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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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青鳥外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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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八日起，

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

檔案組1號32/2011。

澳門青鳥外展協會

會章

名稱

1.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青鳥外展協會
（簡稱本會），英文名稱為Association 
For Reach Out (Macau)（簡稱AFRO — 
Macau）。 

會址

2. 本會設於澳門路環新黑沙馬路海
蘭花園第四區西苑第二座金香樓1C。 

宗旨

3. 本會相信不論教育、社會及職業
背景，每個女性都有權：

•在法律面前獲公平及公正待遇

•不被暴力侵犯及壓迫

•保護自身健康

•不被視作商品

•履行合約條款（在未經其同意下，

無人能刪改合約的內容。）

4. 基於上述宗旨，本會致力為有需
要的女性性工作者提供適切的服務及支

援，包括但不僅限於：

•外展

•熱線

•轉介服務

•教育及研究

組織

5. 本會的領導機構包括會員大會、
執行委員會及監事會。

會員

6. 凡年滿18歲，且支持本會宗旨、遵
守本會會章的人，經一名會員推薦及本會

執行委員會同意，得成為本會會員。 

7. 本會會員必須繳交會費，會費的
金額由會員大會決定。 

8. 凡依章繳足會費的會員，得享參
與本會活動及工作之權利。會員有權參

與會員大會、於會上發言及表決，亦擁

有選舉與被選權。 

9. 會員如欲退會，須以書面通知本
會執行委員會。

10. 會員如在會費到期三個月內尚未
繳付會費，將作自動申請退會論。

11. 如本會執行委員會同意個別會
員之言行違反本會會章或會員大會之決

議，則有權暫停或取消該會員之會籍。

該被暫停或取消會籍之會員可有權於會

員大會內提出上訴。

會員大會

12. 會員大會為本會之最高權力機
構，具有制定和修改會章、任免執行委

員會及監事會成員、審議執行委員會和

監事會的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之權力。

13. 執行委員會須每年召開會員大會
一次。

14. 如有需要，在十名會員聯署要求
下，執行委員會得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15. 會員大會必須於開會二十一日
前，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知各會員。

16. 出席會員大會的會員人數屬首次
召集必須過半數會員出席方可決議。

17. 會員大會之決議必須由會員大會
以絕對多數票通過。

18. 修改會章、罷免當屆領導機構之
成員、推翻以往會員大會之決議，均須

由出席會員大會之四分之三會員通過。

執行委員會

19. 執行委員會是會員大會的執行機
構，直接向會員大會負責，每年須開會

最少四次。

20. 在會員大會休會期間，執行委員
會執行會員大會的決議，並可根據大會

制定的方針，以及執行委員會的決議，

開展各項會務活動，接納新會員；執行

委員會對外代表本會。

21. 執行委員會由三至十一名成員組
成，成員人數須為單數。各執行委員由

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兩年。委員可

經選舉連任，但不能超過連續六年。 

22. 執行委員會組成須包括：

23. 主席一人，負責本會對內及對外
一切事宜。

24. 秘書一人，保管本會的檔案及會
議記錄。 

25. 財政一人，保管本會的財務檔案
及記錄。

26. 秘書必須於開會七日前，以書面
通知各委員開會日期、時間、地點及議

程。 

27. 執行委員會會議由執行委員會
主席召集，執行委員會須有過半數的執

行委員出席方為有效；執行委員會之決

議，必須由執行委員會以過半數通過。 

28. 如個別執行委員精神不健全、或
在未有通知執行委員會之情況下缺席執

行委員會會議多於六個月，執行委員會

有權撤銷其職務，其空缺將以前述方法

進行補選。

29. 所有執行委員均為義務職，不得
支領任何報酬，但領回所支付之墊款，

不在此限。 

監事會

30. 監事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包括主
席一人及監事二人，由會員大會選舉產

生，任期兩年，可經選舉連任，但不能

超過連續六年；監事會主席由監事會成

員互選產生。

31. 監事會負責監察執行委員會工
作，並向會員大會提交報告。

32. 監事會成員不可以本會名義對外
發表意見。

33. 如監事會主席或個別監事精神不
健全、或在未有通知監事會之情況下缺

席監事會會議多於六個月，監事會有權

撤銷其職務，其空缺將以前述方法進行

補選。

34. 監事會主席及所有監事均為義務
職，不得支領任何報酬，但領回所支付

之墊款，不在此限。

解散

35. 本會之解散，必須由會員大會以
全體會員四分之三或以上同意通過。 

li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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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本會解散時，在支付債務後所剩
餘的財產，不得分給各會員享用，而應

由會員大會決議，全數贈與慈善或不牟

利團體。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於第一公

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6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6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大瘋堂藝舍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存

檔於本署之2011/ASS/M1檔案組內，編
號為83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大瘋堂藝舍章程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本會名稱為“大瘋堂藝

舍” 。

第二條——本會宗旨是配合特區政

府傳承中華文化推廣及發展。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瘋堂

斜巷7號全幢。

第四條——本會是非牟利團體。

第二章

會員及其權利與義務

第五條——會員

本會會員為基本會員及榮譽會員兩

種

一、凡在本澳居住和工作，從事文

化藝術等工作，或其職業與中華文化藝

術有密切關係者，承認本會章程，可申

請加入會，成為基本會員。

二、基本會員入會須有兩名會員介

紹，履行入會手續，由理事會通過，方

取得正式資格，唯創會會員例外。

第六條——權利與義務

一、 基本會員享有下列權利：

A. 參加全體會員大會；

B. 有投票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C. 參加本會活動；

D. 享用本會設施及資訊；

E. 退會。

二、 基本會員須履行下列義務：

A. 遵守本會章程；

B. 支持本會各項工作；

C. 出席大會的會議及於會上表決事
項；

D. 繳納會費 。

第七條——如基本會員嚴重違反章

程，有損本會聲譽，理事會將通過決

議，勸其自行退會；如不服決議者，可

向監事會申訴或由監事會提交會員大會

討論，作出決定。

第八條——榮譽會員由理事會負責

聘請，享有基本會員之權利，並無須交

納會費。

第九條——經理事會提議並經會員

大會通過，本會可邀請曾為會務發展作

出重要貢獻之會員成為榮譽會員。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十條——本會的權力機構和職能

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

一、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

二、 會員大會的職能通過修改章
程；選舉理事會，監事會；審議年度計

劃及會務報告；對違章會員申訴作最後

裁決。

三、 會員大會由理事會選出之主席
團負責召開會議，主持會議和編寫會議

紀錄，並代表出席大會之會員簽署會議

記錄。

四、 本會設名譽顧問若干名，由理
事會提名，經全體會員大會通過。

第十一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由單數若干名理事組

成，通過理事互選產生理事長一名，

副理事長二名，秘書長一名，其他為理

事。會員大會閉會期間，理事會為最高

執行機構。

二、理事會成員任期三年，任期屆

滿由會員大會改選，可連選連任。理事

會接受其成員在任期內辭職，並向隨後

之會員大會作出報告，並由該次會員大

會進行補選。

三、 本會因需要而設的其他職能機
構，其工作範圍由理事會界定。

四、 理事會的職能：

A. 執行全體會員大會的決議；

B. 理事會的事務及發表工作報告；

C. 召開全體會員大會；

D. 理事會在全體大會閉會期間，全
權處理一切會務。

第十二條——監事會

一、 監事會由單數若干名監事組
成，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其餘為監

事。

二、 監事會任期三年，任期屆滿由
會員大會改選。監事會得接受其成員在

任期內之辭職，並向隨後之會員大會作

出報告，並由該次會員大會進行補選。

三、 監事會的職權：

A. 審核理事會的工作報告；

B. 對本會會務及財務作出監督。

四、監事會成員不兼任會內其他職

務。

五、監事會須在每屆會員大會召開

前，確認財務報告，提交會員大會審

定。

第十三條——理事會、監事會成員

之具體人數及選舉辦法，均由理事會決

定，並於會員大會前通告全體會員。

第四章

會議

第十四條——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

次，超過半數會員出席時方能生效。經

辦正式手續之會員可授權出席會員代為

行使相關權利。會員大會於召開時如法

定人數不足，則於半小時後作第二次召

開，屆時則不論出席之會員人數多少均

為有效，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第十五條——經超過三分之一會員

要求，或視情況需要，理事長可召開臨

時會員大會或非常會員大會，出席人數

須符合上款之規定，方能生效。

第十六條——會員大會召集書最少

在會議召開前十天以掛號信或簽收形式

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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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經費及帳目

第十七條——本會經費主要來源

為：會員會費、自願捐獻及社會其他機

構贊助。

第十八條——本會收支必須經財務

記賬，編製財務報告，提交監事會審

核。

第十九條——年度財務報表須每年

向會員公佈。

第六章

其他

第二十條——本章程解釋權屬會員

大會。

第二十一條——本章程修改權屬會

員大會。

第二十二條——本會解散的決議必

須在專門為此而召開的會員大會上獲全

體會員四分之三以上通過。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seis de Abril de dois mil e onze. — 
O Ajudante, Sou Wai Che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0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08,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國際易經協會

英文名稱為“International Yi Jing 
Association of Macau”

英文簡稱為“IYJAM”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存

檔於本署之2011/ASS/M1檔案組內，編
號為85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國際易經協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澳門國

際易經協會。 

本會英文名稱：International Yi Jing 
Association of Macau，簡稱IYJAM。

第二條——本會性質：本會是面向

全球進行中國傳統易經文化的推廣、研

究、培訓機構。本會將立足澳門而向各

個國家或地區推廣易經這項國學精粹， 
而且可根據需要在各個國家或地區開辦

分支機構，從而可以更好的弘揚中國傳

統文化與優良的價值觀。本會經政府社

會團隊登記管理機構核准登記註冊，是

具有法人資格的非營利性社會團體。 

第三條——本會宗旨：一、弘揚中

國傳統文化與國學精粹，推動易經文化

在全球範圍內的傳播和發展，為全球易

經研究者與實踐者提供一個溝通、相互 
學習、合作的平臺，進一步提升澳門的

國際化形象。 

二、推動和展開有關的培訓、研

討、交流、認證活動，以及進行有關的

企業策劃、企業環境規劃、風水策劃、

易經與企業管理等活動，並從易學原理

的角度進行環境科學研究，促進社會的

和諧發展。 

第四條——本會的地址：澳門興隆

街11號福勝大廈5樓。

第二章

組織管理 

第五條——本會依法設立理事會：

理事會是本會具體執行機構。設一名理

事長，以及副理事長兩名，每屆任期三

年，任期屆滿可連選連任。 

第六條——理事長的職權：1、理事
長是本會負責人。 

2、召開和主持理事會議，檢查理事
決議的實施情況。

3、代表本會簽署有關檔，以及法律
規定的其他權利。

第七條——理事會行使下列職權：

1、決定本會的業務活動計劃。 

2、決定本會的年度財務預算方案與
決算方案。 

第八條——理事會會議：理事會每

年至少召開兩次會議，有下列情形之一

時，可召開理事會議：

1、理事長認為必要時。 

2、三分之一以上理事聯名提議時。 

3、召開理事會議，理事長或理事長
指定的人員應於會議召開十日前通知全

體理事。 

4、出席理事會的人數必須為全體理
事的二分之一以上。 

5、理事會議實行一人一票制和按出
席人數，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當贊成

票與反對票相等時，理事長有權作最後

的決定。 

第九條——本會依法設立監事會：

監事會設一名主席，以及副主席二名，

每屆任期三年，負責對理事會成員以及

其他管理人員進行監察，防止其濫用職

權，以及查核法人財產等。任期屆滿可

連選連任。監事會議每半年召開一次，

出席監事會的人數必須為全體監事的二

分之一以上，實行一人一票和少數服從

多數的原則，所有決議須由出席者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方可通過。

第三章

會員的權利與義務 

第十條——會員申請入會：凡認同

本會宗旨的各界人士，經書面申請後，

由理事會核准成為本會會員。 

第十一條——會員的權利：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出席會員大會以及其他活動的權
力。 

第十二條——會員的義務：1、遵守
澳門的法律，遵守本會的章程。 

2、按時交納會費。 

第十三條——會員的種類：1、個人
會員。 

2、團體會員：指認同本會章程的各
類機構、企業、公司、酒店以及其他組

織。 

第十四條——會員大會：本會將每

年召開一次會員大會，並於會議召開

十五日前以掛號信或簽收形式通知所有

會員。在會上將報告本會的具體工作狀

況與進展，與會者可就本會存在的問題

提出意見，例如各部門的管理者是否勝

任以及解任之問題，還有章程的修改，

以及社團的消滅等事項。另外，還包括

針對有關管理部門成員在執行職務時所

做出之事實而向該等成員提起訴訟等；

決定本會的合併、分立、變更、解散事

項；制訂本會的管理制度與決定本會章

程的修改。

第四章

資產的管理與使用

第十五條——本會經費來源：1、會
員費。

2、在業務範圍內開展業務活動所得
的報酬。

3、其他機構的捐贈與資助，以及其
他合法收入。



5126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 第 18 期 —— 2011 年 5 月 4 日

第十六條——本會的資產：本會的

所有資產，任何單位、個人以及團體不

得侵佔與挪用。

第十七條——本會經費的使用：本

會經費除用作支付本會工作人員的工資

和福利，以及其他正常的運營、行政開

支外，須用作本會章程規定的用處，並

不在會員中分配。

第五章

章程的修改

第十八條——對本會章程的修改：

須經出席會員大會四分之三以上會員同

意並通過。

第六章

終止程式與終止後的資產處理

  第十九條——解散：如果理事會成
員認為本會不利於繼續運作時，例如因

不可抗力或其他原因等，可考慮解散。

但須經會員大會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以上

同意並通過。餘下資產除了支付正常的

費用外，將作其他合法的安排或捐贈給

慈善機構，或按出席會議者四分之三以

上的決議安排。

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條——本章程的解釋權屬理

事會。

第二十一條——本章程自政府核准

之日起生效。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de seis de Abril de dois mil e onze. — 
O Ajudante, Sou Wai Che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31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310,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業誠曲藝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九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1年社團及財團
儲存文件檔案”第1/2011/ASS檔案組第
22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業誠曲藝會規章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名稱中文為“澳門

業誠曲藝會”，葡文為“Associação de 
Ópera Chinesa Ip Seng de Macau”。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白鴿

巢前地麗濠花園6-8號第三座DB鋪。

第三條——本會是不牟利組織以聯

絡本澳業餘喜愛粵曲唱家及愛好者，利

用工餘時間推廣上述喜愛藝術文化，娛

己娛人為宗旨。

第四條——所有本澳之喜愛上述愛

好者，均可申請加入本會成為會員。

第二章

組織及職權

第五條——會員大會為本會之最高

權力機構，設有會長壹名，副會長貳

名，其職權為：

A）批准及修改本會會章；

B）決定及檢討本會一切會務；修改
章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之贊

同票，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通

過；

C）推選理事會成員七人及監事會之
成員五人，及候補兩人；

D）通過及核准理事會提交之年報。

第六條——會長負責領導本會一切

工作。副會長協助會長工作，倘會長缺

席時，由其中一名副會長暫代其職務。

第七條——會員大會每年進行一

次，由會長或副會長召開，特別會員

大會得由理事會過半數成員聯名要求召

開，但須提早在十五天前發函用掛號信

方式通知全體會員，出席人數須過會員

半數，會議方為合法，會員大會成員之

任期為叁年。

第八條——由理事會成員互選出理事

長壹名，副理事長貳名，秘書壹名，財

務壹名，總務壹名，理事壹名，任期為叁

年。理事會由理事長領導，倘理事長缺席

時由其中一名副理事長暫代其職務。

第九條——理事會之職權為：

A）執行大會所有決議：

B）規劃本會之各項活動；

C）監督會務管理及按時提交工作報
告；

D）負責本會日常會務及制訂本會會
章。

第十條——理事會每月舉行例會一

次，特別會議得由理事長臨時召集。

第十一條——由監事會成員互選出

監事長壹人，常務監事四人及候補監事

兩人，任期為叁年。監事會由監事長領

導。

第十二條——監事會之職權為：

A）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決策；

B）審核財務狀況及賬目；

C）就監察活動編寫年度報告。

第十三條——本會為推廣會務得聘

請社會賢達擔任本會名譽會長及名譽顧

問。

第三章

權利與義務

第十四條——凡本會會員有權參加

會員大會，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及參

加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及享有本會一切

福利及權利。

第十五條——凡本會會員有遵守本

會會章及大會或理事會決議之義務，並

應於每月初繳交會費。

第四章

入會及退會

第十六條——凡申請加入者，須依

手續填寫表格，由理事會審核批准，才

能有效。

第十七條——凡會員因不遵守會

章，未經本會同意，以本會名義所作

出之一切活動而影響本會聲譽及利益，

如經理事會過半數理事通過，得取消其

會員資格，所繳交之任何費用，概不發

還。凡本會會員超過三個月或以上未交

會費，則喪失會員資格及一切會員權

利。

第五章

經費

第十八條——本會之經濟收入來源

及其他：

A）會員月費；

B）任何對本會的贊助及捐贈。

第十九條——有關會員福利及其他

各項事務，由理事會另訂細則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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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本會章程未盡善之

處，由會員大會修訂。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九日於海島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束承玫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7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71,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海棠藝苑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九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1年社團及財團
儲存文件檔案”第1/2011/ASS檔案組第
21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海棠藝苑規章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名稱中文為“澳門

海棠藝苑”，葡文為“Associação de 
Ópera Chinesa Hoi Tong de Macau”。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福安

街53號福安大廈1樓L。

第三條——本會是不牟利組織以聯

絡本澳業餘喜愛粵曲唱家及愛好者，利

用工餘時間推廣上述喜愛藝術文化，娛

己娛人為宗旨。

第四條——所有本澳之喜愛上述愛

好者，均可申請加入本會成為會員。

第二章

組織及職權

第五條——會員大會為本會之最高

權力機構，設有會長壹名，副會長貳

名，其職權為：

A）批准及修改本會會章；修改章
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

票，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通

過；

B）決定及檢討本會一切會務；

C）推選理事會成員七人及監事會之
成員五人，及候補監事兩人；

D）通過及核准理事會提交之年報。

第六條——會長負責領導本會一切

工作。副會長協助會長工作，倘會長缺

席時，由其中一名副會長暫代其職務。

第七條——會員大會每年進行一

次，由會長或副會長召開，特別會員

大會得由理事會過半數成員聯名要求召

開，但須提早在十五天前用掛號信方式

發函通知全體會員，出席人數須過會員

半數，會議方為合法，會員大會成員之

任期為叁年。

第八條——由理事會成員互選出理

事長壹名，副理事長貳名，秘書壹名，

財務壹名，總務壹名，理事壹名，任期

為叁年。理事會由理事長領導，倘理事

長缺席時由其中一名副理事長暫代其職

務。

第九條——理事會之職權為：

A）執行大會所有決議；

B）規劃本會之各項活動；

C）監督會務管理及按時提交工作報
告；

D）負責本會日常會務及制訂本會會
章草案。

第十條——理事會每月舉行例會一

次，特別會議得由理事長臨時召集。

第十一條——由監事會成員互選出

監事長壹人，常務監事四人及候補監事

兩人，任期為叁年。監事會由監事長領

導。

第十二條——監事會之職權為：

A）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決策；

B）審核財務狀況及賬目；

C）就監察活動編寫年度報告。

第十三條——本會為推廣會務得聘

請社會賢達擔任本會名譽會長及名譽顧

問。

第三章

權利與義務

第十四條——凡本會會員有權參加

會員大會，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及參

加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及享有本會一切

福利及權利。

第十五條——凡本會會員有遵守本

會會章及大會或理事會決議之義務，並

應於每月初繳交會費。

第四章

入會及退會

第十六條——凡申請加入者，須依

手續填寫表格，由理事會審核批准，才

能有效。

第十七條——凡會員因不遵守會章，

未經本會同意，以本會名義所作出之一切

活動而影響本會聲譽及利益，如經理事會

過半數理事通過，得取消其會員資格，所

繳交之任何費用，概不發還。凡本會會員

超過三個月或以上未交會費，則喪失會員

資格及一切會員權利。

第五章

經費

第十八條——本會之經濟收入來源

及其他：

A）會員月費；

B）任何對本會的贊助及捐贈。

第十九條——有關會員福利及其他

各項事務，由理事會另訂細則補充。

第二十條——本會章程未盡善之

處，由會員大會修訂。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九日於海島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束承玫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3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32,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培訓師學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1年社團及財團
儲存文件檔案”第1/2011/ASS檔案組第
24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培訓師學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一、本會名稱為“澳門培訓師學

會”，葡文名稱：“Sociedade de Tr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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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   d o  r e s d e M a c a u”，英文名稱：
“Macau Trainers’ Society”，英文簡
稱：“MTS”。

二、會址位於澳門氹仔埃武拉街318 
號花城利盈大廈15樓K座。

三、本會為非牟利專業社團，宗旨

為促進澳門培訓師在數量和質量上的發

展；提供培訓師一個彼此交流和促進的

平台；積極拓展與國內外培訓師的培訓

合作和交流，以推動澳門經濟和社會的

進步。

第二章

會員

四、凡認同本會宗旨及願意遵守本

會章程的成年人士，填妥入會表格，由

理事會審核同意，在繳納入會會費後，

即可成為會員。

五、會員權利：有權參與本會舉辦

的活動；有選舉及被選舉權，提出建議

及批評的權利。

六、會員義務：遵守本會的章程、

內部規章和決議；支持及參與本會舉辦

的活動；按時繳交會費；維護本會的聲

譽和利益。

七、會員違反本會章程可被理事會

開除會籍。

第三章

組織

八、本會組織架構包括：會員大

會、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由會員選

舉產生，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九、會員大會：1. 會員大會為本會
最高權力機構，設主席一名、副主席一

名及秘書一名。

2. 平常大會須每年召開一次，由主
席召集。特別會員大會應理事會或不少

於三分之一的會員要求亦得召開。會員

大會應於開會前不少於八天向會員發出

具有會議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的召

集書，並以掛號信方式或簽收方式作出

通知。如會議當日出席人數不足，於召

集書所指時間半小時後作第二次召集，

屆時不論人數多寡，亦可召開會議。會

員大會決議時除另有法律規定外，須獲

出席會員的絕對多數票贊成方為有效。

3. 會員大會負責審議和表決理事會
年度工作報告和財務報告、監事會年度

報告及按時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

會及監事會成員。

十、理事會：為本會行政機構。設

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數名、秘書長及

財務長各一名等，總人數須為單數。負

責管理和處理日常會務。理事會可按需

要成立專責委員會。

十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

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及秘書各一名。負

責監察理事會的日常運作和財政的合理

運用。

第四章

附則

十二、經費來源為會員會費、捐贈

及贊助等。

十三、本章程解釋權及修改權屬會

員大會。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日於海島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1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12,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Associação dos Antigos Alunos da Escola 
Tong Sin Tong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修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一

日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

件內，檔案組1號33/2011。

“Associação dos Antigos Alunos da  
Escola Tong Sin Tong”之修改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定名為“同善堂中學校友

會”，簡稱為“同善堂校友會”，葡文

名稱為“Associação dos Antigos Alunos 
da Escola Tong Sin Tong”，簡稱為
“A.E.T.S.T.”。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社團，旨在聯繫校

友、促進友誼，致力加強校友與母校之

間的聯繫，共同協助推動母校及同善堂

的發展，弘揚愛祖國、愛澳門、友愛互

助及服務社會之精神。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庇山耶街64號地
下，但經理事會決議，會址得遷往澳門

任何地方。

第四條

（存續期）

本會的存續期屬無期限。

第二章

會員、會員之權利和義務

第五條

（會員資格）

任何曾就讀同善堂小學及/或中學且
認同本會宗旨的人士，均得提出入會申

請，經本會理事會審批後可成為會員。

第六條

（會員之權利）

會員之權利：

a）出席及參與本會會員大會，並得
行使投票權；

b）對於本會各機關之職務，享有選
舉及被選舉權；

c） 參與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

d）對會務有發言和建議權；

 e）享受本會提供予會員之福利；

 f）退出本會的自由；及

 g）本會內部規章中訂定之其他權
利。

第七條

（會員之義務）

會員之義務：

a）遵守和執行本會章程及本會各機
關的決議；

b）協助本會推動及發展會務，為本
會之名譽作出貢獻；

c）支持及協助本會舉辦的各項活
動；

d）為本會的會務及財產管理提供必
要的勞務工作；

e）按會員大會所決議之方式和規
定，繳付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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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不得作出損害本會聲譽或利益的
行為；及

g）履行本會內部規章中訂定之其他
義務。

第八條

（紀律處分）

凡違反本會章程、本會各機關的決

議、內部規章或作出任何損害本會聲譽

或利益行為的會員，將由理事會按所違

反之嚴重性和情節作出以下紀律處分：

a）警告；

b）書面譴責；

c）剝奪全部或部分會員權利；及/或

d）開除會籍。

第三章

組織

第九條

（本會機關）

本會機關包括：

a）會員大會；

b）理事會；及

c）監事會。

第十條

（會員大會）

1 . 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
關，會議由理事會按本章程所定的條件

進行召集，並由會員大會主席主持，或

在主席出缺時由任一被認為適當的副主

席代行。

2. 會員大會設有主席一名、副主席
二名或以上及秘書長一名、副秘書長三

名或以上，由出席的會員以絕對多數票

方式互選產生，任期均為三年，並得連

選連任一次或多次。

3. 會員大會的權限除法律規定外，
為：

a）制訂及修改本會章程；

b）選舉及解任本會各機關之成員；

c）通過本會的年度預算及追加預算
的建議；

d）審議及討論理事會的年度工作報
告，以及表決理事會所呈交的年度帳目

及資產負債表；

e）審議及討論監事會提交的一切報
告、意見書及建議書；

f）根據法律及本章程的規定就本會
的解散作決議；及

g）根據法律、本章程或內部規章所
賦予的權限，對其他事宜作決議。

第十一條

（會員大會會議）

1. 會員大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平常
會議；應不少於三分之一的會員以書面

要求，得召開特別會議。

2. 會議之召集須最少於會議舉行前
八天以掛號信或透過簽收之方式發出，

召集書內應載明會議日期、時間、地點

及議程之資料。

3. 但在全體會員均出席會議且無人
反對舉行大會或將討論的會議議程內容

之情況下，倘有與召集會議有關之任何

不當情事，即獲得補正。

4. 屬首次召集的會議，如出席會員
人數未足半數，不得作任何決議；倘若

於會議原定時間出席的會員人數未足半

數，則於原定的時間經過半小時後，不

論出席會員人數多寡均得作出決議。

5. 會員大會對議程進行表決，採取
一人一票的投票方式，除本章程或法律

另有規定外，任何議程均須獲出席會員

的絕對多數票通過方為有效。

6. 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
會員的五分之四贊同票方有效；解散本

會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的四分之三贊

同票方有效。

7. 會員大會主席出缺時依次由會員
大會選出的副主席或會員主持。

第十二條

（理事會）

1. 理事會為本會的執行機關，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的決議，並處理會員大會

休會後的各項工作，由會員大會以投票

方式選出。

2. 理事會設有理事長一名、副理事
長二名或以上及理事四名或以上，但成

員數目須為單數，任期均為三年，並得

連選連任一次或多次。

3. 為實現本會的宗旨，理事會得通
過決議聘任會員或非會員人士為永遠、

榮譽或名譽會長，以及得分別聘任會

員、非會員人士或執業律師為顧問或法

律顧問。

第十三條

（理事會會議）

1. 理事會每月至少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理事長認為有必要時，得召開特別

會議。

2. 理事長出缺時由任一被認為適當
的副理事長代行和主持會議。

第十四條

（理事會的權限）

理事會的權限：

a）確保及管理本會運作，並進行有
助達致本會宗旨的活動；

b）在法庭內外代表本會，並得指定
另一人代表本會；

c）向會員大會提交年度工作報告書
及帳目；

d）倘有需要時，編制內部規章，並
將之提交會員大會通過；

e）管理本會的財產及資源；

f）編制選舉規章，並將之提交會員
大會通過；

g）執行會員大會所作的決議；

h）召集會員大會； 

i）審批會員資格； 

j）按照本章程第八條規定對會員科
處紀律處分；及

k）行使法律、本會章程及內部規章
規定的其他權限與職責。

第十五條

（監事會）

1. 監事會為本會的監察機關，由三
名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監事長、副監

事長及監事由會員大會以投票方式選

出，任期均為三年，得連選連任一次或

多次。

2. 監事長出缺時由任一被認為適當
的副監事長代行和主持會議。

第十六條

（監事會的權限）

監事會的權限：

a）監督理事會之運作及所作之所有
行政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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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監察及查核理事會之財務帳目、
記帳簿冊及資產管理；

c）對理事會提交的年度報告及帳目
發表意見及建議書；

d）就有關其權限的事宜要求召開會
員大會；及

e）行使法律、本會章程及內部規章
所賦予的其他權限與職責。

第四章

附則

第十七條

（本會解散後資產的處理）

解散本會時如有資產，則將全部資

產捐予母校作為教育基金。

第十八條

（財產和經費）

本會財產和經費來自會員會費，以

及會員、團體及/或個人贊助及捐獻、政
府資助或津貼、管理本會資產所衍生的

收益、推行會務所得收入以及其他合法

收入。

第十九條

（內部規章）

除非本章程另有規定，本會之內部

規章由理事會制定，規範本會轄下各部

門的組織、行政和財務管理、運作及會

員紀律等事項。

第二十條

（章程之解釋權）

會員大會閉會期間，本章程之解釋

權屬理事會。

第二十一條

（適用法律）

本章程未規範之事宜，一概依澳門

現行法律處理和執行。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五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4,00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00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威尼斯員工協會

英文名稱為“Macau Venetian Staff’s 

Association”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章

程之修改文本已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九

日，存檔於本署之2011/ASS/M1檔案組
內，編號為82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第一條——名稱：本會定名為“澳

門娛樂業•酒店從業員工會”，英文名稱

為：“Macau Entertainment and Hotel 
Employees Union”（下稱本會）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seis de Abril de dois mil e onze. — O 
Ajudante, Sou Wai Che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35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5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e Ginástica Nói Ka Kun de 
Macau

拼音名稱為“Ou Mun Nói Ka Kun  

In Kao Vui”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章

程之修改文本已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一

日，存檔於本署之2011/ASS/M1檔案組
內，編號為84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第一條 

會名、地址及宗旨 

（一）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內家拳

研究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Ginástica Nói Ka Kun de Macau”。

（二）會址設於澳門水坑尾248號百
老滙中心16樓B座。

（三）本會的宗旨為弘揚中華武

術，積極推動太極拳運動，增強市民體

質，為不牟利機構。

第二條

會員的權利與義務

（一）任何人士喜愛太極拳運動，

承認本會章程，履行申請入會手續，經

本會理事會決議通過，即可成為會員。

（二）會員有權參加會員大會，有

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及參加本會舉辦之一

切活動。

（三）會員的義務為繳交會費、履

行章程及維護本會之聲譽及積極為本會

的發展作出貢獻。

第三條

組織及職權

（一）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

設有會長一名、副會長及秘書若干名，

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會員大會由會

長每年召開一次會議，召集書內列明會

議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並最少提

前8日以掛號信形式通知。會員大會有權
議決章程、規章及其修改、選舉會長、

理事會及監事會。

（二）理事會設三人或以上，其中

一人為理事長，總人數必須為單數，任

期三年，可連選連任。理事會之職權是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促使遵守本會之宗

旨。提交每年工作及財務報告。

（三）監事會設三人或以上，其中

一人為監事長，總人數必須為單數，任

期三年，可連選連任。監事會由監事長

領導，負責核查帳目及監督會務工作。 

第四條 

經費來源 

（一）會員會費。 

（二）各界人士的捐助 。

第五條 

本會的會徽如下附圖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seis de Abril de dois mil e onze. — O 
Ajudante, Sou Wai Che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08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0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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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Internacional dos Membros da 
Igreja de Deus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修

改章程的文本自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九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1年社團及財團
儲存文件檔案”第1/2011/ASS檔案組第
23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Alteração de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Artigo segundo

A Associação tem a sua sede em Macau 
na Avenida Marginal do Patane, n.º 161, 
Edifício «Luen Cheong», rés-do-chão «E», 

freguesia da San Antonio Concelho de 
Macau, podendo, contudo estabelecer dele-
gações ou outras formas de representação, 
onde for julgado conveniente e necessário.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九日於海島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50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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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試算表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澳門元

 行政主席 財務管理

  總經理

 趙龍文 吳佳民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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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DA CHINA, SUCURSAL DE MACAU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1 de Março de 2011

 O Administrador,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Wang Li-Jie Leong Iok Kit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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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BANK N.A. MACAU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1 de Março d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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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bert Ng Phyllis Owen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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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XA GERAL DE DEPÓSITOS SUBSIDIÁRIA OFFSHORE DE MACAU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1 de Março de 2011

PATACAS

 O Director-Geral,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José Brás Gomes Joaquim Florênc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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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 HING BANK LTD., MACAU BRANCH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1 de Março de 2011

 O Administrador,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Lam Man King Choi Ka Chi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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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 CEM, S.A.

活動摘要

二零一零年是澳電歷史上極其重要的一年。澳電成功延長供電公共服務批給合同15年，而專營合約的延續，正明確顯示澳門
特區政府向澳電投以信任一票。二零一零年的總耗電量達3,809吉瓦時，較二零零九年增長4.2%。售電量達3,610吉瓦時，售電收
入為澳門幣43.79億元，分別較二零零九年增長5.5%及9.5%。用電高峰亦增至691兆瓦，增加了3.7%。

原始能源價格維持上升趨勢，並自金融危機以來屢創新高。於二零一零年，經內地輸電以及路環發電廠的天然氣發電成為能

源首選。然而，隨著人民幣不斷升值，輸入電力價格分別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及七月平均上升0.2%及1%。幸好天然氣價格穩定，
而且供應相對較充裕，可供路環發電廠B廠正常運作，才稍為舒緩成本上漲壓力。

澳電承諾繼續採用最佳能源結構，儘管電力來源價格幾乎全面上漲，澳電竭盡所能維持穩定電費價格。在澳門特區政府支持

下，A組客戶（主要為以低壓電網供電的住宅及商業客戶，佔客戶總數逾99%）透過調低電力收費調整系數而享有電費下調。

在澳門特區政府無間斷的支持下，澳電持續推行核心投資計劃，主要投資在輸配電範疇，以配合澳門急速的經濟發展。澳電

於二零一零年投資超過澳門幣6.3億元1以完善和發展本地基建設施，其中逾澳門幣4.29億元投資於輸配電的基建設施。

連結廣東電網的第二條220千伏聯網，包括一個變電站、一個電纜骨幹以及一條輸電聯網的工程已展開，這些項目實施後，將
確保澳門具備足夠的輸入電量以維持未來數年的經濟發展。隨著新口岸皇朝區的閉環系統成功推行，第二個閉環系統將於西望洋

區裝置。

澳電於二零一零年的供電可靠程度表現卓越。系統平均停電時間指數為1.04分鐘2， 系統平均停電頻率指數為0.13，而平均服

務供應指數達99.9998%4，全屬歷來最佳紀錄。澳電精心策劃電網優化、嚴格監控運作，為供電可靠度帶來出色表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含第三方投資、外幣計價不算在內
2 每名客戶因澳電責任而造成的全年平均供電中斷時間
3 每名客戶因澳電責任而造成的全年平均供電中斷次數
4 因澳電責任而造成的供電中斷

Síntese da actividade

2010 foi um ano muito importante no historial da CEM, com o sucesso da extensão do Contrato de Concessão do Serviço Público de For-
necimento de Energia Eléctrica à RAE de Macau por 15 anos. Ao estender o Contrato de Concessão, 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deu 
um voto de confiança inequívoco à CEM. O consumo bruto total de energia em 2010 atingiu os 3.809 GWh, o que representa um aumento 
de 4,2% em relação a 2009. As vendas de energia eléctrica chegaram aos 3.610 GWh num montante de 4 379 milhões de patacas, um cresci-
mento de 5,5% e 9,5% relativo a 2009. O pico da procura cresceu também para 691 MW, um aumento de 3,7%.

Os preços da energia primária seguiram a tendência de subida, e continuaram a bater novos recordes máximos no pós-crise financeira. 
Em 2010, a importação proveniente do continente e a produção com a utilização de gás natural na nossa Central Térmica de Coloane, 
tornaram-se, inevitavelmente as fontes de energia preferenciais. Ainda assim, subsequentemente à apreciação do Renminbi, as taxas de 
importação também registaram um aumento médio de 0,2% e 1% entre Janeiro e Julho de 2010 respectivamente. Como ligeiro paliativo, o 
preço do gás natural permaneceu estável, e tivemos à nossa disposição mais quantidade suficiente para operar a nossa Central Térmica de 
Coloane B.

A CEM manteve o seu empenho em adoptar a melhor estratégia de diversificação energética e envidou todos os esforços para manter 
as tarifas a um nível estável apesar do enorme aumento dos preços das fontes de energia. Com o apoio d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os clientes do Grupo Tarifário A (sobretudo clientes residenciais e comerciais com fornecimento de baixa tensão, mais de 99% do total de 
clientes) beneficiaram de tarifas reduzidas na forma de uma Cláusula de Ajustamento da Tarifa reduzida.

Com o apoio inequívoco d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a CEM continuou a implementar o seu programa de investimento essencial, so-
bretudo nas áreas de transporte e distribuição, para fazer face ao rápido desenvolvimento económico de Macau. Em 2010, investimos mais 
de 630 milhões1 de patacas para melhorar e desenvolver a infra-estrutura local. Mais de 429 milhões de patacas foram investidos em infra-estruturas 
de transporte e distribuição.

Iniciámos os trabalhos da segunda interligação de 220kV com a Guangdong Power Grid — uma subestação, um cabo em ‘espinha dorsal’ 
e uma interligação. Este facto marcou uma acção importante e estratégica, pois a implementação destas iniciativas vai assegurar que Macau 
terá importação de energia suficiente para sustentar o desenvolvimento económico nos próximos anos. Depois da implementação com su-
cesso da configuração de ‘Circuito Fechado’ na zona do NAPE, demos início ao segundo ‘Circuito Fechado’ na área da Penha.

O nosso desempenho em termos de fiabilidade do fornecimento de energia eléctrica foi superior em 2010. O Índice da Duração Média 
dos Tempos de Interrupção (SAIDI) de 1,04 minutos2, o Índice da Frequência Média dos Tempos de Interrupção (SAIFI) de 0,13, e o Índice 
de Disponibilidade Média do Serviço (ASAI) de 99,9998%4 apresentaram os melhores registos de sempre. Estes desempenhos excelentes 
foram o resultado do nosso bom planeamento de manutenção da rede e da monitorização cuidada das operações.

1 Incluindo o investimento de terceiros e excluindo valoração de moeda estrangeira.
2 Duração média anual das interrupções do fornecimento por cliente, da responsabilidade da CEM.
3 Número média anual das interrupções do fornecimento por cliente, da responsabilidade da CEM.
4 Interrupções da responsabilidade da CEM.  



5138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 第 18 期 —— 2011 年 5 月 4 日

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N.º 18 — 4-5-2011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II SÉRIE 5139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0
(Pat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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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計算表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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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0
(Patacas)

監事會意見書

各位股東：

董事會按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二十六條e項之規定，提交二零一零年度財務報表、董事會報告及利潤分配建議書，以
供本監事會發表意見。而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之獨立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對有關帳目，包括資產負債表、損益表、

權益變動及現金流量表；及遵循延長專營合約附件II的事項之核數報告書亦一併遞交。

在整年間，監事會一直注意公司之業務，並與執行委員會及董事會保持聯繫，以及經常獲其提供充份的解釋和合作。

經審查及分析被提交之文件後，監事會證實該等文件充分且適當地反映了公司的財產及經濟狀況。

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之董事會年報顯示，公司財政穩健，擁有良好的技術水平，不斷提升運作效率及客戶服務之質素，

並擴大對外合作。

獨立核數師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所提交的意見得到監事會恰當審議，報告指出所提交之帳目報告文件，均遵照澳門財

務報告準則，並真實及充份地證明公司在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政狀況，以及截至該日止全年度之業績及現金流量。報

告同時指出需依據延長專營合約附件II的管制計劃的準備金已適當撥備。

有鑒於此，監事會建議通過：

1. 二零一零年度之財務報表；

2. 董事會之報告書；

3. 董事會利潤分配建議書。

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梁金泉 Fernando Reisinho   李志端
 （主席） （成員） （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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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ório e parecer do Conselho Fiscal 

Ex.mos Senhores Accionistas,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a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 CEM, S.A., submeteu ao Conselho Fiscal, nos termos da alí-
nea e) do art.º 26.º dos Estatutos da Empresa, para dar parecer,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o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e 
a Proposta de Aplicação de Resultados respeitantes ao exercício de 2010. Posteriormente foi também enviado o Relatório do Auditor Inde-
pendente «PricewaterhouseCoopers», sobr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que compreendem um balanço, um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uma demonstração das alterações do capital próprio e uma demonstração de fluxos de caixa e sobre os assuntos constantes no Anexo II da 
renovação do Contrato de Concessão.

O Conselho Fiscal acompanhou, ao longo do ano, a actividade da empresa, tendo mantido contactos com a Administração e dela recebi-
do sempre e em tempo oportuno, a necessária colaboração e esclarecimentos.

Apreciados e devidamente analisados os documentos remetidos para parecer deste Conselho, constatou-se que os mesmos são suficiente-
mente claros, reflectindo a situação patrimonial e económico-financeira da Companhia.

O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atado de 23 de Março de 2011, salienta a solidez financeira e técnica da Companhia.  A 
Companhia continua a melhorar de forma eficaz as suas operações e a qualidade dos serviços prestados aos clientes. A Companhia conti-
nuou a intensificar a sua cooperação com outras empresas e entidades.

A opinião do Auditor Independente datada de 23 de Março de 2011, refere que os documentos de prestação de Contas, evidenciam de 
forma verdadeira,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a situação financeira da Companhia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0 e os resultados das 
operações e fluxos de caixa,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em observância às Normas de Relato Financeiro de Macau. Adicio-
nalmente expressa ainda que a provisão para a estabilização tarifária foi correctamente calculada em conformidade com o estabelecido no 
Anexo II da renovação do Contrato de Concessão.

Face ao exposto, o Conselho Fiscal deliberou dar parecer favorável à aprovação dos seguintes documentos:

a.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o exercício de 2010;

b.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c. Proposta de Aplicação de Resultados formulada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aos 24 de Março de 2011.

 Leong Kam Chun Fernando Reisinho Lee Chi Tuen, Dick
  (Presidente) (Vogal) (Vogal)

（是項刊登費用為 $10,70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0 700,00)



N.º 18 — 4-5-2011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II SÉRIE 5143

澳門國際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據七月五日第32/93/M號法令核准之金融體系法律制度第七十五條之公告）

資產負債表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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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LUSO INTERNACIONAL,  S.A.
(Publicações ao abrigo do artigo 75.º do RJSF, aprovado pelo Decreto-Lei n.º 32/93/M, de 5 de Julho)

Balanço anual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0

   MOP 

   MOP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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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營業結果演算

營業賬目

  澳門幣

損益計算表

  澳門幣

 總經理 總會計師

 葉啟明 蔡麗霞

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於澳門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de 2010
Conta de exploração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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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 de lucros e perdas
  MOP

 O Gerente-Geral,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Ip Kai Ming Tsoi Lai Ha

Macau, aos 31 de Março de 2011.

業務報告之概要

2010年歐洲債務危機成為貫穿全年的熱點話題，而國際主要經濟體呈現穩步恢復態勢，年中歐、美、日政府對 “量化寬鬆” 
政策的態度由緊轉鬆，帶動了全球經濟和股市在下半年由弱轉強。中國經濟強勁復蘇，GDP總量超過日本，同時帶動了澳門經濟
的全面增長。

在機遇和挑戰面前，我行注重對經濟形勢的分析，把握契機，努力擴大業務規模，進一步優化資產負債結構，有效規避風

險。一年來，我行貸款和存款餘額保持增長勢頭，於年底雙雙達到歷史高峰；資產質量保持優良，不良貸款率持續下降。截至

2010年底，我行存款餘額為MOP163.99億元，貸款餘額為MOP108.85億元；全年實現稅後利潤MOP11,396萬元。 

我行在2010年取得的良好成績，是全行上下團結一心、迎難而上、拼搏進取的結果，更離不開澳門特區政府、金融管理局、
廣大客戶、金融界同仁和社會各界人士的長期信任和鼎力相助。在此，我謹代表董事會表示最衷心的感謝！

展望2011年，澳門經濟將步入穩步發展的軌道，但世界金融形勢仍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各種挑戰不可避免。我行將以 “創
新思維，超越極限” 的態度面對經營環境的變化，以前瞻的視野，踏實的作風，努力拓展各項業務。我們充滿信心，期待著在
2011年實現較大發展，為繪就澳門經濟發展的宏圖添光增彩！ 

董事局謹向各股東公告，本銀行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溢利之分配辦法如下：

澳 門 幣

本銀行除稅後之溢利 113,959,433.87

上年度盈餘滾存 521.41

全部可供分配之溢利 113,959,955.28

撥入法定儲備金    (22,792,000.00)

撥入普通儲備金 (91,167,000.00)

保留盈餘金額 955.28

承董事局命

呂耀明

董事長

二零一一年三月九日於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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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o Banco Luso Internacional, S.A.

Em 2010, a crise da dívida europeia tornou-se num tópico quente que foi debatido durante todo o ano, enquanto as principais economias 
internacionais apresentaram uma tendência de recuperação estável, sendo que em meados do ano a atitude tomada pelos governos dos paí-
ses europeus, dos EUA e do Japão no que toca à política de «flexibilização quantitativa», levou a que a economia global proliferasse duran-
te o segundo semestre. A economia chinesa recuperou, de uma forma bastante forte, superando mesmo o PIB do Japão, promovendo dessa 
forma o crescimento global da economia de Macau.

Enfrentando as oportunidades e desafios, o nosso banco deu importância à análise da situação económica, captou as oportunidades, 
esforçou-se por aumentar o volume dos seus negócios, aperfeiçoou ainda mais a sua carteira de activos e de passivos, e evitou efectivamen-
te os riscos. Durante o ano passado, os saldos do crédito concedido e dos depósitos bancários continuaram a sua tendência para aumentar, 
atingindo no fim do ano picos históricos; a qualidade dos nossos activos mantém-se boa, enquanto o rácio de crédito em mora tem vindo a 
decrescer. Até o final de 2010, o saldo dos depósitos bancários e do crédito concedido foi, respectivamente, de 16,399 mil milhões de patacas 
e de 10,885 mil milhões de patacas. O lucro do exercício, deduzido de impostos, foi de 113,96 milhões de patacas.

Os bons resultados que obtivemos em 2010 devem-se à confiança continuada, ao apoio e à assistência prestados pel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pela Autoridade Monetária de Macau, pelos nossos clientes, colegas banqueiros e pela comunidade em geral, assim como ao sen-
tido de unidade de todos os nossos quadros que enfrentaram e ultrapassaram as dificuldades e fizeram o maior esforço possível para com-
petir e ganhar. Em nom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gostaria de transmitir os nossos sinceros agradecimentos a todos eles!

Olhando para 2011, a economia de Macau entrará num caminho de desenvolvimento sustentável, apesar de continuarmos a ser assolados 
pela grande incerteza da situação financeira mundial e ser difícil evitar os diversos desafios. O nosso banco tomará uma atitude de «pensa-
mento inovador e de ultrapassar os limites» para enfrentar a mudança do ambiente operacional, irá explorar, com uma visão inovadora e 
um estilo pragmático, os diversos negócios. Estamos confiantes de que se realizarão em 2011 grandes projectos e esperamos que tal conduza 
ao desenvolvimento económico de Macau!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o Banco Luso Internacional, S.A. tem o prazer em submeter aos accionistas o seguinte resultado do exer-
cício respeitante ao an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0:

MOP

Lucros após pagamento do imposto relativos ao corrente ano 113 959 433,87

O saldo do lucro do ano passado 521,41

Lucros distribuíveis 113 959 955,28

Transferência para a reserva legal   (22 792 000,00)

Transferência para a reserva geral (91 167 000,00)

O saldo do lucro 955,28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O Presidente, 
Lu Yao Ming.

Fuzhou, aos 9 de Março de 2011.

監事會意見

根據澳門國際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第三十七條第一款f項的規定，本會必須查證董事局提交之賬目的真實及公正
性。

為此，本會已查閱本銀行二零一零年度之董事局報告，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財務報表，以及由羅兵咸永道會

計師事務所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九日發表有關本行賬目能真實及公正地反映本銀行財政狀況的核數報告書。

基於上述審查的結果，本會認為董事局提交之財務報表及董事局報告適合提交股東平常大會審批。

監事會主席

李輝明

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於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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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cer do Conselho Fiscal

Por força do disposto no artigo 37.º, alínea f) do n.º 1 dos estatutos do Banco Luso Internacional, S.A., compete ao Conselho Fiscal certi-
ficar-se da exactidão e de forma apropriada do balanço e d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a apresentar anualmente pelo Conselho de Admi-
nistração.

Submetido à consideração do Conselho, o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ferentes a 31 de De-
zembro de 2010, bem assim, o relatório da Sociedade de Auditores Lowe Bingham & Matthews – Pricewaterhouse Coopers, datado de 9 de 
Março de 2011, no qual se afirma qu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presentam de forma verdadeira e apropriada a situação financeira do 
Banc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0, e o lucro apurado no exercício então findo.

Examinados os documentos anteriormente mencionados, o Conselho Fiscal pronunciou-se no sentido de que o relatório e as demonstra-
ções financeiras estão em condições de serem apresentadas à apreciação e aprovação da Assembleia Geral dos Accionistas do Banco Luso 
Internacional, S.A.

O Presidente do Conselho Fiscal,

Lee Fai Ming.

Xiamen, aos 29 de Março de 2011.

持有超過有關資本5%或超過自有資金5%之出資的有關機構
無

主要股東

廈門國際投資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

公司機關據位人

董事會 
董事長： 呂耀明 
董事： 翁若同（其委任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起生效）

  丁仕達（其辭任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起生效）

  朱學倫

  葉啓明 
  焦雲迪 
  黃明園

執行委員會

主席： 呂耀明 
成員： 翁若同（其委任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起生效）

  丁仕達（其辭任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起生效） 
  朱學倫

  葉啓明

  焦雲迪

股東大會主席團

主席： 富成園發展有限公司（代表人：呂耀明）

副主席： 碧而朗有限公司（代表人：蔡麗霞）

監事會

主席： 李輝明

副主席：	 邹志明

成員： 黃慧斌

公司秘書： 梁月仙

二零一一年三月九日於澳門

Instituições em que detêm participação superior a 5% do respectivo capital ou superior a 5% dos seus fundos próprios

Nenhuma.

Accionista qualificada

Xiame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imited (constituída em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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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mes dos titulares dos órgãos sociais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Presidente: Lu Yao Ming
Administradores: Weng Ruo Tong (Nomeado, com efeitos a partir de 24 de Novembro de 2010)
 Ding Shi Da (Renunciou, com efeitos a partir de 24 de Novembro de 2010)
 Zhu Xue Lun
 Ip Kai Ming
 Jiao Yun Di
 Huang Ming Yuan

Comissão Executiva
Presidente: Lu Yao Ming
Membros: Weng Ruo Tong (Nomeado, com efeitos a partir de 24 de Novembro de 2010)
 Ding Shi Da (Renunciou, com efeitos a partir de 24 de Novembro de 2010)
 Zhu Xue Lun
 Ip Kai Ming
 Jiao Yun Di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Presidente:  FUXING PARK DEVELOPMENT LIMITED
 Representada por Lu Yao Ming

Vice-Presidente: PRETTY WON COMPANY LIMITED
 Representada por Tsoi Lai Ha

Conselho Fiscal
Presidente:  Lee Fai Ming

Vice-Presidente: Zou Zhi Ming

Membro:  Wong Wai Pan

Secretária da Sociedade:  Leong Ut Sin

Macau, aos 9 de Março de 2011.

外部核數師意見書之概要

致澳門國際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國際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貴銀行」）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乃撮錄自貴銀行截至

同日止年度的已審核財務報表及貴銀行的賬冊和記錄。摘要財務報表由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

年度的損益表組成，管理層須對該等摘要財務報表負責。我們的責任是對摘要財務報表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均與已審核財務報表

及貴銀行的賬冊和記錄符合一致，發表意見，僅向全體股東報告，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我們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

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布的《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貴銀行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一一年三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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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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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均與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及貴銀行的賬冊和記錄符合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貴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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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佩萍

註冊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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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íntese do parecer dos auditores externos

Para os Accionistas do Banco Luso Internacional, S.A.
(constituído em Macau como sociedade anónim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nexas do Banco Luso Internacional, S.A. (o Banco)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
zembro de 2010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dos registos contabilísticos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Est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s quais compreendem o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0 e a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são da responsabilidad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o Banco. A nossa responsabilidade consiste em 
expressar uma opinião, unicamente dirigida a V. Ex.as enquanto accionistas, sobre s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
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com os registos contabilísticos do Banco, e sem qualquer 
outra finalidade. Não assumimos responsabilidade nem aceitamos obrigações perante terceiros pelo conteúdo deste relatório.

Auditámo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o Banco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0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emitidas pelo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e expressámos a nossa 
opinião sem reservas sobre est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no relatório de 9 de Março de 2011.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compreendem o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0, a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a demons-
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o capital próprio e a demonstração dos fluxos de caixa d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e um resumo das principai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
ceiras auditadas e com os registos contabilísticos do Banco.

Para um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o Banco,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e do âmbito da nossa auditoria, as de-
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em anexo devem ser lidas em conjunto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com o respectivo 
relatório do auditor independente.

Cheung Pui Peng Grace

Auditor de contas

PricewaterhouseCoopers 

Macau, aos 31 de Março d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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