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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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商業地產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82/2013。

澳門商業地產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名稱為：“澳門商

業地產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Comercial Imóveis Macau”，英文名稱
為：“Macao Commercial Real Estate 
Association”。

第二條——本會宗旨為：積極組織舉

辦商業地產論壇，推動兩岸四地商業地產

的交流與合作。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南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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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的各項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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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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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席一名、副主席

若干名及一名秘書組成。主席團各成員任

期為三年，並得以連選連任；

c）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由理事會
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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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召

集之大會需有半數會員出席才得作決議，

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

d）大會之召集需最少提前八日以掛
號信方式為之，或最少提前八日透過簽

收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

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e）修改章程的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四
分之三之贊同票；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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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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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由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
若干名，理事若干名組成，總人數須為單

數。理事會各成員任期為三年，並得以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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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之

一以上的贊成票方能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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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本會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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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名監事長及兩名監事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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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之任何

決議，須有出席者多數贊成方得通過。如

表決時票數相等，則監事長有權再投一

票。

第四章

資產管理、使用原則

第十二條——本會經費來源：

（一）會費；

（二）捐贈；

（三）企業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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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息；

（五）其它合法收入。

第十三條——本會經費必須用於本章

程規定的業務範圍和社團的發展，不得在

會員中分配。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四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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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終止決議。

第十五條——本會終止後的剩餘財

產，用於發展與本會宗旨相關的社團。

第十六條——本章程的解釋權屬理

事會。

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2,31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319,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遊戲研創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78/2013。

澳門遊戲研創協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及會址

本會定名：“澳門遊戲研創協會＂；

本會會址：澳門高園街10-12號粵華
花園5樓L座。

第二條

宗旨

本會屬非牟利團體，宗旨為：

一、促進遊戲研究與創作的發展進

步，加強遊戲原創和相關信息的交流；

二、維護遊戲平等自由的創作和發表

權利以及作品的著作權；

三、為會員作品的傳播和獲得廣泛社

會認知創造各種機會和條件。

第二章

會員

第三條

會員資格

凡在本澳愛好遊戲研究之個人或法

人，認同本會章程，辦理入會手續，經理

事會批准，按規定繳納會費，方可成為會

員。

第四條

會員權利

一、依章程之規定參與會務；

二、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三、可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第五條

會員義務

一、遵守會章；

二、支持會務工作；

三、按時繳納會費；

四、維護本會聲譽及利益。

第六條

會員身份之喪失

凡違反會章、影響本會聲譽者，經勸

告無效，經理事會議決有權予以警告或開

除會籍處分。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負責決定本會工作方針，制定或修改會

章，選舉會長、副會長、理事會及監事會成

員；

二、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由理事會

召集，大會之召集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

方式或透過簽收方式為之，召集書內應指

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三、會員大會於第一次召集時，最少

有半數會員出席，方有決議權，如不足法

定人數，大會可於召集書內所訂定的時間

三十分鐘後再次召開，屆時，不論出席會

員之人數多寡，均可作出決議，決議取決

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

第八條

會長

一、本會設正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

人，總人數須為單數，任期三年，連選得

連任；

二、正、副會長擔任會員大會正、副主

席，負責主持會員大會，並代表本會參與

社會活動及負責協調會務工作。

第九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執行機構；

二、理事會召開會員大會，執行會員

大會決議，管理會務及制訂工作報告；

三、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設

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若干人及理事若干

人，總人數須為單數，理事會成員任期三

年，連選得連任；

四、理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會議，

由理事長負責召集主持，並領導有關會務

工作。

第十條

監事會

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若干

及監事若干人，成員總人數須為單數，負

責監察會務工作。監事會成員任期三年，

連選得連任。

第十一條

顧問

經理事會決定，可聘請熱心社會人士

為本會名譽顧問、顧問人數若干。

第四章

附則

第十二條

章程修改及本會解散

一、 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
大會之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二、 解散本會之決議，須獲本會全體
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三、 解散本會後，應將所有屬於本會
財物捐給本地慈善機構。

第十三條

章程的解釋

本會章程任何條款之解釋權歸理事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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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其他

第十四條

經費來源

本會之收入來源包括會費、捐贈、利

息、熱心人士捐贈以及相關機構的資助。

第十五條

補充制度

本章程如有未盡善處，由會員大會修

改或依照澳門現行法例處理。

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1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14,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綠色科研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79/2013。

澳門綠色科研協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及會址

本會定名：“澳門綠色科研協會＂；

本會會址：澳門高園街10-12號粵華
花園5樓L座。

第二條

宗旨

本會屬非牟利團體，宗旨為：

一、推動澳門環境產業及科技發展，

促進建設澳門綠色低碳城市；

二、舉辦澳門環境保護等教育及培訓

課程，向社會推廣環保知識及科技；

三、以綠色能源、中水回用、水淨化及

資源再生等環境科技為學術研究主題；

四、為政府環保決策及環保企業業務

提供科學依據；

五、推動澳門科研工作進程，優化澳

門科技領域發展。

第二章

會員

第三條

會員資格

凡在本澳熱心於環境科技學術研究

之個人或法人，認同本會章程，辦理入會

手續，經理事會批准，按規定繳納會費，

方可成為會員。

第四條

會員權利

一、依章程之規定參與會務；

二、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三、可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第五條

會員義務

一、遵守會章；

二、支持會務工作；

三、按時繳納會費；

四、維護本會聲譽及利益。

第六條

會員身份之喪失

凡違反會章、影響本會聲譽者，經勸

告無效，經理事會議決有權予以警告或開

除會籍處分。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負責決定本會工作方針，制定或修改會

章，選舉會長、副會長、理事會及監事會成

員；

二、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由理事會

召集，大會之召集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

方式或透過簽收方式為之，召集書內應指

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三、會員大會於第一次召集時，最少

有半數會員出席，方有決議權，如不足法

定人數，大會可於召集書內所訂定的時間

三十分鐘後再次召開，屆時，不論出席會

員之人數多寡，均可作出決議，決議取決

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

第八條

會長

一、本會設正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

人，總人數須為單數，任期三年，連選得

連任；

二、正、副會長擔任會員大會正、副主

席，負責主持會員大會，並代表本會參與

社會活動及負責協調會務工作。

第九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執行機構；

二、理事會召開會員大會，執行會員

大會決議，管理會務及制訂工作報告；

三、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設

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若干人及理事若干

人，總人數須為單數，理事會成員任期三

年，連選得連任；

四、理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會議，

由理事長負責召集主持，並領導有關會務

工作。

第十條

監事會

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若干

人及監事若干人，成員總人數須為單數，

負責監察會務工作。監事會成員任期三

年，連選得連任。

第十一條

顧問

經理事會決定，可聘請熱心社會人士

為本會名譽顧問、顧問，人數若干。

第四章

附則

第十二條

章程修改及本會解散

一、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

大會之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二、解散本會之決議，須獲本會全體

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三、解散本會後，應將所有屬於本會

財物捐給本地慈善機構。

第十三條

章程的解釋

本會章程任何條款之解釋權歸理事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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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其他

第十四條

經費來源

本會之收入來源包括會費、捐贈、利

息、熱心人士捐贈以及相關機構的資助。

第十五條

補充制度

本章程如有未盡善處，由會員大會修

改或依照澳門現行法例處理。

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2,20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202,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動漫文化藝術創作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80/2013。

澳門動漫文化藝術創作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定名為“澳門動漫文化藝術創作

協會”。

第二條

宗旨

透過舉辦及參與各方面的活動，為本

澳動漫創作愛好者建立完善的互助及交

流平台。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定為澳門祐漢永添街22號
永添新邨第二期7樓AH。

第二章

組織及會議

第四條

會員大會

（1）會員大會為本會之最高權力組
織；

（2）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參與組成，
全面行使會員之職責。每年召開例會一

次，大會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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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理事長召集之，決

議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

（3）會員大會選出主席（會長）一人、
副主席（副會長）若干人、理事會及監事會

成員。會員大會主席團任期三年，可連選

連任；

（4）制定、修改會章及通過各項決
議。

第五條

理事會

（1）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

（2）理事會會議每年至少召開二次，
由理事長召集之；

（3）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4）召集會員大會；

（5）理事會由不少於五人且總數為
單數的理事所組成，包括理事長一人，副

理事長若干人，理事若干人。每三年改選一

次，可連選連任。

第六條

監事會

（1）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關，監督
理事會一切行政決策，審核財政狀況和帳

目，提出改善財政狀況之建議；

（2）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監事若干
人，總人數為單數。每三年改選一次，可連

選連任，且不可由理事會成員兼任。

第三章

會員

第七條

入會

凡願遵守本會章程者均可申請入會。

由理事會審核批准，方可成為本會會員。

第八條

權利

（1）有選舉權及被選權；

（2）對會務有批評和建議權；

（3）參與本會各項活動；

（4）享用本會提供的設施、服務及福
利。

第九條

義務

（1）遵守會章及會員大會通過之決
議；

（2）協助開展會務工作；

（3）不得作任何有損本會聲譽及利
益之行動；

（4）繳交會費。

第十條

退會

如有違反會章者，經理事會通過，得

取消其會員資格。

第四章

財政

第十一條

財政

（1）本會所有財政支出及收入均由
財務管理，各項開支須經理事會審批，並

通知各會員；

（2）本會所有財政收入源於會員會
費、社會捐款及資助。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二條

修改

修改本會會章，需經會員大會出席會

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方可通過。

第十三條

解釋

本會理事會有權對本章程作出一切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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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解散

解散本會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

之三的贊同票方可實行。

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5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55,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中華藝術研究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三年七月四日起，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2號83/2013。

中華藝術研究會

章程

第一條——名稱中文為：中華藝術

研究會，英文為：C h i ne s e A r t S t udy 
Association。

第二條——會址設在：澳門東方明珠

街60號海名居地下AE舖。

第三條——宗旨：本會以推廣中華藝

術研究、中華藝術研究的方法和理論，促

進中華藝術研究交流合作為宗旨。

第四條——內部章程：本會另設內部

章程，規範理、監事會的內部組織和運作。

第五條——會員義務和權益：出席會

員大會，維護本會的聲譽及參與推動會務

之發展，支援與協助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

動，只要認同本章程及本機構之決定，便

可申請成為會員。

第六條——機構：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為會員大會，每兩年進行一次換屆選舉。

設會長一名，副會長兩名，作為本會法人

代表，主持會務工作。

第七條——理事會：本會設立理事

會，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由三名或以上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兩

名，以單數會員組成，任期兩年，可連任。

執行理事會通過之議決，處理日常會務，

建議及舉辦活動。

第八條——監事會：本會設立監事

會，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由三名或以上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兩

名，以單數會員組成，任期兩年，可連任。

除了法律及章程賦予之職權外，監事會可

對理事會提交之賬目、報告和資產負債表

提出意見。

第九條——經費來源：本會為非牟利

之機構，經費均來自會員的會費和社會各

界人士的樂意贊助和饋贈。

第十條——會員大會的召集：每年

至少召開一次，召開會員大會必須提前八

天，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書面通知，載明

開會日期，時間，地點及會議之議程：有

五分之一會員為合法的目的，有權要求召

開會員大會。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決議及權限：

會員大會的任何決議應取決於出席會員

之絕對多數票方能有效；其權限：

a）修訂和通過章程修改案（修改章
程應有四分之三出席之會員通過方能有

效）。

b）選舉和通過本會的一切決議。

c）審議通過每年的工作報告、財務報
告、翌年預算。

d）解散法人應有四分之三的全體會
員通過，視為有效。

二零一三年七月四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96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96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公共管理研究學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日，存檔於本

署之2013/ASS/M3檔案組內，編號為146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公共管理研究學會章程

第一章

名稱、宗旨及會址

第一條——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公共管理研究

學會”。

第二條——宗旨

本會的性質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

為：

（一）推動及研究公共行政改革，促

進不同公共部門和團體互相學習和交流；

（二）提高本會會員之專業技術及學

術水平，更好地為社會服務；

（三）保障及爭取會員應有的合法權

益。

第三條——會址

（一）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南灣里7號海
天大廈1樓C座。

（二）經理事會批准，會址可遷至澳

門任何其他地方。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會員的資格

（一）凡曾就讀澳門特區政府所舉辦

的公共管理碩士研究生課程；

（二）或居於澳門並且具有公共管理

專業人士，證實在本澳或外地具有最少五

年公共管理經驗者，經理事會審核認可，

可申請成為會員。

第五條——會員的權利

本會會員有以下權利：

（一）參加會員大會；

（二）有發言權、選舉權及被選舉

權；

（三）參加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

第六條——會員的義務

本會會員有以下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並執行本會會員

大會和理事會的決議；

（二）積極參與本會舉辦之各項活

動；

（三）按時繳納會費；

（四）維護本會聲譽；不得作出損害

本會聲譽的行為，亦不得濫用本會名義； 

（五）對外公開發表言論和意見前，

必須獲得理事會的同意，才可發佈。

第七條——紀律程序及紀律處分

（一）凡違反本會章程及會員義務的

會員，經理事會決議，將作出紀律處分或

被追究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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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紀律處分由理事會提出及決

議，並由會員大會作出確認，關係人亦可

向會員大會提出聲明異議；

（三）紀律處分依違犯及重犯嚴重程

度分為：書面警告、中止會員資格及權利

（以兩年為限）以及開除會籍。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八條——組織架構

（一）本會設有會員大會、理事會及

監事會等領導機構；

（二）各機構組成人數必須是單數，

且任期都為三年；

（三）會員大會主席、理事長及監事

長得連選連任一次，其餘職務連選得連

任；

（四）本會得設名譽會長及名譽顧問。

第九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是本會的最高權力機

構，由充分行使其權利的全體會員組成；

（二）會員大會得選出主席團、理事

會和監事會的成員；

（三）主席團成員包括會員大會主席

一名、副主席二名及秘書一名、委員二名，

大會秘書可由其中一位副主席兼任；首屆

會員大會主席團成員由籌備委員會推選

產生；

（四）會員大會應

1. 決定會務方針、制定或修改會章、
審議及通過理事會提交之工作報告和財

務報告；

2. 每年召開至少一次平常會議，在必
要情況下應理事會要求，亦得召開特別會

議；

（五）會員大會之法定有效人數為全

體會員二分之一或以上，投票時按出席人

數過半數通過有效。如第一次召集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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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

（二）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

長二名、秘書長一名、財務長一名及理事

六至十名；首屆理事會成員由籌備委員會

推選產生，此後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三）理事會的職責為：

1. 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及一切會務；

2. 理事會直接向會員大會負責，及向
其提交工作和財務報告，及接受監事會對

工作之查核； 

3. 理事會按本會宗旨，組織學術研
討，交流合作，以推動公共行政管理研

究。

（四）理事會平常會議定期舉行，過

半數成員出席有關會議即視為有效。

第十一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

（二）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

長一名及監事三名；首屆監事會成員由籌

備委員會推選產生；

（三）監事會的職責為：

1. 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執行，運作；

2. 查核本會之財產；

3. 監督各項會務工作之進展；

4. 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監事報告。

第四章

榮譽職銜

第十二條——經理事會推薦，並由會

員大會主席團通過，可邀請具相關資歷的

社會人士或學者成為本會顧問或會長，支

持及推動會務之發展。

第五章

經費

第十三條——本會活動經費的主要

來源：入會費、會費、捐贈、利息以及任何

理事會權限範圍內的收入。

第六章

章程修改

第十四條——本會章程若有未盡善

之處，概依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第十五條——章程之修改可由理事會

提出草案，經會員大會決議，隨時補充或

修改。

第十六條——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

出席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七章

本會之解散

第十七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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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解散提議，由會員大會作出決議。

第十八條——解散法人之決議，須獲

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八章

附則

第十九條——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

理事會。

第二十條——本會章程由會員大會

通過之日起生效。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21 de Junho de 2013. — A Ajudante, 
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2,63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630,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海港歷史文化協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História e 
Cultura Portuária de Macau”

葡文簡稱為“A.H.C.P.M.”

英文名稱為“History and Culture 
Association of Port of Macau”

英文簡稱為“H.C.A.P.M.”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存檔於

本署之2013/A S S/M3檔案組內，編號為
152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海港歷史文化協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海港

歷史文化協會”，葡文名稱為“A s so c ia-
ção de História e Cultura Portuária de 
M ac au”，葡文簡稱為“A.H.C.P.M.”，
英文名稱為“History and Culture As-
sociation of Port of Macau”，英文簡稱為
“H.C.A.P.M.”。

第二條——本會為非牟利的民間學

術團體。

第三條——本會宗旨是：

（一）致力研究並推廣澳門作為中西

文化交流港口，四百多年來所累積的獨特

地區文化和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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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澳門地理環境、人文風貌進

行適時的記錄。

第四條——本會的主要任務是：

（一）搜集與本澳港口有關的歷史資

料（包括口述歷史、民間史料等），構建以

澳門海港歷史文化為主的資料庫。

（二）聯合有志於保留和傳承澳門傳

統歷史及文化的人士，為支持特區政府施

政方針出一分力。

（三）與本澳文化團體或政府機構合

作，增加市民和遊客對本澳獨特的人文地

理的認識。

第五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風順

堂區媽閣街5號友鴻大廈地下AB鋪，如有
需要，會址可遷往澳門特別行政區內其他

地方。

第二章

會員

第六條——凡贊同本會宗旨，接受本

會章程人士，均可由本會邀請或經本會理

事會批准後成為會員。

第七條——會員可享有以下權利：

（一）出席會員大會，提出意見或建

議；

（二）選舉與被選舉權；

（三）參與及協助本會策劃的項目研

究及文化推廣活動；

（四）有退會自由。

第八條——會員應遵守以下義務：

（一）遵守會章及會員大會決議；

（二）參與、協助及支持本會的工

作；

（三）若當選為本會機構成員，須履

行任內之職責。

第三章

組織

第九條——本會之機構為：會員大

會、理事會及監事會。

第十條——本會機構之成員由會員

大會選舉產生，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第十一條——經會長或理事會提名，

本會得聘請社會賢達及對本澳本土文化

有深厚認識的人士為名譽會長、顧問或研

究員，以指導及參與本會工作。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

（一）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大

會，由全體會員組成。

（二）除其他法定職責外，會員大會

有權：

（1）表決及通過修改本會章程，修改
章程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人數贊同；

（2）選出本會各機關成員；

（3）制定本會工作方針，審議工作報
告及財務報告；

（4）決議延長社團之存續期或解散
社團，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贊同。

（三）會員大會設會長一人，如有需

要，可設副會長若干人，總人數必須為單

數。

（四）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

本會工作。副會長協助會長工作，會長不

能視事時，由副會長暫代其職務。

（五）會員大會每年最少舉行一次，

由會長主持召開，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

八日以掛號信或透過簽收方式為之，召

集書內須載明會議日期、時間、地點及議

程。會議須至少半數會員出席才可舉行，

若不足規定人數，會議押後半小時舉行，

不論出席人數多少，均為有效會議。

第十三條——理事會

（一）本會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

事長和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須為單數。

（二）理事會職權為：

（1）執行會員大會通過的決議；

（2）策劃、組織及安排本會之各項活
動；

（3）處理日常會務及履行法律規定
之其他義務。

（三）理事會會議由理事長負責召開

和主持。

第十四條——監事會

（一）本會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如有

需要，可設監事若干人，總人數必須為單

數，其權限為：

（1）負責監察本會理事會之運作；

（2）查核本會財政賬目；

（3）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其他義
務。

（二）監事會得要求理事會提供必要

之資源，以履行其職務。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五條——本會經費來源

（一）會員贊助、社會捐贈和政府機

構資助；

（二）在本會宗旨所規限的範圍內開

展活動或服務的收入及其他合法收入。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六條——本會章程解釋權屬會

員大會。

第十七條——本會章程如有未盡善

處，得由理事會提請會員大會修改。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28 de Junho de 2013. — A Ajudante, 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2,29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290,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巴打聯體育會

中文簡稱為“巴打聯”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sportiva 
Badas”

英文名稱為“Badas Sports 
Association”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存檔於

本署之2013/A S S/M3檔案組內，編號為
153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巴打聯體育會

第一章

名稱、會址及宗旨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巴打聯體育

會”，中文簡稱為“巴打聯”，葡文名稱為

“Associação Desportiva Badas”，及英
文名稱為“Badas Sports Association”；
是一個非牟利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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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下環

街如意巷如意樓26B地下，經會員大會通
過後，會址可遷移至澳門特別行政區內之

任何地點。

第三條——本會的宗旨如下：

推廣體育活動，培養及提高會員對運

動的興趣，鍛鍊身體及團體精神；鼓勵並

推薦會員參與賽事；舉辦交流活動，促進

個人身心健康發展。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認同本會宗旨及願意遵

守本會章程之人士，經所須手續填寫表

格，由理事會審核認可，在繳納會費後，

即可成為會員。入會表格、手續及會費由

理事會擬定。

第五條——會員的權利：

1）參加會員大會及享有投票權；

2）享有選舉及被選舉權；

3）參加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

4）對本會的一切工作及各種措施有
建議、監督及批評之權利；

5）退會的自由，但應向理事會提出書
面申請。

第六條——會員的義務：

1）維護本會的聲譽，促進本會的進
步和發展；

2）遵守本會章程；

3）遵守領導機構的決議；

4）積極參與、支持及協助本會舉辦之
各項活動，推動會務發展及促進會員間之

互助合作；

5）按時繳交會費；

6）不得作出任何有損害本會聲譽之
行為。

第七條——一、會員如違反其應遵義

務或損害本會聲譽及利益，通過理事會議

決及按其情節輕重可對其作出以下處分：

1）書面告誡；

2）停止會籍最高至九十天；

3）開除會籍。

二、除書面告誡外，其餘任何一項處

分均須提請會員大會追認。

三、被處以本條第一款2）項及/或3）
項處分的會員有權在收到理事會所發出

的通知日起計算三十天內，向會員大會主

席團提出上訴。

第三章

機關

第一節

總則

第八條——一、會員大會、理事會及

監事會為本會之機關。

二、各機關之成員由會員大會投票選

出。

三、各機關成員之任期為二年，連選

得連任。

四、選舉以不記名方式進行投票，並

以絕對多數票通過。參選名單必須是管

理機關成員的整體名單，每一份參選名單

應不少於五分之一的全體會員提名，所有

候選名單必須清楚列明各參選人全名，並

必須於會員大會召集書在報章上刊登之

日起計算，七天內呈交理事會。

第二節

會員大會

第九條——一、會員大會由創辦人和

全體會員組成，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二、會員大會由理事會召集，如理事

會應召集大會而不召集，可由本條第五款

所指的實體召集。

三、會員大會的召集須最少提前十五

日以掛號信方式為之，或最少提前十五日

透過簽收之方式為之，召集書內應列明會

議的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並由理事

會將有關召集書刊登於最少一份本澳報

章上。

四、會員大會於每年首季召開一次，

以便審核及通過由理事會所提交的上年

度之工作及財務報告，由監事會所提交的

有關監察報告及意見書，及議決在議程內

所列出之任何其他的事項。

五、特別會員大會可於任何時候按會

長、理事會、監事會或過半數會員的要求

召開。

六、會員大會出席人數須為總人數的

過半數，會議方為合法，倘於通知指定之

時間出席的會員人數未達到法定人數，會

員大會將於通知所指定時間之三十分鐘

後以第二次召集召開，屆時不論出席人數

多寡，會員大會均被視為合法。

第十條——會員大會設有主席團，由

會長一名、副會長一名及秘書一名組成。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的職權如下：

1）選舉各管理機關之成員；

2）通過及修改會章；

3）通過理事會及監事會之報告及意
見；

4）討論及通過由理事會所提出的決
議案；

5）對向其提起之上訴作出裁決；

6）解散本會。

第三節

理事會

第十二條——一、理事會是本會的

最高執行機構，由五位或以上成員組成，

成員總數永遠是單數。理事會設理事長

一名、副理事長一名、秘書一名及財務一

名，其餘為理事。

二、理事會每月召開平常會議一次，當

理事長認為有需要時，可於任何時間召開

特別會議。不論平常會議或特別會議，合

法人數為理事會成員的一半以上。

第十三條——理事會的職權如下：

1）執行會員大會所通過之決議；

2）對外代表本會；

3）負責處理日常會務；

4）接納及開除會員；

5）製作年度財務及工作報告；

6）提出修改章程的議案；

7）起草章程的修改案；

8）按本章程第七條的規定，執行處
分；

9）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其他義
務。

第四節

監事會

第十四條——一、監事會由三位成員

組成，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一名及監

事一名。

二、監事會每三個月召開平常會議一

次，當監事長認為有需要時，可於任何時

間召開特別會議。

第十五條——監事會的職權如下：

1）監察理事會的運作；

2）審核會計帳目；

3）對理事會之每年工作及財務報告
提出意見；

4）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其他義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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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榮譽和名譽職位

第十六條——一、本會得由理事會聘

請對本會有裨益之人士為本會之榮譽會

長、名譽會長、學術顧問、名譽顧問或顧

問，上述人士之任期與本會機關成員的任

期相同。

二、經理事會同意，得在該屆理事會

的任期內保留、增聘或免除榮譽會長、名

譽會長、學術顧問、名譽顧問或顧問。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七條——本會主要財政來源來自

會員所繳付的會費、任何形式的捐贈和其

他合法收入。

第五章

章程的修改程序

第十八條——對本會章程的修改，三

分之一的會員應先將有關建議通知理事

會或由理事會提出，再由會員大會審議，

並須由會員大會以高於四分之三的出席

人數贊成通過。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九條——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

會員大會；本會章程由會員大會通過之日

起生效。

第二十條——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

概依澳門現行法律解釋及執行。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28 de Junho de 2013. — A Ajudante, 
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3,09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090,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善明會青年委員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3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1/2013/A S S檔案組第55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善明會青年委員會社團會章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定名為“善明會青年委員會”，

葡文名稱為“Comité de Juventude Sin 
Meng”，英文名稱為“Sin Meng Youth 
Committee”，及英文簡稱為“SMYC”
（以下簡稱“本會”），並受本章程及本澳

適用於法人現行法律管轄 。

第二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新口岸巴黎街224號南
岸花園第二座一樓，在需要時可遷往本澳

其它地方。

第三條

開始運作及存續期

本會為善明會轄下的一個非牟利社

團，如善明會解散，本會亦需要解散。而

且所有以本會名義舉辦或參與的對外活

動，必須先得善明會理事會批准。

第四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本會之宗旨為： 

•  增加青少年對社會時事的關注，並
從中進行分析，討論； 

•  對青少年作出任何形式的輔導工
作，幫助其發展和投入社會；

•  舉辦青少年活動，灌輸正面訊息。

第五條

收入

本會的收入來源主要為： 

•  來自本會活動的收入；

•  公共或私人實體的任何資助及捐
獻；

•  政府資助；

•  其他合法來源的資助。

第六條

會徽

本會之會徽如下：

 

第六條 	  

會徽 	  

本會之會徽如下：	  

	  

第二章 	  

會員 	  

第七條 	  

入會資格 	  

需同意遵守本會會章,決議及宗旨，年齡在十八歲以上或擁有高中畢業以上程度之善明會會員
／陽光少年，均可以書面方式向本會理事會提出申請，待得到本會理事會批准後，即成為本會

會員。	  

第八條 	  

權利 	  

本會會員均享有下列權利：	  	  

● 參加會員大會及有表決權；	  	  
● 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 參與本會的活動，及使用本會之設施；	  
● 享有由會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或本會內部規章所賦予的其他權利。	  

第九條 	  

義務 	  

會員必須履行以下義務：	  	  

● 遵守本會章程、內部規章及決議；	  	  
● 獲選為本會各機關的成員後，必須履行任期內獲本會授予之工作；	  	  

第二章

會員

第七條

入會資格

需同意遵守本會會章，決議及宗旨，

年齡在十八歲以上或擁有高中畢業以上

程度之善明會會員/陽光少年，均可以書
面方式向本會理事會提出申請，待得到本

會理事會批准後，即成為本會會員。

第八條

權利

本會會員均享有下列權利： 

•  參加會員大會及有表決權； 

•  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  參與本會的活動，及使用本會之設
施；

•  享有由會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
或本會內部規章所賦予的其他權利。

第九條

義務

會員必須履行以下義務： 

•  遵守本會章程、內部規章及決議； 

•  獲選為本會各機關的成員後，必須
履行任期內獲本會授予之工作； 

•  參與支持及協助本會舉辦之各項活
動；

•  推動本會會務發展； 

•  維護本會的聲譽；

•  任何會員未經理事會同意，不能以
本會名義參加其他組織活動及發表任何

代表本會的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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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退出及除名

• 若自行退出本會，應提前最少一個
月以書面形式向本會理事會提出申請； 

• 會員若違反章程中的責任、破壞本
會聲譽者，或不遵守本會所依循的原則，

經理事會通過，可被撤銷會籍；

• 撤銷會籍是本會理事會之權限；

• 若因發生違反責任之輕微事件，可
以暫停會籍來取代上述第二款所規定之

處分，期間長短由本會理事會決定。

第三章

機關

第十一條

法人的機關

本會的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事會及

監事會。

第十二條

會員大會

• 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關；

• 大會主席團由會員大會選出，主席
團設主席一名、副主席若干名及秘書一

名，成員數目必須為單數，任期為兩年，

連選得連任；上款的據位人由出席代表以

一人一票方式選出；

•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週年大會，
由大會主席主持；

• 由理事會召集或由至少五分之一的
會員提出聯名之書面申請，亦可舉行特別

會議；

• 會員大會透過掛號信通知會員，並
須最少於八天前通知會員。召集書須列明

會議日期、時間、地點及附上議程；

• 會員大會的決議應載於會議錄簿冊
內，以供會員查閱；

• 會員大會擁有以下權限：

I. 通過和修訂本會章程； 

II. 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及監
事會成員； 

I II. 審議和通過年度會務報告、財務
帳目及監事會意見書。

第十三條

理事會

• 理事會是本會的行政管理機關，由
至少五位成員組成，其成員總數必須為單

數；

• 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任期
為兩年，連選得連任； 

•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若
干名及秘書一名，理事若干名，負責領導

理事會的日常工作；理事長及副理事長由

理事間互選產生；

• 每位理事會成員均有投票權，決議
以多數票作出；

• 理事會每年最少召開四次會議，須
有半數成員出席，方可進行議決；

• 理事會會議應製成會議錄，並載於
簿冊內，以供查閱；

• 理事會負責管理本會日常事務，其
權限為： 

I. 確保本會的管理及運作； 

I I. 每年向會員大會提交會務報告、
年度帳目和監事會交來之意見書； 

I I I. 草擬各項內部規章及規則，並提
交會員大會審議通過； 

IV. 執行會員大會的決議及維持本會
的會務及各項活動； 

V. 按會章規定召集會員大會； 

VI. 審批會員入會及退會申請； 

VII. 訂定年費和年度預算的金額； 

VIII. 議決會員之紀律處分及開除會
籍等事宜； 

IX. 行使法律或本會章程所規定的其
他權限。

• 理事長的權限為：

I. 對外代表本會；

II. 領導本會的各項行政工作；

III. 召集和主持理事會會議；

IV. 簽署任何對外有法律效力以及約
束性文件，合同必須由理事長連同一位以

上理事聯署簽名方為有效。但有關支票及

本會銀行戶口之運作時具體方式由理事

會決定或由理事會授權予第三者負責。

第十四條

監事會

• 監事會是本會的監察機關，成員由
會員大會選出，成員人數為三人或以上之

單數，任期為兩年，連選得連任。

• 監事會由三人或以上組成，設監事
長一名，負責領導工作，副監事長一名及

監事若干名。 

• 監事會的會議紀錄應載於專有簿冊
內，以供查閱。 

• 監事會之權限為： 

I. 監察理事會的工作； 

II. 查核理事會的帳目； 

III. 就理事會所提交的工作報告書及
年度帳目發表意見； 

IV. 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規定的其他義
務。

第四章

候補規定

第十五條

候補法律

• 本章程未作規定者，概由本澳現行
有關社團法人的有關規定補充。

• 修改章程的決議，須獲出席社員四
分之三之贊同票。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

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社員四分之三之贊

同票。

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於海島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3,44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44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大唐國際中華古文化交流促進會

Associação de Promoção de Intercâmbio 
de Cultura Chinesa Antiga Da Tang 

Internacional

Association for Promotion of Chinese 
Ancient Culture Exchange Da Tang 

International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documento n.º 5 arquivado neste Car-
tório no maço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f)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do Notariado 
com o n.º 2/2013/ASS, foi constituída neste 
Cartório a Associação com a denominação 
em epígrafe, cujos Estatutos constam do 
documento ane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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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國際中華古文化交流促進會

章程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 大 唐國際中

華古文化交流促進會”，葡文名稱

為“A s s o c i a ç ã o d e P r o m o ç ã o d e 
Intercâmbio de Cultura Chinesa Antiga 
Da Tang Internacional”，英文名稱為
“Association for Promotion of Chinese 
Ancient Culture Exchange Da Tang 
International”。

第二條

（宗旨）

本會宗旨為推動國際中國古文化交

流、組織各種中華古文化展會。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商業大馬路251A-
309號友邦廣場19樓1905-1906室。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認同本會宗旨及願意遵守本會章

程之人士，均可申請成為本會會員。經本

會理事會審核認可，在繳納入會會費後，

即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本會會員有權參加會員大會；

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參加本會舉辦之一

切活動及享有本會一切福利及權利；有權

對本會的會務提出批評和建議；會員有退

會的自由，但應向理事會提出書面申請。

（二）、會員有義務遵守本會的章程

並執行本會會員大會和理事會的決議；

積極參與、支持及協助本會舉辦之各項活

動，推動會務發展及促進會員間之互助合

作；按時繳納會費及其他應付之費用；不

得作出任何有損害本會聲譽之行為。

第六條

（組織架構）

本會的組織架構為包括會員大會、理

事會及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本會的最高權力機構是會員

大會。設有會長一名，副會長若干名。會

長兼任會員大會召集人。副會長協助會長

工作，若會長出缺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

由其中一名副會長暫代其職務。

（二）、會員大會之職權為：修改本會

章程及內部規章；制定本會的活動方針；

審理理監事會之年度工作報告與提案。

（三）、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

會議，由會長或副會長召開。在必要情況

下應理事會或不少於二分之一會員以正

當理由提出要求，亦得召開特別會議。會

員大會據位人或主席團成員每屆任期三

年。

（四）、大會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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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及理事

若干名，且人數必須為單數，每屆任期三

年。

（二）、理事會可下設若干個工作機

構，以便執行理事會決議及處理本會日常

會務；工作機構領導及其他成員由任一名

理事提名，獲理事會通過後以理事會名義

予以任命。

（三）、理事會之職權為：執行會員

大會之決議及一切會務；主持及處理各項

會務工作；直接向會員大會負責，及向其

提交工作（會務）報告，及接受監事會對

工作之查核。

第九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監事

會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監事若干

名，且人數必須為單數，每屆任期三年。

（二）、監事會之職權為：監事會為本

會會務的監察機構。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

執行，以及監察理事會的運作及查核本會

之財產；監督各項會務工作之進展，就其

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稽核理事會之財

政收支及檢查一切賬目及單據之查對；審

查本會之一切會務進行情形及研究與促

進會務之設施。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的主要源於會費或各界人士

的贊助捐款，有需要時得由理事會決定籌

募之。

第十一條

（章程修改）

本章程的修改，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

三之贊同票的方能通過。

第十二條

（解散）

解散本會的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

之三之贊同票。

第十三條

（法律規範）

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概依澳門現行

法律執行。

私人公證員 潘民龍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26 de 
Junho de 2013. — O Notário, Manuel Pin-
t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2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24,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裝修業聯合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修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81/2013。

社團之修改章程

第一章

總則

二）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台山巴波沙坊

第十一街新城市花園第十九座地下A A
舖。

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35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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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娛樂設備廠商會

英文名稱為“Macau Gaming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Abbreviation: MGEMA)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之修改文本已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七

日，存檔於本署之2013/A S S/M3檔案組
內，編號為151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第一章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澳

門新口岸友誼大馬路555號澳門置地廣場
12樓1209室，經會長同意可更改。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28 de Junho de 2013. — A Ajudante, 
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36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62,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手鈴協會：簡稱（澳鈴）

英文名稱為“Macao Handbells 
Association (Abbreviation: M. H. A.)”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之修改文件已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八

日，存檔於本署之2013/A S S/M3檔案組
內，編號為155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手鈴協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名稱中文為“澳門手鈴協會”，

中文簡稱為“澳鈴”，英文為“M a c a o 
Handbel ls Association”，英文簡稱為
“M.H.A.”。

第二條

（宗旨）

本會宗旨：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在澳

推廣及發展手鈴音樂。娛樂大衆，提高巿

民的文化素質，泓揚團體精神。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澳門林茂海邊大馬路新

駿成花園8樓C，在需要時可遷往澳門任            
何地方。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成為會員）

凡認同本會宗旨，熱心於手鈴文化之

人士，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本會分有

創會會員及普通會員，創會會員為本會首

屆組織架構之人士。首屆任期完結後，普

通會員亦可擔任組織架構內之職務。

第五條

（會員的權利及義務）

1、參加會員大會和本會各項活動。

2、擁有選舉權、被選舉權。

3、遵守會章及大會之決議和理事會
之決定。

4、不得損害本會聲譽，按時交會費。

5、無故不交會費者，經理事會表決通
過，取消其會員資格。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六條——本會組織架構有：

1. 會員大會；

2. 理事會；

3. 監事會；

4、如有需要本會會邀請本澳或海外
知名人士擔任名譽會長及顧問一職，人數

不限，但沒有選舉權、被選舉權。

第七條

（會員大會）

1、權力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除擁

有法律所賦予之職權外，還可以選舉理監

事成員及會員大會主席、副主席與秘書，

修改及通過本會章程，檢討及決定本會重

大事項。

2、責任

（一）修改及通過本會章程；

（二）通過年度工作報告、財政報告、

監事報告及翌年的工作計劃；

（三）選舉各管理機關之成員；

（四）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議。

3、組成

會員大會的組成如下：

（一）會員大會由全體享有會員權利

的會員組成；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副主席及秘

書各一名，由會員大會全體會員互相推選

產生，每屆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4、出缺

如遇主席職位出缺，則由副主席補

上，直至該屆任期結束為止。

第八條

（理事會）

1、權力

在會員大會休會期間為本會之全權

執行機構，對本會的行政事務作出決定，

領導並執行。

2、責任

（一）須每年提交工作報告、財政報

告及翌年的工作計劃予會員大會通過。

（二）理事長為本會最高負責人，對

外代表本會，對內督促及監察理事會、監

事會工作。

（三）理事會須向會員大會負責。

3、組成

理事會的組成如下：

（一）理事長一名；

（二）副理事長一名；

（三）秘書一名。

以上職位由會員大會全體會員互選

產生，每屆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4、出缺

如遇理事長職位出缺，則由副理事長

補上，直至該屆任期結束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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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監事會）

1、權力

監督各項會務工作的進行。

2、責任

（一）負責檢查日常會務工作及核查

收支項目並提出有關質詢；

（二）負責審議工作報告及財政報

告；

（三）須每年提交就其監事活動所編

制報告予會員大會通過；

（四）監事會須向會員大會負責。

3、組成

監事會的組成如下：

（一）監事長一名；

（二）副監事長一名；

（三）監事一名。

以上職位由會員大會全體會員互選

產生，每屆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4、出缺

如遇監事長職位出缺，則由副監事長

補上，直至該屆任期結束為止。 

第四章

會議

第十條——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

由會員大會主席召集之，日期、時間及地

點由會員大會主席訂定，會員大會須有半

數以上之會員出席方為有效。在下列情況

下得召開臨時會員大會：

1、理事長、監事長、會員大會主席聯
合提議；

2、超過三分之二會員聯署。

上述臨時會員大會會議表決事項，須

有半數以上之會員出席及投票數超過出

席者三分之二，始為有效，但法律另有規

定除外。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如遇人數不

足，則依照原定開會時間順延半小時後

作第二次召集召開，其出席人數則不受限

制，但表決事項須有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

上通過始為有效。

第十二條——理事會須於每半年舉

行一次會務會議及每三個月舉行一次常務

會議，日期、時間及地點由理事長訂定。

必要時可召開特別理事會會議。

第十三條——監事會須於每半年舉

行一次會務會議及每三個月舉行一次常務

會議，日期、時間及地點由監事長訂定。

必要時可召開特別監事會會議。

第五章

經費

第十四條

（本會的經費） 

1、會費；

2、捐贈；

3、其他合法收入。

第十五條——本會經費必須用於本章

程規定之範圍內，不得在會員中分配。

第六章

財產處理

第十六條——如運作費用許可，各創

會會員可退回購買樂器的資金。

第十七條——如創會會員退會，則不

退回樂器。

第七章

附則

第十八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

後正式生效，若有需要，則由會員大會負

責修改之。

第十九條——本章程之解釋權屬理

事會。

第二十條——本章程未有規定的，補

充適用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法律。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1 
de Julho de 2013. — A Ajudante,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3,07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0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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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信保險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根據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第27/97/M號法令第八十六條第三款之公告

非人壽保險公司營業表 

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

借方 澳門幣

勞工保險 火 險 汽車保險 海運保險 雜項 一般帳項 小 計 合 計 資 產 小 計 合 計 負 債, 資 本 及 盈 餘 小 計 合 計

 現存風險準備金 有形資產 負債

直接業務 0 695,953 63,810 0 1,123,720 1,883,483 1,883,483 傢俱及裝置物 143,795 現存風險準備金

佣金 辦公室設備 55,290 直接業務 8,146,194
直接業務 156,930 3,426,357 48,279 12,287 2,399,401 6,043,254 電腦 143,099 分保業務 5,310 8,151,504
分保業務 0 0 28,932 0 0 28,932 6,072,186 (261,283) 80,901 賠償準備金

給投保人折扣(直接業務) 62,315 966,698 5,581 0 148,164 1,182,758 1,182,758 財務資產 直接業務 1,703,949
分保費用 擔保技術準備金資產 - 自有的 分保業務 69,771 1,773,720
直接業務 定期存款 7,493,095 7,493,095 雜項準備金 20,047
分出保費 84,049 706,936 28,977 43,109 1,719,062 2,582,133 遞延費用 雜項債權人

分保公司參與現存風險準備金減少 0 23,079 0 0 0 23,079 其他遞延費用 4,844,452 4,844,452 分保公司(分入) 179
分保公司參與賠償準備金減少 0 41,200 0 29,722 19,360 90,282 2,695,494 分保公司參與現存風險準備金 分保公司(分出) 421,464

分保業務 直接業務 612,398 612,398 投保人 192
分出保費 0 0 4,297 0 0 4,297 4,297 分保公司參與賠償準備金 中介人 2,183,731

賠償 直接業務 135,960 135,960 政府機構 44,007
直接業務 雜項債務人 其他 191,036 2,840,609
已付 204,614 0 18,800 0 820,824 1,044,238 分保公司(分出) 1,805 預付費用及預收收益 101,488
準備金 152,685 189,519 109,240 0 217,215 668,659 1,712,897 投保人 32,510 負債總額 12,887,368

分保業務 中介人 3,658,111
已付 0 0 53,482 0 0 53,482 壞賬呆賬準備金 (28,530) 3,663,896
準備金 0 0 25,932 0 0 25,932 79,414 預付費用及預收收益 資本及盈餘

一般費用 3,707,759 3,707,759 應收利息 236,177
財務費用 6,404 6,404 其他預付費用及預收收益 61,694 297,871 總行

攤折 / 劃銷 銀行存款 成立基金 5,000,000
無形資產 403 403 本地貨幣 往來帳目 9,529,011 14,529,011
固定資產 17,565 17,565 17,968 活期存款 704,632 704,632 損益 (除稅前) 390,972

 財務準備金 外幣 稅項準備金 (20,047)
壞賬及呆賬準備金 28,530 28,530 活期存款 1,485,004 損益 (除稅後) 370,925

定期存款 8,467,571 9,952,575 資本及盈餘總額 14,899,936
本年度營業收益 399,988 399,988 現金 1,524

總額 660,593 6,049,742 387,330 85,118 6,447,746 4,160,649 17,791,178
資產總額 27,787,304 負債,資本及盈餘總額 27,787,304

勞工保險 火 險 汽車保險 海運保險 雜項 一般帳項 小 計 合 計 會計主任 總 經 理

保費 鄭繼光 陳國光

直接業務 984,179 8,496,680 339,312 93,888 6,547,734 16,461,793 二零一三年六月六日 二零一三年六月六日

分保業務 0 0 50,317 0 0 50,317 16,512,110
分保收益

直接業務 二零一二年業務概略

佣金(包括紅利分配) 0 114,990 0 5,130 468,781 588,901
賠償分擔 0 0 0 0 35,291 35,291
分保公司參與現存風險準備金 0 0 0 0 97,608 97,608
分保公司參與賠償準備金 0 0 17,510 0 0 17,510 739,310

現存風險準備金減少 總 經 理

直接業務 31,275 0 0 0 0 31,275 陳國光

分保業務 0 0 45,577 0 0 45,577 76,852 二零一三年六月六日

賠償準備金減少

直接業務 0 0 0 69,094 0 69,094 69,094
其他收入 摘要財務報表的獨立核數師報告

財務上 391,177 391,177 致閩信保險有限公司(澳門分行)管理層

其他 2,635 2,635 393,812
總額 1,015,454 8,611,670 452,716 168,112 7,149,414 393,812 17,791,178

虧損 收益

   本年度非經常性虧損 7,930    營業帳收益 399,988       399,988
   前期虧損 1,086 9,016
純利稅準備金 20,047
淨收益 370,925

總額 399,988 總額 399,988

閩 信 保 險 有 限 公 司  ( 澳 門 分 行 )
澳門羅保博士街1-3 號國際銀行大廈27 樓 電話: 28305684-6 圖文傳真: 28305600

根據一九九七年六月三十日第二七/九七/M號法令第八十六條第三款之公告

2012 年 1 月 1 日至 2012 年 12 月 31 日
非人壽保險公司營業表  資 產 負 債 表 

2012 年 12 月 31 日

     (攤折金額)

2012 年 1 月 1 日至 2012 年 12 月 31 日

營 業 淨 結 果

損 益 表

閩信保險有限公司 (澳門分行) (「貴分行」)截至二零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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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行截至同日止年度的已審核財務報表及貴分行的帳冊和記錄。摘要財務報表由

二零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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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方面均與已審核財務報表符合一

致，發表意見，僅向管理層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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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了貴分行截至二零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零一三年四月二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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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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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公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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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方面，均與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符合一致。 

為更全面了解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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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章偉 

註冊核數師 

羅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澳門， 二零一三年六月六日 

二零一二年閩信保險有限公司澳門分行的保費收入與去年相若，而承保業績則較去年下跌 14%。營業支出比去年上升 13%。本公司相信憑著鞏固目前的業務來源，再結合新的業務合作伙伴，將

有助本公司未來的發展。

貸方 澳門幣

勞工保險 火 險 汽車保險 海運保險 雜項 一般帳項 小 計 合 計 資 產 小 計 合 計 負 債, 資 本 及 盈 餘 小 計 合 計

 現存風險準備金 有形資產 負債

直接業務 0 695,953 63,810 0 1,123,720 1,883,483 1,883,483 傢俱及裝置物 143,795 現存風險準備金

佣金 辦公室設備 55,290 直接業務 8,146,194
直接業務 156,930 3,426,357 48,279 12,287 2,399,401 6,043,254 電腦 143,099 分保業務 5,310 8,151,504
分保業務 0 0 28,932 0 0 28,932 6,072,186 (261,283) 80,901 賠償準備金

給投保人折扣(直接業務) 62,315 966,698 5,581 0 148,164 1,182,758 1,182,758 財務資產 直接業務 1,703,949
分保費用 擔保技術準備金資產 - 自有的 分保業務 69,771 1,773,720
直接業務 定期存款 7,493,095 7,493,095 雜項準備金 20,047
分出保費 84,049 706,936 28,977 43,109 1,719,062 2,582,133 遞延費用 雜項債權人

分保公司參與現存風險準備金減少 0 23,079 0 0 0 23,079 其他遞延費用 4,844,452 4,844,452 分保公司(分入) 179
分保公司參與賠償準備金減少 0 41,200 0 29,722 19,360 90,282 2,695,494 分保公司參與現存風險準備金 分保公司(分出) 421,464

分保業務 直接業務 612,398 612,398 投保人 192
分出保費 0 0 4,297 0 0 4,297 4,297 分保公司參與賠償準備金 中介人 2,183,731

賠償 直接業務 135,960 135,960 政府機構 44,007
直接業務 雜項債務人 其他 191,036 2,840,609
已付 204,614 0 18,800 0 820,824 1,044,238 分保公司(分出) 1,805 預付費用及預收收益 101,488
準備金 152,685 189,519 109,240 0 217,215 668,659 1,712,897 投保人 32,510 負債總額 12,887,368

分保業務 中介人 3,658,111
已付 0 0 53,482 0 0 53,482 壞賬呆賬準備金 (28,530) 3,663,896
準備金 0 0 25,932 0 0 25,932 79,414 預付費用及預收收益 資本及盈餘

一般費用 3,707,759 3,707,759 應收利息 236,177
財務費用 6,404 6,404 其他預付費用及預收收益 61,694 297,871 總行

攤折 / 劃銷 銀行存款 成立基金 5,000,000
無形資產 403 403 本地貨幣 往來帳目 9,529,011 14,529,011
固定資產 17,565 17,565 17,968 活期存款 704,632 704,632 損益 (除稅前) 390,972

 財務準備金 外幣 稅項準備金 (20,047)
壞賬及呆賬準備金 28,530 28,530 活期存款 1,485,004 損益 (除稅後) 370,925

定期存款 8,467,571 9,952,575 資本及盈餘總額 14,899,936
本年度營業收益 399,988 399,988 現金 1,524

總額 660,593 6,049,742 387,330 85,118 6,447,746 4,160,649 17,791,178
資產總額 27,787,304 負債,資本及盈餘總額 27,787,304

勞工保險 火 險 汽車保險 海運保險 雜項 一般帳項 小 計 合 計 會計主任 總 經 理

保費 鄭繼光 陳國光

直接業務 984,179 8,496,680 339,312 93,888 6,547,734 16,461,793 二零一三年六月六日 二零一三年六月六日

分保業務 0 0 50,317 0 0 50,317 16,512,110
分保收益

直接業務 二零一二年業務概略

佣金(包括紅利分配) 0 114,990 0 5,130 468,781 588,901
賠償分擔 0 0 0 0 35,291 35,291
分保公司參與現存風險準備金 0 0 0 0 97,608 97,608
分保公司參與賠償準備金 0 0 17,510 0 0 17,510 739,310

現存風險準備金減少 總 經 理

直接業務 31,275 0 0 0 0 31,275 陳國光

分保業務 0 0 45,577 0 0 45,577 76,852 二零一三年六月六日

賠償準備金減少

直接業務 0 0 0 69,094 0 69,094 69,094
其他收入 摘要財務報表的獨立核數師報告

財務上 391,177 391,177 致閩信保險有限公司(澳門分行)管理層

其他 2,635 2,635 393,812
總額 1,015,454 8,611,670 452,716 168,112 7,149,414 393,812 17,791,178

虧損 收益

   本年度非經常性虧損 7,930    營業帳收益 399,988       399,988
   前期虧損 1,086 9,016
純利稅準備金 20,047
淨收益 370,925

總額 399,988 總額 399,988

閩 信 保 險 有 限 公 司  ( 澳 門 分 行 )
澳門羅保博士街1-3 號國際銀行大廈27 樓 電話: 28305684-6 圖文傳真: 28305600

根據一九九七年六月三十日第二七/九七/M號法令第八十六條第三款之公告

2012 年 1 月 1 日至 2012 年 12 月 31 日
非人壽保險公司營業表  資 產 負 債 表 

2012 年 12 月 31 日

     (攤折金額)

2012 年 1 月 1 日至 2012 年 12 月 31 日

營 業 淨 結 果

損 益 表

閩信保險有限公司 (澳門分行) (「貴分行」)截至二零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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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行截至同日止年度的已審核財務報表及貴分行的帳冊和記錄。摘要財務報表由

二零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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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方面均與已審核財務報表符合一

致，發表意見，僅向管理層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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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了貴分行截至二零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零一三年四月二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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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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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公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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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方面，均與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符合一致。 

為更全面了解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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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章偉 

註冊核數師 

羅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澳門， 二零一三年六月六日 

二零一二年閩信保險有限公司澳門分行的保費收入與去年相若，而承保業績則較去年下跌 14%。營業支出比去年上升 13%。本公司相信憑著鞏固目前的業務來源，再結合新的業務合作伙伴，將

有助本公司未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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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表 

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
 澳門幣

勞工保險 火 險 汽車保險 海運保險 雜項 一般帳項 小 計 合 計 資 產 小 計 合 計 負 債, 資 本 及 盈 餘 小 計 合 計

 現存風險準備金 有形資產 負債

直接業務 0 695,953 63,810 0 1,123,720 1,883,483 1,883,483 傢俱及裝置物 143,795 現存風險準備金

佣金 辦公室設備 55,290 直接業務 8,146,194
直接業務 156,930 3,426,357 48,279 12,287 2,399,401 6,043,254 電腦 143,099 分保業務 5,310 8,151,504
分保業務 0 0 28,932 0 0 28,932 6,072,186 (261,283) 80,901 賠償準備金

給投保人折扣(直接業務) 62,315 966,698 5,581 0 148,164 1,182,758 1,182,758 財務資產 直接業務 1,703,949
分保費用 擔保技術準備金資產 - 自有的 分保業務 69,771 1,773,720
直接業務 定期存款 7,493,095 7,493,095 雜項準備金 20,047
分出保費 84,049 706,936 28,977 43,109 1,719,062 2,582,133 遞延費用 雜項債權人

分保公司參與現存風險準備金減少 0 23,079 0 0 0 23,079 其他遞延費用 4,844,452 4,844,452 分保公司(分入) 179
分保公司參與賠償準備金減少 0 41,200 0 29,722 19,360 90,282 2,695,494 分保公司參與現存風險準備金 分保公司(分出) 421,464

分保業務 直接業務 612,398 612,398 投保人 192
分出保費 0 0 4,297 0 0 4,297 4,297 分保公司參與賠償準備金 中介人 2,183,731

賠償 直接業務 135,960 135,960 政府機構 44,007
直接業務 雜項債務人 其他 191,036 2,840,609
已付 204,614 0 18,800 0 820,824 1,044,238 分保公司(分出) 1,805 預付費用及預收收益 101,488
準備金 152,685 189,519 109,240 0 217,215 668,659 1,712,897 投保人 32,510 負債總額 12,887,368

分保業務 中介人 3,658,111
已付 0 0 53,482 0 0 53,482 壞賬呆賬準備金 (28,530) 3,663,896
準備金 0 0 25,932 0 0 25,932 79,414 預付費用及預收收益 資本及盈餘

一般費用 3,707,759 3,707,759 應收利息 236,177
財務費用 6,404 6,404 其他預付費用及預收收益 61,694 297,871 總行

攤折 / 劃銷 銀行存款 成立基金 5,000,000
無形資產 403 403 本地貨幣 往來帳目 9,529,011 14,529,011
固定資產 17,565 17,565 17,968 活期存款 704,632 704,632 損益 (除稅前) 390,972

 財務準備金 外幣 稅項準備金 (20,047)
壞賬及呆賬準備金 28,530 28,530 活期存款 1,485,004 損益 (除稅後) 370,925

定期存款 8,467,571 9,952,575 資本及盈餘總額 14,899,936
本年度營業收益 399,988 399,988 現金 1,524

總額 660,593 6,049,742 387,330 85,118 6,447,746 4,160,649 17,791,178
資產總額 27,787,304 負債,資本及盈餘總額 27,787,304

勞工保險 火 險 汽車保險 海運保險 雜項 一般帳項 小 計 合 計 會計主任 總 經 理

保費 鄭繼光 陳國光

直接業務 984,179 8,496,680 339,312 93,888 6,547,734 16,461,793 二零一三年六月六日 二零一三年六月六日

分保業務 0 0 50,317 0 0 50,317 16,512,110
分保收益

直接業務 二零一二年業務概略

佣金(包括紅利分配) 0 114,990 0 5,130 468,781 588,901
賠償分擔 0 0 0 0 35,291 35,291
分保公司參與現存風險準備金 0 0 0 0 97,608 97,608
分保公司參與賠償準備金 0 0 17,510 0 0 17,510 739,310

現存風險準備金減少 總 經 理

直接業務 31,275 0 0 0 0 31,275 陳國光

分保業務 0 0 45,577 0 0 45,577 76,852 二零一三年六月六日

賠償準備金減少

直接業務 0 0 0 69,094 0 69,094 69,094
其他收入 摘要財務報表的獨立核數師報告

財務上 391,177 391,177 致閩信保險有限公司(澳門分行)管理層

其他 2,635 2,635 393,812
總額 1,015,454 8,611,670 452,716 168,112 7,149,414 393,812 17,791,178

虧損 收益

   本年度非經常性虧損 7,930    營業帳收益 399,988       399,988
   前期虧損 1,086 9,016
純利稅準備金 20,047
淨收益 370,925

總額 399,988 總額 399,988

閩 信 保 險 有 限 公 司  ( 澳 門 分 行 )
澳門羅保博士街1-3 號國際銀行大廈27 樓 電話: 28305684-6 圖文傳真: 28305600

根據一九九七年六月三十日第二七/九七/M號法令第八十六條第三款之公告

2012 年 1 月 1 日至 2012 年 12 月 31 日
非人壽保險公司營業表  資 產 負 債 表 

2012 年 12 月 31 日

     (攤折金額)

2012 年 1 月 1 日至 2012 年 12 月 31 日

營 業 淨 結 果

損 益 表

閩信保險有限公司 (澳門分行) (「貴分行」)截至二零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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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行截至同日止年度的已審核財務報表及貴分行的帳冊和記錄。摘要財務報表由

二零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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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方面均與已審核財務報表符合一

致，發表意見，僅向管理層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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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了貴分行截至二零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零一三年四月二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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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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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公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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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方面，均與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符合一致。 

為更全面了解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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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章偉 

註冊核數師 

羅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澳門， 二零一三年六月六日 

二零一二年閩信保險有限公司澳門分行的保費收入與去年相若，而承保業績則較去年下跌 14%。營業支出比去年上升 13%。本公司相信憑著鞏固目前的業務來源，再結合新的業務合作伙伴，將

有助本公司未來的發展。

資產負債表 

2012年12月31日

澳門幣 澳門幣

,

0 695,953 63,810 0 1,123,720 1,883,483 1,883,483 143,795
55,290 8,146,194

156,930 3,426,357 48,279 12,287 2,399,401 6,043,254 143,099 5,310 8,151,504
0 0 28,932 0 0 28,932 6,072,186 (261,283) 80,901

( ) 62,315 966,698 5,581 0 148,164 1,182,758 1,182,758 1,703,949
 - 69,771 1,773,720

7,493,095 7,493,095 20,047
84,049 706,936 28,977 43,109 1,719,062 2,582,133

0 23,079 0 0 0 23,079 4,844,452 4,844,452 ( ) 179
0 41,200 0 29,722 19,360 90,282 2,695,494 ( ) 421,464

612,398 612,398 192
0 0 4,297 0 0 4,297 4,297 2,183,731

135,960 135,960 44,007
191,036 2,840,609

204,614 0 18,800 0 820,824 1,044,238 ( ) 1,805 101,488
152,685 189,519 109,240 0 217,215 668,659 1,712,897 32,510 12,887,368

3,658,111
0 0 53,482 0 0 53,482 (28,530) 3,663,896
0 0 25,932 0 0 25,932 79,414

3,707,759 3,707,759 236,177
6,404 6,404 61,694 297,871

 / 5,000,000
403 403 9,529,011 14,529,011

17,565 17,565 17,968 704,632 704,632  ( ) 390,972
(20,047)

28,530 28,530 1,485,004  ( ) 370,925
8,467,571 9,952,575 14,899,936

399,988 399,988 1,524
660,593 6,049,742 387,330 85,118 6,447,746 4,160,649 17,791,178

27,787,304 , 27,787,304

984,179 8,496,680 339,312 93,888 6,547,734 16,461,793
0 0 50,317 0 0 50,317 16,512,110

( ) 0 114,990 0 5,130 468,781 588,901
0 0 0 0 35,291 35,291
0 0 0 0 97,608 97,608
0 0 17,510 0 0 17,510 739,310

31,275 0 0 0 0 31,275
0 0 45,577 0 0 45,577 76,852

0 0 0 69,094 0 69,094 69,094

391,177 391,177
2,635 2,635 393,812

1,015,454 8,611,670 452,716 168,112 7,149,414 393,812 17,791,178

7,930 399,988       399,988
1,086 9,016

20,047
370,925
399,988 399,988

  (  )
1-3 27 : 28305684-6 : 28305600

/ /M

2012  1  1  2012  12  31 2012  12  31 

     ( )

2012  1  1  2012  12  31 

14% 13%

 會計主任 總經理

 鄭繼光 陳國光

 二零一三年六月六日 二零一三年六月六日

二零一二年業務概略

二零一二年閩信保險有限公司澳門分行的保費收入與去年相若，而承保業績則較去年下跌14%。營業支出比去年上升13%。本公
司相信憑著鞏固目前的業務來源，再結合新的業務合作伙伴，將有助本公司未來的發展。     
 

  
  總經理

  陳國光

  二零一三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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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財務報表的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閩信保險有限公司（澳門分行）管理層

閩信保險有限公司（澳門分行）（「貴分行」）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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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截至同

日止年度的已審核財務報表及貴分行的帳冊和記錄。摘要財務報表由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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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方面均與已審核財務報表符合

一致，發表意見，僅向管理層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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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了貴分行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

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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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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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公積變動表和現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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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方面，均與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符合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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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章偉

註冊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澳門，二零一三年六月六日  

（是項刊登費用為 $5,35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 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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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前稱為美國友邦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AIA INTERNATIONAL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Anteriormente conhecido como American International Assurance Company (Bermuda)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Constituída nas Bermudas com responsabilidade limitada) 

根據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第27/97/M號法令第八十六條第三款之公告
Publicações ao abrigo do artigo 86.º, n.º 3, do Decreto-Lei n.º 27/97/M, de 30 de Junho

資產負債表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Balanço em 30 de Novembro de 2012

澳門幣 
Patacas



N.º 28 — 10-7-2013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II SÉRIE 9827

澳門幣 
Pat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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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表（人壽保險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止年度

Conta de exploração (ramo vida) para o exercício findo em 30 de Novembro de 2012

澳門幣 
Pat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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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表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止年度

Conta de ganhos e perdas para o exercício findo em 30 Novembro de 2012

澳門幣 
Patacas

 會計 首席執行官——澳門分行 

 A Contabilista, Director Executivo — Sucursal de Macau,

 馮綺瑩 馬竹豪

 Fong I Ieng  Ma Chris Chuk Ho

二零一二年業務報告撮要

澳門友邦保險在2012年於各個主要業務指標均取得卓越成績。2012年集團推出嶄新的AIA營運哲學與宗旨，以「做正確的事」、
「以正確的方式」及「用合適的人」三大營運哲學配合12項營運宗旨，引領公司成為亞太區傑出的壽險公司的願景。

展望2013年澳門友邦保險將繼續「以客為尊」，因應客戶的需求度身制訂最合適的產品和市場策略，並繼續專注發展A I A 
Premier Agency優質業務團隊及培育更多百萬圓桌會（MDRT）精英，以配合公司未來的發展。

Sumário do relatório das actividades do ano de 2012

Em 2012, a AIA Macau continuou a alcançar resultados excepcionais nas áreas-chave de negócios. Durante o ano, a AIA lançou uma 
nova Filosofia de Operações: «Fazer as Coisas Certas, da Maneira Certa, com as Pessoas Certas» e 12 Princípios de Funcionamento, que 
definem uma visão clara para a empresa — nomeadamente, tornar-se a seguradora de vida proeminente na região da Ásia-Pacífico.

Com um olhar no futuro, a AIA Macau continuará a ser uma empresa de seguro de vida «centrada no cliente» com produtos orienta-
dos para o cliente e estratégias de «marketing» para servir os nossos valiosos clientes. A AIA Macau continuará a concentrar-se no de-
senvolvimento de sua «AIA Premier Agency» e «MDRTs» para satisfazer as suas estratégias futuras de desenvolvimento.

摘要財務報表的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前稱為美國友邦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澳門分行首席執行官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澳門分行（「貴分行」）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止年度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乃撮錄自貴分

行截至同日止年度的已審核財務報表。摘要財務報表由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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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方面均與已審核財務報表符合一致，發表意見，

僅向管理層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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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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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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了貴分行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止年度的財務

報表，並已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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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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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方面，均與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符合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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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章偉

註冊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澳門，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Relatório do auditor independente sobr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a Gerência da AIA International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anteriormente a American International Assurance Company
(Bermuda)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Constituída nas Bermudas com responsabilidade limitad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nexas da Sucursal em Macau da AIA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Sucursa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0 de Novembro de 2012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da Sucursa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Est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s quais compreendem o balanço em 30 de Novembro de 2012 e a demonstra-
ção dos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são da responsabilidade da Gerência da Sucursal. A nossa responsabilidade consiste 
em expressar uma opinião, unicamente endereçada a V. Ex.as, enquanto Gerência, sobre s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sem qualquer outra finalidade. Não assumi-
mos responsabilidade nem aceitamos obrigações perante terceiros pelo conteúdo deste relatório.

Auditámo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Sucursa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0 de Novembro de 2012 de acordo com as Nor-
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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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de Março de 2013.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compreendem o balanço em 30 de Novembro de 2012, a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a de-
mons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o capital próprio e a demonstração dos fluxos de caixa d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e um resumo das prin-
cipai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da Sucur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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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ang Cheong Wai

Auditor de contas

PricewaterhouseCoopers 

Macau, aos 29 de Abril de 2013.

（是項刊登費用為 $10,16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0 1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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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MASSMUTUAL ASIA LIMITED — MACAU BRANCH

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2

澳門幣

Pat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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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幣

Patacas

 

 會計 總裁

 Contabilista, Presidente,

 王健民 鄭文禮

 Jimmy Wong Kin Man Manly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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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度營業表
Conta de exploração do exercício de 2012

澳門幣

Pat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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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幣

Patacas

二零一二年度損益表
Conta de ganhos e perdas do exercício de 2012

澳門幣

Patacas

二零一二年業務報告撮要

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美國萬通亞洲）澳門分公司2012年個人壽險及團體保險業務總保費收入達澳門幣3.66億元，較
2011年增長達10%。

為滿足客戶對保障的殷切需求，以及推動業務發展，去年，美國萬通亞洲推出全新「至全面意外傷亡保障計劃」及「住院醫療多

重保」，以及免費提升全線嚴重疾病保障計劃的承保疾病範圍。風險管理業務新造業務保費錄得超過32%增長。於財富管理業務方
面，美國萬通亞洲為「財智之選」系列新增了17款極具實力的環球投資選擇；而針對退休市場的年金儲蓄計劃的新造業務保費更錄
得56%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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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2013 年，美國萬通亞洲將繼續積極回應市場需要，並會全面優化風險及財富管理產品及服務平台，以滿足客戶的不同需
求。

「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美國萬通亞洲）」乃是「美國萬通金融集團」1的亞洲區旗艦公司，總部設於香港，並於澳門設有

分公司。

「美國萬通金融集團」乃一家多元化國際金融服務機構，現時管理資產5,080億美元2，客戶人數達1,300萬。美國萬通自1851年
成立以來，憑藉其穩健的經營作風及業務策略，榮獲多家國際評級機構授予極高的財務評級，包括A.M. Best「A++」評級（優秀；
15個級別當中的最高評級）、惠譽國際「AA+」評級（很強；21個級別當中的第二最高評級）及標準普爾「AA+」評級（很強；21個級
別當中的第二最高評級）3。此外，美國萬通更名列國際知名《FORTUNE 500》「全美5大互惠壽險公司」之一4。

鄭文禮

總裁

註：

1. 「美國萬通金融集團」為「美國萬通人壽保險公司（美國萬通）」及旗下各附屬公司的統稱。

2. 資料乃截至2012年12月31日。

3. 所有財務評級乃授予美國萬通人壽保險公司及其附屬公司C.M. Li fe I nsurance Company 及M M L Bay State L i fe 
Insurance Company。評級資料截至2013年4月1日。評級資料日後或會調整。

4. 「全美5大互惠壽險公司」乃按2012年5月21日《FORTUNE 500》公佈的「互惠壽險公司」2011年度收入排名榜計算。

Síntese do Relatório da Actividade de Macau no ano de 2012

No ano de 2012, o volume total dos prémios gerados pela sucursal de Macau MassMutual Asia Ltd. (MassMutual Asia) elevou-se para 
366 milhões de patacas de Macau, registando um crescimento de 10% comparativamente com o ano de 2011.

Em resposta às crescentes necessidades dos seus clientes, em termos de protecção e para promover o crescimento do negócio, a Mass-
Mutual Asia lançou os produtos «Comprehensive Accident Benefit Plus» e «Hospital & Surgical Plus», e actualizou a cobertura dos seus 
produtos «Critical Illness Benefit Plans». Conseguiu-se um crescimento de 32% relativamente aos prémios de novos negócios derivados 
da actividade de gestão de risco. Além disso, a MassMutual Asia continuou a melhorar a sua «Premier-Choice Series» com um conjunto 
de 17 opções adicionais de investimento global de alta qualidade. Para produtos respeitantes a reforma, o montante dos prémios dos no-
vos seguros respeitantes a planos anuais de poupanças da MassMutual Asia registou um aumento de 56%.

Perspectivando 2013, a MassMutual irá responder, de forma activa, às necessidades do mercado e procederá à melhoria da gestão dos 
riscos, dos produtos referentes a gestão de poupanças e da actuação como plataforma de prestação de serviços aos consumidores de se-
guros com o objectivo de corresponder às necessidades dos mesmos.

A MassMutual Asia Ltd. (MassMutual Asia) integra-se na entidade MassMutual Financial Group.1 Como empresa do grupo na Ásia, 
a MassMutual Asia tem o seu escritório-sede em Hong-Kong e opera uma sucursal em Macau.

O MassMutual Financial Group representa uma organização financeira de negócios diversificados que gere activos de cerca de 508 mil 
milhões de dólares USD2 para um conjunto de 13 milhões de clientes. Constituída em 1851, graças à sua estabilidade na gestão das suas 
operações, a MassMutual Asia desfruta de elevadas qualificações de notação («rating») que lhe foram atribuídas pelas principais agên-
cias de notação, como a A.M. Best Company, que lhe atribuiu «A++» (Superior, a maior de 15 categorias), Fitch Ratings, que lhe deu o 
grau «AA+» (Muito Forte, segunda em 21 categorias), bem como pela Standard & Poor’s, que lhe concedeu a notação de «AA+» (Muito 
forte, segunda em 21 categorias)3. A MassMutual Asia também se encontra classificada na revista de renome «Fortune 500» como sendo 
uma das «Five Largest U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4.

Manly Cheng

Presidente

Nota

1. O MassMutual Financial Group corresponde à designação comercial de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Mu-
tual) e suas subsidiárias.

2. Dados que se reportam a 31 de Dezembro de 2012.

3. Todas as avaliações financeiras referem-se à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e às suas subsidiárias, C.M. Life Insu-
rance Company e MML Bay State Life Insurance Company. As notações referem-se à data de 1 de Abril de 2013, podendo haver ajusta-
mentos posteriores.

4. As avaliações baseiam-se no total de rendimentos auferidos em 2011, na categoria de «Insurance: Life, Health (Mutual)», constante 
da revista «Fortune 500», publicada no dia 21 de Maio d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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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核數師意見書之概要

致 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各董事

  關於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澳門分行二零一二年度的財務報

表，並已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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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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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附由管理層編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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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要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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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更全面了解美國萬通保險亞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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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嘉寧註冊核數師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三日，於澳門

Síntese do Parecer dos Auditores Externos

Para os directores da MassMutual Asia Limited
Referente a MassMutual Asia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MassMutual Asia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relativas ao ano de 2012, 
nos termos d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13 de Maio de 2013, expressámos uma opinião sem reservas relativamente à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presentes 
constituem um resum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 que acima se alude compreendem o balanço, à data de 31 de Dezembro d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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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umo da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relevante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reparadas pela gerência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nuais auditadas e dos li-
vros e registos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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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Sucursal.

Para 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MassMutual Asia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
çõ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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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Kar Ling Johnny, Auditor de Contas

KPMG 

Macau, aos 13 de Maio de 2013.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77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1 7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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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INSURANCE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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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íntese do relatório da actividade de 2012

A economia de Macau em 2012 com o apoio do Governo Central d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manteve um crescimento contínuo 
e a solicitação dos seguros dos ramos gerais aumentou, devido ao lançamento de novos projectos de construção de infra-estruturas e de 
outras obras. Ao mesmo tempo, o aumento do lucro líquido e da exploração deste ano deve-se ao cumprimento rigoroso e prudente do 
princípio adoptado pela nossa Companhia na verificação das contas. 

A exploração respeitante ao exercício de 2012 atingiu um montante de MOP$ 149 000 000,00, um aumento de 17% comparativamente 
ao ano anterior e o lucro líquido deste ano é de MOP$ 22 000 000,00, significando um acréscimo de 22% em relação ao ano anterior. 

A nossa Companhia está muito confiante no crescimento das nossas actividades nos próximos anos, tendo em atenção a boa reputação 
que usufrui, a prestação de serviços de elevada qualidade, o desenvolvimento de forma continuada e a expansão da nossa actividade. 

Relatório de auditor independente sobre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os administradores da Asia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
(Sociedade de responsabilidade limitada, registada em Hong Kong)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Asia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 Sucursal de Macau relativas ao ano de 
2012, nos termos d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e Normas de 
Auditoria Internacional.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6 de Maio de 2013, expressámos uma opinião sem reservas relativamente às de-
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presentes constituem um resum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 que acima se alude compreendem o balanço, à data de 31 de Dezembro d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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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umo da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relevante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reparadas pela gerência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nuais auditadas a que aci-
ma se faz referência.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Para 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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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o, King To

Auditor de Contas

Ernst & Young — Auditores

Macau, aos 6 de Maio de 2013.

（是項刊登費用為 $6,42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 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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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盛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

AXA CHINA REGION INSURANCE CO. (BERMUDA) LTD.

澳門分行

Sucursal de Macau

資產負債表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2

澳門幣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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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幣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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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度營業表（人壽保險公司）

Conta de exploração (ramo vida) do exercício de 2012

     澳門幣
   MOP



9844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 第 28 期 —— 2013 年 7 月 10 日

 De custos plurienais 澳門幣
     MOP

二零一二年度損益表

Conta de ganhos e perdas do exercício de 2012  

 澳門幣
   MOP

 會計 經理
 Contabilista, Gerente,   
 （簽名見原文） （簽名見原文）
 (Assinatura ilegível)  (Assinatura ilegível) 

2012年澳門業務概況

A X A集團作為保險業的世界翹楚，竭誠為全球超過57個國家的1.02億名客戶1提供財富保障及管理服務。A X A集團獲國際信
貸評級機構給予高度評級，包括標準普爾評級（A+）2、穆迪評級（Aa3）3及惠譽國際評級（A A-）4，彰顯其雄厚的財資實力。截至

2012年12月31日，其管理的資產為114,205億港元5。

A X A安盛積極拓展多元化的銷售渠道，旨在為更多客戶提供優質的理財及保障服務。我們多元化的銷售渠道，方便客戶與我們
專業且經驗豐富的理財顧問聯繫，進行全面的理財分析，並度身制定合適的保險、投資及退休規劃方案。我們的理財顧問秉承時刻

關注、堅定可靠及細心體貼的服務精神，提供專業的意見及服務，以協助客戶面對人生不同階段的需要。AXA安盛澳門分行2012年
全年毛保費為澳門元4.7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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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截至2012年12月31日

2 截至2013年5月22日

3 截至2013年4月30日

4 截至2013年5月3日

5 截至2012年12月31日, 以1歐羅兌10.2335港元計算

Síntese do relatório de actividades da AXA para o ano de 2012

O grupo AXA (AXA China Region Insurance Co. (Bermuda) Lda. Macau Branch) é o líder mundial no sector dos seguros, disponi-
bilizando serviços de protecção financeira e de gestão de riqueza a mais de 102 milhões de clientes1 em 57 países. O grupo AXA obteve 
uma classificação elevada das agências de classificação de crédito internacionais, incluindo o Standard & Poor’s (A+)2, o Moody’s (Aa3)3 
e o Fitch (AA-)4, reflectindo a sua forte capacidade financeira. Até 31 de Dezembro de 2012, tinha 114 205 mil milhões de dólares de HK 
em activos sob a sua gestão5.

A AXA tem vindo a diversificar activamente os seus canais de venda de modo a proporcionar serviços financeiros e de protecção de 
alta qualidade a cada vez mais clientes. Os nossos canais de venda diversificados, a comodidade que proporcionamos aos nossos clientes 
e os nossos consultores financeiros especializados e experientes permitem-nos levar a cabo análises financeiras abrangentes, bem como 
desenvolver planos de seguros, investimento e aposentação apropriados e personalizados. Os nossos consultores financeiros estão sem-
pre empenhados em terem uma mentalidade de confiança, seriedade, prudência e consideração, de modo a poderem prestar conselhos e 
serviços profissionais e ajudar os nossos clientes, satisfazendo assim todas as suas necessidades nas diferentes fases da vida. Em 2012, a 
AXA China Region Insurance Co. (Bermuda) Lda. Macau Branch registou um valor de prémios brutos anuais de MOP 471 milhões.

1 Até 31 de Dezembro de 2012.

2 Até 22 de Maio de 2013.

3 Até 30 de Abril de 2013.

4 Até 3 de Maio de 2013.

5 10.2335 dólares de HK – 1 euro a 31 de Dezembro de 2012.

摘要財務報表的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安盛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澳門分行管理層： 

安盛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澳門分行（「貴分行」）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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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行截至同日止年度的已審核財務報表及貴分行帳冊和記錄。摘要財務報表由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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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方面均與已審核財務

報表符合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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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了貴分行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

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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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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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公司往來及資本公積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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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方面，均與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符合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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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章偉

註冊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澳門，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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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ório do auditor independente sobr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a Gerência da AXA China Region Insurance Company (Bermuda)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nexas da AXA China Region Insurance Company (Bermuda)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a «Sucursa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2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dos registos 
contabilísticos da Sucursa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Est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s quais compreen-
dem o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2 e a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são da responsabilidade da 
Gerência da Sucursal. A nossa responsabilidade consiste em expressar uma opinião, unicamente endereçada a V. Ex.as, enquanto Gerên-
cia, sobre s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sem qualquer outra finalidade. Não assumimos responsabilidade nem aceitamos obrigações perante terceiros pelo conteúdo 
deste relatório.

Auditámo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Sucursa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2 de acordo com as Nor-
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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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de Abril de 2013.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compreendem o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2, a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a de-
mons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a conta com a casa-mã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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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anceiras audita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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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ang Cheong Wai

Auditor de contas

PricewaterhouseCoopers 

Macau, aos 21 de Junho de 2013.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77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1 7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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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鴻基投資服務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損益表由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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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六條之公告）

 澳門元

 澳門分行經理 分行業務部主管

 
 翁貝斯 莫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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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資產負債表

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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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HUNG KAI INVESTMENT SERVICES LIMITED (SUCURSAL DE MACAU)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referente ao exercício de 1 de Janeiro de 2012 a 31 de Dezembro d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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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P

 Gerente da Sucursal de Macau, Gerente de Operações da Sucursal,
 Yung Pui Sze Mok Kim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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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2
(Publicações ao abrigo do artigo 76.º do RJSF, aprovado pelo Decreto-Lei n.º 32/93/M, de 5 de Julho)

MOP

業務報告之概要

業績

截至2012年12月31日為止，新鴻基投資服務有限公司——澳門分行（以下簡稱本分行），錄得營運收益合共10,213,442澳門元，
稅後盈利為1,734,706澳門元。

業務回顧

因仍然受全球金融風暴及歐洲多國負債問題，減弱了市場及投資者對投資股票的信心。本分行在2012年除了基本之港股經紀業
務外，其他之金融產品經紀業務如股票期權及股票掛鈎產品亦有所減少，故本分行於2012年的營運收益比去年下跌百分之三十一，
而稅後盈利亦下跌近百分之四十八。

業務發展

展望2013年，澳門分行將繼續走進社區，積極舉辦及參與各類大小型投資座談會及財富管理資訊活動，以延續培訓及推動本地
理財顧問及經紀專業化。透過專業投資知識及我們完善的產品平台，本分行將繼續發展和開拓股票經紀業務及其他金融產品服務。

新鴻基金融集團作為具領導地位的金融中介機構，我們致力實現本集團的核心價值 —「卓越、誠信、謹慎、專業、創新」。作為
集團旗下的澳門分行，我們必循著同一路徑向澳門的投資者提供最優質的財富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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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íntese do relatório de actividade

Resultados financeiros

A Sun Hung Kai Investment Services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a «Sucursal») registou um rendimento total para o an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2 de MOP10 213 442 com um lucro líquido depois dos impostos de MOP1 734 706.

Actividades em revista

Devido à crise financeira global e à crise da dívida soberana europeia, a confiança do mercado e dos investidores no mercado bolsista 
tem sido enfraquecida. Para além do negócio de intermediação básico da Sucursal nas acções de Hong Kong, o negócio de intermediação 
que transacciona com outros produtos financeiros tais como opções e produtos ligados a acções também experimentaram um declínio 
em 2012.O rendimento operacional da Sucursal para o ano de 2012 diminuiu em 31% quando comparado com o ano anterior; enquanto 
que o lucro líquido depois de impostos diminuiu em 48%.

Desenvolvimento da actividade

Para o ano de 2013, a Sucursal de Macau vai continuar a aproximar-se do público, organizar e participar em vários seminários de 
maior ou menor escala sobre investimentos e gestão de fundos,  tendo o objectivo de estender a formação e promoção do profissionalis-
mo aos agentes e consultores locais de gestão financeira e intermediação em Macau. A Sucursal continuará a desenvolver e explorar as 
operações de intermediação e outros serviços de produtos financeiros através dos nossos conhecimentos de investimento profissionais e 
uma plataforma de produtos compreensivos.

Actuando como uma intermediária financeira de liderança, o Grupo Financeiro Sun Hung Kai persistentemente trabalhará para al-
cançar o valor intrínseco de «Excelência, Integridade, Prudência, Profissionalismo, Inovação». Como membro do Grupo, a Sucursal de 
Macau segue o mesmo caminho para oferecer aos residentes de Macau serviços de gestão de recursos da mais alta qualidade.

外部核數師意見書之概要

致 新鴻基投資服務有限公司（澳門分行）管理層

本核數師行已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完成審核新鴻基投資服務有限公司（澳門分行）二零一二

年度之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就該等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及截至該日止年度之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組

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概要及其他解釋附註。

隨附由管理層編制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的撮要內容，本行認為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的內容，在所有重要方

面，與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的內容一致。

為更全面瞭解新鴻基投資服務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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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

馬健華

註冊核數師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澳門

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Síntese do parecer dos auditores externos 

Para a gerência da Sun Hung Kai Investment Services Limited (Sucursal de Macau)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Sun Hung Kai Investment Services Limited (Sucursal de Macau) relativas 
ao ano de 2012, nos termos d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21 de Junho de 2013, expressámos uma opinião sem reservas relativamente à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presentes constituem um resum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 que acima se alude compreendem o balanço, à data de 31 de Dezembro d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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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umo da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relevante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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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reparadas pela gerência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nuais auditadas a que aci-
ma se faz referência.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Para 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Sun Hung Kai Investment Services Limited (Sucursal de Macau)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no período e âmbito abrangido pela nossa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lidas conjun-
tamente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mesmas resultam e com o respectivo relatório de auditoria. 

Quin Va 

Auditor de Contas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 Sociedade de Auditores

Macau, aos 21 de Junho de 2013. 

（是項刊登費用為 $10,70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0 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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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DELIDADE — COMPANHIA DE SEGUROS, S.A. (Ramos Gerais)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2

Pat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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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 de exploração do exercício de 2012
 (Ramos gerais)

Débito  Patacas

Crédito  Patacas

Conta de ganhos e perdas do exercício de 2012
Patacas

 Chefe da Contabilidade, Director-geral,
 Chan Soi Ngo Paulo Barbosa



N.º 28 — 10-7-2013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II SÉRIE 9855

 Relatório de Auditor Independente sobre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À Gerência da Sucursal da Fidelidade — Companhia de Seguros, S.A. Ramos Gerais (anteriormente designada por Companhia de 
Seguros Fidelidade-Mundial, S.A. — Ramos Gerais)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Fidelidade — Companhia de Seguros, S.A. Ramos Gerais (anteriormente 
designada por Companhia de Seguros Fidelidade-Mundial, S.A. — Ramos Gerais) (a «Sucursal») relativas ao ano de 2012, nos termos 
d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30 de Maio de 2013, expressámos uma opinião com reservas relativamente à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presentes consti-
tuem um resumo. O fundamento da nossa opinião com reservas reside no facto da Sucursal: (1) não ter adoptado métodos actuariais para 
um registo histórico a três anos com vista ao desenvolvimento de estimativas para a provisão para sinistros a liquidar a qual ficou, assim, 
abaixo do intervalo indicado de estimativas razoáveis; e (2) não ter reconhecido um proveito relativo a comissões através do regime con-
tabilístico do acréscimo. Como resultado destes desvios às Normas de Relato Financeiro promulgadas pel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
cial de Macau, o lucro antes de imposto, a provisão para imposto complementar de rendimentos, o lucro do exercício e a conta da sede, 
seriam reduzidos para aproximadamente MOP$1 877 987, MOP$225 358, MOP$1 652,629 e MOP$1 652 629, respectivament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 que acima se alude compreendem o balanço, à data de 31 de Dezembro de 2012, 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a demons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a conta de s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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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que aci-
ma se faz referência.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Para 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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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o, King To 

Auditor de Contas 

Ernst & Young — Auditores 

Macau, aos 30 de Maio de 2013. 

Síntese do Relatório de Actividades de 2012
 

Não obstante um enquadramento internacional desfavorável em 2012, em que a economia mundial evidenciou um abrandamento do 
ritmo de crescimento económico, a economia de Macau continuou a mostrar sinais de grande vitalidade com uma taxa de crescimento de 
9,9% do seu produto interno bruto, estimulada pelo crescimento sustentado das indústrias do jogo e do turismo, bem como das demais 
actividades conexas. 

O mercado segurador de Macau registou, em 2012, um significativo acréscimo na sua actividade dos seguros não-vida de 35,9% atin-
gindo um montante de 1.7 mil milhões de patacas de prémios brutos. Por seu turno, o volume de prémios brutos desta sucursal da Fide-
lidade cifrou-se em 137 milhões de patacas, correspondente a um expressivo acréscimo de 71% face ao ano anterior. Mantendo a quinta 
posição no ranking não-vida das seguradoras locais, esta sucursal viu a sua quota de mercado passar de 6,6% em finais de 2011 para 8,3% 
em 2012. 

O crescimento do volume de negócios conjugado com a constante atenção ao equilíbrio da exploração técnica, permitiu que esta su-
cursal registasse um resultado líquido positivo de 11 milhões de patacas em 2012, traduzindo-se num aumento de 26,5% em relação ao 
ano anterior. 

Por último, a sucursal da Fidelidade em Macau expressa os seus agradecimentos a todos os clientes pela confiança depositada, a todos 
os colaboradores pela sua dedicação, bem como às competentes Autoridades de Macau e, em especial, à Autoridade Monetária de Ma-
cau por todo o apoio e colaboração prestados. 

Macau, aos 21 de Junho de 2013. 

Director-geral, 

Paulo Barbosa 

（是項刊登費用為 $6,42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 420,00)



9856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 第 28 期 —— 2013 年 7 月 10 日

滙豐保險（亞洲）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澳門幣）(澳門幣)

資產 小計 合計
- 有形資產 5,538.48        
- 財務資產
   擔保技術準備金資產 - 自有的

定期存款 8,000,000.00    
- 遞延費用

其他遞延費用 0.00
- 分保公司參與現存風險準備金

直接業務 196,748.89      
分保業務 0.00 196,748.89      

- 分保公司參與賠償準備金
直接業務 127,200.35      

- 雜項債務人
分保公司 (分入) 0.00
其他 108,759.60      
(壞帳呆帳準備金) (57,728.87) 51,030.73       

- 應收保費 1,628,322.76    

(保費註銷準備金) 0.00 1,628,322.76    
- 預付費用及預收收益

其他預付費用及預收收益 359,067.38      
- 銀行存款

活期存款 1,738,713.99    
通知存款 23,850,122.49   
定期存款 0.00 25,588,836.48   

- 現金 3,000.00        
資產總額 35,959,745.07

負債, 資本及盈餘 小計 合計
- 負債 -

- 現存風險準備金
   直接業務 3,244,129.56    
   分保業務 0.00 3,244,129.56    
- 賠償準備金

直接業務 2,733,837.40    
- 雜項準備金 154,500.00      
- 雜項債權人

分保公司 (分出) 66,142.39       
投保人 604,504.78      
政府機構 11,211.71       
其他 3,634,043.26    4,315,902.14    

負債總額 10,448,369.10 
- 資本及盈餘 -

- 總行
成立基金 5,000,000.00    
往來帳目 19,150,441.16   24,150,441.16   

- 損益(除稅前) 1,516,824.92    
- 稅項準備金 (155,890.11)     
- 損益(除稅後) 1,360,934.81    

資本及盈餘總額 25,511,375.97 

負債, 資本及盈餘總額 35,959,745.07

會計

Alvinos Micromatis 趙汝華

滙豐保險(亞洲)有限公司 - 澳門分行

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理

RESTRICTED

\\df-backup\臨時備份\Janet\New-INAP Published Account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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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度營業表（非人壽保險公司）

（澳門幣）

RESTRICTED
ManLei HD:Users:manlei:Desktop:INAP Published Accounts 2012.xls

勞工保險 火險 汽車保險 海運保險 雜項 一般帳項 小計 合計

借方

- 現存風險準備金

直接業務 0.00 168,607.90 11,979.63 47,039.45 0.00 227,626.98

分保業務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27,626.98

- 佣金

直接業務 3,489.09 512,114.63 84,102.43 32,480.44 477,740.73 1,109,927.32

分保業務 0.00 51,466.18 0.00 0.00 41,436.38 92,902.56 1,202,829.88

- 給投保人折扣 (直接業務) 0.00 498,177.85 902.56 0.00 171,454.67 670,535.08 670,535.08

- 分保費用

直接業務

分出保費 23,067.32 473,209.63 20,552.63 36,572.51 58,565.68 611,967.77

現存風險準備金減少 (分保業務) 0.00 73,181.97 0.00 0.00 605.65 73,787.62

賠償準備金減少 (分保業務) 35,357.85 0.00 0.00 0.00 42,924.76 78,282.61 764,038.00

分保業務

分出保費 0.00 0.00 0.00 0.00 36,979.14 36,979.14

現存風險準備金減少 (分保業務) 0.00 0.00 0.00 0.00 4,925.20 4,925.20 41,904.34

- 賠償

直接業務

已付 294,852.41 0.00 156,395.06 560.30 1,603,801.12 2,055,608.89

準備金 0.00 78,714.99 86,439.54 0.00 0.00 165,154.53 2,220,763.42

- 一般費用 4,159,567.94 4,159,567.94

- 財務費用 6,622.72 6,622.72

- 攤折/劃銷

固定資產 3,461.79

- 遞延費用 0.00 3,461.79

-  財務準備金

壞帳及呆帳準備金 45,066.19 45,066.19

雜項準備金 4,463.71 0.00 0.00 0.00 86,242.62 90,706.33 90,706.33

本年度營業收益 1,520,456.25 1,520,456.25

總額 361,230.38 1,855,473.15 360,371.85 116,652.70 2,524,675.95 5,735,174.89 10,953,578.92

0.00

（澳門幣）

RESTRICTED
ManLei HD:Users:manlei:Desktop:INAP Published Accounts 2012.xls

勞工保險 火險 汽車保險 海運保險 雜項 一般帳項 小計 合計

貸方

- 保費

直接業務 446,900.65 3,538,254.11 417,531.52 349,641.73 2,545,536.62 7,297,864.63

分保業務 0.00 170,315.71 0.00 0.00 1,063,773.71 1,234,089.42 8,531,954.05

- 分保收益

直接業務

佣金 (包括紅利分配) 0.00 243,862.19 0.00 6,072.18 12,622.71 262,557.08

賠償分擔 33,683.38 0.00 0.00 0.00 0.00 33,683.38

分保公司參與現存風險準備金 0.00 0.00 0.00 1,924.80 0.00 1,924.80

分保公司參與賠償準備金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他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分保業務

佣金(包括紅利分配) 0.00 0.00 0.00 0.00 12,018.22 12,018.22

分保公司參與現存風險準備金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10,183.48

- 現存風險準備金減少

直接業務 46,964.60 0.00 0.00 0.00 1,190,136.78 1,237,101.38

分保業務 0.00 0.00 0.00 0.00 5,628.85 5,628.85 1,242,730.23

- 賠償準備金減少

直接業務 295,049.00 0.00 0.00 51,808.77 173,210.15 520,067.92 520,067.92

- 其他收入

財務上 294.56 294.56

其他 243,197.49 243,197.49 243,492.05

- 財務準備金減少

雜項準備金減少 0.00 94,669.19 6,286.03 4,195.97 0.00 105,151.19 105,151.19

總額 822,597.63 4,047,101.20 423,817.55 413,643.45 5,002,927.04 243,492.05 10,953,578.9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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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表

二零一二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

（澳門幣）

RESTRICTED
ManLei HD:Users:manlei:Desktop:INAP Published Accounts 2012.xls

- 虧損 - 收益

     營業帳虧損本年度非經常性虧損 3,631.33     營業帳收益 1,520,456.25

     純利稅準備金 155,890.11

- 淨收益 1,360,934.81       -  淨虧損 -                     

總額 1,520,456.25       總額 1,520,456.25       

淨值

 
 會計 經理 
	 Alvinos Micromatis	 趙汝華	

二零一二年度業務報告撮要

本分行二零一二年度保費收益共為澳門幣八佰五十三萬一仟九佰五十四元五分；     

在各保險業務中，火險和醫療險是分行的主要業務來源。          

本分行在本年度錄得稅後盈利為澳門幣一佰三十六萬零九佰三十四元八角一分。 

外部核數師意見書之概要

致 滙豐保險（亞洲）有限公司各董事

關於滙豐保險（亞洲）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滙豐保險（亞洲）有限公司澳門分行二零一二年度的財務報

表，並已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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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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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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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附由管理層編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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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要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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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更全面了解滙豐保險（亞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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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嘉寧註冊核數師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三日，於澳門

（是項刊登費用為 $5,88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 8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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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資產負債表

2012年12月31日
澳門幣

           (  )

2012  12  31 2012

         
--  -
--   ( ) 9,087,306                    
--  
     .   
          -  7,027,485                      
     .   -     108,629,640                 108,629,640                 108,629,640                 
          -  41,600,000                    
          -  285,803,822                    30,130,875                   30,130,875                   30,130,875                   
     .  1,007,258                    335,438,565                  
--      
     .  ( ) 65,844                               2,058,502                     2,058,502                     2,058,502                     
     .  222                                
     .  126,420,922                126,486,988                    36,547,608                   36,547,608                   36,547,608                   
--  9,784,597                      53,664,218                     53,664,218                   
--    -                                  -                                
     .   3,917,308                    3,917,308                       / 5,204,346                       5,204,346                     
--    -                                  -                                
          -  18,783,472                  177,366,625                 58,868,564                     236,235,189                 
          -  183,250,000                202,033,472                
--  8,090                           

    686,756,326                  
             163,999,604                 163,999,604                 163,999,604                 

         
--      
     .   424,257,656                            309,514                        
     .   -             1,614,754                     1,924,268                     1,924,268                     
--     
     .   2,208,491                               -                                -                                -                                
     .   - 426,466,147                 16,111,039                     16,111,039                   
-- 54,200,278                     54,200,278                   
     .   ( ) 581,644                       165,923,872                 70,311,317                     236,235,189                 
     .   5,871,403                    
     .   110,071                       
     .   128,926,655                135,489,773                    
-- 382,209                        2012 
-- 2,578,534                    
-- 38,611,118                  
-- 13,428,251                  

    616,956,032                  
     54,200,278                        -                                

        -                                     -                                
-- -                                    -                                     -                                
--  -                                
     .   -                                 -                                54,200,278                   
     .   -                               -                               54,200,278                   54,200,278                   
--  
     .   7,500,000                    
     .   126,703,616                134,203,616                  
-- (10,203,044)                
--  ( ) (54,200,278)                

    69,800,294                  

    686,756,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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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表（人壽保險公司）

2012年度

澳門幣

           (  )

2012  12  31 2012

         
--  -
--   ( ) 9,087,306                    
--  
     .   
          -  7,027,485                      
     .   -     108,629,640                 108,629,640                 108,629,640                 
          -  41,600,000                    
          -  285,803,822                    30,130,875                   30,130,875                   30,130,875                   
     .  1,007,258                    335,438,565                  
--      
     .  ( ) 65,844                               2,058,502                     2,058,502                     2,058,502                     
     .  222                                
     .  126,420,922                126,486,988                    36,547,608                   36,547,608                   36,547,608                   
--  9,784,597                      53,664,218                     53,664,218                   
--    -                                  -                                
     .   3,917,308                    3,917,308                       / 5,204,346                       5,204,346                     
--    -                                  -                                
          -  18,783,472                  177,366,625                 58,868,564                     236,235,189                 
          -  183,250,000                202,033,472                
--  8,090                           

    686,756,326                  
             163,999,604                 163,999,604                 163,999,604                 

         
--      
     .   424,257,656                            309,514                        
     .   -             1,614,754                     1,924,268                     1,924,268                     
--     
     .   2,208,491                               -                                -                                -                                
     .   - 426,466,147                 16,111,039                     16,111,039                   
-- 54,200,278                     54,200,278                   
     .   ( ) 581,644                       165,923,872                 70,311,317                     236,235,189                 
     .   5,871,403                    
     .   110,071                       
     .   128,926,655                135,489,773                    
-- 382,209                        2012 
-- 2,578,534                    
-- 38,611,118                  
-- 13,428,251                  

    616,956,032                  
     54,200,278                        -                                

        -                                     -                                
-- -                                    -                                     -                                
--  -                                
     .   -                                 -                                54,200,278                   
     .   -                               -                               54,200,278                   54,200,278                   
--  
     .   7,500,000                    
     .   126,703,616                134,203,616                  
-- (10,203,044)                
--  ( ) (54,200,278)                

    69,800,294                  

    686,756,326                

損益表

2012年度

澳門幣

           (  )

2012  12  31 2012

         
--  -
--   ( ) 9,087,306                    
--  
     .   
          -  7,027,485                      
     .   -     108,629,640                 108,629,640                 108,629,640                 
          -  41,600,000                    
          -  285,803,822                    30,130,875                   30,130,875                   30,130,875                   
     .  1,007,258                    335,438,565                  
--      
     .  ( ) 65,844                               2,058,502                     2,058,502                     2,058,502                     
     .  222                                
     .  126,420,922                126,486,988                    36,547,608                   36,547,608                   36,547,608                   
--  9,784,597                      53,664,218                     53,664,218                   
--    -                                  -                                
     .   3,917,308                    3,917,308                       / 5,204,346                       5,204,346                     
--    -                                  -                                
          -  18,783,472                  177,366,625                 58,868,564                     236,235,189                 
          -  183,250,000                202,033,472                
--  8,090                           

    686,756,326                  
             163,999,604                 163,999,604                 163,999,604                 

         
--      
     .   424,257,656                            309,514                        
     .   -             1,614,754                     1,924,268                     1,924,268                     
--     
     .   2,208,491                               -                                -                                -                                
     .   - 426,466,147                 16,111,039                     16,111,039                   
-- 54,200,278                     54,200,278                   
     .   ( ) 581,644                       165,923,872                 70,311,317                     236,235,189                 
     .   5,871,403                    
     .   110,071                       
     .   128,926,655                135,489,773                    
-- 382,209                        2012 
-- 2,578,534                    
-- 38,611,118                  
-- 13,428,251                  

    616,956,032                  
     54,200,278                        -                                

        -                                     -                                
-- -                                    -                                     -                                
--  -                                
     .   -                                 -                                54,200,278                   
     .   -                               -                               54,200,278                   54,200,278                   
--  
     .   7,500,000                    
     .   126,703,616                134,203,616                  
-- (10,203,044)                
--  ( ) (54,200,278)                

    69,800,294                  

    686,756,326                

 會計 經總理

 李頌怡 周嘉賢

 

澳門業務活動報告

宏利澳門於二零一二年增長依然強勁，傳統人壽保險新造業務上升百分之四十三，總保費超過壹億陸仟萬澳門元。

隨著業務發展，本公司亦增聘人手，以加強本地支援，包括法例規管、經銷培訓、招募、促銷及獎勵。

宏利亦為環保出力，提供電子保單周年報告以供客戶選擇。

此外，我們亦積極研究拓展公積金服務，為配合澳門長遠政策做好準備。

宏利澳門定必繼續努力，為澳門市民提供全方位保險、投資及退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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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報告

致 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董事：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及《國際核數準則》審核了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澳門分

行（“宏利澳門分行”）二零一二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全面收益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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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附由管理層編製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財務報表的撮要內容，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的內容，在所有重要方面，與

已審核財務報表的內容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宏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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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核數報告一併閱讀。

包敬燾

註冊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於澳門

（是項刊登費用為 $4,81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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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務 局
澳 門 法 例

IMPRENSA OFICIAL
Legislação de Macau

1979 訓令 $  15.00
1979 法令 $  50.00
1980 法令 $  30.00
1981 法令 $  30.00
1982 法令 $  70.00
1983 法令 $  70.00
1984 法令 $  90.00
1985 法令 $120.00
1986 法令 $  90.00
1987 法律、法令及訓令 $120.00
1988 法律、法令及訓令 $230.00
1989 法律、法令及訓令 $300.00
1990 法律、法令及訓令 $280.00
1991 法律、法令及訓令 $250.00
1992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10.00

及訓令 下半年 $180.00
1993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80.00

及訓令 下半年 $250.00
1994 法律、法令 上半年 $200.00

及訓令 下半年 $450.00
1995 法律、法令 上半年 $360.00

及訓令 下半年 $350.00
1996 法律、法令 上半年 $220.00

及訓令 下半年 $370.00
1997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70.00

及訓令 下半年 $200.00
1998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70.00

及訓令 下半年 $350.00
1999 法律、法令及訓令 上半年 $250.00
1999 法律、法令及訓令 第三季 $180.00
1999 法律、法令及訓令

（中文版） 十月一日至十二月十九日 $220.00

1979 Portarias $   15,00
1979 Decretos-Leis $   50,00
1980 Decretos-Leis $   30,00
1981 Decretos-Leis $   30,00
1982 Decretos-Leis $   70,00
1983 Decretos-Leis $   70,00
1984 Decretos-Leis $   90,00
1985 Decretos-Leis $ 120,00
1986 Decretos-Leis $   90,00
1987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120,00
1988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230,00
1989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300,00
1990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280,00
1991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250,00
1992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110,00
$ 180,00

1993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180,00
$ 250,00

1994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200,00
$ 450,00

1995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360,00
$ 350,00

1996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220,00
$ 370,00

1997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170,00
$ 200,00

1998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170,00
$ 350,00

1999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 250,00

1999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II Trimestre $ 180,00

1999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versão portuguesa) 1 Out. a 19 Dez. $ 220,00

印 務 局
Imprensa Oficial

每 份 售 價 $218.00

PreÇo deste nÚMero $ 218,00

1999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十二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 $ 90.00
2000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90.00
2001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120.00
2002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90.00
2003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100.00
2004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90.00

下半年 $130.00
2005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80.00
2006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80.00

下半年 $  90.00
2007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90.00
2008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90.00
2009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90.00

下半年 $  90.00
2010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90.00

下半年 $  90.00
2011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90.00
1993 對外規則 批示 $120.00
1994 對外規則 批示 $150.00
1995 對外規則 批示 $200.00
1996 對外規則 批示 $135.00
1997 對外規則 批示 $125.00
1998 對外規則 批示 $260.00
1999 對外規則 批示 $300.00

1999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20 a 31 Dez. $  90,00

2000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90,00

2001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120,00

2002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90,00

2003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100,00

2004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90,00
$ 130,00

2005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80,00

2006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80,00
$   90,00

2007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90,00

2008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90,00

2009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90,00
$  90,00

2010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90,00
$  90,00

2011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  90,00

1993 Despachos Externos $ 120,00
1994 Despachos Externos $ 150,00
1995 Despachos Externos $ 200,00
1996 Despachos Externos $ 135,00
1997 Despachos Externos $ 125,00
1998 Despachos Externos $ 260,00
1999 Despachos Externos $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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