事會每

屆任期三年，成員可以連選連任，會長

任期最長不得超過三屆。

第四章

經費來源

第二十七條——本會的日常運作和

活動經費主要來源於會員會費及社會人

士的資助；本會也接受其他公益組織、

政府和社團的資助。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八條——本章程的解釋權屬

本會理事會。

第二十九條——本章程自社團登記

管理機關核准之日起生效。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ezanove de Junho de dois mil e nove. — A 
Ajudante, Assunta Maria Casimiro Lopes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6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68,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國際平安鐘慈善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Internacional 
de Caridade Tele-Alarme”

葡文簡稱為“AICTA”

英文名稱為“International Safety Alarm 
Charity Association”

英文簡稱為“ISACA”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五日，存檔

於本署之2009/ASS/M1檔案組內，編號
為78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國際平安鐘慈善會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之名稱中文定名為：國際平安鐘

慈善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Internacio-
nal de Caridade Tele-Alarme，簡稱為：
AICTA；

英文名稱為：International Safety 
Alarm Charity Association，簡稱為：
IS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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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地址

本會地址設於澳門和隆街34號加富
閣3樓B座；

Em Macau, Rua do Volong n.º 34, 
Ka Fu, 3.º andar B.

第三條

機構性質

本機構為澳門明愛屬下的非牟利慈

善社會服務機構。

第四條

宗旨

本會秉持敬老、愛老、護老的傳統

美德，提供及促進平安鐘服務，協助老

弱傷殘、長期病患等人士改善居家素

質，並作上述人士的支援網絡及溝通平

台，幫助其有自信和富尊嚴地生活，並

安享晚年。

第二章

會員大會

第五條

國際平安鐘慈善會會員大會

a）國際平安鐘慈善會會員大會，為
本會最高權力機構，有權選舉和任免理

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b）國際平安鐘慈善會會員大會每年
最少召開一次；

c）國際平安鐘慈善會會員大會須
在半數以上成員出席情況下方可作出決

議；

d）國際平安鐘慈善會會員大會大會
主席或四分之一以上會員聯名，有權召開

國際平安鐘慈善會會員大會特別會議；

e）除本澳法律另有規定的事項，須
以法定比通過外，國際平安鐘慈善會會

員大會的決議以絕多數通過。

第六條 

會員

國際平安鐘慈善會會員包括：

a）大會主席任期三年，由會員大會
選舉產生，連選得連任；

b）對本澳的老弱傷殘、長期病患等
服務範疇有志之個人或團體可向理事會

申請成為會員；團體會員為榮譽成員，

沒有投票權。

第七條 

會員資格之免除

a）該成員以書面提出，經會員大會
表決通過。

b）由監事會書面提出，經理事會全
體成員三分之二多數表決通過。

第三章

理事會

第八條

理事會

a）理事會是本機構之最高執行機
構，成員三至七人，人數必須為單數，

包括理事會主席及各理事，任期為三

年，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連選連任。

b）國際平安鐘慈善會理事會主席由
會員大會指定，必須為國際平安鐘慈善

會會員。

c）理事會每季舉行會議至少一次。

第九條

理事會主席之職權

a）按照本章程第四條闡述之宗旨制
定及推行本機構之會務；

b）執行會員大會的決定；

c）代表本會發言簽署合作計劃；

d）聘用工作人員協助推行工作；

e）每年向會員大會監事會提交本會
之工作報告。

第十條

理事會主席之免職

在下列情況下得免除理事會主席之

職務：

a）由理事會主席呈辭，經會員大會
表決通過；

b）由會員大會主席或監事長提出，
經會員大會表決通過。

第十一條

理事會主席之出缺

在理事會主席出缺期間，得由會員

大會表決選出會員大會其中一成員暫時

代理理事會主席職務。

第四章

監事會

第十二條

監事會

a）監事會由國際平安鐘慈善會會員
大會選出三名成員組成，其中包括監事

長及兩名監事，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b）監事長由監事會成員互選產生。

第十三條

監事會之功能

監事會負責監察理事會的工作，並

向國際平安鐘慈善會會員大會報告。

第十四條

監事長之職權

監事長負責：

a）主持監事會議；

b）當理事會主席暫時離開本地區或
因故暫時不能履行職務時，確認由理事會

主席提名的人員代行理事會主席職務。

第五章

收入

第十五條

國際平安鐘慈善會收入

本會收入如下：

a）所提供服務的收益；

b）公共或私人實體的捐贈及其他慷
慨行為。

第六章

最後條款

第十六條

本章程之解釋與修訂

本章程之解釋與修訂屬國際平安鐘

慈善會會員大會。

第十七條

名稱及徽號

a）本會之名稱及徽號需經澳門政府
有關部門註冊受法律保障。

b）任何人或機構在未經授權情況下
用本會之名稱或徽號，本會有權追究有

關的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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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國際平安鐘慈善會用以下圖案作
為徽號：

第十八條

解散

本會一旦解散，若在清償債務後所

餘下資產，則該等資產以信託形式轉交

澳門民間慈善機構延續該資產有關第四

條之宗旨。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ezanove de Junho de dois mil e nove. — A 
Ajudante, Assunta Maria Casimiro Lopes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2,95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957,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國際考古物理研究學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十八日，存檔

於本署之2009/ASS/M1檔案組內，編號
為82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國際考古物理研究學會

宗旨

本會之成立主要以澳門作平臺，同世

界各地專業人士和業餘愛好者共同研究

及學術交流，廣泛團結對考古物理學有

興趣的朋友，舉辦各項學術交流活動，並

參予國內外考古物理學領域的探討，逐步

提升澳門在這方面的學術研究水準。

第壹章

總則

（1）本會屬非營利性質團體，無存
立期限，中文名稱為“澳門國際考古物

理研究學會”。

（2）本會總部設在澳門惠愛街銀喜
大廈16號B鋪。本會得將總址遷移，並可
在任何地方設立分會、辦事機構或其他

形式代表機構。

第貳章

組織與會員資格

（1）本會組織機構設有會員大會，
理事會，監事會。各組織機構成員，由會

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兩年，並可連任。

（2）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由會
長在會員大會前兩個星期以通訊或郵寄

方式通知全體會員。會員大會主要審議

和通過每年的工作報告，確定本會活動

的總方針，選舉領導機構成員，對本會

章程的修改，是否接納社會資助和熱心

人士的捐獻及其職稱。

（3）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利機
構，由完全享有權利的所有會員組成，

決定及討論本會一切會務。設會長壹

名，副會長及秘書長若干名。由會員大

會選舉產生，人員必須為單數。

（4）凡有志對《考古物理學》為研
究目的者，均可參加本會成為會員，並

承諾遵守澳門法律，履行本章程及會內

領導部門決議，同意本會宗旨，經理事

會通過成為會員。

（5）本會以《考古物理學》為研究
目的，希各會員致力發展，保持維護本

會良好聲譽。凡會員因違反及不遵守章

程或損害本會聲譽及利益，經理事會決

議後取消會員資格。若會員超過壹年不

繳納會費作自願放棄會籍，所有費用不

得退回。

（6）會員入會會費每年貳百元，入
會基金每拾年伍佰元。特別會員通過會

員大會表決可成為永久會員。可豁免會

費——《所指對物理研究有特別貢獻人

士及對社會科學研究知名人士和對本會

有特別貢獻》。

第叁章

會員權利與義務

（1）本會會員可參加舉辦的一切活
動，可自由出席會員大會，並有發言權，

可享受本會為會員提供的一切權益。

（2）本會是非牟利機構，有義務為
社會服務，為人類作出貢獻，不准任何

人借用本會的名譽有損本會的利益及良

好聲譽。

第肆章

理事會與監事會

（1）理事會：是本會最高行政機
關，組成人員為單數最少九名，最多

十五名。各項決議及重要事務由超過半

數成員投票贊成通過。

（2）理事會：由理事長壹名，副理
事長，秘書長和理事若干名組成，組成人

員必須為單數；理事會為本會日常行政機

構，負責制定本會活動計劃及執行本會決

議，提交每年會務工作報告和財政報告，

確定本會活動和會員入會資格，根據實際

情況可設綜合技術輔導處。

（3）監事會：為本會之監察機關，
負責審察本會之帳目與財務收支情況，

監察本會活動及編制年度報告。設主席

壹名，副主席和監事若干名，組成人員

為單數。

第伍章

經費來源

（1）會員會費，入會基金。

（2）接納資助與社會捐獻。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ezanove de Junho de dois mil e nove. — A 
Ajudante, Assunta Maria Casimiro Lopes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41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41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信正教育發展學會

英文名稱為“Son Cheng Education De-
velopment Society”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八日，存檔於

本署之2009/ASS/M1檔案組內，編號為
71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信正教育發展學會

Son Cheng Education Development 
Society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定名中文為：信正教育發展學

會



9562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 第 26 期 —— 2009 年 7 月 1 日

英文名為：Son Cheng Education 
Development Society

第二條

會址

本會臨時會址設於澳門高地烏街27
號金鑾閣24樓C座，本會會址可遷往本澳
任何地方。

第三條

期限及宗旨

1. 本會之存在期無限。

2. 本會為一非牟利性質之團體，本
會宗旨；提升本澳英語水平；領導及管

理技巧；鼓勵持續進修；鼓勵自我增

值；提供專業訓練；鼓勵經理及行政人

員不斷修讀專業知識；與專業學會及教

育機構共同研究，改善管理模式。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1. 凡居住本澳，年滿十六歲或以上
人士，均可申請加入本會。

2. 本會會員人數不限。

第五條

會員權利

1. 出席會員大會；

2. 就本會會務作出查詢、建議；

3.  享有參與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

4. 有退會自由。

第六條

會員義務

1. 遵守本會章程；

2. 支持和參與本會各項活動；

3. 不需繳納入會費。

第七條

喪失會員資格

若會員嚴重違反會章，或觸犯本澳

或外地刑事法例，有損本會聲譽，理事

會有權暫時中止其會籍，再交會員大會

或特別會員大會討論是否取消其會員資

格，但該會員仍保留出席該次會員大會

之權利。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八條

組織

1.  會員大會；

2.  理事會；

3. 監事會。

第九條

選舉和任期

1.  由理事會中以個別提名、不記名
投票和絕對多數票方式選出大會主席、

副主席，理事長及監事長，並公佈結

果。

2.  理事長、副理事長、監事長和副
監事長及理監事成員的任期為三年。

第四章

會員大會

第十條

組成

1.  會員大會設主席一人、副主席一
人，當主席不能履行其職責時，由副主

席代理之。

2.  會員大會主席負責對外代表本會
發言。

第十一條

召開

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舉行一次，由
理事會於一個月前書面及簽收方式通知

會員召開。

2. 遇特殊需要，得召開特別會員大
會。特別會員大會得由理事會召集。

第十二條

權力

1.  審議及表決理事會的工作報告和
財政報告，聽取監事長的意見。

第五章

理事會

第十三條

組成

1.  理事會由單數成員組成，透過互
選產生：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財政

秘書一名。

2.  理事長負責主持理事會會議及其
他活動。

3.  當理事長不能履行其職責時，由
副理事長代理之；若正、副理事長缺席

時則由理事會成員互選臨時主席代理職

務，直至會員大會召開為止。

4. 財政秘書負責：

a. 管理本會一切財政收入及開支；

b. 依時提交本會之會計賬目；

c. 本會的文書處理。

第十四條

職責

1. 理事會為執行機構。

2.  理事會會議每半年最少召開一
次，會議須有半數以上成員出席，及通

知監事會列席。

3. 理事會行使下列職權：

a. 執行本會的決策；

b. 委任本會的代表，參與其他的組
織或活動；

c.  招收會員；

d. 召開會員大會；

e. 整理本會的年度工作報告及財政
報告，再在會員大會報告。

第六章

監事會

第十五條

職責

監事會行使下列職權：

1. 列席理事會會議，審閱理事會會
議記錄；

2.  審核財政收支；

3. 就理事會之工作報告及財政報
告，向會員大會提交意見；

4.  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第十六條

組成

監事會由單數成員組成，透過互選

產生：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人及財

務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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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財政收支

第十七條

收入

本會的收入包括：

公共或私人機構之捐贈；

本身財產之收益。

第十八條

支出

1. 本會的支出由所有與本會宗旨一
致的活動開支所構成。

2. 所有支出應由至少兩名理事會成
員簽名。

第八章

解散

第十九條

附則

1.  本章程有未盡善之處，得經理事
會修訂，方可生效。

2.  會員大會由理事會主席負責主持
會員大會，簽署會員大會會議記錄，以

及按會員大會的決定授予被選會員職

務。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cinco de Junho de dois mil e nove. 
— A Ajudante, 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2,99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991,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青年工商研創促進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四

日起，存放於本署之“2009年社團及財
團儲存文件檔案”第2/2009/ASS檔案組
第40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青年工商研創促進會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青年

工商研創促進會」。

第二條——本會宗旨是為啟發青年

創業思維，促進社會經濟繁榮，以澳門

大專畢業生及在職青年為對象，開展中

小企工商業專題研究工作，為創業提供

具體依據，鼓勵青年與成功創業人士交

流，組織參與本澳、外地的會議展覽，

增加對工商行業的了解，支持特區政府

扶助中小企業發展的施政方針，配合澳

門產業適度多元的發展方向。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在澳門勞動

節大馬路214號裕華大廈第十座地下B
座，在需要時可遷往其他地方，及設立

分區辦事處。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同意本會之宗旨，經

本會會員介紹，及經會長或理事長批准

得成為正式會員。

第五條——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

權；享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

利。

第六條——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

議，以及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

大會、理事會、監事會。

第八條——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

員大會，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

員大會主席團和理事會、監事會成員；

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作

報告。

第九條——會員大會設主席（會

長）一人、副主席（副會長）若干人。

第十條——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

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及理事若

干人，理事會總人數必須為單數，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決策和日常具體會務。

第十一條——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

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及監事若

干人，監事會總人數必須為單數，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理事會、

監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

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四章

會議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

次，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會

員大會。每次會員大會如法定人數不

足，則於超過通知書上指定時間三十分

鐘後作第二次召集，屆時不論出席人數

多寡，會員大會均得開會。

第十四條——理事會議、監事會議

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第十五條——會員大會、理事會會

議、監事會會議分別由會員大會主席、

理事長、監事長召集和主持。

第十六條——理事會議須經半數以

上理事同意，始得通過決議。

第五章

經費

第十七條——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

費或各界人士贊助，倘有不敷或有特別

需用款時，得由理事會決定籌募之。

第六章

附則

第十八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

過後執行。

第十九條——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於

會員大會。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於海島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林志堅Lam Chi Kuen

（是項刊登費用為 $1,44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4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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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社團及財團文件檔案組”第1卷
第15號文件之“Associação de União de 
Weng Chon de Macau”章程原件一式無
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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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fico, que o presente documento 
de seis folhas,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 
exemplar dos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de-
nominada «Associação de União de Weng 
Chon de Macau», depositado neste Cartório, 
sob o número quinze no maço número um 
de documentos de associações e fundações 
do ano de dois mil e nove.

澳門詠春聯會

章程

第一條——1. 本社團中文名稱為「澳
門詠春聯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União de Weng Chon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W e n g  C h o n  U n i o n 
Association of Macao」。

2. 本社團為非牟利私法人，存續期
不確定。

第二條——社團法人住所設於澳門

宋玉生廣場336至342號誠豐商業中心9樓
A座。

第三條——本會宗旨為“愛國愛

澳、致力把我國國粹“詠春拳術”聯結

志同道合之士、推廣到社會各階層及推

介透過修習詠春，教導武德同修，培養

崇高品格。

第四條——1. 會員分為高級會員、
中級會員及初級會員。

2. 凡贊同社團宗旨及願意遵守社團
章程之所有人士，均可申請入會，經理

事會批准，即成為會員。新入會及重新

入會之會員均為初級會員，初級會員之

會籍有效期為二個月，初級會員得於會

籍有效期屆滿時提前最少五天申請要求

續期，否則於有效期屆滿後自動失去會

員資格。

3. 初級會員入會滿六個月，得申請
成為中級會員，經理事會批准，即成為

中級會員，中級會員之會籍有效期為一

年，中級會員得於會籍有效期屆滿時提

前最少十天申請要求續期，否則於有效

期屆滿後自動失去會員資格。

4. 中級會員保持會籍連續五年後，
中級會員得申請成為高級會員，經理事

會批准及會員大會决議通過後將成為高

級會員。

5. 會費每月繳付一次，會員應於入
會時繳付首月會費，以後每月會費則在

有關月份之首個工作日到期，會員必須

於到期日當日或到期日前支付會費。

第五條——1. 高級會員有以下權利：

a）參與會員大會及投票；

b）參加社團舉辦的各項活動；

c）享有社團提供之福利及設施。 

2 . 初級會員及中級會員沒有投票
權，初級會員及中級會員有以下權利： 

a）參加社團舉辦的各項活動；

b）根據理事會制定之活動守則，享
有社團提供之福利及設施。 

第六條——所有會員皆有以下義務：

a）遵守本會章程及法律；

b）宣傳本會宗旨，協助推廣會務；

c）服從社團機關作出之所有决定；

d）依時繳納會費及其他應付費用。

第七條——於下列情況會員將失去

會員資格：

a）向社團申請退會；

b）被理事會除名；

c）會籍有效期完結。

第八條——倘發生下列情況，理事

會有裁量權將有關之會員除名：

a）違反會章或活動守則；

b）作出損害社團聲譽之行為；

c）沒有依時繳交會費。

第九條——以下為社團之機關：

a）會員大會；

b）理事會；

c）監事會。

第十條——1. 會員大會主席團由單數
成員組成。

2. 會員大會有以下權限：

a）選舉及解任機關成員；

b）通過資產負債表；

c）修改章程；

d）解散社團；

e）法律或章程並未規定屬社團其他
機關職責範圍之事宜。

第十一條——1. 會員大會由理事會
於應為有需要時召集，召集須最少提前

八日以掛號信方式為之，或最少提前八

日透過簽收之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應

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2. 會員大會每年必須召開一次，以
通過資產負債表。

3. 不少於總數五分之一之會員以正
當目的提出要求時，亦得召開大會。

4. 如理事會應召集大會而不召集，
任何會員均可召集。

第十二條——1. 理事會由單數成員
組成，其中一名成員為主席。

2. 理事會之任期為一年，可連選連
任。

3. 理事會有以下權限： 

a）管理社團，決定及策劃社團之會
務；

b）收納會員；

c）訂定入會費及定期會費金額；

d）聘請員工；

e）開除會員；

f）委托代表人代表社團執行指定之
工作；

g）提交年度管理報告；

h）行使法例賦予之其他權限。

第十三條——1. 監事會由單數成員
組成，其中一名為監事會主席。

2. 監事會成員任期為一年，可連選
連任。監事會成員應於被選任後立即開

始履行職務，直至被取替為止。

3. 監事會有以下權限：

a）監督法人行政管理機關之運作；

b）查核法人之財產；

c）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d）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其他義
務。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私人公證員 馮建業

（是項刊登費用為 $2,29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2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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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菩提堂佛學會

為公布的目的，本人證明鍾立正、

鍾譚和悅及陳冠南通過在二零零九年

六月二十四日簽訂的《成立社團公證

書》，共同組成一個以上述名字命名的

社團，這社團的章程列載在附設的文件

內。《公證書》記錄在本公證處第143號
簿冊第61及以後各頁內。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社團中文名稱為“菩

提堂佛學會”。

第二條——本社團會址設在澳門雅

廉訪大馬路4號地下。

第三條——本社團宗旨是研習及宣

揚佛教的教理及修行。

第四條——本社團為非牟利宗教團

體，所有會員均為義務性質，所有收入

作常務經費及慈善用途。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所有信奉佛教、有意皈

依本社團最高導師之任何人士，願意遵

守會章，均可申請成為會員；有關申

請，必須獲得創會會員及永久會員的批

准及接納。

第六條——會員的權利：

1.  參加全體會員大會；

2. 只有創會會員及永久會員享有投
票權、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3. 參加會內活動。

第七條——會員義務：

1. 服從最高導師之訓示，遵守本社
團會章及決議；

2. 履行會員的職責；

3. 積極參與本社團各項活動；

4. 尊重本社團導師及維護本社團聲
譽。

第八條——會費及會籍：

1. 會費由每年一月份繳交，如有特
別原因延交會費，須書面通知會長或副

會長。逾期交費三個月，即每年之四月

份仍未繳交者作自動放棄會籍，重新入

會須遞交申請表；

2. 自動退會者可書面通知會長或副
會長；

3. 年會費為澳門幣貳佰元正；

4. 若會員違反章程或有損本社團聲
譽的行為將被取消會籍。

第三章

組織

第九條——本社團組織包括：

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而

理、監事會成員任期均為兩年，可連選

及連任。

第十條——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為本社團最高權力機
構；

2. 會員大會職權為選舉會長、理事
及監事；制訂、修改及通過會章；通過

理事會及監事會所提交的工作報告等；

3.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在特殊
情況及指明事由下，經半數以上的會員

要求可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4. 召開會員大會須提前八天以書面
通知，並註明開會之日期、時間、地點

及議程；

5. 半數以上的會員出席方為有效的
會員大會，當出現人數不足時，半小時

後再召開，無論多少會員出席都作為有

效會議，決議以出席會員之簡單多數票

通過。

第十一條——理事會：

理事會為本社團最高執行機關，設

理事長及副理事長各一名，另由會員大

會選出理事若干名，但理事會必須以三

人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

第十二條——理事會的職能：

1. 召開會員大會；

2. 執行會員大會的所有決議；

3. 草擬計劃及組織活動在會員大會
上提出議決；

4. 管理會的一切事務及發表工作報
告；

5. 代表本社團出席其他團體所邀請
之宴會或會議；

6. 理事會不定期召開，由會長或副
會長召開；

7. 會長不在澳門時，副會長可處理
有關會務；

8.  審核及批准會員之申請。

第十三條——監事會：

1. 監事會為本社團監察機構，由會
員大會選出；

2. 設監事長一名，監事若干名，但
監事會必須以三人或以上單數成員組

成；

3. 負責監督和審查理事會的工作、
審查會計帳目，並對會務編制年度報

告。

第四章

其他

第十四條——本社團經費來源包括

會費、私人捐助、政府資助，活動收入

等。

會徽

第十五條——本社團得使用會徽，

其式樣將由會員大會通過及公佈。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於澳門

私人公證員 趙魯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0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07,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長者體育總會

葡文名稱為“União Geral das 
Associações Desportivas 

dos Idosos de Macau”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章程之修改文本已於二零零九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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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日，存檔於本署之2009/ASS/M1檔

案組內，編號為80號，有關條文內容如

下：

第十二條（理事會）理事會是本會的

管理及執行機關，其成員為最多六十五

人，但必須是單數；其中設理事長一

名，副理事長若干名，秘書長一至二

名，副秘書長一至三名及正、副財務各

一名，其餘各理事之職務由理事會決議

指定。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ezanove de Junho de dois mil e nove. — A 
Ajudante, Assunta Maria Casimiro Lopes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48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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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度董事會報告

根據澳門法律及公司章程之規定，我等茲提交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年度報告及會計賬目，以供董事會進行討論

及表決。在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公司一直根據公司章程進行運作。

董事們很樂於提交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年度報告，監事會意見書及經審核賬目。

本公司於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三日以有限公司之形式成立，主要業務為經營澳門國際航線。根據一九九五年三月八日與澳門政

府簽定的特許合同，於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九日公司開始營運。

董事們認為，全年持續高企的燃油價格、兩岸直航的落實、低成本航空公司的增加，都對航空業務的營運收益帶來巨大的沖

擊。雖然我們的團隊已盡力控制營運成本及增加生產力，但二零零八年的營運結果仍然為赤字。

上述營業年度之純利為（負值）澳門幣416,350,285.36元，董事會現按照公司章程第二十八條的規定將以下的運用建議送交
股東大會討論及決議。而由於會計政策（FFP）的改變，至2007年為止的累計收益（純損）由澳門幣155,698,977.47元變為澳門幣
181,152,283.88元：

 - 純利 （負值）

  轉入二零零九年度⋯⋯⋯⋯⋯⋯澳門幣416,350,285.36

我們感謝澳門航空全體員工所作的貢獻，他們以專業的態度實際有效地履行他們的職務。

董事會對於各位股東，監事會和政府代表的合作，以及各位給與的信任，表示衷心的感謝。

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四日於澳門

董事會主席

趙曉航

澳門航空監事會就董事會編製2008年年度報告及帳目意見書

按照澳門商法 典及公司章程規定，本意見書是根據澳門航空董事會提交之2008年年度報告及財務報表編製而成。監事會在編
製意見書時，考慮了一年來公司獨立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提交之報告及他們對2008年年度報告及帳目之無保留意見。

2008年，監事會根據公司章程規定進行了定期會議，並且與澳門航空執行董事會及管理層保持了適當的聯繫。監事會得到公
司之外部核數師協助分析了公司的內部監管及控制程序，幾項與核算及監管程序有關之事宜都適當地得到澳門航空管理層之關

注，並為改善財務及監管方面一些不足之處作出了重大的努力。

2008年公司面對兩岸直航和金融危機的影響，採取措施積極應對。2009年，公司仍處於需求下降競爭激烈的環境。希望公司
加強風險控制，做好風險防範及應對，以確保公司能夠健康持續發展。

監事會意見認為公司董事會所提交之2008年年度報告及財務報告客觀地反映了公司之財務狀況，故建議股東大會予以審批。

最後，監事會對執董會及公司管理層的協助及合作表示感謝。

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於澳門

張慧蘭

主席

何曼秀

成員

葉浩柏

成員

獨立核數師報告撮要

致　澳門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各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本核數師已按照國際核數準則完成審核澳門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

報表，並已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就該等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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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核數師認為隨附的賬目撮要與上述經審核的財務報表相符。

為更全面瞭解該公司於該年度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賬目撮要應與相關的經審核的財務報表一併參閱。

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

澳門

〔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主要組織

董事會 執行董事會 監事會

主席 主席 主席

趙曉航 周光全 張慧蘭

副主席 董事 監事

周光全 曾慶光 何曼秀

Luis Manuel Miguel Correia da Silva 王明遠 葉浩柏

Carlos Jose Ribeiro de Sousa Pimentel
何超瓊

董事 公司秘書

曾慶光 鄺寶珠

王明遠

張楊

李錦林

Carlos Jose Ribeiro de Sousa Pimentel
何超瓊

吳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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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 2008

De acordo com as disposições da lei de Macau e com os estatutos da Sociedade, apresentamos, para debate e votação na reunião do con-
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o Relatório Anual e Contas do Ano que terminou a 31 de Dezembro de 2008. Durante o período de 1 de Janeiro 
a 31 de Dezembro de 2008, as actividades foram conduzidas de acordo com as condições estabelecidas no acto constitutivo da Sociedade e 
nos estatutos da Sociedade.

Os Administradores e o Conselho Fiscal têm o prazer de apresentar em anexo o Relatório Anual e as contas auditadas da Sociedade para 
o ano que terminou a 31 de Dezembro de 2008.

A Sociedade foi constituída a 13 de Setembro de 1994 sob a forma de uma sociedade por quotas de responsabilidade limitada e a sua 
principal actividade é operar como uma companhia aérea internacional em Macau, nos termos do contrato de concessão assinado a 8 de 
Março de 1995 com o Governo de Macau. A Sociedade começou a operar a 9 de Novembro de 1995.

Na opinião dos Administradores, o preço persistentemente alto da gasolina durante o ano, o estabelecimento de ligações directas entre 
os dois lados do estreito, o aumento de operações de companhias aéreas de baixo custo tiveram grande impacto na receita operacional da 
transportadora. Apesar do esforço e diligência da nossa equipa em conter despesas e aumentar a produtividade, a Sociedade fechou o ano 
de 2008 com um défice.

De acordo com o artigo 28.º dos Estatutos,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submete para discussão e aprovação em Assembleia Geral a 
seguinte proposta de aplicação de MOP 416 350 285,36 (negativos) Lucro Líquido. Os lucros retidos até 2007 (perda líquida) foi alterada de 
MOP 155 698 977,47 para MOP 181 152 283,88 em razão da alteração das regras contabilísticas (FFP):

Lucro Líquido ( negativo)

A transitar para 2009 ...............................................................MOP 416 350 285,36

Queremos agradecer os trabalhadores da Air Macau pela sua dedicação por ter desempenhado as suas funções eficaz e eficientemente.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gostaria ainda de exprimir o seu sincero apreço aos Sócios, Conselho Fiscal e Representante do Governo 
pela sua cooperação e confiança depositada naquele.

Macau, aos 24 de Março de 2009.

President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Zhao Xiaohang.

Relatório do Conselho Fiscal da Air Macau sobre o Relatório Anual de 2008 e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presentadas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e acordo com o estabelecido no Código Comercial de Macau e nos estatutos da Air Macau, o Conselho Fiscal preparou este Relatório 
com base no Relatório Anual de 2008 e n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presentadas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a Air Macau. O 
Conselho levou também em consideração a informação recebida dos auditores externos da Sociedade, Ernst & Young, durante o ano, bem 
como o seu parecer de auditoria sem reservas emitido sobr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para o ano findo de 2008.

Em 2008, o Conselho Fiscal manteve reuniões regulares como previsto nos estatutos da Air Macau, e manteve o contacto adequado com 
a Comissão Executiva e a administração considerada necessária. Durante o ano em análise, o desempenho do Conselho Fiscal foi assistido 
por auditores externos na análise do controlo interno e procedimentos da Sociedade. Numerosos itens e fórmulas de supervisão foram devi-
damente levadas à atenção da administração da Air Macau. Grandes esforços foram igualmente feitos para realçar as fraquezas de medidas 
de supervisão financeira e de fiscalização.  

Em 2008, não obstante o impacto negativo decorrente dos voos directos no estreito e da crise financeira, a Sociedade adoptou medida 
pro-activas para colmatar essa influência adversa. Em 2009, a Sociedade será ainda confrontada com um decréscimo da procura e um cená-
rio extremamente competitivo. O Conselho gostaria de recapitular que a gestão de risco interna, incluindo o controlo, preventivo e contra-
medidas, deverão ser reforçados de modo a que a Sociedade tenham um desenvolvimento sustentável e saudável.

O Conselho Fiscal considera que o Relatório Anual de 2008 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para o ano de 2008 reflectem objectivamen-
te e justamente a situação financeira da Sociedade, e assim, recomenda a sua aprovação pelos Sócios.

Por fim, o Conselho expressa a sua gratidão pela cooperação e assistência prestadas pela Comissão Executiva e a Administração da So-
ciedade.

Macau, aos 25 de Março de 2009.     

Zhang Huilan
Chairman  

Ho Man Sao
Membro

Ip Hou Pak
Memb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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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mo do relatório de auditor independente

Companhia de Transportes Aéreos Air Macau S.A.R.L.

(Constituída em Macau com responsabilidade limitada)

Examinámo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Companhia de Transportes Aéreos Air Macau S.A.R.L. (a «Sociedade») para o ano que 
terminou a 31 de Dezembro de 2008 de acordo com os Padrões Internacionais de Auditoria e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25 de Março de 
2009] expressámos uma opinião sem reservas sobre ess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s contas resumidas anexadas são consistente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cima referidas a partir das quais derivaram.

Para um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situação financeira da Sociedade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para o ano que terminou a 31 de 
Dezembro de 2008, as contas resumidas deverão ser lidas juntamente com as respectiv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nuais auditadas.

Ernst & Young Hua Ming

Macau, aos 25 de Março de 2009.

Dados da Companhia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Comissão Executiva Conselho Fiscal
Presidente Presidente em exercício Presidente
Zhao Xiaohang Zhou Guangquan Zhang Huilan

Vice-Presidente Vogais Vogais
Zhou Guangquan Thomas H. K. Tsang Ho Man Sao
Luis Manuel Miguel Correia da Silva Wang Mingyuan Ip Hou Pak

Carlos Jose Ribeiro de Sousa Pimentel
Pansy Ho

Vogais Secretária da Socidade
Thomas H. K. Tsang Kong Pou Chu
Wang Mingyuan
Zhang Yang
Li Jinlin
Carlos Jose Ribeiro de Souza Pimentel 
Pansy Ho
Ng Fok

（是項刊登費用為 $14,9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4 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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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結算

 MOP MOP

二零零八年董事會報告要點

隨著全球及地區性宏觀經濟急劇轉差，澳門於2008年的經濟發展相應放緩。本公司亦蒙受負面影響，供水銷售量僅輕微增長
不足3%，遠遜預期；由於通脹和成本的增加，利潤下降11%。

在工程建設方面，本公司克服時間與人員短缺等困難，完成了大水塘水廠二期和西灣泵站兩項重大工程，為澳門未來供水的

安全性提供有效保障。2008年9月26日，大水塘水廠二期舉行開幕典禮。新水廠採用世界尖端的氣浮超濾處理工藝，將澳門總體
的水處理能力增加至每日33萬立方米，同時亦預留基礎設施作大水塘水廠三期發展之用，預計可滿足澳門未來10年至20年的用水
增長。

原水供應方面，在中央政府、澳門特區政府、廣東省政府和珠海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對澳供水第三原水管已投入使用，加

強原水供澳的穩定性。另外，西灣泵站基建項目亦於2008年9月落成，優化了路氹城區的供水系統。這一切的建設，都為澳門將
來的社會經濟發展奠定了良好的供水基礎。

客戶服務方面，據2008年度客戶滿意度調查結果顯示，在連續兩年沒有鹹潮影響的情況下，客戶滿意度恢復到了以前的高水
平，對本公司提供的水質及服務有了更大的信心。為迎合客戶的需要和消費模式，本公司與OK便利店合作，推出全年無休的24
小時繳交水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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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人感謝澳門市民及社會各界一直以來對本公司的支持，特別是全體員工在過去一年的辛勤努力。我們將一如既往，

為澳門提供安全和優質的供水服務，切實履行企業對社會的責任，致力促進社會和諧。

張展翔

董事總經理

澳門，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監事會報告及意見書

致：澳門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各位股東

監事會根據商法典及公司章程之規定履行職務，監察澳門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12月31日年度的管理，跟進了公司的業
務，並已取得一切監事會認為必要的資料及解釋。監事會認為年度董事會報告書和財務報表正確及完整，並簡易及清楚地闡述公

司年度之業務發展、財務狀況及經營成果。監事會沒有察覺期間有任何不當事情或不法行為。

監事會建議股東會通過年度之董事會報告書、盈餘運用之建議和財務報表。

譚瑞堅

監事會主席 

澳門，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SOCIEDADE DE ABASTECIMENTO DE ÁGUAS DE MACAU, S.A.R.L.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8

 MOP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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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ário do Relatório do Administrador Delegado

Em 2008, a economia de Macau confrontou-se com um abrandamento à medida que na macroeconomia mundial e regional se registava 
um declínio abrupto. Perante esta situação, a SAAM sofreu também um impacto negativo, tendo daí resultado um crescimento das vendas 
de água inferior a 3%, muito aquém do esperado. Devido à inflação e ao aumento dos custos, o lucro da empresa diminuiu 11%. 

Em termos da construção de infra-estruturas, a SAAM conseguiu superar as dificuldades relativas ao tempo e falta de pessoal, tendo con-
cluído as obras da Fase II do Reservatório do Porto Exterior e da Estação de Bomba de Sai Van, o que constitui uma garantia para a segu-
rança do futuro abastecimento de água a Macau. A 26 de Setembro de 2008, teve lugar a cerimónia de abertura da Fase II do Reservatório 
do Porto Exterior. A nova estação de tratamento de água recorre à tecnologia de flotação/ultra-filtração para o tratamento da água e per-
mite o aumento da capacidade de tratamento, atingindo diariamente os 330 metros cúbicos. Ao mesmo tempo, as obras reservaram também 
infra-estruturas para a Fase III do Reservatório do Porto Exterior, prevendo-se que possam satisfazer o aumento do consumo nos próximos 
dez a vinte anos.

A respeito do abastecimento de água bruta, com o apoio do Governo Central, do Governo da RAEM, do Governo da Província de 
Guangdong e do Governo Municipal de Zhuhai, a terceira conduta de água bruta para Macau entrou já em funcionamento, intensificando a 
estabilidade do abastecimento de água bruta a Macau. Por outro lado, concluiu-se o projecto das infra-estruturas da Estação de Bomba de 
Sai Van, o que optimizou o sistema de abastecimento de água da Zona do COTAI. Todas essas construções são alicerces para um bom siste-
ma de abastecimento de água para o futuro desenvolvimento socioeconómico de Macau.

No que respeita ao serviços de apoio ao cliente, segundo um inquérito sobre o grau de satisfação no trabalho junto dos clientes levado 
pela SAAM em 2008. Os dados recolhidos indicam que, pela inexistência de salinidade há dois anos consecutivos, o grau de satisfação dos 
clientes voltou a situar-se num alto nível dos anos anteriores, depositando uma confiança ainda maior na qualidade da água e serviços pres-
tados pela SAAM. Para ir ao encontro das necessidades e o modelo de consumo dos clientes, a SAAM e a CEM, lançaram uma nova via de 
pagamento das tarifas durante 24 horas e todo o ano, em colaboração com as lojas de conveniência Circle K.

Para terminar, gostaria de agradecer sinceramente aos cidadãos e à sociedade de Macau pelo apoio que têm dispensado à SAAM. Tam-
bém agradeço a todo o pessoal pelo esforço e contribuição. No futuro, a SAAM, à semelhança do passado, continuará a abastecer água se-
gura e de qualidade e a cumprir pontualmente as suas obrigações como uma empresa socialmente responsável, promovendo uma sociedade 
harmoniosa.

Cheung Chin Cheung

O Administrador Delegado

Macau, aos 27 de Março de 2009.

Relatório e Parecer do Conselho Fiscal

Senhores accionistas da Sociedade de Abastecimento de Águas de Macau, S.A.R.L.

Nos termos do Código Comercial e dos Estatutos da Companhia, o Conselho Fiscal supervisionou a administração da Sociedade de 
Abastecimento de Águas de Macau, S.A.R.L., ao longo do ano de 2008 até ao dia 31 de Dezembro, acompanhou a actividade da Com-
panhia, e obteve todas as informações e esclarecimentos que considerou necessários. O Conselho Fiscal considera qu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e relatório de actividade estão correctos e completos, explicando de forma breve e clara a situação financeira da Companhia, o 
desenvolvimento das suas actividades e os resultados das operações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do ano 2008. O Conselho Fiscal não verificou 
qualquer irregularidade nem acto ilícito.

O Conselho Fiscal propõe à Assembleia Geral a aprovação do relatório de actividades, proposta de aplicação do saldo e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Tam Sui Kin Chris

Presidente do Conselho Fiscal

Macau, aos 27 de Março de 2009.

（是項刊登費用為 $6,08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 0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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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公共汽車有限公司

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澳門幣

收入 106,036,842

其他經營收益 2,005,981

人事費用 （49,705,718）

折舊費和攤銷費 （11,359,918）

其他經營費用 （50,582,129）

營業損失 （3,604,942）

財務費用 （1,499,981）

投資收益 6,987

其他收益及損失 2,113,104

本年度虧損 （2,984,832）

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澳門幣

資產

非流動資產

    不動產、廠場和設備 41,566,254

流動資產

    存貨 6,566,970

    應收帳款 6,471,080

    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項目 372,24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735,666

19,145,958

資產總額 60,712,212

權益和負債

權益

    資本 30,000,000

    累積虧損 （17,861,842）

     - 前期結轉 （14,877,010）

     - 本期 （2,984,832）

權益總額 12,138,158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 超過一年應償還額 18,49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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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幣

流動負債

    借入股東款項 3,587,643

    銀行借款 – 一年內應償還額 9,502,970

    應付帳款 9,327,646

    其他應付款、按金及應計項目 7,664,705

30,082,964

負債總額 48,574,054

權益和負債總額 60,712,212

董事會報告書摘要

由於《道路乘客集體運輸公共服務承批合同》於2008年10月14日屆滿，在此日前，於2008年10月8日澳巴與特區政府簽署了新
的《道路集體客運公共服務批給合同》，自2008年10月15日起生效，為期兩年。

因應本澳城市發展，乘客可使用“智能卡”支付車資及轉乘服務。

著重指出，特區政府推廣多項活動，以鼓勵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由於澳門市場工薪水平上升，澳巴由2008年2月開始全體員工工薪提升7%。

近年，有關博彩行業陸續提供的免費客運服務，對司機的需求大增，而這情況導致大量澳巴司機流失。為解決人力資源的不

足，澳巴採取一些緊急的措施，特別是加強人員的培訓。

特別強調，巴士票價近十年沒有任何調整，只有由2008年12月1日起，獲得批准調整票價。

雖然燃油價格在2008年下半年有所下降，但全年燃油費用仍較去年同期增加23.05%。由於營運成本增加，本年度營運結果錄
得淨虧損額為澳門幣2,984,832。

董事會

主席：吳福

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日於澳門

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 澳門公共汽車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本核數師樓已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澳門公共汽車有限公司截至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獨立核數報告。

我們已將董事會為公佈而編製之財務報表摘要與審核之財務報表作出比較。

我們認為，該財務報表摘要，在所有重要方面，與審核之財務報表是一致的。

鮑文輝註冊核數師樓

由Manuel V. Basilio代表

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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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DADE DE TRANSPORTES COLECTIVOS DE MACAU, SARL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8

 

MOP

Réditos 106 036 842

Outros rendimentos operacionais 2 005 981
Gastos com o pessoal (49 705 718)
Gastos de depreciação e de amortização (11 359 918)
Outros gastos operacionais (50 582 129)
Resultado operacional (3 604 942)

Gastos financeiros (1 499 981)
Rendimento de investimento 6 987
Outros ganhos e perdas 2 113 104
Resultado do exercício (2 984 832)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8

 

MOP

Activos

Activos não correntes
    Activos fixos tangíveis 41 566 254
   
Activos correntes
    Inventários 6 566 970
    Dívidas comerciais a receber 6 471 080
    Outras dívidas a receber, depósitos 372 242
    Caixa e equivalentes de caixa 5 735 666

19 145 958

Total dos activos 60 712 212

CAPITAL PRÓPRIO E PASSIVOS

Capital próprio
    Capital 30 000 000
 Resultados acumulados (17 861 842)
      - Resultados transitados (14 877 010)
      - Resultado do exercício (2 984 832)
Total do capital próprio 12 138 158

Passivos

Passivos não correntes
    Empréstimo bancário – mais de 1 ano 18 491 090

Passivos correntes
    Empréstimos de accionistas 3 587 643
    Empréstimo bancário – até 1 ano 9 502 970
    Dívidas comerciais a pagar 9 327 646
    Outras dívidas a pagar, depósitos e acréscimos 7 664 705

30 082 964

Total dos passivos 48 574 054

Total do capital próprio e passivos 60 712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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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íntese do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Tendo em conta que o «Contrato de Concessão do Serviço Público de Transportes Colectivos Rodoviários de Passageiros» iria expirar 
no dia 14 de Outubro de 2008, foi celebrado entre esta sociedade («TCM») e o Governo da RAEM, no dia 8 de Outubro de 2008, um novo 
«Contrato de Concessão do Serviço Público de Transportes Colectivos Rodoviários de Passageiros», a vigorar a partir de 15 de Outubro de 
2008, pelo período de dois anos.

A fim de se adequar ao desenvolvimento urbanístico de Macau, os utilizadores de transportes colectivos passaram a poder utilizar cartões 
electrónicos para o pagamento de tarifas e usufruir dos serviços de interligação de transportes colectivos.

Merecem ser aqui salientadas as acções de promoção por parte do Governo da RAEM, com vista a incentivar os residentes para a utili-
zação do serviço público de transportes colectivos. 

 Face às actualizações dos níveis salariais no mercado local, a TCM aumentou, a partir de Fevereiro de 2008, em 7% o salário de todos os 
seus trabalhadores.

Nos últimos anos, a premente procura de condutores para os serviços de transporte gratuitos por parte de entidades ligadas à indústria 
dos casinos originou a saída de elevado número de condutores pertencentes à TCM. Para colmatar a quebra de recursos humanos, a TCM 
teve que tomar medidas urgentes, nomeadamente através do reforço da formação de quadros.

Merece salientar que as tarifas das carreiras não sofreram qualquer actualização nos últimos dez anos e só a partir de 1 de Dezembro de 
2008 é que foi conseguida uma autorização para a actualização das tarifas.

Apesar de se ter verificado redução no preço do combustível a partir do segundo semestre de 2008, o preço médio do combustível em 
2008 registou um acréscimo de 23,05%, comparativamente ao período homólogo do ano anterior. Em consequência do aumento nos gastos 
operacionais, o resultado do exercício registou um prejuízo líquido de MOP 2 984 832.

Macau, aos 30 de Março de 2009.

O President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Ng Fok.

Relatório do auditor independente
sobr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os accionistas da

Sociedade de Transportes Colectivos de Macau, SARL

Auditámo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Sociedade de Transportes Colectivos de Macau, SAR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8, em conformidade com 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vigentes em Macau, R.A.E., e sobre 
ess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expressámos a nossa opinião, sem reservas,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30 de Março de 2009.

Efectuámos uma comparação entr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reparadas pela administração da Sociedade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que auditámos.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est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
nanceiras auditadas.

Macau, aos 30 de Março de 2009.

Basílio e Associados

Auditores Registados

Representada por

Manuel V. Basíl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8,25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8 259,00)



9582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 第 26 期 —— 2009 年 7 月 1 日

澳門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澳門幣

資產

非流動資產

    不動產、廠場和設備 2,862,660

    其他長期投資 3,094,500

5,957,160

流動資產

    存貨 1,321,375

    應收帳款 3,452,080

    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項目 1,234,18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741,341

16,748,980

資產總額 22,706,140

權益和負債

資本和公積

    資本 100,000,000

 累積虧損

       - 前期結轉 （190,159,722）

       - 本期 （1,193,278）

（91,353,000）

流動負債

    借入股東款 15,191,247

    欠股東款 78,830,000

    欠其他參資企業款 1,218,665

    欠關聯方公司款 1,823,299

    應付帳款 802,513

    遞延收益 562,428

    其他應付款、按金及應計項目 15,630,988

114,059,140

權益和負債總額 22,706,140

 

董事會報告書摘要

過去兩年，有線電視已穩固了在各方面的基礎設施，並於二零零八年進一步實現高效的內部管理及服務體系，及完成新產品

及功能的研發階段。

有線電視現時已有近100個高清及標清頻道，並引入現時世界較先進的電視功能，包括單向互動電視、電視售票網、購物網、
社會資訊平台等。雙向互動電視是有線電視未來的發展方向，計劃先選擇性地對部份酒店、住宅用戶試行該項服務。

為進一步加強電視製作力量，回饋社會，有線電視的製作隊伍，不斷製作各具特色的本地原創節目，從社會每個角度展示澳

門文化，推動各項文化藝術，報導澳門最新資訊，充份發揮電視廣播平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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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有線電視製作出版的《互動創刊號》，記錄了有線電視從基礎建設過渡至追求高質素的電視服務，同時反映有線電視在惡

劣的競爭環境中受到不公平待遇，卻不屈不撓地以技術及努力克服各項困難。

有線電視憑藉優良的基礎、高效的技術開發與工程運用能力，為澳門居民提供高水準的電視服務。新建酒店、高級住宅相繼

落成，優質的有線電視服務正符合該類市場要求，有線電視的市場將不斷擴展，隨著市場環境的改善，經營成本下降，可望調低

服務收費。

展望二零零九年公司將透過與各方面的服務供應商建立穩定的合作夥伴關係，使公司營運成本得到控制，同時亦可提升營運

效率。在公司營運情況理想下，將可產生足夠的現金流量，並可暫緩向股東進行集資。

董事會

主席：林潤垣

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於澳門

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 澳門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本核數師樓已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澳門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截至二零零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獨立核數報告。

我們已將董事會為公佈而編製之財務報表摘要與審核之財務報表作出比較。

我們認為，該財務報表摘要，在所有重要方面，與審核之財務報表是一致的。

鮑文輝註冊核數師樓

由Manuel V. Basilio代表

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於澳門

監事會報告書摘要

按照法律及澳門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之規定，董事會已將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董事會報告書及財

務報表提呈本監事會作出意見。

鑒於董事會報告書全面而清楚地報告了澳門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度的業務，並提供了財務報表以作分析，該

等報告可適當地反映公司之活動及其財產狀況。  

本監事會認為，有關董事會提呈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報告書及各項目文件可遞交股東會通過。

監事會

主席：Manuel V. Basilio

成員：Rui J. da Cunha

   Nuno Sardinha Mata

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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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 Cabo Macau, S.A.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8

 MOP
ACTIVOS

Activos não correntes

    Activos fixos tangíveis 2,862,660

    Outros investimentos de longo prazo 3,094,500

5,957,160

Activos correntes

    Inventários 1,321,375

    Dívidas comerciais a receber 3,452,080

    Outras dívidas a receber, depósitos     1,234,184

    Caixa e equivalentes de caixa 10,741,341

16,748,980

Total dos activos 22,706,140

CAPITAL PRÓPRIO E PASSIVOS

Capital próprio

    Capital social 100,000,000

 Resultados acumulados

      - Resultados transitados (190,159,722)

      - Resultado do exercício (1,193,278)

(91,353,000)

Passivos correntes

    Empréstimo de accionista 15,191,247

    Dívida a accionista 78,830,000

    Dívida a empresa participada 1,218,665

    Dívida a empresas relacionadas 1,823,299

    Dívidas comerciais a pagar 802,513

    Rendimentos diferidos 562,428

    Outras dívidas a pagar, depósitos e acréscimos 15,630,988

114,059,140

Total do capital próprio e passivos 22,706,140

Síntese do relatório anual das actividades

A TV Cabo Macau, SA («TV Cabo») conseguiu, nestes últimos dois anos, consolidar as suas bases operacionais, tendo aperfeiçoado, em 
2008, a sua gestão interna e o sistema de serviços, entrando na fase de lançamento de novos produtos.

A TV Cabo dispõe de, aproximadamente, 100 canais que transmitem programas televisivos de alta definição e analógicos, tendo já intro-
duzido outras sofisticadas funções televisivas, incluindo TV interactivo, TV bilheteira, TV shopping, TV informação social, etc.  O objectivo 
seguinte da TV Cabo é o desenvolvimento de um sistema interactivo de serviço múltiplo, cujo projecto vai ser testado em locais selecciona-
dos, tais como em alguns hotéis e residências.

A fim de reforçar a capacidade produtiva da TV Cabo, existe já uma equipa a produzir programas televisivos em Macau, os quais abran-
gem as diversas vertentes culturais e artísticas e, ainda, informação sobre os mais recentes acontecimentos, prestando, assim, tanto quanto 
possível, o seu contributo à sociedade.

A revista «The Interactive», editada pela TV Cabo, regista as diversas etapas de desenvolvimento da TV Cabo, com o objectivo de alcan-
çar a prestação de serviços de alta qualidade. Embora continue a enfrentar concorrência desleal, a TV Cabo tenta superar todas as dificul-
dades através da sua variada tecnologia e contínuo esforço de aperfeiçoame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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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V Cabo dispõe de excelente estrutura e elevada capacidade de desenvolvimento tecnológico e operacional, e tem vindo a prestar ser-
viço de alta qualidade aos residentes. Com a conclusão de novos hotéis e residências de luxo, a TV Cabo está em condições de satisfazer as 
necessidades desses utentes.  O rumo a seguir pela TV Cabo será de expansão contínua dos seus serviços, melhorar as condições do merca-
do, bem como reduzir os seus custos operacionais, esperando poder assim baixar o custo de subscrições a pagar pelos seus utentes.

Perspectiva-se que no ano de 2009 a TV Cabo continue a consolidar a sua cooperação com os principais fornecedores, com vista a contro-
lar os gastos operacionais e incrementar a eficiência das suas actividades, e gerar assim os fundos necessários que possam aliviar o recurso a 
contribuições monetárias por parte dos accionistas.

Macau, aos 31 de Março de 2009.

O President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Lam Ion Fun

Relatório do auditor independente
sobr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os accionistas da TV Cabo Macau, S.A.

(Constituída e matriculada em Macau, R.A.E.)

Auditámo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TV Cabo Macau, S.A.,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8, em confor-
midade com 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vigentes em Macau, R.A.E., e sobre ess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expressámos a nossa opinião, sem reservas,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31 de Março de 2009.

Efectuámos uma comparação entr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reparadas pela administração da Sociedade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que auditámos.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est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
nanceiras auditadas.

Macau, aos 31 de Março de 2009.

Basílio e Associados

Auditores Registados

Representada por

Manuel V. Basilio

Síntese do relatório do Conselho Fiscal

Nos termos da lei e dos estatutos da TV Cabo Macau, S.A.,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submeteu a parecer do Conselho Fiscal o rela-
tório anual 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8. 

Considerando que o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é suficientemente elucidativo quanto às actividades desenvolvidas pela TV 
Cabo Macau, S.A. em 2008, 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submetidas para análise traduzem adequadamente a situação patrimonial e fi-
nanceira da TV Cabo Macau, S.A.

Nesta conformidade, este Conselho é de parecer que os documentos de prestação de contas, apresentados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
ção, estão em condições de merecer aprovação em Assembleia Geral.

Macau, aos 30 de Março de 2009.

O Conselho Fiscal,

Manuel V. Basilio, Presidente.

Rui J. da Cunha, Vogal.

Nuno Sardinha Mata, Vogal.

（是項刊登費用為 $8,56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8 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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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嘉華銀行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CITIC Ka Wah Bank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根據七月五日法令第32/93/M號核准之金融體系法律制度第七十六條之公告）

(Publicações ao abrigo do artigo 76.º do RJSF, aprovado pelo Decreto-Lei n.º 32/93/M, de 5 de Julho)

資產負債表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Balanço anual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8

澳門幣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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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幣

Mop

* 備註： 

其他儲備包含澳門幣20,665,222元的風險備用金。分行採用《澳門財務報告準則》編制年度財務報表和計提貸款減值準備，有
關減值準備可能低於按《第18/93-AMCM號通告》所規定的最低水平的風險備用金。分行會撥出一筆相等於該最低水平備用金與
減值準備差異的金額（已考慮遞延稅項澳門幣2,817,984）作為監管儲備。該增撥備用金在帳項概要內的損益計算表列示為「根據
金融體系法律制度增撥的備用金」，並在相關審計年度財務報表內的收益表中，以「除稅後溢利」與「根據金融體系法律制度計

算的年度業績」之間的調整項目列示。 

* Nota : 

As Outras Reservas incluem uma reserva obrigatória no montante de 20 665 222 patacas. Porque a sucursal adopta as Macau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MFRS») na preparação das su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nuais, as perdas de imparidade com base nas MFRS 
podem ser inferiores ao nível mínimo de provisões para riscos calculadas de acordo com o Aviso n.º 18/93 da AMCM (o nível mínimo). A 
referida reserva obrigatória representa, pois, a diferença entre o nível mínimo e as perdas de imparidade nos termos das MFRS (antes dos 
impostos diferidos de 2 817 984 patacas). Este mesmo montante, inscrito na linha «Dotações adicionais para provisões conforme RJSF» da 
Conta de Lucros e Perdas das contas resumidas, está reconciliado entre o «Lucro depois de impostos» e os «Resultados do ano de acordo 
com as regras da AMCM» na Conta de exploração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anu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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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幣

Mop



N.º 26 — 1-7-2009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II SÉRIE 9589

二零零八年營業結果演算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de 2008

營業賬目
Conta de exploração

澳門幣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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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計算表
Conta de lucros e perdas

澳門幣

Mop

  
 澳門分行總經理 會計主任

 Gerente Geral, Sucursal de Macau,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包樂文 劉金友
 Henry Brockman Lao Kam Iao

業務報告之概要

二零零八年的澳門經濟可劃分為兩個部份。在上半年，資本投資和旅客人數均持續增長；而在下半年，隨著訪澳旅客人數逐

漸倒退，主要項目進展緩慢或被擱置，以及各地經濟急轉直下，市場滿佈危機。九月雷曼兄弟破產後，銀行界特別感受到美國和

歐洲金融機構陷入財困所帶來的影響，銀行同業的流動資金緊絀以及環球信貸市場頓時癱瘓。幸而，中國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影響

範圍繼續增強，以及中央政府已承諾撥出大量的財政儲備以刺激內需，這將會對澳門產生正面的影響。中國更把香港、澳門和珠

江三角洲地區經濟一體化提升為國家策略，從而通過更密切的合作，創造良好的增長潛力。中信嘉華銀行有限公司澳門分行連同

其香港總公司與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已作好準備，掌握這些機遇，令中信嘉華銀行有限公司成為客戶在亞洲的「首選中資銀

行」。

本行在澳門的核心批發業務於二零零八年表現略為放緩，經營收入和經營溢利較二零零七年分別下降了7.5%和29%，這主要
是由於澳門的製造業及出口受全球金融海嘯的影響所致。稅後盈利則由二零零七年的澳門幣一千一百七十萬下降至二零零八年的

澳門幣三百三十萬。

二零零八年標誌著本行在澳門的第三年全年運作。本行謹此感謝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以及所有員工、客戶和金融機構同業的

支持。本行會繼續為所有權益者作出建設性的貢獻，並謹此向所有人士表示衷心感謝及感激。

中信嘉華銀行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總經理

包樂文

Síntese do Relatório de Actividade 

Em 2008, a economia de Macau apresentou duas vertentes, ou seja, registou um crescimento contínuo no que se refere ao investimento 
de capital e à chegada de visitantes durante o primeiro semestre, a par de uma sensação de crise durante a restante parte do ano, à medida 
que o número de turistas diminuía, os projectos de grande escala abrandavam ou eram suspensos e as economias de todo o mundo entra-
vam em recessão. Os bancos, em particular, foram afectados pelas dificuldades enfrentadas pelas instituições financeiras dos Estados Unidos 
e da União Europeia devido à falência, em Setembro, dos Lehman Brothers, à falta de liquidez interbancária e à paralisação abrupta 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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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ados de crédito global. Felizmente, a força económica e a influência política da China continuaram a crescer de forma sólida, tendo o 
Governo central prometido afectar vastas reservas financeiras para estimular a procura interna, as quais terão um impacto positivo em Ma-
cau. Por outro lado, a China transformou, numa estratégia nacional, a integração económica de Hong Kong, Macau e da Região do Delta 
do Rio das Pérolas, criando assim um excelente potencial para o crescimento através de uma cooperação mais estreita. O Banco CITIC Ka 
Wah Lda, Sucursal de Macau está preparado para tirar partido destas oportunidades, conjuntamente com a sua sede em Hong Kong e com 
o China CITIC Bank Corporation Limited. O CITIC Ka Wah, poderá deste modo tornar-se o «China Bank of Choice» (O Banco Preferido 
na China)» para os clientes na Ásia. 

Em 2008, as principais operações bancárias grossistas (operações de grande escala) do Banco CITIC Ka Wah Lda em Macau, tiveram um 
desempenho mais moderado, tendo os Rendimentos Operacionais e os Lucros Operacionais caído 7,5% e 29% respectivamente, em com-
paração com 2007, principalmente devido ao facto de a indústria transformadora e o sector de exportação terem sido afectados pelo tsu-
nami financeiro global. Os Lucros após Impostos do Banco registaram um resultado positivo de MOP 3,3 milhões em 2008, um decréscimo 
quando comparado com os MOP 11,7 milhões registados em 2007. 

O ano de 2008 foi o terceiro ano de operações do Banco em Macau. Graças ao apoio do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bem como dos funcionários, clientes e de todas as instituições financeiras, o Banco pode-se congratular por dar um contributo contí-
nuo e positivo a todos os accionistas, aos quais gostávamos de apresentar os mais sinceros agradecimentos. 

Henry Brockman 

Gerente Geral, Sucursal de Macau

外部核數師意見書之概要 

致 中信嘉華銀行有限公司澳門分行管理層 

（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註冊成立的一家商業銀行有限公司之分行）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中信嘉華銀行有限公司澳門分行二零零八年度的財務報

表，並已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九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

組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注。

隨附由管理層編制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財務報表和相關會計賬目及簿冊的摘要內容。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的內

容，在所有重要方面，與已審核財務報表和相關會計賬目及簿冊的內容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中信嘉華銀行有限公司澳門分行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

的財務報表以及獨立核數師報告一併閱讀。

李婉薇註冊核數師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九日，於澳門

Síntese do parecer dos auditores externos 

Para a gerência do CITIC Ka Wah Bank Limited, Sucursal de Macau (Sucursal de um banco comercial de responsabilidade limitada, in-
corporado n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Hong Kong)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o CITIC Ka Wah Bank Limited, Sucursal de Macau relativas ao ano de 2008, nos 
termos d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19 de Junho de 2009, expressámos uma opinião sem reservas relativamente à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presentes consti-
tuem um resum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 que se acima se alude compreendem o balanço, à data de 31 de Dezembro de 2008, 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a demons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o capital próprio e a demonstração de fluxos de caixa relativas ao ano findo, assim como um re-
sumo da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relevante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reparadas pela gerência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nuais auditadas e dos livros 
e registos do sucursal.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os livros e registos do sucur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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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 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o sucursal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no período e âmbito abrangido pela 
nossa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lidas conjuntamente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mesmas resultam e com o respectivo relatório de auditoria. 

Lei Iun Mei,  Auditor de Contas 

KPMG 

Macau, aos 19 de Junho d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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