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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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合夥投資人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1號5/2011。

有限合夥投資人協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名稱為“有限合夥

投資人協會”。

第二條——本會宗旨為建立中國境

內投資人之間的溝通交流平臺，維護中

國境內投資人的投資利益；建立中國

的投資人和投資管理人的溝通、交流

平臺，實現雙方的共贏發展；瞭解投資

管理人發展狀態及信用機制；建立投資

管理人排行榜和項目排行榜體制，形成

投資人發展平臺。促進中國和國際機構

投資者之間的瞭解與合作，接受國際投

資人合作，推動中國股權投資行業的發

展。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于澳門南灣

大馬路405號中國法律大廈27樓A座。經
本會理事會決議，本會會址可遷往澳門

任何地方。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承認本會章程的單位

和個人，經申請並報本會理事會審核通

過，均可成為本會單位會員或個人會

員。

第五條——會員享有下列權利：

（一） 本會的選舉權、被選舉權、
表決權；

（二） 參加本會各類活動的優先權。

第六條——會員履行下列義務：

（一） 遵守本會章程，執行本會決
定，維護本會的合法權益。

（二）按規定繳納會費，完成本會

交代辦理的各項工作，積極宣傳和參加

各類業務活動。

第七條——會員可自由退會。凡出現

下列情況之一的單位會員及個人會員，經

理事會表決通過，取消其會員資格：

（一）不按時繳納應繳的費用。

（特殊會員除外）

（二）嚴重違反本會章程及有關規

定，給本會造成嚴重不良影響。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八條——本會組織機關包括：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九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

力機構

（一）會員大會的權限為：

a） 制定和修改章程；

b）選舉和罷免本會各機關成員；

c）審核和通過理事會的工作報告和
財務報告；

d）審核和通過本會活動計劃和年度
預算；

e）決定其他重大事宜；

f）解散本會。

（二）會員大會的組成及運作方式：

a） 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

b）會員大會由主席團主持，主席團由
會員大會選舉產生，由會長一名、副會

長若干名及一名秘書組成。主席團各成

員任期為三年，並可以連選連任。

c）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八個工作日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

式，由理事會召集，召集書內應指出會

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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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理事會是會員大會的執

行機構，領導本會開展日常工作。

（一）理事會的職權為：

a） 決定設立辦事機構、分支機構和
實體機構及主要負責人的聘任。

b）討論、通過有關提案、重大決議。

c）制定內部管理制度，領導本會各
機構開展工作。

d）審定年度工作計劃、工作總結和財
務預算、決案。

（二）理事會的組成、召集及運作：

a）理事會由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
若干人，理事若干人及秘書長組成，總

人數須為單數。理事會各成員任期為三

年，並可以連選連任。

b）理事會每一年召開兩次平常會議。
理事長認為必要時或經多數理事提出請求

時，則召開特別理事會議。

c）理事會須有半數以上成員出席方
能進行會議，其決議須經出席成員之過

半數票贊成方能通過，倘票數相同，理

事長有權再投一票。

第十一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的權限為：

a）監督會員遵守本會章程和倘有之
內部守則；

b）審查本會賬目；

c）監督理事會的工作，並向會員大
會報告；

d）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二）監事會的組成、召集及運作：

a）由一名監事長及若干名監事組成，
總人數為單數，各成員任期為三年，並得

以連選連任。

b）監事會每年召開平常會議一次，
由監事長召集。監事長認為必要時或多數

成員提出請求時，則召開特別會議。

c）監事會會議須有過半數成員及監
事長出席時，方可進行議決。除法律或

章程另有規定外，會議之任何決議，須

有出席者之過半數票方能通過。如表決

時票數相等，則監事長有權再投一票。

第十二條——秘書處是本協會的執

行機構，受會長、理事長領導並受監事

監督。

sandy
印章



1696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 第 7 期 —— 2011 年 2 月 16 日

（一）秘書長的職權為：

a）主持秘書處的日常管理工作。

b）代表本協會簽署合同與文件。

c）落實會員大會和理事會的決議。

d）聘用或解聘副秘書長以外的秘書
處工作人員，並按協會薪酬規定決定其

報酬。

e）負責會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
的會務。

（二）秘書處的組成、召集及運作：

a）秘書處設秘書長一名，主持秘書
處日常工作，秘書長是本協會的負責人。

b）本協會設副秘書長若干名，協助
秘書長工作，副秘書長由秘書長提名，

經會長批准產生。

第四章

資產管理、使用原則

第十三條——本會經費來源：

（一）會費；

（二）捐贈；

（三）企業資助；

（四）利息；

（五）其它合法收入。

第十四條——本會經費必須用於本

章程規定的業務範圍和事業的發展，不

得在會員中分配。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五條——本會完成宗旨或自行

解散或由於其他原因需要註銷時，由理

事會提出解散決議。

第十六條——本會清算後的剩餘財

產，用於發展與本會宗旨相關的事業。

第十七條——本章程的解釋權屬理

事會。

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2,69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6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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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通股份有限公司

試算表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董事 會計主管

 高潤發 尉德君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1698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 第 7 期 —— 2011 年 2 月 16 日

澳門華人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試算表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總經理 會計主管

 陳達港 廖國強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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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儲金局

CAIXA ECONÓMICA POSTAL

試算表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0

借方 DEVEDORES 貸方 CREDORES
現金

Caixa
- 澳門元 1,774,098.90                     
   Patacas
- 外幣 237,487.15                        
   Moedas externas
AMCM 存款

Depósitos na AMCM
- 澳門元 11,000,261.33                   
   Patacas
應收賬項

Valores a cobrar
在本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7,819,877.28                     
Depósitos à ordem noutras instituições de crédito no Território
放款 153,495,391.32                 
Crédito concedido
在本澳信用機構拆放 805,109,534.70                 
Aplicações em instituições de crédito no Território
股票、 債券及股權 211,017.55                        
Acções, obrigações e quotas
債務人 2,042,632.02                     
Devedores
其他投資 95,000,000.00                   
Outras aplicações
活期存款

Depósitos à ordem
- 澳門元 8,554,132.87                     
   Patacas
定期存款

Depósitos a prazo
- 澳門元 393,500,000.00                 
   Patacas
公共機構存款 279,901,950.12                 
Depósitos do Sector Público
債權人 1,320,883.43                     
Credores
不動產 2,711,059.79                     
Imóveis
內部及調整賬 4,340,373.51                     13,061,965.85                   
Contas internas e de regularização 
各項風險備用金 6,467,596.30                     
Provisões para riscos diversos
股本 294,942,303.93                 
Capital
法定儲備 73,735,575.97                   
Reserva Legal
總支出 18,367,512.23                   
Custos por natureza
總收入 30,624,837.31                   
Proveitos por natureza
保證及擔保付款 (借方) 3,000,000.00                     
Devedores por garantias e avales prestados
保證及擔保付款 3,000,000.00                     
Garantias e avales prestados

總 額 TOTAIS 1,105,109,245.78              1,105,109,245.78              
行政委員會

A Comissão Administrativa: 
劉惠明、温美蓮、李貝濤

Lau Wai Meng, Van Mei Lin, 
Pedro Miguel Rodrigues Cardoso das Neves

Lei Ka Kei

試算表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會計主任

李嘉琪

餘額 SALDOS
賬 戶 名 稱 DESIGNAÇÃO DAS CONTAS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0

A Chefe da Contabilidade 行政委員會 會計主任

 A Comissão Administrativa: A Chefe da Contabilidade,

 劉惠明、趙鎮昌、溫美蓮、李貝濤 李嘉琪

 Lau Wai Meng, Chiu Chan Cheong, Van Mei Lin,  Lei Ka Kei
 Pedro Miguel Rodrigues Cardoso das Nev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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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分行

試算表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分行經理 會計主任

 邱顯斌 羅美玉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印 務 局
Imprensa Oficial

每 份 價 銀  $400.00

PreÇo deste nÚMero $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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