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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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化基金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財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三年三月十四日起，

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

案組1號25/2013。

中國文化基金會章程

第一章

名稱、會址及期限

第一條——本基金會名稱為“中國文

化基金會”，英文名稱為“China Culture 
Foundation ”，英文簡稱為“CCF”。

第二條——基金會設於澳門南灣大

馬路405號中國法律大廈27樓A座。為實
現宗旨，可在認為適宜及有需要時，設立

代表處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代表機構或遷

至本澳其他地方。

第三條——從成立之日起，基金會即

成為無限期存續之團體。

第二章

宗旨

第四條——傳承中華文明，整理中華

優秀的文化遺產，促進兩岸四地社會進步

和文化認同，為全球華人安身立命提供精

神家園；促進世界和平，建構既包含中華

傳統文化基因，又符合西方現代文明理念

的新思想、新觀念，為全球各民族貢獻價

值信仰體系。

第三章

財產

第五條——基金會之財產包括：

一、創會基金澳門幣一千萬元；

二、履行本身職責時所收受或取得的

所有財產及權利。

基金會之資源主要是：

一、公共或私人實體的任何津貼、捐

獻、贈與、批給、遺贈或遺產；

二、利用本基金會財產投資所賺得的

收益的動產或不動產，以及以其他方式取

得的動產或不動產。

第四章

機構

第六條——基金會的機構為：

一、董事局；

二、秘書處及下設聯絡部、業務部、宣

傳部及基金管理等辦事機構；

三、監察委員會。

第七條——基金會設主席、創會主

席、副主席、秘書長及榮譽主席、名譽主

席、顧問等職。

第五章

董事局

第八條——董事局由奇數成員組成，

最少三名，最多十五名，由基金會任何活

動範圍內公認具有正義感、影響力、熱心

中華文化研究和傳播事業而又接受任命

的人士選任。

第九條——董事局成員三年為一屆，

可連選連任，辭職時方告終止。

第十條——董事局成員犯有重大過

錯，嚴重損害基金會聲譽或不願履行職務

者，經由其餘在職成員以秘密投票方式且

獲得二分之一贊成票議決通過除名時，該

成員的任期即告終止。

第十一條——董事局出現的空缺，由

董事局全體成員會議決議填補。

第十二條——董事局每半年召開例行

會議一次。遇有重大事項，主席可應三分

之一在職成員的要求召開特別會議。

第十三條——董事局至少需要半數

在職成員出席方可舉行全體大會，並以簡

單多數方式來表決，如票數相同，其主席

有決定性表決權。

第十四條——擔任董事局成員職務

不獲發薪酬，但要獲發出席活動費及公幹

津貼，金額由董事局決定。

第十五條——董事局的權限為：

一、確保維護基金會的創始宗旨，監

督秘書處制定基金會的各項工作的方針

策略和工作品質；

二、通過年度工作計劃預算及工作報

告、年度報告和會計報表以及秘書處提交

的意見書；

三、對基金會之章程的修改、組織的

變更或解散提出建議；

四、任免秘書長、副秘書長和監察委

員會成員，必須由董事局在職成員以三分

之二多數通過；

五、批准收受津貼、捐獻、贈與、批

給、遺贈或遺產；

六、批准購買、轉讓或抵押不動產；

七、批准在澳門以外地區設立代表處

或其他形式的代表機構；

八、決定聘任或停聘基金會名譽主

席、名譽副主席及顧問；

九、代表基金會對外簽約或授權秘書

長行使簽約權。

第六章

秘書處

第十六條——秘書處負責基金會日常

管理事務；秘書處設秘書長一名，副秘書

長二名，由董事局任命並授權行使日常管

理之責。

第十七條——秘書長、副秘書長每屆

任期三年，可連任。

第十八條——秘書處成員由秘書長、

副秘書長招聘決議產生，一般為全職工作

人員，特殊崗位由秘書長決定是否兼職。

第十九條——秘書處成員由秘書長決

定獲發或不獲發報酬。

第二十條——秘書處的重大決議取

決於多數票，對有損害基金會利益的決

議，秘書長有否決權。

第二十一條——秘書處的權限為管

理基金會，確保其良好地運作及正確地履

行其職責，具體為：

一、確定基金會的內部組織，制定各

項有關的運作規定；

二、編製基金會的年度活動計劃及預

算，並提交董事局通過；

三、編製周年報告及報表，並提交董

事局通過；

四、按照基金會宗旨所發生的開支及

基金會運作所必要的開支，給予許可；

五、有關權利、動產或不動產之取得、

出售、轉讓，則須事先獲董事局授權；

六、招聘、管理及解雇基金會的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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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設立和保持會計管理制度，以使

基金會的財產及財政狀況能隨時得到準

確完整的反映。

第二十二條——日常事務的管理屬於

秘書長的權限，該權限不得授予他人。

第七章

監察委員會

第二十三條——監察委員會由三名成

員組成，均由董事局任命，任期三年，可連

任。

第二十四條——董事局將從監察委員

會成員中任命主席一名，該主席的投票有

最終決定權。

第二十五條——監察委員會的決議

取決於多數票，而主席所投之票具有決定

權。

第二十六條——擔任監察委員會成

員職務將獲發報酬，有關報酬由董事局確

定。

第二十七條——監察委員會的權限

為：

一、就秘書處的年度報告及報表發表

意見；

二、就良好地實現基金會的目標提出

建議和意見；

三、定期審查帳目和會計記錄以及有

關的證明檔等；

四、監察委員會成員由董事局同意，

可列席董事局會議。

第八章

解散

第二十八條——基金會須召開董事局

會議以所有董事局成員四分之三多數票

通過，方可解散。

第九章

附則

第二十九條——在基金會各機構之成

員未任命前，由創辦人組成一個委員會，

該委員會擁有本章程所賦予之所有權力，

並負責籌備首次大會及在該大會上選出

基金會各機構之成員。

第三十條——基金會將受本章程、補

充規定、內部守則及本澳現行有關法律條

款所管轄。

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2,7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740,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中國澳門網球裁判員協會

英文名稱為“Tennis Umpire Associa-
tion, Macau China”

英文簡稱為“TUAMC”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九日，存檔於本

署之2013/ASS/M3檔案組內，編號為177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中國澳門網球裁判員協會

章程

第一章

名稱，會址及宗旨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定名為“中國澳門網球裁判員

協會”，英文名稱為“Te n n i s U m p i r e 
Association, Macau China”，英文簡稱為
“TUAMC”。

第二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南灣街45號金輝
大廈16樓L座，亦可根據理事會的決議遷
到另一地點。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推動及發

展澳門網球裁判員的相關活動，加強本地

網球裁判員的專業水平，與各地相關團體

之間的聯繫和交流。

第二章

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均可申請成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

准後，便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

一、普通會員的權利：

一）根據本章程參與會員大會及在會

議中投票；

二）在本會各機關選舉中選舉及被選

舉；

三）選舉及被選舉為本會出席其他組

織的代表；

四）參與本會所舉辦之活動；

五）提交一切活動的計劃書及建議

書；

六）推薦新會員入會。

第六條

會員義務

會員義務：

一）遵守及執行本會章程；

二）遵守及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及理

事會之決定；

三）遵守及執行本會的內部守則；

四）為本會之發展作出貢獻；

五）準時繳交由會員大會訂出的會

費。

第三章

本會之機關

第七條

機關

一、本會之機關：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八條

定義

會員大會是本會之最高決議機關，由

全體享有本會全部權利的會員所組成。

第九條

會員大會主席團及結構

一、會員大會之主席團由一名會長，

一名副會長及一名秘書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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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會員大會會長出缺或不能視事

時由副會長代其職責；

三、會員大會主席團各成員任期兩

年。

第十條

職能

一、會員大會職能：

一）審議及投票通過理事會之工作報

告、帳目報告及監事會之意見；

二）選舉領導機關成員；

三）制訂及修改會費之金額。

二、大會會長之職能：

一）召開會員大會；

二）開始及結束會議；

三）維持秩序及領導所有工作，並使

之遵守本章程及其他法律規定；

四）簽署會議紀錄及任命各被選舉的

領導機關成員。

三、秘書之職能：

一）制作會議記錄及將之登錄在簿冊

上並簽署之；

二）將提交會員大會之所有文件存

檔；

三）制作會員大會所需之所有文件；

四）當會長或副會長均出缺或不能視

事時代任之。

第十一條

理事會的定義及結構

一、理事會是一個代表本會及管理本

會的機關。

二、理事會由一名理事長，一名副理

事長，一名財務，一名秘書及理事若干名

所組成，總人數必須為單數，任期兩年。

三、當理事長出缺或不能視事時由副

理事長代行其職責。

第十二條

理事會的職能

一、理事會之職能：

一）領導、管理及維持本會之所有活

動；

二）執行本會章程、內部守則及會員

大會之決議並使之被遵守；

三）批准或拒絕新普通會員及新客席

會員之入會申請；

四）處罰會員及向會員大會提議開除

會員會籍；

五）在有必要時，要求會員大會的會

長召開會員大會。

二、理事長之職能為主持理事會之會

議及領導所有活動，當其不能視事時由副

理事長代任；

三、財務之職能：

一）收集及看管本會所有之收入及貴

重物品；

二）編寫會計帳冊；

三）經常更新會計紀錄。

四、秘書之職能：

一）處理所有本會之日常信件；

二）制作理事會之會議紀錄。

五、理事之職能：

一）協助由本會舉辦的各項活動；

二）出席所有召開的會議。

第十三條

監事會的職能

一、監事會負責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

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任期兩年。設監事長、副監事長

各一名。

三、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會

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議

決事宜。

第四章

財務管理

第十四條

收入

本會之收入：

一）源自會費的所有收入；

二）捐款，饋贈或津貼；

三）源自本會活動的所有收入。

第五章

最後規定

第十五條

修改章程

本章程如有未盡善處，由會員大會議

決修改章程，並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三之贊

同票。

第十六條

疑問

在理解本章程上如有任何疑問或遺

漏，須由理事會進行解釋和議決，並須交

予會員大會表決通過，大會決議為終局性

決定。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19 de Julho de 2013. — A Ajudante,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
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3,07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070,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路環信義青年協會

中文簡稱為“信義青協”

葡文名稱“Associação de Juventude 
Son I de Coloane”

英文名稱“Coloane Son I Youth 
Association”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一三年七月十八日，存檔於本

署之2013/ASS/M3檔案組內，編號為171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路環信義青年協會

Associação de Juventude Son I de 
Coloane

Coloane Son I Youth Association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性質

本會中文名稱為“路環信義青年協

會”，中文簡稱“信義青協”，葡文名稱

為“Associação de Juventude Son I de 
Coloane”，英文名稱為“Coloane Son I 
Youth Association”。

本會為一非牟利青年團體，從註冊成

立之日起開始運作，其存續不設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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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宗旨

1.  團結澳門青年力量，促進澳門青年
團體之間的交流、合作和發展；

2.  參與澳門社會事務活動，並積極推
動青年、教育、文化及體育的發展；

3.  支持社會公益事業，倡導友愛互助
精神，為構建和諧社會貢獻力量；

4.  推動與其他城市之間的交流與合
作。

第三條——地址

本會會址設於路環中街29號，經理事
會決議，會址得遷往澳門任何地方。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入會資格

1.  凡認同本會宗旨及願意參與青年
事務，均得申請成為會員；

2.  申請人須填寫入會申請表，連同證
件副本及照片兩張一併提交理事會。經理

事會批准後，方可成為本會會員。

第五條——會員之權利

1.  參加會員大會及作出表決；

2.  選舉及被選舉為本會組織架構之
據位人；

3.  被推薦代表本會參與各項社會事
務；

4.  對會務提出批評和建議；

5.  優先享用本會提供之服務；

6.  參加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並享有
作為會員的權益。

第六條——會員之義務

1.  遵守本章程；

2.  執行會員大會及理事會之決議；

3.  參與本會舉辦之活動；

4.  依時繳納會費；

5.  接受選派及委任之職務；

6.  推薦新會員入會及推動會務發展。

第七條——入會費及會費

1.  凡新入會會員需繳入會基金澳門
元壹佰元正。

2.  會員需按年繳納會費，金額由理事
會訂定。

第八條——會員資格之喪失

1.  會員如有違反本章程規定宗旨的
行為及拒不履行本章程規定之義務，或違

反本會作出之有效決議，或有任何損害本

會聲譽之行為，經理事會決議，可給予警

告乃至終止會籍的處分；

2.  會員有權退會，向理事會提出書面
通知後，即可終止會籍；

3.  喪失會員資格者，已繳納之會費概
不退還。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九條——本會之組織架構包括：

1.  會員大會；

2.  理事會；

3.  監事會。

第一節

會員大會

第十條——會員大會之權限

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由全體會

員組成，每三年為一屆。會員大會有以下

權限：

1.  制定及修改章程；

2.  根據章程選舉、補選或罷免組織
架構之據位人；

3.  決定會務方針及重大事宜；

4.  審議及通過理事會年度工作報告
和財務報告及監事會之工作報告。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
人、秘書一人，總人數為單數，由會員大會

選舉產生，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2.  會長主持會員大會。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之召集

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會議，
由會長召集召開；會員大會之召開必須於

開會日期前八天以掛號信方式或透過簽

收方式作出通知，通知書內須載明會議日

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2.  在會議既定開始時間之後的半小
時，不論出席人數多少，會員大會即被視

為有效召開。

3.  特別會員大會由理事會決議召集，
或應三分之一以上會員的要求召集。

第二節

理事會

第十三條——理事會之組成

理事會為會務執行機構，其組成如

下：

1.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若
干人，秘書長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須

為十一人或以上之單數；

2.  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任期三年，正副理事長由理事會互選產

生，連選得連任；

3.  理事會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由
理事長召集，理事長認為有必要或有半數

以上成員聯署要求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十四條——理事會之權限

1.  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2.  研究及制定工作計劃；

3.  向會員大會報告會務工作及提出
建議；

4.  制定及通過內部規章；

5.  組織籌募經費，管理之財產；

6.  根據工作需要，決定設立專門委員
會及其他工作機構，並任免其領導成員，

聘用及解聘其工作人員；

7.  委託代表人代表本會執行指定之
工作，但有關決議需指明授予之權力及委

託之期限；

8.  接納及開除會員；

9.  依章召開會員大會；

10. 理事會可邀請對本會有卓越貢獻
人士、社會知名人士或專業人士擔任名譽

會長、榮譽會長、顧問；

11. 其他法律規定之職責。

第十五條——常務理事會之組成

1.  常務理事會是理事會常設機構，由
理事長、副理事長、秘書長及常務理事等5
至9人組成，成員總數必須為單數；

2.  常務理事會成員由理事互選產生，
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3.  常務理事會會議每月召開一次，由
理事長召集。理事長認為有必要或有半數

以上成員聯署要求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三節

監事會

第十六條——監事會之組成及權限

監事會為監察機構，其組成及權限如

下：

1.  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若
干人，秘書一人及監事若干人，總人數須為

單數，正副監事長由監事互選產生；

2. 監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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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監事會負責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
大會之決議、定期審查賬目、列席理事會

會議、對理事會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

提出意見；

4.  監事會會議每六個月召開一次，由
監事長召集。監事長認為有必要或有半數

以上成員聯署要求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七條——經費來源

經費來源包括：

1.  會員之入會基金、定期會費及捐
獻；

2.  籌募及私人機構或社會人士捐贈。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八條——本章程之生效

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後生效執

行。

第十九條——本章程之修改

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大會

會員之四分三之贊同票；解散法人或延長

法人存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之四分

三之贊同票通過後方可執行。

第二十條——適用法律

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概依澳門現行

法律執行。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19 de Julho de 2013. — A Ajudante,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3,18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187,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新疆工商聯誼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一三年七月十八日，存檔於本

署之2013/ASS/M3檔案組內，編號為174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新疆工商聯誼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新

疆工商聯誼會”。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冼星海

大馬路105號金龍中心11樓A座。

第三條——本會為非牟利組織。本會

宗旨為團結鄉親，敦睦鄉誼，共謀會員福

利。在愛國愛澳愛鄉基礎上，加強澳門與

家鄉聯繫，促進兩地的經濟、文化、教育

之交流與合作，為兩地的發展與繁榮作出

貢獻。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本澳居民，年滿十六

歲，認同本會宗旨，同意遵守本會章程，

可申請入會。

第五條——凡申請入會人士經本會一

名會員介紹，填寫入會申請表格，提交有

關證件及正面半身一寸相片二張，經理事

會批准後方得成為會員。

第六條——會員的權利

（1）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和表決權。

（2）有對本會工作提出建議、批評和
監督權。

（3）參與本會各項活動，並享用本會
之各項設施及福利。

第七條——會員的義務

（1）遵守會章和本會各組織機構之
決議。

（2）介紹會員入會及協助本會發展會
務活動。

（3）維護本會的利益和聲譽。

第八條——會員如違反本會章程，有

損本會利益和聲譽者，或在社會上被確

認有違法行為者，本會理、監事會視其情

節，分別給予勸告，警告或除名處理。

第九條——會員可以個人理由以書面

方式向理事會申請退會。

第三章

組織

第十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

機構，有選舉正、副會長、理事會及監事會

成員，制定修改及通過本會章程，檢討及

決定本會重大事項之權利。會員大會由會

長主持，會長缺席時，由副會長代替。正、

副會長任期同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十一條——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

構，其職責為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和處

理日常各項會務工作。理事會成員任期三

年，連選得連任。

第十二條——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

副理事長若干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須為

單數。理事會議由理事長主持，副理事長

協助，理事長缺席時，由副理事長代其執

行職務。

第十三條——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

構，其職責為監察日常會務工作，及查核

收支項目。監事會成員任期三年，連選得

連任。

第十四條——監事會下設監事長一

人，副監事長若干人，監事若干人，總人數

須為單數。

第十五條——本會為推動及發展會

務，由會員大會聘請社會上有名望熱心人

士為本會各級榮譽職銜；各屆榮休的會

長，經其本人同意，得敦聘為永遠會長，

或其他各級榮譽職銜，各理、監事成員離

任後由本會據其對會貢獻大小，給予相應

的榮譽職銜。會員大會閉會期間，理、監

事會在必要時得增聘上述各級榮譽職銜

之人士。

第十六條——本會得聘用辦公室秘書

等職，處理日常具體事務，其工作向理事

會負責。會長、理事長及監事長負責其聘

用及去留。

第四章

會議

第十七條——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

普通全體會員大會，由會長召開；或可由

理事會向會長申請召開；會員大會將至少

提前八日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

召集書內須指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

及議程。每次會議須有二分之一會員出席

方為有效。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

別會員大會。

第十八條——會員大會之決議，得到

出席者過半數同意即生效。修改本會章

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

票；解散本會的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

之三之贊同票。

第十九條——理、監事會分別由理事

長和監事長召集，必要時可召開臨時理、

監事會議。或由超過三分之一理、監事聯

署召開。每次會議須有過半數之理、監事

成員出席方為有效。



N.º 31 — 31-7-2013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II SÉRIE 10911

第五章

經費

第二十條——本會經費由各理、監事

人員，各會長及社會熱心人士贊助，必要

時得進行募捐，籌款，以及接受政府，社

團機構之資助、津貼、捐獻等。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一條——本章程若有未盡事

項，由理、監事會修訂，報會員大會通過。

第二十二條——本章程解釋權在理事

會。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19 de Julho de 2013. — A Ajudante,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

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5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57,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國際電貿協會

中文簡稱為“澳門國電協”

英文名稱為“Macau International          
E-Commerce Association”

英文簡稱為“M.I.E.C.A.”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九日，存檔於本

署之2013/ASS/M3檔案組內，編號為175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國際電貿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

中文名稱為“澳門國際電貿協會”，中

文簡稱為“澳門國電協＂。

英文名稱為“Macau International 
E-Commerce Association”，英文簡稱為
“M.I.E.C.A.＂。

第二條——本會宗旨

推動本澳電子商貿發展，協助本地從

事電子商貿創業者及對電子商貿有興趣

之市民，與鄰近地區開展探訪及交流，務

求從多方面令澳門電子商貿層次推至國

際水平，提高本地市民對電子商貿安全及

使用上的認識，使澳門市民能夠享受資訊

科技發達帶來生活上的便利。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在澳門美基

街15號A，壹樓；在需要時可遷往澳門其
他地方，及設立分區辦事處。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認同本會宗旨的任何人

士，經本會會員介紹，及經理事會會議批

准得成為正式會員。

第五條——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

權；享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

利。

第六條——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

以及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

大會、理事會、監事會。

第八條——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

大會，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

會主席、副主席、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

成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

工作報告。

第九條——會員大會設主席、副主

席、秘書各一人。

第十條——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會，

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人，理事三人，

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策和日常具體會務。

第十一條——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

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人，監事一

人，負責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

收支。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主席、副主席

及秘書、理事會、監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

選舉產生，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四章

會議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

次，至少提前八天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召

集，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

地點及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

特別會員大會。每次會員大會如法定人數

不足，則於超過通知書上指定時間三十分

鐘後作第二次召集，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

寡，會員大會均得開會，但法律另有規定

者除外。

第十四條——理事會會議、監事會會

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第十五條——會員大會、理事會、監

事會會議分別由會員大會主席、理事長、

監事長召集和主持。

第十六條——理事會、監事會會議須

過半數成員出席方可議決事宜，決議須經

出席理監事半數以上同意，始得通過。

第五章

經費

第十七條——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

或各界人士贊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

時，得由理事會決定籌募之。

第六章

附則

第十八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

後執行。

第十九條——本章程之修改權及法

人解散權屬於會員大會，修改章程之決議

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贊同票方可通過；

解散法人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

贊同票方可通過。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19 de Julho de 2013. — A Ajudante,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4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44,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礦山工業體育會

中文簡稱為“礦山工業”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一三年七月十八日，存檔於本

署之2013/ASS/M3檔案組內，編號為172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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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礦山工業體育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礦山工業體育

會 ”，中文簡稱為“礦山工業”。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組

織體育及康體活動。參加各項體育運動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宏

揚體育精神。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船澳街海擎天第

二座7樓K室。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

後，便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享

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

機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主席、副主席、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

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

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

一名及秘書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

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

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

和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

會員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

構，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各一名。

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九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各一名。

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或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定籌募之。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19 de Julho de 2013. — A Ajudante,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

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8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83,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緬華頤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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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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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緬華頤康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中文名稱：澳門緬華頤康

會。

英文名稱：Macau Myanmar Overseas 
Chinese Older’s Association。

第二條——會址：澳門亞利雅架街3
號南國樓一樓A、B座。

第三條——宗旨：一、愛國、愛澳、愛

緬華，擁護澳門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方

針，以平等、互利、互助和尊重的精神維

護會員的合法權益。

二、本會頤康大團結，密切聯繫本會

頤康開展文化康體活動、提升會員的素質

和地位；推動頤康關心社會；拓展民生空

間；提供生活、衛生、健康知識、促進和

諧家庭建設、繁榮穩定的特區。

三、本會性質為非牟利社團，本會為

澳門緬華互助會（以下簡稱“母會”）屬

下團體會員。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是參與母會的會員，年

齡在五十五歲以上者，均可參加成為本會

會員。

第五條——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

權、享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

利、需遵守會章和決議、並努力維護本會

權益及信譽。

第三章

組織

第六條——本會組織有會員大會，理

事會和監事會。

第七條——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

構：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決定會務方

針、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審查和批

准理事會工作計劃和工作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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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會員大會設會長（茲在母

會有副主席或資深副理事長的人士擔任）

一人，副會長若干人和秘書一人，總人數為

單數。

第九條——理事會為執行機構：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決策和日常具體會務，成員

互選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若干人、秘書一

人、財務二人、常務理事及理事若干人，總

人數為單數。

第十條——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

負責監察本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務收支，

成員互選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若干人和

監事若干人、總人數為單數。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理事會和監

事會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四章

會議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

次，特殊情況下可提前和推遲召開，由會

長及秘書負責，並至少於開會日期前十天

以掛號信形式通知召集。會員大會將於超

過通知書上指定時間三十分鐘作第二次

召集，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寡，會員大會

均得開會。

第十三條——理事會和監事會會議應

每半年最少召開一次。

第十四條——會員大會、理事會和監

事會會議分別由會長、理事長和監事長主

持，各項會議之決議須經出席人半數或以

上成員通過方為有效，每次會議應作會議

記錄，並載於一專有簿冊內，以供查閱。

第五章

經費

第十五條——本會會員應當交壹佰元

為本會基金，倘有經費不敷之數由母會贊

助，特別需用款時：得由會員大會決定聘

請各界人士擔任名譽會長、榮譽會長職務

捐款籌募之。

第六章

附則

第十六條——解散本會或延長本會

存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成員四分之三之

贊同票，修改章程及決議，須獲出席成員

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十七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

過後生效。

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於海島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1,44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449,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珠海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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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三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3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1/2013/A SS檔案組第62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珠海商會

組織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珠

海商會”，英文名稱為“Macau — Zhuhai 
Bus i nes s A ssoc iat ion”，英文簡稱為 
“MZBA”。

第二條——本會宗旨

1. 本會為非牟利組織，宗旨是以組織
及聯絡愛國愛澳，在澳門及珠海經營各行

業之商號；

2. 本著“引進來，走出去”之原則，促
進本澳與珠海各行業的中小企業界共同

尋找商機；

3. 支持及協助政府改善中小企業的
營商環境，聯繫外地中小企業並對外進行

交流訪問活動，促進珠澳中小企業可持續

發展。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燒灰爐

街2號A地下。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本會會員必須為商號會

員，其入會資格如下：

凡認同本會宗旨及願意遵守本會章

程之成年人士，經本會商號會員介紹，繳

納入會會費後均得申請加入本會為商號

會員，每商號會員指定一至兩人為代表，

如代表人有變更時，應由該商號具函申請

改換代表人。

第五條——本會員之權利：

1. 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2. 可參與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及享有
本會一切福利；

3. 有權對本會之會務提出意見和建
議；

4. 有退會之自由，但應向理事會、監
事會發出書面通知，以作備案；若會員不遵

守會章及損害本會聲譽及利益者，經理事

會、監事會議決後，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第六條——本會員之義務：

1. 遵守會章及執行所有會員大會及理
事會、監事會決議；

2. 積極參與及支持本會舉辦之各項
活動，團結互助，推動會務之發展；

3. 不得作出任何損害本會信譽與利
益的行為；

4. 依時繳交會費。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七條——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可通過
及修改本會章程及內部規章，選舉領導架

構及決定各會務工作；

2. 設會長一名，副會長若干名，秘書
一名；會長為會員大會召集人，對外代表

本會，對內領導及協調會務；副會長協助

會長工作，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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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會員大會每年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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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屬首次召集之大會，如出席社員不
足半數，不得作任何決議；

5. 決議取決於出席社員之絕對多數
票，但不影響以下各款規定之適用；

6. 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社員四
分之三之贊同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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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章程的規定多於上述規則所定之
票數。

第八條——本理事會：

1. 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由三名或
以上的單數成員組成，設理事長一名，副

理事長及理事若干名；

2. 理事會貫徹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
議定工作計劃，處理日常會務，最少每季

度開會一次；

3. 理事會可邀請商界及社會賢達擔
任本會名譽職務以及顧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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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監事會：

1. 監事會由三名或以上的單數成員
組成，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監事若

干名；

2. 監事會負責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
作和財政開支；

3. 監事會最少每季度開會一次。

第十條——本會領導架構成員由商號

會員組成，三年一任，可連選連任。

第十一條——本章程忽略之事宜依

本澳現行法律規範。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二條——本會經費來源：

1. 會員交納會費；

2. 接受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資助及熱
心人士捐助。

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於海島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1,83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830,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寧愛關懷協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組織社團

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九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5/2013號檔案組內，並登記
於第1號“獨立文書及其他文件之登記簿
冊”內，編號為7號，該組織章程內容載於
附件之證明書內並與原件一式無訛。

澳門寧愛關懷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定名為“澳門寧愛關懷協會”；

葡文名為“Associação Neng Care de Ma-

cau”；英文名為“Macau Neng Care As-
sociation”，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本會之宗旨是積

極弘揚社會道德風尚，動員和整合社會資

源，凝聚社會各界愛心力量，致力於關愛

兒童健康成長，研究兒童生命安全保障

措施，關懷生命和救助弱勢社群，參與社

會服務，為澳門建設和諧安寧的社會環境

作出積極貢獻。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新口岸北京街

244-246號澳門金融中心11樓A，本會亦
可根據需要，通過理事會之決議將會址遷

至澳門任何其他地方。

第二章

會員的資格、權利和義務

第四條

會員資格

（一）凡認同本會宗旨及願意遵守本

會章程之成年人士，須依手續填寫表格，

由理事會審核認可，在繳納入會會費後，

即可成為會員。

（二）本會得邀請對社會有貢獻的各

界人士擔任本會的榮譽職務。

（三）會員如長期無故不參加協會活

動的，視為自動退會；會員如有嚴重違反

寧愛關懷協會章程的行為，經理事會或常

務理事會表決通過，予以勸退。

第五條

會員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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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

會員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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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機關

第七條

本會的機構

本會的組織架構為：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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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會

長由創會發起人擔任，每屆三年，可連選

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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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職權為：修改本會章程及制定

內部規章；制定會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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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決議

須經實際到會會員（或會員代表）半數以

上表決通過方能生效。未按時出席會員大

會的會員視為放棄權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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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員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四）本會亦可根據發展情況聘請社

會優秀人士擔任本會名譽會長、名譽顧問

等職務。

第九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

每屆任期三年。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

理事長若干名，且人數必須為單數，理事

人數由理事會根據本會發展實際需要確

定。本會會員人數如超出100名，理事人數
原則上不超過會員總數的1/3。

（二）理事會每半年至少召開一次

會議，情況特殊的，也可採用通訊形式召

開。

（三）本協會在理事人數較多時，可

設立常務理事會。常務理事會由理事會選

舉產生，在理事會閉會期間行使理事會職

權，對理事會負責（常務理事人數不超過

理事人數的1/3）。常務理事會至少每半年
召開一次會議，情況特殊的，也可採用通

訊形式召開。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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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接受監事會對其

工作之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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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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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監事會

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若干名，監事若

干名，且人數必須為單數，每屆任期三年。

（二）其職權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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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資產管理

第十一條

收入

一、本會為不牟利社團。本會活動經

費的主要來源：一是會員交納會費；二是

接受來自各方的贊助捐款；三是具體活動

籌辦及募集所得的善款。四是開展有關活

動或服務的收入及其他合法收入；

二、本會收入經費必須用於本會章程

規定的範圍和事業的發展，不得在會員中

分配。

第十二條

管理

一、本會建立嚴格的財務管理制度，

協會配備具有專業資格的會計人員。保證

會計資料合法、真實、準確、完整。

二、本會的資產管理必須執行政府相

關財務管理制度，受監事會監督。並將有

關情況以適當方式向會員公佈。

三、本會專職工作人員的薪酬、福利

待遇，參照澳門有關規定執行。

第五章

章程修改

附則

第十三條

章程的修改及解釋

一、在本會章程之修改及解釋方面，

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會員大會，由理事會提

交修章方案予會員大會審議通過，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的代表通過方

能成立。而本章程之解釋權屬理事會。

二、本章程如有未盡善處，均按澳門

法律辦理。 

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九日於澳門特別行

政區

私人公證員 林笑雲

（是項刊登費用為 $2,61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610,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春田教育協進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組織社

團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3/2013號檔案組內，並
登記於第1號“獨立文書及其他文件之登記
簿冊”內，編號為12號，該組織章程內容載
於附件之證明書內並與原件一式無訛。

春田教育協進會

章程

名稱、會址及宗旨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春田教育

協進會”，葡文名稱為“A s so c iaç ão de 
Apoio à Educação Springfield”，英文
名稱為“Springfield Education Support 
Association”，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本會為非牟利機關，其宗

旨以設立及辦學為主，通過對所開辦學校

的管理和支援，確保教育教學之正常運作

及順利發展為澳門特區和國家培養德智

體群美全面發展的人才。

第三條——本會設於澳門南灣大馬

路693號大華大廈7樓。

會員、會員的權利和義務

第四條——凡有意為達成本會宗旨作

出貢獻且達十八周歲者，不論其性別，均

可申請加入本會。

第五條——申請入會者須經一名會員

舉薦並填妥入會申請表格，而該申請須經

理事會審批及決定。

第六條——會員有以下權利：

a）參加會員大會；

b）選舉和被選舉擔任本會職務；

c）參加本會組織的活動。

第七條——會員有以下義務：

a）遵守本會章程及會員大會、理事會
的議決；

b）竭盡所能為本會的進步及聲譽付
出貢獻。

紀律

第八條——會員違反本會章程或作出

損害本會聲譽的行為者，根據理事會的議

決科處以下處分：

a）警告；

b）書面譴責；

c）開除會籍。

會員大會

第九條——一、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

高權力機關，由完全行使會員權利的所有

會員組成，會員大會由理事會召集或應半

數以上會員向理事會提出申請而召開。

二、 會員大會每三年選出大會主席一
名、副主席若干名、秘書長及副秘書長各

一名以組成主席團，但成員人數必須為

單數，任滿連選可連任。

第十條——會員大會有以下權限：

a）通過、修改本會章程；

b）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

c）制定本會活動方針；

d）審議及通過理事會報告；

e）本章程及法律規定的其他權限。

理事會

第十一條——理事會由會員大會每

三年選出，由最多十五名成員組成，而人

數必須為單數，任滿連選可連任。如有需

要，可召開臨時會員大會補選出缺之成

員。

第十二條——理事會成員互選一名理

事長及若干名副理事長，理事長對外有權

代表本會。

第十三條——理事會每半年召開一次

平常會議，理事長認為有必要時，則召開

特別會議。

第十四條——理事會有以下權限：

a）執行會員大會的所有議決；

b）確保本會事務的管理及呈交工作
報告；

c）召集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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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取得及轉讓動產、不動產，以及訂
立勞動合同、勞務給付合同；

e）對是否接受捐助及贈與作出議決；

f）本章程及法律規定的其他權限。

監事會

第十五條——一、監事會由會員大會

每三年選出的若干名成員組成，而人數必

須為單數，任滿連選可連任。

二、 監事會成員互選一名監事長及若
干名副監事長。

第十六條——監事會有以下權限：

a）監察理事會的所有管理行為；

b）定期查核帳目及司庫簿冊的記帳；

c）對理事會的報告及年度帳目發表
意見；

d）本章程及法律規定的其他權限。

財產及收入

第十七條——本會的財產由以下者構

成：

a）本會在成立時擁有及嗣後取得的
財產；

b）依法可收取的任何其他財產。

第十八條——會員及任何其他公私實

體對本會給予的捐贈，均構成本會的收

入。

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於澳門特別

行政區

私人公證員 黃顯輝

（是項刊登費用為 $1,82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820,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e Golfe Clube Noble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escritura de 24 de Julho de 2013, lavra-
da a folhas 38 e seguintes do livro n.º 167 
deste Cartório, foi constituída entre Wong, 
Chi Fai (黄志輝) Chen, Fuhua (陳富華) e 
Lau, Wing Kam (劉榮錦) uma associação 
com a denominação em epígrafe, cujos es-
tatutos constam do artigulado em anexo:

第一章

一般條文

第一條

 （名稱和性質）

1.  中文名稱為名仕高球會，葡文名稱
為Associação de Golfe Clube Noble，
英文名稱為Association of Noble Golf 
Club，簡稱“GCN”，是一個非牟利的私
法人，自本會成立日起計，其存在期並無

期限。

2.  本會是一個非牟利的私法人，享有
法律人格，並且由本章程和適用於澳門特

別行政區的法例規範。

3.  本會自成立日起計，其存在期並無
期限。

第二條

 （會址）

1.  本會的臨時會址設於澳門提督大
馬路139至145號南益工業大廈1樓A座。

2.  會址可由會員大會議決更改，但不
妨礙第二條之規定。

第三條

（目的）

本會之宗旨如下：

1.  向球手提供協助，並在澳門和中國
代表球手。 

2.  與國家和國際的其他同類機構促
進關係，並使之更緊密，以便雙方的知識

交流。

3.  組織體育比賽項目，並接受有關報
名，以及組織與本會宗旨有關的展覽和比

賽。

4.  促進其會員透過課程取得技術知
識，以及規範比賽運動的法例知識。

5.  提供所有社團服務和發展屬其會
務範疇的項目。

6.  監管本章程的執行和/或在球賽比
賽中，贊助其會員和維護其利益。

7.  加入具有同一宗旨的國家和國際
組織或社團。

8.  與公共和私人實體訂立協議書或
合約，以便更好實現其宗旨和目標。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級別）

1.  所有具備章程內所要求的要件的
自然人或法人均可成為本會會員。申請人

必須在兩名會員提名下，由其本人或其法

定代表提出，而會員資格由理事會通過。

2.  名譽會員——任何在比賽中有重
要貢獻的自然人或法人均可成為名譽會

員。

3.  功績會員——所有作出捐獻的個
人或法人均可獲功績會員資格，其享有終

身會員資格之特權。

4.  創辦人會員——創辦人G C N成立
之日起，即本章程刊登在公報日起，即具

有此級別之會員資格，有關資格亦會同時

刊登在公報內。

第五條

 （會員申請）

1. 入會申請應使用本會的表格，並由
申請人或其合法代表，以及兩名享有所有

權利的會員共同簽署。有關會員將作為申

請人的提名人。遞交申請時，應連同訂定

的入會費，以及年費一併遞交。

2. 會員資格由GCN理事會會議上成
員的大多數票通過。

3.  建議應連同被視為屬必須的身份
資料、在前次審議和表決報告、帳目和監

事會意見書的平常會議中所訂定的入會費

用，以及有關年度的會員費用一併遞交。

4.  如屬名譽會員、功績會員和家屬會
員，可獲豁免繳交入會費及會員費。（內

部規章）

5.  名譽會員、功績會員和家屬會員的
資格由理事會大多數會員作出決議，有關

決議將交予會員大會核准和通過。

6.  在每一屆中獲授予終身會員的數
目不可超過三名，而在第二任理事會中的

終身會員數目減至兩名。

第六條

（會員權利）

會員的權利如下：

1.  參加會員大會，行使投票權，並可
查閱有關會議記錄。

2.  審查本會的帳目，惟應遵守一般
法例中所規定的手續。

3.  按本章程的規定要求召開會員大
會特別會議。

4.  按本章程所規定的條件，選舉和
被選為本會各組織機關的成員，或擔任屬

會務範疇的職務。

5.  除榮譽會員和功績會員外，登記成
為本會會員逾半年之人士得選舉或被選

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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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透過有關的領導機關，向本會提
出所有被認為對會務發展和聲望有用的

措施。

7.  針對有損會員權利和利益的行為
或事實，透過本會向有權限當局提交異議

和請求書。

8.  針對本會理事會被認為有損會員
地位的行為，向會員大會提出異議。

9.  根據有關規章，使用本會所提供的
服務。

第七條

 （會員之義務）

會員的義務如下：

1.  尊重本會並提升本會的聲望，在任
何情況下為本會的擴大作出貢獻。

2.  按時繳付會員費。

3.  謹守章程和規章內的條文。

4.  尊重管理機關的所有決議。

5. 以書面請求退會。倘喪失會員身份
時，須交還有關會員咭。

第八條

（處罰）

1. 凡不再遵守章程內的義務，又或損
壞本會名聲和利益者，均可被取消會員資

格。

2.  凡未有遵守本會義務，尤其是未有
繳付會費超過六個月者，可被中止行使會

員的權利。

3.  因上一款規定而被中止會籍的會
員如繳回所欠會費，包括當月在內的會

費，即可被重新接納。

第九條

 （入會費和會員費）

1. 入會費和會員年費於前次審議和表
決理事會的報告、帳目，以及監事會的意

見書的平常會議中訂定。

2.  會員費應上期繳付，並每年進行徵
收。

第十條

 （收入與開支）

1.  本會的收入來自入會費，月費，將
獲得的捐獻和津貼，以及其財產收益。

2.  本會業務的負擔構成本會的開
支。

第三章

本會機關

第一節

組織機關

第十一條

 （機關和任期）

組織機構

1.  GCN透過下列組織機關實現其宗
旨：

 ——會員大會

  ——理事會

  ——監事會

2.  在組織機關中擔任領導職能的會
員以無償方式，以及熱心和勤謹態度為

之，其會員咭上將獲註明有關職務。

3.  在組織機關中擔任領導職能的會
員可去信會員大會主席要求放棄有關委

任。

4.  會員如在體育聯會擔任領導職務
期間曾因觸犯罪行、貪污，或在運動中服

用興奮劑而被刑事處罰或被紀律處分，由

服刑或履行有關處罰後起最少經過兩年

期間後，方可被選舉。

5.  任期內出現的職務空缺由有關機
關的後補成員補上，直至任期屆滿。

6.  如任一機關的主席職位在任期內
出缺時，由當選的副主席填補。

7.  組織機關成員的任期為二年。

8.  一般會員在加入本會至少半年後，
方可當選本會的各個職位。

9.  只有具投票權的會員方可擔任
GCN組織機關的職務。

10. 成員在任期滿後得再參加選舉，
然而，理事會主席一職不得由同一會員連

任超過兩屆。

11. 任何會員如在履行職務時沒有遵
守本章程內的規定，則不得當選。

12. 管理機關的選舉以直接和不記名
投票方式進行，有關候選人名單應最遲於

為此目的而召開的會員大會舉行前三十天

提交予會員大會常務委員會主席。

13. 名單內應載有候選會員的姓名，
並註明其在組織機關內擬出任的職務。

14. 候選人名單內應包括後補成員。

15. 候選人名單應連同一套附有與選
舉相關的文件的計劃書，在上一條所定          
的期限屆滿前置於會址內，供會員查閱。

第二節

會員大會

第十二條

（定義和組成）

1. 會員大會由所有完全享有規章權
利的會員組成。

2.  舉行會員大會會議時，組成會員大
會的所有會員應在出席冊上登記。

3.  會員大會按法例規定每年舉行平
常會議一次，並可由主席召集、或應理事

會、監事會要求就屬其職權之事宜舉行特

別會議，又或經最少五分之四完全享有權

利的創會會員和普通會員要求召開。

4.  有關修改本章程的任何建議，以
及本會的解散，僅可在明文為此目的而召

開的會員大會特別會議內議決。

5.  倘召開會員大會特別會議時，召集
書內應詳細指明會中待處理的事項。

第十三條

 （常務委員會的職責）

1.  會員大會常務委員會由一名主席、
一名副主席、一名秘書和兩名委員組成。

2.  主席領導、指揮和管束會員大會的
工作，代理會員大會並負責：

a）簽署召集書，並定出議程。

b）確保會議地點能舒適地和體面地
容納所有與會者。

c）批准或取消參與者的發言，尤其是
當其發言是偏離會議的議程或論點，又或

是其發言違反了公益精神或有益的集體

文化和體育活動的規則。

d）核實投票的數目，並與秘書一同證
明和簽署有關會議記錄。

e）在尊重法律和本章程的前提下，採
取所有能使會員大會良好運作的措施。

f）主持當選成為組織機關的成員的
就職儀式。

g）授予當選會員有關職務，並簽署
有關筆錄。

h）就選舉行為的異議作出決定，但不
妨礙按法例規定提出上訴。

3.  副主席的職權為：

a）倘主席缺席或因故不能視事時，主
席的所有職務由其代任。

4.  秘書的職權為：

a）處理會議記錄、通告、召集書和文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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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繕錄會議記錄，並與主席一同簽署
之；

c）履行主席所指定的其他行為。

5. 委員的職責為：

委員負責協助主席，並於可能時向常

務委員會的成員提供協助。

第十四條

 （會員大會的職權）

1. 會員大會的職權為：

2. 選舉會員大會常務委員會、理事會
和監事會，或在合理情況下，在有關任期

屆滿前罷免有關成員。

3. 審議和議決理事會翌年的活動計
劃和有關預算。

4. 在聽取監事會意見後，通過每一
管理層的報告和帳目。

5. 對其他機關法定和章程職權以外
的所有事宜作出決議。

6. 就其所接獲的所有上訴發表意
見。

7. 接納由理事會提名的名譽會員和
功績會員，以及批准新會員加入。

8. 訂定或修改入會費和會員費的金
額。

9. 關注向其提請的其他事宜。

10.  會員一旦當選入章程內所規定的
常務委員會，應立即向會員大會就職，並

開始有關職務。

11.  當選的管理機關應在選舉後五天
期限內就職，或得到認可。

12.  會員大會平常會議於每年第一季
度召開，以便通過理事會的報告書、營業

年度帳目、理事會的總活動方針，以及填

補在組織機關內所出現的空缺。在會員大

會的平常會議中還可就向其提請並載於

議程中的其他事宜作出處理。

13. 對於屬議程以外事宜而作出的所
有決議可被撤銷，但所有一般會員均列席

會議，而且全體均接受有關補充議程除

外。

14. 本章程之修改須根據章程內的規
定作出適當的提案，並須有最少五分之四

的普通會員出席，且出席人數四分之三贊

成方可通過。

15. 倘沒有有關數目的會員出席，得
把修改建議交由出席之一般會員公決。倘

有關建議取得參與公決之會員四分之三

贊成票，將視為通過。

16. 在召集書內所指定的地點、日期
和時間內須有半數或以上的會員出席，會

員大會方予以舉行。

17. 如在召集書內所指定的時間內未
有有關數目的會員出席，會員大會則在半

小時後舉行會議，其時不論出席人數多

寡。

18. 然而，如會議由一群會員要求召
開，但要求召開會議的大部份會員未有按

召集書內所指定的時間出席時，會員不得

按章程內的規定由代表出席會議。有關情

況將被視為放棄召開會議請求。

19. 會員大會由常務委員會主席透過
郵寄通告或傳閱通知形式召開，有關文書

應至少於舉行會議前十五天發給每一會

員，文書中還應載明會議的日期、時間、

地點，以及有關的議程。

20. 會員大會的決議須經出席會員的
大多數票通過，倘票數相同，會議主席有

權行使決定票，但法例另有規定者除外。

21. 每一會員相當於一票。

22. 會員可由其他會員代表，由受託
會員於會員大會工作開始時遞交信函予

會員大會常務委員會主席，惟每一會員僅

可代表兩人。

23. 在上述的信函中，受託會員應獲
授予當次會員大會的代表權和投票權，而

委託人的簽名應由理事會或兩名出席會員

大會的一般會員認證，或由公證署認定。

24. 接受以信函形式作出的投票。

第三節

理事會

第十五條

 （組成）

理事會

為著所有法定效力，代表本會的理事

會由一名主席、兩名副主席、一名財政及

一名秘書組成。

第十六條

（職權）

理事會的職權為：

1. 遵守及使令遵守本會的章程和規
章，以及會員大會之決定和決議。

2. 管理本會、處理開支，並顧全本會
的聲望和名譽。

3. 組織報告和帳目，並在監事會要求
下向其提供解釋。

4. 要求召開會員大會特別會議。

5. 允許訪客進入本會。

6. 批准本會參加體育賽事。

7. 促進組織會員間的賽事，以維持和
加強會員間的社團精神。

8. 每年至少組織三項賽事。

9. 建立網頁，並委任一名撰稿人以
編寫本會的訊息報，並確保定期出版。

10. 設立技術委員會和康體委員會，
並通過有關的活動計劃。

11.  當對GCN最高利益有需要時，使
上指的委員會投入運作，並委任 /罷免該
等委員會的成員。 

12.  設立專項小組，並委任有關的成
員、編制和通過有關的組織規章。

13.  根據本章程內所訂定的規條，就
會員資格喪失或有關權利的中止作出決

定。

14.  向會員大會建議認可新會員，並
接納榮譽會員和功績會員。

15.  組織和監督會務，包括人員的聘
用。

16.  根據本章程內所訂定的規條，編
制交予會員大會的本會活動計劃和有關

的年度預算。

17.  訂定會員身份咭和組織機關的成
員咭式樣，並作出簽署。

18. 為使理事會負起所有行為和合約
責任，必須具有三名領導人的簽名，而其

中一名必須為財政。

19. 除非理事會某部份成員表反對，
理事會須對其行為負連帶責任。有關解決

方法僅在大部份投票通過時才具有效力，

並於稍後載入會議記錄冊中。

20. 理事會每月舉行平常會議一次，
但主席個人要求召開或應六位成員要求

召開時，得舉行特別會議。

21. 擔任領導的職務屬無償；

22. 然而，理事會成員有權獲支付為
本會服務而作出的所有開支，但須有文件

證明和經理事會事前通過。

第十七條

 （主席的職責）

主席代表本會，確保本會良好運作，

並促進組織機關之間的合作。

1.  理事會主席的一般職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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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面對公共行政當局時代表本會。

b）面對國家和國際的同類組織時代
表本會。

c）在法院中代表本會。

d）確保本會的組織和運作，並按法
例規定繕寫簿冊。

e）經理事會決議後，聘用和管理本會
的人員。

f）確保本會的日常管理。

g）行使理事會所授予的所有其他職
權，以及法例和本章程沒有授予其他組織

機關的職權。

h）當理事會主席認為理事會所作的
決定抵觸了本會和會員的利益時，可否決

有關決定。為此，其必須將有關事實通知

會員大會主席，並且在章程內所規定的期

限內召開會員大會特別會議，而會議議程

僅就被否決之決定作討論及表態。

i）在法院中得委託律師，其根據民事
訴訟法規定具有一般和特別權力。

j）倘主席因故而暫時或非永久不能
視事時，在不妨礙本章程情況下，委任副

主席由其代表主持理事會的會議。

k）商談贊助和訂定合同事宜，並將之
交予理事會通過。

l）對於性質特別或緊急而不能留待
理事會會議解決的事宜，理事會主席有權

將之解決。然而，有關事宜應在解決後的

緊隨會議上被核實。

2. 主席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其中一名
副主席根據主席或理事會所授予的權力

代表之。

3. 財政的職責為保存本會的金錢、
支付已獲批准的開支和在收入開支冊中

作記帳，並每月提交前一個月的收支平衡

表。

4. 秘書的職責為處理所有經理事會
批准的信函，並繕錄理事會的會議記錄，

將所有文件存檔。此外，還應按時和清晰

地進行本會帳目和總財產清冊的登記工

作。

第四節

監事會

第十八條

（組成）

監事會由下列三名成員組成：

主席、副主席和秘書。

第十九條

（職責）

監事會的職責為：

1.  於每一季度終結時舉行平常會議，
又或在認為有需要時或理事會提出請求

時，舉行特別會議。

2.  監察理事會的行政行為。

3.  出席理事會的會議並給予協助。
當認為有需要時，又或由理事會邀請出席

會議時得作出諮詢性表決。

4.  繕錄其會議的會議記錄。

5.  就報告和帳目編制意見書。

6.  核查本會的帳目，並定期監察本會
的財政狀況。

第四章

第二十條

（社團、協會和其他形式的法人的加入）

1. 可要求成為一般法人會員：

a）曾報名參加本地球賽賽事且持有
體育准照的社團或其他法人，經本會批准

後成為一般會員（例如：甚麼會）；

b）具有G C N相同目標和宗旨的社
團；

c）項所指的法人得由理事會議決豁
免支付入會費。一般自然人會員的條文經

作出必要配合後，適用於其申請。

2.  加入本會的法人享有本會下列的
權利：

3.  根據理事會通過的規章，從本會取
得又或本會可動用的所有的技術、法律和

後備援助。

4.  透過一名按其本身章程所指派的
代表，參與本會的會員大會。

5.  法人不可被選入G C N的組織機
關。

6.  加入本會的法人須遵守本會下列
義務：

7.  保護和在各個階層推廣GCN的名
聲和威望；

8.  與本會的所有機關、所有會員，以
及其他的社團和小組保持良好關係；

9.  按時支付每年的會員費；

10. 以熱心和勤謹態度擔任本會理事
會所委派的所有職務。

第五章

第二十一條

（一般條文）

1.  所有未盡事宜由理事會按適用的
法例解決，或根據內部規章解決。然而，

應將有關事宜提交予會員大會作審議和

議決。

第六章

最後及過渡條文

第二十二條

（籌設委員會）

1.  籌設委員會負責促進本會設立後
的所有工作，以及組織章程所設機構的首

屆選舉。該會成員必須為稍後舉行選舉的

組織機關的成員。

2.  籌設委員會負責促進和組織上一
款所指的選舉活動，有關期限最長為六個

月。

3.  直至選舉活動舉行前，新會員的接
納和本會的日常管理由籌設委員會負責。

4.  第一款所指的籌設委員會的各項
決議必須在三名成員共同簽名下才生效。

私人公證員 Zhao Lu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24 de 
Julho de 2013. — O Notário, Zhao Lu

（是項刊登費用為 $7,82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7 829,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Confraria do Azeite de Macau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escritura de 18 de Julho de 2013, 
lavrada de folhas 76 a 84 verso do livro de 
notas para escrituras diversas n.º 54, deste 
Cartório, foi constituída entre Fernando 
José Tomas de Freitas e Gilberto João San-
ta Amada Lopes, sendo este último por si 
e na qualidade de procurador de João Al-
bino Antunes Tique, uma associação com 
a denominação em epígrafe, que se regerá 
pelas cláusulas constantes dos artigos em 
ane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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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ÍTULO I 

 Denominação, sede e objecto   

Artigo primeiro

 (Denominação) 

1. A «Confraria do Azeite de Macau», 
em chinês “澳門橄欖油協會” e, em inglês, 
«Macau Olive Oil Association», é uma as-
sociação gastronómica, cultural, recreativa 
e artística, sem fins lucrativos. 

2 . A Confraria do Azeite de Macau, 
«Confraria», representa os seus associados, 
«Confrades», na defesa dos seus interesses 
perante quaisquer entidades oficiais e ou-
tras associações afins, sedeadas na RAEM 
ou fora dela. 

 Artigo segundo 

 (Finalidades) 

1. A Confraria visa a defesa, o prestígio, 
a valorização, a promoção e a consolida-
ção da qualidade do azeite, da azeitona de 
mesa e derivados da olivicultura, produzi-
dos em qualquer região demarcada, com 
especial incidência em qualquer região 
demarcada de Portugal. 

2. A Confraria visa também: 

a) contribuir para o incremento do con-
sumo de azeite, de azeitona de mesa e de-
rivados da olivicultura, especialmente na 
RAEM, n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e, 
bem assim, em todo o continente asiático;

b) promover e dinamizar eventos de ca-
riz cultural e artístico; 

c) promover a organização de eventos no 
âmbito das finalidades sociais, nomeada-
mente acções promocionais ligadas à pro-
dução e promoção do azeite e da azeitona 
de mesa e derivados da olivicultura; 

d) promover e apoiar a valorização dos 
conhecimentos dos seus Confrades no que 
respeita ao azeite, à azeitona de mesa e de-
rivados da olivicultura; 

 e) contribuir para a consciencialização 
da população em geral, no sentido dos be-
nefícios saudáveis do consumo de azeite e 
de azeitona de mesa de qualidade; 

f) contribuir para a defesa, o prestígio, 
a valorização, a promoção, consolidação 
e incremento do consumo de produtos 
de origem portuguesa especialmente na 
RAEM e n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e, 
bem assim, em todo o continente asiático; 

g) promover e desenvolver relações de 
intercâmbio e cooperação com outras asso-
ciações congéneres. 

Artigo terceiro

 (Atribuições) 

No âmbito das suas atribuições e para 
realização das finalidades previstas no arti-
go 2.º, compete à Confraria: 

a) identificar azeite e azeitonas de mesa 
de qualidade; 

b) estabelecer contacto directo com os 
seus Confrades; 

c) realizar exposições, visitas de estudo, 
convívios de carácter social, formativo e 
cultural; 

d) editar textos, monografias, estudos e 
demais trabalhos sobre a Olivicultura e o 
Azeite; 

e) divulgar estudos relacionados com a 
Olivicultura e o Azeite; 

f) organizar serviços executivos e técni-
cos de apoio, nos quais a Confraria deva 
ter intervenção; 

g) relacionar-se com instituições, servi-
ços oficiais, regiões, autarquias, entidades 
científicas e culturais; 

h) ajustar com quaisquer pessoas singu-
lares ou colectivas, públicas ou privadas, 
contratos, acordos ou convenções, assim 
como fundar novas instituições, sem fins 
lucrativos e que se revistam de interesse 
para a Confraria; 

i) promover e desenvolver medidas de 
carácter associativo que tenham em vista o 
convívio, a solidariedade, bem como o es-
tabelecimento de boas relações entre todos 
os seus Confrades. 

 Artigo quarto 

 (Sede) 

 A Confraria tem sede na Região Admi-
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na Alameda 
Dr. Carlos d’Assumpção, n.º 263, Edifício 
China Civil Plaza, 20.º andar. 

Artigo quinto 

 (Duração) 

 A Confraria é constituída por tempo 
indeterminado. 

 

CAPÍTULO II
 

 Confrades, seus direitos e deveres 

 Artigo sexto
 

 (Requisitos de admissão na Confraria)
 

1. Qualquer pessoa, singular ou colec-
tiva, pode solicitar a sua admissão como 

Confrade, por si ou pelo seu representante 
legal, sob proposta de pelo menos dois 
Confrades. 

2. As pessoas colectivas são represen-
tadas pelas pessoas singulares que os seus 
órgãos competentes designarem. 

3. Exceptuam-se do número 1. as pessoas 
que tenham contribuído de forma conde-
nável para o desprestígio da Confraria. 

4. Cabe à Direcção, «Chancelar ia», 
deliberar sobre a admissão de Confrades, 
cumpridas as formalidades que definir em 
regulamento próprio. 

 
Artigo sétimo 

 (Confrades) 

1. São criadas as seguintes categorias de 
associados «Confrades»:

a) associados fundadores — «Confrade 
Fundador»; 

b) associados pessoas colect ivas — 
«Confrade de Honra e Devoção»; 

c) associados honorários — «Confrade 
Honorário»; 

d) associados novos — «Confrade Mes-
tre». 

2. São Confrades Fundadores os Con-
frades, pessoas singulares, que aprovem os 
estatutos da Confraria. 

3. São Confrades de Honra e Devoção 
as pessoas colectivas, independentemente 
de terem ou não aprovado os estatutos da 
Confraria. 

4. São Confrades Honorár ios todos 
aqueles a quem o Capítulo Geral decidir 
atribuir esse título. 

5. São Confrades Mestres todos aqueles 
que se não incluam em nenhuma das cate-
gorias anteriores. 

6. A entronização dos Confrades nas di-
versas categorias terá lugar em cerimónia 
própria e confere direito ao uso das vestes 
e insígnias apropriadas. 

 
Artigo oitavo 

 (Direitos dos Confrades) 

1. São direitos dos Confrades, nomeada-
mente: 

a) participar e votar nas assembleias ge-
rais; 

b) eleger e ser eleito para os corpos so-
ci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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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presentar propostas e sugestões; 

d) assistir e participar nas actividades da 
Confraria; 

e) utilizar as facilidades e usufruir das 
regalias proporcionadas pela Confraria; 

f) pedir a suspensão da sua qualidade 
de associado ou o cancelamento da sua 
inscrição, mediante comunicação escrita à 
Direcção, «Chancelaria». 

 
Artigo nono

 (Deveres dos Confrades) 

1. São deveres dos Confrades, nomeada-
mente: 

a) zelar pelos interesses da Confraria, 
prestando-lhe toda a colaboração possível; 

b) acatar e cumprir os estatutos, regula-
mentos internos e deliberações dos órgãos 
sociais; 

c) pagar pontualmente as quotizações; 

d) exercer gratuitamente e com lealdade 
os cargos para que forem eleitos. 

 CAPÍTULO III 

 Órgãos Sociais 

 Artigo décimo 

 (Órgãos Sociais) 

1. A Confraria prossegue as suas finali-
dades através dos órgãos sociais que são: 

a) Assembleia Geral — «Capítulo Ge-
ral»; 

b) Direcção — «Chancelaria»; 

c) Conselho Fiscal — «Colégio dos In-
quiridores». 

2 . Os órgãos socia is , no âmbito das 
respectivas competências, representam, 
dirigem e orientam actividade da Con-
fraria em ordem à prossecução dos seus 
objectivos e em obediência aos princípios e 
normas legais e estatutárias. 

Artigo décimo primeiro 

 (Eleições) 

1. Os titulares dos órgãos sociais podem 
ser designados no acto constitutivo, bem 
como eleitos em sessão ordinária do Capí-
tulo Geral convocada para esse fim. 

2. A eleição dos órgãos sociais é feita 
para um período de dois anos, por escrutí-
nio secreto e maioria simples dos votos. 

3. É permitida a reeleição dos membros 
dos órgãos sociais, com excepção do Pre-
sidente da Direcção «Chanceler», que não 
poderá ser eleito para mais de dois manda-
tos consecutivos. 

 ASSEMBLEIA GERAL — «CAPÍTU-
LO GERAL» 

 
Artigo décimo segundo

 
 (Constituição do Capítulo Geral) 

1. O Capítulo Geral é constituído por 
todos os Confrades no pleno gozo dos seus 
direitos, incluindo os Confrades Mestres 
ainda não entronizados. 

2. A Mesa do Capítulo Geral é compos-
ta por um presidente, ao qual se atribui o 
título de «Grão-Mestre» e por dois vogais, 
«Primeiro Almotacé» e «Segundo Almota-
cé». 

 Artigo décimo terceiro

 (Competências)
 

1. O Capítulo Geral reúne durante o 
primeiro trimestre de cada ano, em sessão 
ordinária, «Capítulo Geral Ordinário», 
podendo reunir em sessão extraordinária, 
«Capítulo Geral Extraordinário», sempre 
que a Chancelaria ou um número não infe-
rior a um terço dos Confrades na posse dos 
seus direitos estatutários assim o requeira. 

2. O Capítulo Geral Ordinário reúne-se 
para deliberar sobre: 

a) eleição e destituição dos titulares dos 
órgãos da Confraria; 

b) aprovação do relatório, balanço e con-
tas anuais da Chancelaria;

c) aprovação do orçamento da Confraria 
para o exercício seguinte;

d) alteração dos Estatutos; 

e) autorização para a Confraria deman-
dar os membros da Chancelaria por factos 
praticados no exercício do cargo; 

f) fixação das quotizações ordinárias, e 
eventualmente extraordinárias, dos Con-
frades; 

g) apresentação de propostas, por escri-
to, pela Chancelaria; 

h) extinção da Confraria. 

3. As deliberações sobre alterações dos 
estatutos exigem o voto favorável de três 
quartos do número dos Confrades presen-
tes. 

 Artigo décimo quarto

 (Comparência) 

1. A participação no Capítulo Geral e o 
exercício do direito de voto só é reconheci-

do aos Confrades que tenham as suas quo-
tizações pagas até ao mês imediatamente 
anterior ao da realização da Assembleia. 

2. Os Confrades podem fazer-se repre-
sentar no Capítulo Geral por qualquer ou-
tro Confrade, bastando, para tal, carta por 
aqueles assinada, dirigida ao Grão-Mestre.   

 Artigo décimo quinto

 (Capítulo Geral — Convocação) 

1. As reuniões do Capítulo Geral são 
convocadas pela Chancelaria, ou, a pedido 
desta, pelo Grão-Mestre. 

2. As reuniões do Capítulo Geral são 
convocadas por meio de carta registada di-
rigida aos Confrades, com, pelo menos, 15 
dias de antecedência relativamente à data 
da reunião, ou mediante protocolo com a 
mesma antecedência. 

3. Do aviso convocatório deve constar, 
obrigatoriamente, a seguinte informação: 

a) local, dia e hora da reunião; 

b) espécie de reunião; 

c) ordem de trabalhos da reunião; 

d) documentos depositados na sede para 
consulta dos Confrades. 

 Artigo décimo sexto
 

 (Capítulo Geral – Governação) 

1. O Capítulo Geral deve eleger o Grão-
-Mestre, a não ser que o mesmo seja desig-
nado no acto constitutivo. 

2. As reuniões do Capítulo Geral são 
presididas pelo Grão-Mestre ou, na sua fal-
ta ou impedimento, pelo Primeiro Almo-
tacé ou, na sua falta ou impedimento, pelo 
Confrade mais antigo presente, preferindo 
o mais velho em igualdade de circunstân-
cias. 

3. As reuniões do Capítulo Geral são se-
cretariadas pelo Segundo Almotacé. 

 

Artigo décimo sétimo

 (Quórum e funcionamento) 

1. O Capítulo Geral considera-se va-
lidamente constituído, em primeira con-
vocação, desde que estejam presentes ou 
representados, pelo menos metade dos 
Confrades. 

2. Na ausência do quórum previsto no 
número anterior, o Capítulo Geral reúne, 
em segunda convocação, após 30 (trinta) 
minutos contados da hora da primeira con-
vocação, seja qual for o número de Confra-
des presen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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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 Capítulo Geral pode ter lugar por 
meio de vídeoconferência ou outro meio 
análogo. 

4. Quando realizada por vídeoconferên-
cia ou outro meio análogo, o aviso convo-
catório deverá fazer menção de tal facto, 
descrevendo com precisão os termos do 
uso de tais meios. 

 Artigo décimo oitavo

 (Deliberações dos Confrades) 

 As del iberações dos Confrades são 
aprovadas pelos votos correspondentes à 
maioria simples dos Confrades presentes.

 
 Artigo décimo nono

 
 (Actas do Capítulo Geral) 

 As deliberações tomadas em Capítulo 
Geral devem constar de actas assinadas 
pelo Grão-Mestre e pelo Segundo Almota-
cé. 

 DIRECÇÃO — «CHANCELARIA» 
 

Artigo vigésimo

 (Composição) 

1. A administração da Confraria fica a 
cargo de uma Direcção, «Chancelaria», 
composta por um número ímpar de mem-
bros, no mínimo de 3 (três) e no máximo 
de 7 (sete) membros, incluindo: 

a) um presidente — «Chanceler»; 

b) mínimo de 2 (dois) e máximo de 6 (seis) 
vice-presidentes — «Vice-Chanceler». 

2. O Chanceler designa quem o deva 
substituir nas suas faltas ou impedimentos. 

 Artigo vigésimo primeiro
 

 (Competência) 

1. A Chancelaria tem os mais amplos 
poderes de administração da Confraria e 
exerce, em nome desta, todos os que não 
forem da competência exclusiva do Capítu-
lo Geral ou contrários à lei e aos presentes 
estatutos. 

2. Compete à Chancelaria, nomeada-
mente: 

a) representar a Confraria em juízo e 
fora dele; 

b) admitir ou rejeitar a admissão de no-
vos Confrades nos termos do artigo 6.º dos 
estatutos; 

c) elaborar e aprovar regulamentos in-
ternos; 

d) aplicar sanções aos Confrades; 

e) elaborar o plano de actividades, os 
orçamentos anuais, bem como o relatório, 
o balanço e as contas anuais da Confraria; 

f) administrar os bens e gerir as receitas 
da Confraria; 

g) criar as comissões que julgue conve-
nientes para a execução de tarefas específi-
cas de interesse para a Confraria. 

3. A Chancelaria pode apresentar por 
escrito propostas de deliberação ao Capí-
tulo Geral, sobre qualquer matéria da sua 
competência. 

Artigo vigésimo segundo

 (Representação) 

1. A Confraria obriga-se pela assinatura 
de dois membros da Chancelaria, sendo 
uma a do Chanceler, ou a de quem o substi-
tua nas suas faltas ou impedimentos, salvo 
em assuntos de mero expediente, em que 
basta a assinatura de qualquer um dos seus 
membros. 

2. Não se consideram assuntos de mero 
expediente quaisquer actos, contratos ou 
documentos que importem a assunção de 
encargos, responsabilidades ou dívidas. 

3. Os membros da Chancelaria não po-
dem fazer-se representar no exercício das 
suas funções. 

 CONSELHO FISCAL — «COLÉGIO 
DOS INQUIRIDORES»

 
Artigo vigésimo terceiro

 
(Composição) 

 O Conselho Fiscal, «Colégio dos In-
quiridores», composto por um Presidente, 
«Fiel Inquiridor» e por dois vogais, «Pri-
meiro Inquiridor» e «Segundo Inquiridor», 
tem como competências assegurar a fisca-
lização da actividade da Confraria e velar 
para que o mandato directivo se conduza 
em obediência aos estatutos e regulamen-
tos internos, bem como às deliberações do 
Capítulo Geral. 

 Artigo vigésimo quarto

 (Competência) 

 Compete ao Colégio dos Inquiridores, 
nomeadamente: 

a) fiscalizar a actuação da Chancelaria; 

b) dar parecer sobre o relatório, balanço 
e contas da Chancelaria para aprovação no 
Capítulo Geral; 

c) examinar regularmente e sempre que 
o julgar conveniente as contas da Confra-
ria; 

d) dar parecer sobre qualquer proposta 
da Chancelaria ou do Capítulo Geral, sem-
pre que lhe seja solicitado; 

e) cumprir as demais obrigações cons-
tantes da lei, dos estatutos e dos regula-
mentos internos em vigor. 

 
CAPÍTULO IV 

 Da administração financeira e 
patrimonial 

 Artigo vigésimo quinto 
 

(Receitas) 

 Constituem receitas da Confraria: 

a) As jóias e quotizações pagas pelos 
Confrades; 

b) os rendimentos de bens próprios; 

c) os subsídios, doações, heranças e lega-
dos; 

d) as transferências de fundos provenien-
tes de qualquer Confrade ou de qualquer 
outra entidade pública ou privada; 

e) o produto de qualquer actividade da 
Confraria ou da exploração de bens ou ser-
viços necessários para a prossecução das 
suas finalidades. 

  Artigo vigésimo sexto
 

(Despesas) 

Constituem despesas da Confraria os 
custos de organização das actividades da 
Confraria, designadamente, organização 
de «workshops», realização de conferên-
cias e acções de promoção, bem como 
quaisquer outros meios necessários à pros-
secução das suas finalidades. 

 CAPÍTULO V 

 Disposições finais

 
Artigo vigésimo sétimo

 (Dissolução) 

A dissolução da Confraria é feita em 
sessão do Capítulo Geral, expressamente 
convocada para o efeito, sendo necessá-
rios três quartos dos votos da totalidade 
dos Confrades favoráveis à dissolução, 
nomeando-se, nesse caso, uma comissão 
liquidatária, devendo o produto dos b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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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entes, depois de saldados os compro-
missos da Confraria, reverter a favor de 
uma instituição de solidariedade social a 
nomear pela referida comissão. 

 Artigo vigésimo oitavo

 (Comunicações) 

Com excepção da convocação para as 
reuniões do Capítulo Geral, as comunica-
ções entre a Confraria e os Confrades são 
dirigidas para a morada registada destes 
ou, em alternativa, enviadas para o seu cor-
reio electrónico, se o Confrade, por escrito, 
o tiver previamente autorizado, contendo 
tal autorização o endereço de correio elec-
trónico que deverá ser utilizado.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19 de 
Julho de 2013. — A Notária, Luísa Empis 
de Bragança.

（是項刊登費用為 $6,98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 988,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足跡

葡文名稱為“Cai Fora”

英文名稱為“Step Out”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章程之修改文本已於二零一三年七月十八

日，存檔於本署之2013/A S S/M3檔案組
內，編號為173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第一章第一條——本會定為中文名為

足跡，葡文名為Cai Fora，英文名為Step 
Out，會址設於澳門雅廉訪大馬路59號越
秀花園31樓G座。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19 de Julho de 2013. — A Ajudante,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
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41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11,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e Representação Teatral 
“Hiu Koc”

拼音名稱為“Hiu Koc Va Kec In Chon Se”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章

程之修改文本已於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九

日，存檔於本署之2013/A S S/M3檔案組
內，編號為176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曉角話劇研進社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

本社中文名稱為：“曉角話劇研進社”，

中文簡稱為“曉角”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Repre-
sentação Teatral Hiu Koc”

第二條——會址

本社會址設於澳門漁翁街82 – 86號
南豐工業大廈第一期12樓A（R u a d o s 
Pescadores, n.os 82-86, Edif. Ind. Nam 
Fung, 12.º andar A, Macau）

第三條——性質及宗旨

（一）性質：本社為一個由一群熱心

戲劇藝術者所組成的非牟利戲劇團體。

（二）宗旨：本社宗旨為提高戲劇修

養及拓展劇運。

第二章

社員

第四條——社員資格及錄取

凡年滿十八歲，贊成本社宗旨及認同

本社章程者，均可申請為本社社員，經本

會理事會通過，便可成為社員。

第五條——權利及義務

一、社員享有本社舉辦一切活動和福

利的權利。

二、成為社員二年或以上有選舉權；

三年或以上有被選權。

三、社員有遵守本社社章和決議，以

及繳交社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機構

本社之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總監會）和監事會。

第七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社之最高權力機

構，負責制定及修改社章；選舉會員大會

主席、副主席和理事會（總監會）成員、監

事會成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

事會（總監會）工作報告；審核及決議一

切向其提出之訴願。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副主席各一名，

並委任秘書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

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之常務會議每年至少召

開一次，提前十五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方

式通知召集，需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

地點和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

特別會員大會。 

四、屆時若出席者不足法定人數，大

會將於上述指定開會時間一小時後，經第

二次召集召開，屆時無論出席人數多少，

有關會議均視為有效。

五、修改本社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

社員四分三的贊同票；解散本社的決議，

須獲全體社員四分之三的贊同。

第八條——理事會（總監會）

一、 理事會（總監會）為本會的行政
管理機關，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

法人，並按內部管理規章執行日常管理工

作。

二、理事會（總監會）由最少三名或以

上單數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各

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總監會）會議每月至少

召開一次，監事會成員按需要列席有關會

議。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總監會）成

員出席時，方可議決事宜，並獲出席成員

絕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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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社監察機構，負責監

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務收支。

二、監事會由至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各一名。每

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及連任。

三、監事會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特別會議由監事長召開。會議在有過半數

監事出席時，方可議決事宜，決議獲出席

成員的絕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四章

經費及財產

第十條——經費

本社經費源於社員會費、籌辦或參加

活動所取得之收入，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

款時，得由理事會決定籌募之。

第十一條——財產

財產不得私有化，由社團擁有。

本社章一切未訂定的事項，將按照本

社內部規章及民法典之現行法例的規定

處理。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19 de Julho de 2013. — A Ajudante,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6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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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建設銀行（澳門）

試算表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董事會成員 會計主任

 張建洪 劉志強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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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華人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試算表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總經理 會計主管

 陳達港 廖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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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分行

試算表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分行經理 會計主任

 邱顯斌 羅美玉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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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試算表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總經理      會計主管

    譚志清       朱瑩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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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國際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試算表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總經理 總會計師

 焦雲迪 蔡麗霞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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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試算表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經理 會計主管
 張健南 辛春美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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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試算表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O Administrador,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Au Ieong Iu Kong Kong Meng 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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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算表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澳門元

 行政主席 財務管理

 江耀輝 副總經理

  黃捷君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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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COMERCIAL PORTUGUÊS, S.A 
Sucursal de Macau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Junho 2013

 O Técnico de Contas,  O Director Geral,
 António Lau José João Pãosin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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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de Junho de 2013

 O Administrador,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Lau Hing Keung Choi Ka 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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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º 31 — 31-7-2013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II SÉRIE 10935

BANCO ESPÍRITO SANTO DO ORIENTE, S.A.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Junho de 2013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O Presidente da Comissão Executiva,
 Francisco F. Frederico José Morgad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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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CITIC BANK INTERNATIONAL LIMITED MACAU BRANCH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Junho de 2013

Subdirector Geral Executivo e Director da Sucursal, 
Sucursal de Macau,

Desmond Wong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Sio Mei Ngan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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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Deputy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Macau,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Macau,
 Francis, So Bo Wah Wong Sio Che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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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de Junho de 2013

 O Gerente da Sucursal de Macau,  A Chefe da Contabilidade,
 Colin Chan Betty Chan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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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公司

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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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元

營業表（人壽保險公司）

二零一二年度

 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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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表

二零一二年度

 澳門元

 會計 總經理 

 容景文 王建國

業務發展簡報

2012年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公司，在上級公司的領導和全體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全面地完成了公司各項經
營指標，取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全年實現保費收入5.59億元，實現稅前利潤1.11億元。

我們在澳門已有24年的經營歷史，公司自成立以來，本着“穩健、誠信、高效、創新”的企業精神，謹慎的理財投資策略、客戶至
上的服務宗旨、立足澳門，與時並進、勤奮創業、銳意進取，努力不斷為廣大澳門居民提供各類人壽保險服務，得到大眾的信賴和支

持。

摘要財務報表的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管理層

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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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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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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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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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是項刊登費用為 $5,88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 8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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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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00

PreÇo deste nÚMero $ 2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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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