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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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競爭力促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及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三月三

日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1號39/2014。

澳門競爭力促進會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

中文名稱：“澳門競爭力促進會”。

英文名稱：“Macao Competitiveness 
Promotion Association”。

第二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

是通過聯繫本澳與世界各地具專業範疇

知識之人仕，建立一個交流平台，利用這

平台幫助澳門市民增進各方面技術及知

識，藉以提升本澳市民的市場競爭力，為

提升澳門於國際社會上的地位作出貢獻。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在澳門商業

大馬路澳門財富中心A座5樓A。理事會可
根據情況遷至本澳其他地方。

會員

第四條——凡是對掌握新技術和知

識，及提升自身競爭力有興趣之人仕，履

行入會申請手續，經本會理事會批准，繳

納會費後即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會員權利，義務

——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有權對本

會提出建議及投訴；

——享有參與本會舉辦之康樂及培

訓活動的權利；

——遵守會規，按期繳納會費。

組織架構

第六條——本會由下列機構組成：會

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

第七條——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

大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會員大會由會

長主持。

第八條——本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

一至三人，會長對外代表本會。

第九條——會長、副會長由會員大會

選舉產生，任期三年，連選可連任，但會

長連選任期不得超過兩屆。

第十條——召集會員大會，須最少提

前八日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而為之。

第十一條——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

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須有半數或以

上會員出席。

第十三條——本會最高執行機構為理

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五至十五人組成，

其組成須為單數，管理會內事務，向會員

大會及監事會交待及負責，尊重團體精

神，任期三年，連選可連任，但理事長連

選任期不得超過兩屆。

第十四條——理事會互選理事長一

人、副理事長一至三人、理事三至十一人。

第十五條——候補理事二人，亦由大

會選出，以備理事出缺時遞補之。

第十六條——理事會議須有半數以

上理事會成員出席方為有效，理事會議每

年至少召開三次。

第十七條——按會務發展需要，理事

會得提出聘請名譽會長、名譽顧問、名譽

會員及顧問。

第十八條——本會最高監督機構為監

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三人組成，其中一

人為監事長，任期三年，連選可連任，但

監事長連選任期不能超過兩屆。

第十九條——監事會負責監察理事會

日常會務運作，查核本會之財產及編制年

度監察活動報告。

經費

第二十條——本會的經費來源自會員

年費。

第二十一條——接受符合本會宗旨

的贊助、資助、津貼及捐贈。

其他規定

第二十二條——本會設內部規章，訂

定人事、行政、財務和紀律細則，由會員

大會通過後執行。

第二十三條——本章程未有列明之事

項將按澳門現行之有關法律處理。修改本

會章程的決議必須以出席社員四分之三

之贊同票通過，解散法人則須獲全體社員

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二零一四年三月十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45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458,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東望洋越野電單車聯合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一日起，

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

案組1號42/2014。

澳門東望洋越野電單車聯合會

章程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

東望洋越野電單車聯合會”，葡文名稱

為“Federação Motocrosse Guia de 
Macau”。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亞豐

素街5號C祐新大廈4樓C，日後倘有需要，
經會員大會同意可更改。

第三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以推

廣及發展越野電單車康樂體育為主，參與

社會公益活動，服務社群為宗旨。

第四條——凡愛好越野電單車體育

活動及認同本會章程者，經理事會同意，

均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會員權利：有選舉權及被

選舉權、並能參予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與

享用會內之設施。

第六條——會員義務：遵守本會規

則、積極參予本會主辦之活動。並按時繳

納會費。

第七條——會員退出：需於一個月前

通知理事會、退出後已繳納之會費概不發

還。

第八條——會員除名：凡破壞本會聲

譽、規章或無理欠繳納會費、而超越三個

月之會員、經會員大會審核、通過除名後、

方為有效、已繳納會費概不發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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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會員大會為本會之最高職

權機構，主席團由大會選舉產生，由三人或

以上單數成員組成，包括會長一名、副會

長、秘書，每三年改選一次，可連選連任。

第十條——每年召開平常會議一次，

在必需情況下，由理事會建議會長召開特

別會議，大會的召集最少提前八天以掛號

信方式或透過簽收方式通知各會員參加，

召集書內必須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

點及議程。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之職權：

甲）批准及修改章程及內部規章；

乙）選出及罷免會員大會主席團、理

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丙）通過理事會提交每年的工作計劃

及財政預算並訂下本會工作方針；

丁）審查及核准理事會所提交每年會

務報告及帳目結算。

第十二條——理事會由五名或以上

單數成員組成，包括理事長一名、副理事

長、理事及秘書，任期三年，由會員大會

選舉產生，連選得連任。

第十三條——理事會通常每年召開例

會3次，討論會務，如有必要，可由理事長
召開特別會議。

第十四條——理事會之職權為：

甲）執行會員大會所有決議；

乙）研究和制定本會的工作計劃；

丙）訂定內部規章及各項事務細則，

領導及維持本會之日常會務、行政管理、

財務運作及按時提交大會每年會務報告

及帳目結算；

丁）召開會員大會。

第十五條——監事會由五名或以上

單數成員組成，包括監事長一名、副監事

長及秘書，任期三年，由會員大會選舉產

生，連選得連任。

第十六條——監事會之職權為：

甲）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決策及工作

活動；

乙）審核本會財政狀況和帳目；

丙）提出改善會務及財政運作之建

議。

第十七條——經理事會決議，得聘請

社會知名人士擔任本會榮譽會長、名譽會

長、名譽顧問和顧問，以指導本會工作。

第十八條——本會經費來源主要來自

會費、捐贈及贊助。

第十九條——本會章程未盡善之處，

由會員大會修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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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條——本會之會徽如下：

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一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50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507,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展才華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一日起，

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

案組1號41/2014。

澳門展才華協會章程

第一條

（名稱及會址）

中文名稱為“澳門展才華協會”，

葡文名稱為“A ssoc iação dos Most ra 
de Ta lentos de Macau”，英文名稱為
“Talent Show Association of Macao”
（以下簡稱“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殷

皇馬子大馬路43-53號A澳門廣場7樓，透
過理事會決議可將會址遷往澳門其他地

方。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的宗旨為：

（一）立足澳門，以推廣中西文化交

融的創新文化教育。

（二）發展成為各會員及學生盡展才

華的教育平台。

（三）著重於從小開始培育，啓發其

創作及道德發展，長遠達至“全面而全

人”的教育理念。

第三條

（會員資格）

凡認同本會宗旨，透過遞交經填妥的

入會申請表和學歷證明，並經理事會審核

通過後，均可成為本會會員。

第四條

（會員權利）

本會會員均享有以下權利：

（一）選舉及被選為本會機關的成

員；

（二）參加會員大會及表決；

（三）按照本會的章程及內部規章之

規定，請求召開會員大會；

（四）參與本會的一切活動及享有本

會所提供的各項福利。

第五條

（會員義務）

本會會員有以下義務：

（一） 遵守本會章程、內部規章及本
會機關所作的決議；

（二）貫徹本會宗旨及維護本會聲

譽；

（三）按時繳交理事會所訂定的會

費。

第六條

（紀律）

對違反章程及內部規章或作出有損

本會聲譽行為的會員，理事會經決議科下

列處分：

（一）口頭警告；

（二）書面譴責；

（三）暫停會籍；或

（四）開除會籍。

第七條

（任期）

獲選為機關成員者，任期三年，可以

連選連任。

 第八條

（會員大會的組成及運作）

一、會員大會為最高決議機關，決定

及檢討本會一切會務。包括選舉會員大

會、理監事會成員及修訂本會章程及理事

會制定的內部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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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設會

長一名，及可設立大會秘書一名，會長對

外代表本會，以及負責主持會員大會和

協調本會工作。大會秘書協助會長工作會

長、大會秘書可列席理監事會議。

三、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以討論理事會所提交的工作報告及年

度帳目，並通過之。

四、會員大會由具投票權之會員組

成，原則上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議，由會

長召集和主持會議。會員大會的召集書

至少於會議前八日以掛號信或透過簽收

方式下達各會員，召集書內須載明會議日

期、時間、地點及議程。會員大會會議在

不少於半數會員出席方可決議；倘召集會

議時間已屆而不足上指人數，則一小時後

隨即進行大會會議，而不論會員多少均可

表決。

五、會員大會可在會長、理事會或監

事會不少於三分之一的會員以正當目的提

出要求時，召開會員大會特別會議。  

六、會員大會的決議取決於出席的會

員的絕對多數票，但涉及修改本章程之決

議，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贊同票。

七、根據《民法典》第163條第4款的
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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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

（理事會的組成及運作）

一、理事會由三名或以上的單數成員

組成，包括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理事若

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另可設有候補

理事若干名。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二、理事會在多數成員出席時方可議

決。如表決時票數相同，以理事長所作之

票為決定票。

三、為開展會務，理事會在不抵觸本

章程各規定的情況下可透過決議制訂和

修訂內部規章，以便按職能在理事會下設

若干部門，且就本會之實際運作、各機關

成員選舉規則，以及有關會員、各項活動

規則等一切事宜作出規範；候補理事在理

事不能視事時，可依“內部規章”或理事

會制定的“操作細則”作填補。

四、可聘請社會人士出任名譽會長及

顧問等職務。

第十條

（監事會的組成及運作）

（一）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監事若干

人（總人數必為單數）另可設有候補監事

一名；候補監事在監事不能視事時，依監

事會制定的“操作細則”作填補。

（二）監事會在全數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如表決時票數相同，監事長再作投

票。 

第十一條

（收入）

本會的收入來源包括：

（一）會員繳交的入會費及會費；

（二）來自本會活動的收入；

（三）各界人士及機構給予的資助、

贈與、遺贈及其他捐獻。

第十二條

（附則）

本章程的修改權屬會員大會，由理事

會提交修章方案予會員大會審議通過；而

本章程的解釋權屬理事會。

第十三條

本章程未有列明之事項將按澳門現

行之有關法律規範。

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一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2,31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31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大提琴學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六日存檔

於本署2014/ASS/M1檔案組內，編號為71
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大提琴學會

章程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定名為“澳門大提琴學會”，中文

簡稱“大提學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Violoncelo de Macau”；英文名稱為
“Macau Cello  Association”。

第二條

會址

一、本會地址：澳門氹仔成都街濠景

花園第31座（櫻花苑）15樓G座。

二、經理事會決議，會址可遷至澳門

任何地方。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以參與及推動大

提琴音樂藝術活動，促進澳門大提琴音

樂事業發展為宗旨。

第四條

會員

一、成為本會會員者，須先向本會申

請，經本會理事會議決通過後可成為本會

會員。

二、會員須遵守本章程、本會決議及

內部守則。

三、會員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有提

出意見和建議的義務。

四、須按時繳交會費。

第五條

會費

會費金額由理事會訂定。

第六條

本會機關

一、本會機關如下：

（一）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利機關；

2. 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一名
及秘書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3. 制定並修改本章程；

4. 通過年度工作報告、財政報告、監
事報告及新年度活動計劃；

5. 選舉本會機關成員。

（二）理事會

1.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

2. 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員
組成，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一名，每

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3. 理事會為本會的執行機關，負責領
導及管理本會的行政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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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理事會須每年提交執行工作報告、
財政報告及翌年的工作計劃予會員大會
通過。

（三）監事會

1. 監事會負責審議財政報告以及監督
本會的財政狀況和事務；

2. 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一
名和監事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
連任。

二、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會議召
集書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方式寄予會
員，或透過會員簽收方式為之。

三、本章程須經會員大會方得修改。
修改章程的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
贊成票通過。

四、本學會之解散或存續期之延長，
須經會員大會議決，並須獲全體會員四分
之三贊成票通過。

第七條

經費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會費；

二、政府資助以及社團、社會人士的
贊助和捐贈；

三、音樂會或其他活動收入；

四、其他收入。

第八條

補充規定

凡本章程未有規定者，由會員大會依
澳門現行法律修訂解決。

二零一四年三月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56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56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中華（澳門）野生動植物保護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五日存
檔於本署2014/ASS/M1檔案組內，編號為
69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定為“中華
（澳門）野生動植物保護協會”，葡文名
稱為“Associação Chinesa para a Con-
servação da Vida Selvagem (Macau)”，
英文名稱為“Chinese (Macau) Wildlife 
Conservation Association”。

第二條——本會宗旨是組織調動社
會力量，通過廣泛的宣傳教育和科學普及
活動，提高公民的自然保護意識；加強與
內地及海外野生動植物保護組織的交流
與合作，促進野生動植物保護科學技術的
發展，拯救珍貴瀕危物種，保護生物多樣
性，全面發揮其生態效益、社會效益和經
濟效益，推動澳門在野生動植物保護事
業與社會的協調發展。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在澳門新馬路
366號一樓，在需要時可遷往其他地方及
設立分區辦事處。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任何人如同意本會之宗
旨，經本會會員介紹，及經會議批准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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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主席團和理事會、監事會成員；決定會
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作報告。

第九條——會員大會設主席一人、副
主席若干人、秘書一人。

第十條——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會，
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及理事若干人，理
事會總人數必須為單數，負責執行會員大
會決策和日常具體會務。

第十一條——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
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及監事若干
人，監事會總人數必須為單數，負責監察
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主席、副主席
和秘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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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會員
大會。會員大會的召集，至少提前八天透

過掛號信方式召集。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
之日期、時間、地點和議程。如會議當日出
席人數不足半數，於半小時後作第二次召
集，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寡，亦可召開會
議。會員大會決議時除另有法律規定外，
須獲出席會員絕對多數票贊同方為有效。
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四分
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或延長法人存續
期的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
票。

第十四條——理事會議、監事會議每
三個月召開一次。

第十五條——會員大會、理事會會
議、監事會會議分別由會員大會主席、理
事長、監事長召集和主持。

第十六條——理事會議須經半數以
上理事同意，始得通過決議。

第五章

經費

第十七條——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
或各界人士贊助，倘有不敷或有特別需用
款時，得由理事會決定籌募之。

第六章

附則

第十八條——在本會成立後，由發起
人組成一個籌備委員會。該委員會享有本
章程所賦予之所有權利，並負責招募會
員，召開首次會員大會，並在該大會上選
出各機關成員。

第十九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
過後執行。

第二十條——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於會
員大會。

二零一四年三月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43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43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中葡文化商貿促進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七日存
檔於本署2014/ASS/M2檔案組內，編號為
73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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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葡文化商貿促進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中葡文化商貿促進

協會”，葡文為“Associação Cultural Lu-
so-Chinesa e Promoção de Comércio”，
英文名稱為“Sino-Portuguese Cultural 
& Trading Promotion Association”。

第二條

本會會址

澳門新口岸宋玉生廣場159-207號光
輝商業中心3樓G、H、I。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本會以連結海內

外地區、團結澳門、葡萄牙、葡語系國家、

非洲之所有友好人士、促進澳門與大中華

地區多元合作、建設國家、繁榮澳門為宗

旨，發揮澳門的作用和優勢，廣交各方友

好，構建澳門與各區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平

臺，互補優勢、資源共享、攜手共進，推動

澳門與各地區的雙向投資、合作與發展。

第四條

會員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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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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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

組織架構

（一）、本會組織包括：

a）會員大會；

b）理事會；

c）監事會。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和監

事會的成員每屆任期為三年。

（三）、大會秘書；

a）、本會設有兩名秘書，由會員大會
任命。

b）、有關秘書所擔任的職務由理事會
制定。

（四）、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由所有有選舉權之會員組

成。

a）、會員大會由主席團主持，該
主席團包括主席一名，副主席一名 
和秘書一名。

（五）、主席之職責：

a）任命主席團成員和本會行政機關
的成員；

b）召集會員大會；

c）主持會員大會的工作。

（六）、副主席之職責，在於協助主席

及當主席缺席或因事暫時缺席時代行主

席職務。

（七）、秘書之職責為作大會之會議

記錄。

（八）、主席團之空缺由下一屆會員

大會中如數選出補上。

第七條

權限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的機關和

有以下的權限：

a）選舉或罷免理事會和監事會的成
員；

b）對修訂章程和規則之建議作出決
議；

c）討論及通過有關的報告、理事會的
陳述和監事會的意見；

d）討論及通過活動的計劃和相關活
動的預算；

e）裁決被退會會員的申訴；

f）制定有關的入會費和年費；

g）根據法律的規定解散本會：和

h）按照有關的法律、章程和規則規
定的權限解決有關的事宜。

第八條

會議

（一）、會員大會須在一年之首季舉

行。具體時間、地點則由大會主席團決定。

（二）、第一款所指的年度會員大會

必須進行的工作內容如下：

a）決議和批准有關理事會的報告和
帳目；

b）決議和批准有關監事會的報告；

c）決議和批准活動計劃和相關活動
之預算。

第九條

召集

會員大會的召集，至少應於會前八天

以掛號郵寄或簽收等方式下達各會員，召

集書中須載明會議日期、時間、地點及議

程。

第十條

理事會

理事會為本會之執行機構，負責執行

會員大會決議，策劃和推行會務，向會員

大會提交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理事會設

理事長一人，對內領導日常會務，對外代

表本會。理事會由五人或以上單數成員組

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秘書長、副秘書

長和理事等若干人，以上均由會員大會主

席選出產生，每屆任期三年。理事會工作

如下：

a）為策劃及執行本會活動之常務機
構。

b）遵守履行會員章程和會員大會決
議。

c）決定接納新會員和委員會及中心負
責人，對違反本會章程的會員採取處罰。

第十一條

監事會

監事會由三至七位成員組成，總人數

為單數。包括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及監

事，以上均由會員大會主席選出。每屆任

期三年。監事會的職權範圍是監察會務，

包括監管選舉的投票，定期監閱及監察理

事會的帳目，並對年度報告提出意見。



3724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 第 12 期 —— 2014 年 3 月 19 日

第十二條

名譽會長及顧問

經由本會領導架構成員聯合會議提

名通過，本會得聘請長期熱心支持本會之

社會賢達擔任名譽會長。經由本會領導架

構成員聯合會議提名通過，本會得聘請若

干名譽顧問及會務顧問，支持及推動會務

之發展。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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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本會的解釋、修改章程以及解散

第十四條

章程之解釋

若有任何疑問發生，而本會之章程並

沒有適當資料提供以資參考時，則由理事

會負責解釋，並可向會員大會提出建議及

修改。

第十五條

章程之修改

（一）、修改本會章程需在會員大會

中進行。

（二）、會章之任何修改，必須得到

出席會員之四分之三或以上之贊成及通

過。

第十六條

本會之解散

（一）、本會按法律之規定解散。

（二）、會員大會有關解散本會之決

議，必須得到全體具投票權之會員中四分

之三的贊成票通過。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七條

法律規範

本章程未有列明之事項將按澳門現

行之有關法律規範。

二零一四年三月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3,05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050,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炎黃夢文化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七日存

檔於本署2014/ASS/M2檔案組內，編號為
74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炎黃夢文化協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澳門炎黃夢文化協

會”。

第二條

宗旨

宗旨為：本會以傳承和弘揚中華千年

文化為己任，在全世界華人華僑和炎黃華

夏子孫後代中加以發揚光大，將中華民族

的文化精魂寓於動漫世界娛樂中廣為流

傳，以此達到聚集和培育兩岸四地文化創

意人才，團結動漫精英，發展動漫製作，

深化文化創意新興產業，共同拓展澳門經

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新途徑，推動兩岸四地

動漫創意產業的合作與發展。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設於澳門天通街11號
中建大廈7樓B座，協會可在適宜或有需
要時，設立代表處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代表

機構或將總址遷至澳門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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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的權利及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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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組織架構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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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機

構，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會長、副會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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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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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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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決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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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項，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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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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定籌募之。

二零一四年三月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4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44,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os Conterrâneos Shunde 
Beijiao de Macau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se encontra depositado neste Cartório, em 
cinco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catorze, sob o 
número um, a fls. um, do maço número um, 
de documentos autenticados de constitui-
ção de associações e de instituição de fun-
dações e suas alterações, referente ao ano 
de dois mil e catorze, o contrato de cons-
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sem fins lucrativos 
denominada Associação dos Conterrâneos 
Shunde Beijiao de Macau, com sede em 
Macau, na Rua de Évora, n.º 84, Edifício 
Flower City, rés-do-chão, loja A, a qual se 
rege pelos seguintes Estatutos: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名稱為“澳門順德北滘同鄉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os Conterrâne-
os Shunde Beijiao de Macau及英文名為
Macau Shunde Beijiao Fellow Villager 
Association。

第二條

會址

會址設於澳門氹仔埃武拉街84號牡
丹花園地下A舖，會員大會可透過決議更
改會址。

第三條

性質及存續期

本會為一不牟利法人且存續期為不

確定。

第四條

宗旨

本會主要宗旨如下：

a）凝聚澳門順德北滘鄉親；及

b）透過社團活動及結合，推動澳門
及順德北滘兩地文化教育交流及社會發

展。

第五條

入會資格

1. 任何居住於澳門的順德北滘鄉親，
且擁護並遵守本會章程，均可成為會員。

2. 會員可以是創會會員、普通會員及
名譽會員。

3. 創會會員是在社團設立行為中有
簽署有關文件的會員。

4. 普通會員是所有自然人在確認本
會宗旨後，提出入會申請及獲理事會決議

接受。

5. 名譽會員是所有自然人獲會員大會
決議賦予有關資格，條例是其可透過特別

方式協助本會實現有關宗旨。

6. 入會是透過填寫及簽署有關申請
表，且需經理事會審批。

7. 當會員嚴重違反本會章程或其對
本會應有之義務時，可對其作出歸責，則

理事會可通過將有關會員除名。

第六條

會員的權利和義務

1. 會員有以下權利：

a）出席本會全體會員大會；

b）對社團機關據職位，具有投票權、
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c）參加、協助及支持本會所舉辦之一
切活動。

2. 會員應遵守本會的章程及規章，不
得作出任何有損本會聲譽的行動。

第七條

機關

1. 本會機關有：

a）會員大會；

b）理事會；

c）監事會。

2. 本會機關成員由會員大會選舉產
生，任期三年，可連任。

第八條

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構，
由所有會員組成。

2. 會員大會的職權如下：

a）通過及修改會章；

b）選舉社團機關成員；

c）制定會費；

d）通過本會的內部規章；及

e）決定本會務工作。

第九條

會議

1. 會員大會由主席、副主席及大會秘
書各一名組成之主席團領導。

2. 會員大會平常每年召開一次會議，
需在舉行日最少八日前作出召集，而特別

會議由主席團主席或其代表又或當理事

會或20%的會員申請召集。

3. 會員得由任何其他會員代表出席會
員大會，為此只需要一封致會員大會主席

之信函。

第十條

理事會

1. 理事會由單數總共五名成員組成，
包括一名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兩名理

事及一名司庫，當主席缺席或迴避時由副

理事長補上。

2. 理事長負責本會的日常事務，副理
事長和理事協助理事長工作。

第十一條

理事會之權限

1. 本會理事會有權：

a）在法庭內外代表本會；

b）根據本章程確定之宗旨組織本會
之活動；

c）履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d）向會員大會建議會員應繳納之會
費之金額；

e）製作及向會員大會介紹報告及管
理帳目，以及年度活動計劃及財政預算；

f）管理及執行本會之基金。

2. 對本會產生約束力，僅以理事會決
議決定簽署方式方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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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監事會

1. 監事會由單數最多共五名成員組
成，包括一名主席、一名副主席及一或三

名監事組成。

2. 監事會有權監察日常會務運作和財
政開支。

第十三條

收入

本會收入來自會員會費以及私人、公

共實體的捐贈和資助。

第十四條

其他

本章程未列明之事宜概依澳門現行

法律規範執行。

私人公證員 蘇雷

Artigo 1.º

Denominação

A associação é designada por Associa-
ção dos Conterrâneos Shunde Beijiao de 
Macau, em chinês, 澳門順德北滘同鄉會e, 
em inglês, Macau Shunde Beijiao Fellow 
Villager Association.

Artigo 2.º

Sede

A Associação tem a sua sede em Macau, 
na Rua de Évora, n.º 84, Edifício Flower City, 
rés-do-chão, loja A, Taipa, a qual poderá 
ser alterada por deliberação da Assembleia 
Geral.

Artigo 3.º

Natureza e duração

A Associação é uma pessoa colectiva 
sem fins lucrativos, que se constitui por 
tempo indeterminado.

Artigo 4.º

Fins

A Associação visa os seguintes objecti-
vos principais:

a) Reunir todos Conterrâneos de Shun-
De BeiJiao em Macau; e

b) Promover o intercâmbio cultural e 
educação e o desenvolvimento social entre 
Macau e ShunDe BeiJiao, por meio de ac-
tividades sociais e de integração.

Artigo 5.º

Condições de admissão

1. Podem ser admitidos como Associa-
dos todos os Conterrâneos originários de 

ShunDe BeiJiao, residentes em Macau e 
que cumpram fielmente as disposições es-
tatutárias da Associação.

2. Os Associados podem ser fundadores, 
ordinários e honorários.

3. São Associados fundadores os que 
tiverem subscrito o título constitutivo da 
Associação.

4. Associados ordinários são todas as 
pessoas singulares que, reconhecendo com 
os fins da Associação, requeiram a sua ins-
crição, e esta seja aceite por deliberação da 
Direcção.

5. São Associados honorários as pessoas 
singulares que a Associação, por delibera-
ção da Assembleia Geral, atribua essa qua-
lidade, em virtude de poderem, de forma 
especial, ajudar a Associação na prossecu-
ção dos seus fins. 

6. A admissão far-se-á mediante o pre-
enchimento do respectivo boletim de ins-
crição, firmado pelo pretendente, depen-
dendo a mesma da aprovação da Direcção.

7. Quando seja imputável ao associado 
violação grave dos Estatutos da Associa-
ção ou das suas obrigações para com a As-
sociação, pode ser excluída por deliberação 
da Direcção.

Artigo 6.º

Direitos e Deveres dos Associados

1. Os Associados têm o direito de:

a) Participar na Assembleia Geral;

b) Votar, eleger e ser eleito para os car-
gos sociais da Associação;

c) Participar e apoiar as actividades or-
ganizadas pela Associação.

2. Os Associados devem cumprir o esta-
belecido nos estatutos e regulamentos da 
Associação, não podendo praticar quais-
quer actos que prejudiquem o bom nome 
da Associação.

Artigo 7.º

Órgãos

1. São órgãos da Associação: 

a) A Assembleia Geral; 

b) A Direcção;

c) O Conselho Fiscal. 

2. Os membros dos órgãos sociais são 
eleitos pela Assembleia Geral para manda-
tos de três anos, renováveis.

Artigo 8.º

Assembleia Geral

1. A Assembleia Geral é o órgão su-
premo da Associação, e é constituída por 

todos os Associados em pleno uso dos seus 
direitos.

2. À Assembleia Geral compete: 

a) Aprovar e alterar os Estatutos;

b) Eleger os membros dos órgãos sociais; 

c) Fixar jóias e quotas da Associação;

d) Aprovar os regulamentos internos da 
Associação; e

e) Definir as actividades da Associação. 

Artigo 9.º

Reuniões

1. A Assembleia Geral é dirigida por 
uma mesa composta por um Presidente, 
um Vice-Presidente e um Secretário.

2. A Assembleia Geral reúne anualmen-
te, em sessão ordinária, convocada com, 
pelo menos, oito dias de antecedência, e 
extraordinariamente, quando convocada 
pelo Presidente da Mesa, ou por quem o 
substitua no seu lugar, ou quando requeri-
das pela Direcção ou por 20% de Associa-
dos ordinários.

3. Qualquer Associado pode fazer-se 
representar por outro Associado na As-
sembleia Geral, bastando neste caso, como 
instrumento de representação, uma carta 
dirigida ao Presidente da Mesa da Assem-
bleia Geral.

Artigo 10.º

Direcção

1. A Direcção é constituída por um 
número ímpar de membros, num total de 
cinco, sendo constituída por um Presiden-
te, um Vice-Presidente, dois Vogais e um 
Tesoureiro, sendo o Presidente substituído 
na sua falta ou impedimento pelo Vice-
-Presidente.

2. O Presidente da Direcção assegura 
o regular funcionamento da Associação, 
sendo que o Vice-Presidente e os Vogais 
coadjuvam o Presidente no exercício das 
suas funções. 

Artigo 11.º

Competências da Direcção

1. Compete à Direcção da Associação: 

a) Representar a Associação, em juízo e 
fora dele;

b) Coordenar a actividade da Associa-
ção de acordo com os fins definidos nos 
presentes Estatutos;

c) Dar cumprimento às deliberações da 
Assembleia G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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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Propor à Assembleia Geral o montan-
te das quotas a pagar pelos Associados;

e) Elaborar e apresentar à Assembleia 
Geral o relatório e contas de gerência, bem 
como o programa de actividades e o orça-
mento para o ano seguinte;

f) Administrar e gerir os fundos da As-
sociação.

2. A Associação fique apenas obrigada, 
por forma a definir mediante deliberação 
da Direcção. 

Artigo 12.º

Conselho Fiscal

1. O Conselho Fiscal é constituído por 
um número ímpar de membros, até ao total 
de cinco, sendo um Presidente, um Vice-
-Presidente e um ou três Vogais. 

2. Compete ao Conselho Fiscal fiscalizar 
as actividades e a gestão financeira corren-
te da Associação.

Artigo 13.º

Receitas

Constituem receitas da Associação as 
quotas dos Associados e as contribuições e 
subsídios atribuídos por entidades privadas 
ou públicas.

Artigo 14.º

Outros

Nos casos omissos nos presentes Estatu-
tos aplicam-se as normas legais vigentes n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Está conforme.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11 de 
Março de 2014. — O Notário, Rui Sousa.

（是項刊登費用為 $4,64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643,00)

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宏利（澳門）退休金計劃

保證基金（澳門）

管理規章

釋義及解釋

（1）本管理規章為參與協議之組成
部分。

（2）在本管理規章中，用詞應具有參
與協議中的計劃規則「定義」部分賦予該

用詞之涵意（除非本管理規章文意另有別

的規定）。

第一條

（開放式退休基金名稱及目的）

（1）本開放式退休基金名為保證基
金（澳門）（下稱「本基金」）。

（2）就個人或企業實體（為其僱員）
參與管理公司（定義見下文）的「宏利（澳

門）退休金計劃」而成立的一個或多個退

休金計劃，本基金主要目的是就該等退

休金計劃的有關資產按本管理規章投資

於本基金，以就該等退休金計劃的參與者

（定義見下文）的正常退休、提早退休、

長期無工作能力、患嚴重疾病狀況或身故

等情況向參與者或受益人（如適用）支付

有關退休金計劃所訂明的利益。

第二條

（管理公司及其職能）

（1）本基金的管理公司為宏利人
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下稱「管理公

司」）。管理公司乃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

有限公司，繳足股本為港幣3,544,781,000
元。管理公司於澳門的註冊辦事處位於澳

門南灣大馬路517號南通商業大廈8樓。

（2）根據有關澳門法律條文的規定，
管理公司具足夠資格及勝任能力執行本

基金的行政、管理及代表的職能。

（3）在澳門法律和法規及本管理規
章的規限下，管理公司應具有並可隨時行

使全部或部分以下的權力：

（a）管理公司有權委任或撤換任何
向其及/或本基金及/或退休金計劃提供服
務的服務提供者；

（b）根據本管理規章對本基金作出
投資之權力，在不損害上文的一般性的原

則下，管理公司可行使其絕對酌情決定權

委任或撤換一名或多名協助本基金投資

職能（包括作出買賣證券和行使認購權與

期權的決定）的投資經理及/或顧問；

（c）在管理公司認為合適的時候，於
任何時候持有作為本基金一部分的任何

投資、證券或財產處於其不變情況之權

力；

（d）有最終之決定權力通過出售、收
回或轉換等形式把本基金非現金形式的

投資、證券和財產變現；

（e）就上述出售、收回或轉換所得之
收益及任何構成本基金的其他資本款項，

或本基金的任何收益或根據本管理規章

支付給管理公司的供款，如不需即時作出

本管理規章規定的付款，管理公司可在認

為合適的時候，將上述全部或部分款項作

出以下的投資或應用之權力：

（i）管理公司有最終決定權在認為合
適時，不論是享有所有權或復歸權與否，

購買任何基金、證券、債券、公司債券、股

票、股份、其他投資或財產（包括包銷、分

包銷或擔保上文所述的有關基金、證券、

債券、公司債券、股票、股份、其他投資或

財產，但條件是不會對本基金構成任何額

外債務）；及/或

（i i）為了提供參與協議訂下的利益
的目的，與管理公司認為合適的任何保險

公司或保險辦事處執行和維持任何年金

合約、年金保單、人壽保險保單及其他保

單；

在所有方面對投資項目、合約、保單

或存款作出投資、轉換和更改，管理公司

具十足及無限制的權力猶如管理公司有

絕對權力及享有實際利益一樣。

（4）於本管理規章條文的限制下，在
不損害有關參與協議或集成協議的其他

條文的一般性的原則下，本管理規章無包

含任何內容阻止管理公司作出以下行為：

（a）為其他人士以其他身份行事；

（b）為自己購買、持有或買賣任何投
資項目或貨幣，儘管本基金中可能持有類

似的投資項目或貨幣；

（c）為管理公司自己擁有的基金進行
投資或為管理公司自己的投資（如適用）

而購買本基金組成部分的投資，但條件是

不論在任何情況下，有關因為本基金而作

出的購買之條款不會差於同一日作出正常

交易的買賣之條款；

（d）進行本基金的貨幣買賣並且按
不時之現行正常商業價格就各項買賣徵

收佣金。

管理公司（或任何管理公司的關聯人

士）就管理公司（或其關聯人士）進行上

文所述行為時而引起的任何報酬、佣金、

利潤或任何其他利益，無須向本基金交待

或負上任何責任。

（5）本管理規章無包含任何內容要
求管理公司承擔任何責任，向任何參與法

人（定義見下文）或其他參與者（定義見

下文）披露在其代表其他人士或以任何非

為本基金的管理公司的身份行事期間獲

悉的事情或事項。

第三條

（受寄人及其職能）

（1）本基金的受寄人為滙豐機構信
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

處位於香港皇后大道中1號（下稱「受寄
人」）。

（2）根據澳門金融管理局（下稱「澳
門金管局」）於2013年2月27日發出之通
函，澳門金管局確認該局認為滙豐機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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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符合資格向按照

澳門相關法律條文成立之私人退休基金

提供受寄人服務。受寄人會將有關本基金

的證券和文件接收存管或記錄在登記冊

上，並維持最新按時間順序排列的所有交

易紀錄，以及每季擬備詳列本基金資產的

清單。

（3）受寄人可根據管理公司或其委任
之實體或人士的指示，受託買賣證券和行

使認購權與期權（如適用）、收取由本基

金的資產所產生的收益，並與管理公司合

作執行有關該等收益的活動，以及根據管

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實體或人士的指示贖

回本基金的單位以使管理公司能向本基

金的參與者或受益人（如適用）支付退休

金計劃所訂明的利益。

第四條

（本基金的參與者類別）

（1）參加本基金的成員包括下列類
別：

（a）個人——按個人情況及職業情
況來決定其享有退休金計劃所指的權利

的自然人，不論有否向退休金計劃提供資

金（下稱「個人參與者」）；

（b）企業實體——其退休金計劃是
由開放式退休基金提供資金的企業（下稱

「參與法人」）；

（c）供款人——為向退休金計劃提供
資金而供款之自然人或法人（包括根據參

與協議的條款參與企業實體於「宏利（澳

門）退休金計劃」成立的退休金計劃的自

然人及企業實體之僱員（下稱「僱員參與

者」）及澳門法律不時所准許之其他人士）

（下稱「供款人」）。

（2）「個人參與者」、「參與法人」及
「供款人」統稱為「參與者」。管理公司

可不時在不抵觸有關法例的情況下增加

或修改參與者類別。

（3）不論參與者類別，其成員資格，
除參與協議另有規定，均在管理公司接納

並簽訂參與協議後生效，而該參與協議

將載列有關法令及管理公司所規定的資

料。為免生疑問，管理公司保留以其絕對

酌情決定權拒絕（無須任何理由）任何個

人（包括但不限於任何自然人及受僱於企

業實體之僱員）或企業實體申請成為參與

者之任何申請。

第五條

（本基金單位在本基金成立日之價值、發

行及贖回）

（1）每單位於管理公司訂明之基金
成立日的初始值為港幣10.00元或澳門幣
10.30元。

（2）於管理公司不時訂明的行政程
序下，按參與協議所作出的供款，將在切

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於交易日（見第六條

第（1）項所述）按每單位資產淨值發行單
位。

（3）於管理公司不時訂明的行政程
序下，按參與協議所提出的贖回要求，將

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於交易日按每

單位資產淨值贖回單位。

（4）單位將以退休金計劃的名義發
行，並記入有關參與者的帳戶。

（5）單位將以登記方式發行，而不會
發行單位證書。

（6）當本基金有關資產淨值的計算
按下述第十五條遭到中止，其有關單位之

認購或贖回將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

順延至不受第十五條限制的任何一個交

易日進行。

（7）管理公司可於每單位資產淨值
上收取不高於2%的賣出差價，作為購買
本基金單位的費用。管理公司亦可於每

單位資產淨值上收取不高於2%的買入差
價，作為沽售本基金單位的費用。

第六條

（參與單位價格的計算日期及方式）

（1）本基金的單位將於每個交易日
估值以計算出每單位之資產淨值（下稱

「單位價格」）。交易日指香港的銀行營

業的任何一日（星期六、日除外）或管理

公司不時決定的其他日期（下稱「交易

日」）。管理公司亦可在行使絕對酌情決

定權下決定任何一日（不論當日是否香港

的銀行營業日）是否為交易日。港元單位

價格的計算方法是將本基金的資產淨值

（定義見附錄2——保證基金（澳門）之
投資政策）除以已發行的單位數目。

（2）按上述第六條第（1）項的規限
下，管理公司有權在下述第十五條所載的

情況下暫時中止或延遲估值。

（3）澳門幣單位價格是以港元單位
價格按管理公司不時所訂的兌換率換算

所得。

（4）每單位的價格將湊整至小數點
後最近三位數，直至管理公司另行作出修

訂。

第七條

（投資政策）

（1）本基金的投資政策將嚴格遵守
由澳門金管局刊登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公報》內的規例。有關本基金之投資政策

（包括本金保證）可參閱附錄2——保證
基金（澳門）之投資政策。

（2）在預先獲得澳門金管局的批准
後，管理公司可：

（a）更改本基金的投資政策；或

（b）合併、分拆或終止本基金。

第八條

（管理公司及受寄人的報酬、收費

和開支）

（1）作為提供本管理規章下的管理
服務的報酬，管理公司應有權收取及被支

付之報酬包括：

（a）認購費：按供款金額收取不超逾
5%的費用，並從供款中扣除（或與管理公
司預先協定後由參與法人或個人參與者

另行繳付）。為免生疑問，過往服務年資

供款（如有）不會被收取認購費。

（b）基金管理費：每年最高為本基金
所持的資產淨額之價值之2%，並逐日累
計。

（2）就受寄人提供之基金行政 /託管
服務的報酬而言，受寄人應有權收取及被

支付之報酬為基金行政費，而這些費用每

年最高為本基金所持的資產淨額之價值

之0.5%，並逐日累計。

（3）所有就成立、運作/營運、管理及
執行本基金及退休金計劃而合理招致的

費用和開支，包括但不限於下列項目將從

本基金的資產中扣除，而支付方式由管理

公司決定：

（a）本基金或管理公司須向澳門金
管局繳交的任何費用及開支；

（b）任何核數師及/或精算師的費用
和開支；

（c）管理公司就本基金及 /或退休金
計劃的成立而支付的費用和開支，以及其

後與計算本基金所持的資產淨額之價值、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及單位價格有關的費

用；

（d）管理公司就本基金及/或退休金
計劃及管理公司為執行職責而引致的所

有法律費用及其他顧問收費；

（e）為成立本基金及 /或退休金計劃
而引致或代管理公司支付的所有合理實

付開支，以及有關初始發行本基金單位的

費用；

（f）擬備本管理規章的補充文件所
產生或附帶的費用及開支；

（g）根據本基金及/或退休金計劃向
參與者及受益人發放通告或以其他方式

進行通訊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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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為根據有關法令而取得和保持
本基金的授權或其他正式認可或批准的

費用和開支；

（i）與本基金及 /或退休金計劃的營
運有關的開支，包括提交報稅表及向任何

對本基金、退休金計劃及 /或管理公司具
有司法管轄權的監管當局提交其他法定

資料；

（j）在不損害上述條文的一般性的
原則下，擬備、翻譯成葡文、中文或任何

其他語言、印刷及派發有關本基金及 /或
退休金計劃的任何推銷刊物或說明書（包

括在任何司法管轄區連同認購章程或說

明書派發及載有補充資料的任何其他文

件）、有關提供本基金或其他有關本基金

及/或退休金計劃的所有結單、賬目、報告
及通告的開支，以及由於任何政府或其他

監管當局修訂或引進任何法律、規例或規

定（不論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或向有關

當局擔保或達成協議，管理公司為符合該

等修訂或法例或擔保或協議或以其他方

式與之有關而引致的所有其他費用和開

支；

（k）在管理公司不時認為合適的澳
門或其他地方的報章刊登本基金的資產

淨值及/或單位價格之所有開支；及

（l）所有印花稅、其他稅項、稅款、
政府收費、經紀費、佣金、匯兌費、銀行

收費、轉移費和開支、註冊費和開支、牌

照費和開支、有關管理公司涉及本基金的

全部或部分的交易之交易費、受寄人及代

表的費用和開支、保險和抵押費用，以及

就任何投資或其他財產或任何現金、存

款或貸款的購入、持有和出售套現或其他

交易（包括申索或收取收益或其他有關權

益）而需支付的其他費用、收費或開支。

（4）特定費用：任何歸因於某特定參
與法人或個人參與者之費用及開支（包括

但不限於法律、審計及註冊費用）應由該

參與法人或個人參與者承擔及繳付。

（5）計劃終止費：若參與法人或個人
參與者於其退休金計劃之計劃成立日起

五年內按參與協議中的計劃規則的規定

終止退休金計劃，管理公司會從贖回之款

項中按百分比扣除終止退休金計劃之費用

（或與管理公司預先協定後，該費用可由

參與法人或個人參與者另行繳付）。退休

金計劃由計劃成立日期至終止日期之年期

少於一年，所收取的計劃終止費為贖回款

項之5%；滿一年但不足二年為4%；滿二
年但不足三年為3%；滿三年但不足四年
為2%；滿四年但不足五年為1%；滿五年
或以上便不會收取計劃終止費。

（6）管理公司、受寄人及 /或管理公
司委任之實體或人士均已獲授權從投資

於本基金的退休金計劃供款、資產、帳

戶、結餘及贖回等款項中（按各項之適用

情況）扣除此第八條的款項。

（7）管理公司現時收取的報酬/收費
將列載於參與協議內，但管理公司有權不

時對有關報酬/收費作出任何修訂。

（8）管理公司可因應為參與法人或
個人參與者（視乎適用情況）提供與退

休金計劃及/或就本基金相關的條款及服
務，在管理公司及參與法人或個人參與者

（視乎適用情況）雙方同意下於參與協議

內另訂第八條的任何報酬/收費及/或其他
報酬/收費，並以本管理規章所公布的為
上限。

第九條

（基金轉換、認購及贖回）

（1）從退休金計劃收到用以認購本
基金單位的供款，將於扣除按上述第五

條第（7）項的收費（如適用）及第八條第
（1）（a）項的認購費（如適用）後，按照
上述第五條第（2）項發行單位。

（2）贖回單位之有關款項將按照退
休金計劃的參與協議中的計劃規則支付。

（3）如獲澳門金管局的核准，管理公
司將管理多於一個開放式退休基金（列

於附錄1——開放式退休基金清單）。管
理公司可酌情容許參與者把全部或部分

單位由一項開放式退休基金贖回並轉換

至認購另一項開放式退休基金之單位。有

關轉換要求須以管理公司指定的書面格

式或其他與管理公司預先協定的方式提

出。

（4）擬轉換本基金的單位之價值將
根據轉換處理當日之交易日的單位價格計

算。如轉換處理當日不是交易日，則以緊

接於當日之後的交易日的單位價格計算。

第十條

（轉移管理公司和受寄人）

（1）在獲得澳門金管局的預先批准
下，管理公司可把管理本基金的職能轉移

至另一間管理公司。

（2）在轉移本基金前，管理公司將給
予參加本基金的參與法人及個人參與者

不少於一個月之提早通知（或澳門金管局

所同意的較短期間）。參與法人必須將管

理公司向參與法人發出的通知轉告其僱

員參與者。

（3）在獲得澳門金管局的預先核准
下，管理公司可把保管本基金資產的職能

轉移至另一個或多個受寄人。

（4）上述轉移所引致的開支一概由
本基金全數承擔，除承轉人與轉移人另有

協定。

第十一條

（管理規章的更改）

（1）在符合第十一條第（2）項的情
況下，管理公司可不時更改本管理規章。

（2）任何根據第十一條第（1）項規
定作出之修改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i）澳門金管局已批准有關修訂；

（i i）澳門金管局要求作出的通知和
其他程序（如有）已被遵從；及

（i i i）管理公司必須給予參加本基金
的有關參與法人及個人參與者不少於一

個月之提早通知（或澳門金管局所同意的

較短期間）。參與法人必須將管理公司向

參與法人發出的通知轉告其僱員參與者。

第十二條

（結束本基金）

（1）在澳門金管局的預先批准下，管
理公司可決定結束本基金。

（2）在結束本基金前，管理公司應給
予參加本基金的參與法人及個人參與者

不少於一個月之提早通知（或澳門金管局

所同意的較短期間）。參與法人必須將管

理公司向參與法人發出的通知轉告其僱

員參與者。

（3）若結束本基金，有關本基金的資
產及債務將按管理公司的絕對酌情決定

權：

（a）根據各有關參加本基金的參與
法人及個人參與者作出的指示，轉移至於

宏利（澳門）退休金計劃下其他開放式退

休基金；如管理公司沒有收到有關指示或

上述轉移情況不適用，則由管理公司於不

違反澳門法律要求下酌情決定有關資產

及債務之轉移或處理；及/或

（b）用以購買人壽保險。

（4）在任何情況下，參與法人或其他
參與者均不得要求結束或分拆本基金。

第十三條

（結束本基金的程序）

本基金在預先獲得澳門金管局批准

後才可予以結束，而有關結束必須刊登在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內。

第十四條

（管理公司的權利、責任及職能）

（1）管理公司作為本基金的管理公
司，將作出合理預期的謹慎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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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因管理公司的嚴重疏忽、欺詐
或故意違反本管理規章的條款而直接導

致的法律責任外，管理公司對其他任何行

為方式或遺漏概不承擔責任，亦不得就此

被任何人士（包括任何參與者及受益人）

提出起訴。

（3）除本管理規章的規定外，管理公
司對退休金計劃的參與者及受益人概不

承擔任何責任。

（4）除上文第七條所述的本金保證
外，管理公司對本基金的投資表現概不負

責，亦不對任何投資虧損承擔責任。

（5）若管理公司因按本管理規章擔
任管理公司而蒙受任何損失，管理公司有

權從本基金的資產中索取賠償，但因其嚴

重疏忽、欺詐或故意失責而直接導致管

理公司的損失除外。

（6）管理公司有權委任任何專業顧
問，並可依據有關顧問的建議或意見行

事。當管理公司依賴任何專業顧問之建議

或意見（不論是否由其取得或委任），管

理公司均無須為任何就該等行事產生的

任何人士（包括任何參與者及受益人）的

損失負責。

（7）如管理公司、受寄人或管理公司
委任之實體或人士被任何政府及/或主管
機關的任何部門（包括澳門境外或境內

的政府或主管機關）要求並且遵從其要

求及/或自願選擇性地根據適用法律或法
規，向有關（澳門境外或境內的）政府或

主管機關提供任何關於本管理規章之條

文、本基金（包括其投資及收益）、退休

金計劃、參與者（包括參與法人）及/或受
益人之資料，不論該要求是可強制執行與

否，管理公司、受寄人及管理公司委任之

實體或人士不會因有關的資料提供而要

向參與者（包括參與法人）、受益人或任

何其他人士承擔法律責任或向他們承擔

因有關的資料提供所引起的法律責任。

第十五條

（暫時中止估值和釐定單位價格）

（1）在下列情況之全部或部分期間，
管理公司可在顧及參與者及受益人的利

益後暫停本基金之單位交易，以及暫時中

止本基金的估值和釐定本基金的資產淨

值及單位價格：

（a）本基金的投資項目有相當部分
通常進行交易的任何證券市場休市或交

易受到限制或暫停交易，或管理公司、受

寄人或管理公司委任之實體或人士通常

用以釐定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或確定構成

本基金之任何投資項目的價值的任何工

具出現故障；

（b）本基金所投資的任何基金或該
等基金之單位因任何理由暫時中止交易

或估值；

（c）因任何其他理由，管理公司認為
本基金的投資項目的價格不能合理地得

以確定；

（d）管理公司認為，將本基金持有的
任何投資項目變現不可合理進行或會損

害參與者或受益人的利益；或

（e）本基金的投資項目（包括本基金
所投資的任何基金）的贖回或支付款項、

認購或贖回任何單位（包括本基金所投資

的任何基金的單位）所涉及的資金匯款、

調出或調回受到延誤，或管理公司認為不

能按合理的價格或合理的匯率進行。

條件是，以上暫時中止不應導致管理

公司不能遵守有關法律和規例。

（2）上述第十五條第（1）項所述的暫
時中止應於有關宣佈後即時生效，其後應

再沒有關於資產淨值的估值和計算，直至

管理公司宣佈解除中止為止。一般而言，

暫時中止應於發生以下情況的交易日隨

後之交易日予以解除：

（a）引致暫時中止的情況已停止存
在；及

（b）無存在任何本管理規章可授予
暫時中止的其他情況。

第十六條

（仲裁）

所有因本管理規章而引起的分歧，不

論嚴格來說屬於訴訟性質或任何其他性

質，如關於有關條文的詮釋、整體性及執

行方面，包括條文的更改或修訂，一概交

由澳門金管局的保險及私人退休基金爭

議仲裁中心進行調解。

第十七條

（司法管轄權）

（1）本管理規章須受澳門法律管限
並按照澳門法律解釋。

（2）澳門的法院具資格對本管理規
章所引起的問題作出判決。

––––––––––

附錄1——開放式退休基金清單

如上文第九條所述，管理公司所管理

的開放式退休基金清單如下：

保證基金（澳門）

亞太債券基金（澳門）

平穩增長基金（澳門）

均衡基金（澳門）

中港股票基金（澳門）

康健護理基金（澳門）

附註：在澳門金管局的批准下，管理

公司可不時增減本清單的基金。

附錄2——保證基金（澳門）之投資政策

（1）本基金旨在提供本金保證。本基
金旗下資產擬以投資於固定收益金融工

具為主。本基金旗下資產亦可包括存款、

股票、與股票有關的投資及其他准許投資

項目。

（2）享有保證的金額（下稱「淨供
款」）為扣除第五條第（7）項的賣出差價
（如適用）及第八條第（1）（a）項的認購
費（如適用）後，已減去贖回之款項的供

款/款項總額。本金保證以港元釐定。港元
單位價格不會下跌，以提供本金保證。

（3）如淨供款以澳門幣作結算，由於
澳門幣單位價格是以港元單位價格換算

所得及受兌換率波動所影響，本基金並不

擔保澳門幣單位價格不會下跌。

（4）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為本基金的保證人（下稱「保證人」），以

提供本金保證。

（5）本基金之利率由保證人完全酌
情釐定並可不時作出更改，但不會低於

0%。該利息（如有）一般將反映於港元單
位價格變動上。保證人釐定利率時會考

慮各項因素，包括但不限於基金之實際投

資收益、已變現和未變現之資本盈利或

虧損、投資及營運開支，以及投資市場情

況。

（6）本基金的資產淨值乃提供本
金保證及利息（如有）所需的款額（下稱

「資產淨值」）。為提供本金保證，資產淨

值將不會低於淨供款。如本基金所持的資

產淨額之價值高於資產淨值，超出金額將

撥作儲備經費（下稱「儲備經費」）。如本

基金所持的資產淨額之價值低於資產淨

值，不足金額將由儲備經費填補；倘若儲

備經費被耗盡，保證人將提供差額以補餘

下不足之數（下稱「補足金額」）。倘若其

後本基金所持的資產淨額之價值高於資

產淨值，保證人有權提取保證人之前向本

基金提供的補足金額（部分或全部）連同

按上述利率所計之相關利息。在此情況下

的任何提取不得使本基金所持的資產淨

額之價值低於資產淨值。

（7）為免生疑問，上述保證並不考
慮第五條第（7）項的買入差價（如適用）
及第八條第（5）項的計劃終止費（如適
用），有關費用將從贖回之款項中反映或

扣除。

（8）根據第十一條第（2）（i i i）項，
管理公司如修改保證條件、新增保證條件

或停止提供保證，需給予參加本基金的

參與法人及個人參與者不少於一個月之

提早通知（或澳門金管局所同意的較短期

間）。參與法人必須將管理公司向參與法

人發出的通知轉告其僱員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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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不違反本管理規章或澳門法
律下，管理公司及參與法人（或個人參與

者）可於相關參與協議內，按適用的情況

就保證相關之條文諸如保證條件、機制及

/或資格另有協定。

（是項刊登費用為 $8,14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8 143,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光明之家澳門浸信教會聯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三月三日起，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1號38/2014。

第一條——本會的中文名稱為“光

明之家澳門浸信教會聯會”，葡文名稱

為“Associação da Igreja Baptista de 
Macau, Casa de Luz”，英文名稱為“Ma-
cau Lighthouse Baptist Church Associ-
at ion”，總部地址位於澳門庇山耶街（壚
石塘）17-A號昌華大廈地下A座。

二零一四年三月十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31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14,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千葉體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三月三日起，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1號40/2014。

千葉體育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二條

法人住所及辦事處

本會設於澳門馬場海邊馬路55-56號
利昌工業大廈10樓，可根據需要設立辦事

處。經會員大會批准，本會會址可遷至澳

門任何其他地方。

二零一四年三月十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41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11,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Associação dos Assistentes Sociais de 
Macau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二日起，

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

案組1號43/2014。

澳門社會工作人員協進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

社會工作人員協進會”，中文簡稱為“社

協”，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os As-
sistents Sociais de Macau”，葡文簡稱
為“A ASM”，英文名稱為“Macau So-
cial Workers Association”，英文簡稱為
“MSWA”。（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本會為非牟利的社會工作

專業人員團體。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主教

巷1號C永順閣1-2樓。

第二章

宗旨

第四條——本會以發展社會工作專

業、協助政府提升居民福祉及爭取會員權

益為目標，宗旨如下：

一、本著社會工作專業精神關心社

會，積極參與社會服務及民生政策的制

定。

二、促進及推動社會工作專業的發

展：

1. 推動社會工作人員的持續進修；

2. 推動社會工作專業的學術研究及
交流；

3. 促進與社會工作專業相關之制度
及法規的發展。

三、維護社會工作的專業操守，致力

建立專業之仲裁制度。

四、維護會員及社區內服務使用者的

權益，關注社會事務。

五、聯繫及團結社會工作人員，建立

相互支持的平台。

第三章

會員權利及義務

第五條——本會會員分基本會員、特

邀會員及學生會員：

一、凡持有社會工作學高等專科或以

上學位者，承認本會章程並經本會評審

認可，可申請成為基本會員。

二、特邀會員之聘請：

1. 本會可邀請本地及外地的知名社
會工作學學者和專業人士為特邀會員；

2. 特邀會員加入本會須由兩名會員提
名，理事會通過，由理事會發出邀請函，

授予由會長簽署的特邀會員證書；

3. 特邀會員由每屆理事會負責聘請，
除不包含第六條第二款之權利外，享有基

本會員之其他權利。

三、凡正就讀社會工作學高等專科或

以上學位課程者，承認本會章程並經本

會評審認可，可申請成為學生會員；除不

包含第六條第二款之權利外，享有基本會

員之其他權利。倘若學生會員終止其就讀

社會工作學專科高等教育之學籍，則其在

本會之會籍亦自動取消。

第六條——本會會員具有以下權利：

一、發言權與表決權；

二、選舉權、被選舉權、罷免權及上

訴權；

三、參加本會舉辦之會議及其他活

動；

四、優先享用本會各項設施；

五、其他依法應享之權利。

第七條——本會會員必須履行以下義

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及附則；

二、履行本會決議；

三、協助本會推展會務及各項活動；

四、不得進行任何有損本會聲譽之活

動；

五、按時繳納會費；

六、其他依法應盡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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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本會向會員徵收入會費及

常年會費兩項費用：

一、首次入會費：只須繳納一次，費用

金額由會員大會釐定。邀請會員豁免繳納

會費，學生會員獲半費優待。

二、常年會費：每年繳納一次，費用金

額由會員大會釐定，邀請會員豁免繳納會

費，學生會員獲首年免費優待。

第九條——一、會員可以書面向本會

提出退會申請，經理事會同意，申請即被

接納。

二、會員如有違反法律、本會章程或

本會決議之行為者，經由理事會決議，按

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停權、甚或開除會

籍，並於抗辯無效或申訴期過後公告之。

三、會員須於退會時繳還一切憑證。

第十條——非本會會員或已退會會員

不得以本會名義進行任何活動，否則本會

保留法律追究權利。

第四章

組織架構與職權

第十一條——本會之權力機構和職

能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監事會及理事會。

第十二條——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

高權力機構，由全體會員組成。

二、會員大會之職權為：

1. 通過與修改章程；

2. 選舉會長、副會長、理事會及監事
會成員；

3. 審議年度計劃及會務報告；

4. 對違章會員申訴作最後裁決。

三、會員大會設會長、副會長各一名，

其職能如下：

會長負責主持會員大會及為本會禮

節性代表，如會長因故不能視事或出缺

時，由副會長履行其職務。

第十三條——一、監事會為本會之監

察機構，負責監督理事會工作，向會員大

會負責。

二、監事會之職權為：

1. 就理事會之報告及財政報告提出意
見；在需要時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2. 審核本會帳目。

三、監事會由三或五人組成，監事會

總人數必須為單數，設監事長一名及監

事，其職能為：

1. 監事長負責主持監事會議，如監事
長因故不能視事或出缺時，由其中一名監

事代行。

2. 監事會成員可列席理事會議，但無
表決權。

四、接受及審議違章會員之申訴。

第十四條——一、理事會為本會執行

機構，在會員大會閉會期內，代行處理一

切會務，唯須向會員大會負責。

二、理事會之職權為：

1. 執行大會決議事項；

2. 議決會務、工作計劃、經費預算及
決算；

3. 議決財產之應用與分配；

4. 議決及界定按需要而設的職能機
構之工作範圍；

5. 通過會員入會案；

6. 向會員大會提交年度工作報告。

三、理事會由會員大會推舉，理事會

由七人或以上組成，其總人數必須為單

數，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及理事，財

政及秘書由理事兼任。其職能如下：

1. 理事長為本會會務代表，負責主持
理事會會議，如理事長因故不能視事或出

缺時，由其中一名副理事長代行。

2. 理事長在法院內外代表本會。

3. 財政負責本會財務收支及資產之
管理工作。

4. 秘書負責處理本會對外或對內屬
紀錄性質之文件，包括會議紀錄，函件及

公告等，並擔當會員大會文書。

5. 理事負責協助推行會務及經理事
會同意下開展及撤消專責項目的工作小

組。

第十五條——本會按實際需要，理事

會在其任內可邀請適當人選出任當屆理

事會之會務顧問。

第十六條——本會會員大會會長、副

會長、監事會成員和理事會成員原則上是

義務工作人員，倘若本會需要聘用受薪之

全職或兼職人員，理事會對其負有任免之

權。

第五章

會議

第十七條——會員大會及特別大會的

召集方式：

一、會員大會由會長召集及主持，並

必須在會議提前八個工作天，透過掛號信

或書面簽收方式發出通知，否則無效。召

集書內必須例明開會之日期，時間，地點

及議程。

二、特別大會須三分之一或以上具投

票權的會員簽名動議，提請會員大會會長

召開。

第十八條——會員大會及特別大會的

會議規定：

一、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會

員大會及特別大會每次出席人數不得少

於全體會員人數之半數，方為有效。倘若

到達開會時間，出席者少於法定人數之半

數，會員大會須延遲半小時後舉行，屆時

則人數不論，會議可以召開。

二、決議應由半數以上出席會員之

票數確定。每員一票，如贊成及反對票相

同，則大會會長有權多投決定性之一票。

第十九條——有關監事會的會議規

定：

一、監事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會議。

會議由監事長召集，並必須在會議前八個

工作天發出通知，否則無效。

二、監事會會議之法定出席人數不得

少於全體監事人數二分一，方為有效。

三、決議須由半數以上出席監事之票

數確定。倘若贊成票與反對票相等，監事

長有權多投決定性之一票。

第二十條——有關理事會的會議規

定：

一、理事會會議最少隔月舉行一次。

會議召開的日期及時間由理事會自行決

定，若商討緊急事項，可由理事長召集舉

行；

二、理事會會議之法定出席人數不得

少於全體理事會成員人數的二分一，方為

有效。

三、決議須由半數以上出席理事之票

數確定。倘若贊成票與反對票相等，理事

長有權多投決定性之一票。

第二十一條——專責工作小組會議由

各小組自行安排，出席人數不得少於該組

全體成員之二分一，方為有效。

第六章

選舉

第二十二條——一、會員大會會長、

副會長經由具投票權之會員一人一票直接

投票選出。須三名或以上會員提名，另一

個和議，經投票後以票數最多者當選。

二、會員大會會長、副會長任期為三

年，最長可連選連任一屆。唯會員大會會

長、副會長不得由同屆監事會成員或理事

會成員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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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一、監事會成員由具

投票權之會員一人一票直接投票選出，須

先由三名或以上會員提名，另一名和議，

經投票後以票數最多者當選。

二、監事會任期為三年，最長可連選

連任一屆。唯不得由同屆會員大會會長、

副會長或理事會成員兼任。

三、監事長由監事會成員互選產生。

第二十四條——一、理事會之選舉方

式為內閣制，在競選期內，任何會員可組

成一個由七人至十一人單數人員的獨立

候選名單角逐內閣。

二、理事會由具投票權之會員以一人

一票直接投票選出，得票最高之候選名單

當選。若角逐內閣之獨立候選名單只有一

份，須得到半數或以上出席會員大會的會

員投信任票，方為當選。

三、理事會任期為三年，最長可連選

連任一屆。唯不得由同屆會員大會會長、

副會長或監事會成員兼任。

四、理事長、副理事長由理事會成員

互選產生。新一屆理事會須於選舉後三十

天內舉行首次理事會會議。

第二十五條——選舉日期定於任期

屆滿前不少於三十天舉行，會員大會正、

副會長，監事會及理事會之選舉可同期舉

行。

第七章

財政

第二十六條——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

二、常年會費；

三、利息；

四、捐獻；

五、其他收入。

第二十七條——本會之首次入會費及

常年會費由理事會決議，常年會費在每年

一月份繳交。在上半年加入的新會員應繳

交全額年費，六月後加入的則可繳半額年

費。

第二十八條——本會之會計年度自一

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二十九條——本會經費預算及決

算，於每年度前、後兩個月內編訂，提經會

員大會通過後公告。

第三十條——本會解散或撤銷時，其

剩餘財產應由會員大會委任一個解散專

責委員會，負責處理本會的財物。

第八章

其他及最後條文

一、本會議決方式多採取大數準則，

為照顧少數人意見，凡獲得會員大會其他

會員和議，原動議得保留上訴權，在下次

會員大會會議時，在獲半數或以下出席會

員同意後，可優先討論，若有人和議，可

進行表決，當得到四分之三或以上出席會

員贊成，可獲通過。

二、如遇有其中一法定機構集體辭

職，其職務可由餘下兩機構協商處理，並

自懸空法定機構辭職日起三十天內召開

臨時會員大會進行補選。

三、關於遇會員嚴重損害本會之聲譽

時的處理：

1. 凡有嚴重損害本會之聲譽，嚴重違
反本會會章，或不履行會員之義務者，理

事會知會該會員，並提請會員大會會長召

開臨時會員大會，經會員大會通過，該會

員可被開除會籍。

2. 如該會員要求覆核，可於會員大會
召開前向監事會提出上訴。

四、經本會聯繫而獲取活動報酬之理

事會及監事會成員，其酬勞收費之一半須

撥作贊助本會經費之用。

五、本章程解釋權屬會員大會。

六、對本會章程進行修改及通過決議

時，必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七、本會解散必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

三贊同。

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二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4,68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685,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扯鈴社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六日存

檔於本署2014/ASS/M1檔案組內，編號為
72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十條

理事會

2. 理事會由一名理事長、一名副理事
長和一名理事組成。每屆任期為三年，可

連選連任。

3. 理事會會議每年最少召開一次，當
理事長認為有需要召開會議時，可通知副

理事長及理事出席會議。會議在有過半數

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議決事宜，決議須

獲出席成員過半數的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十一條

監事會

2. 監事會由一名監事長、一名監理事
長和一名監事組成。每屆任期為三年，可

連選連任。

3. 監事會會議每年最少召開一次，當
監事長認為有需要召開會議時，可通知副

監事長及監事出席會議。會議在有過半

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議決事宜，決

議須獲出席成員過半數的贊同票方為有

效。

第十二條

本社設有以下職位

1. 主席一名：本社的代表，是本社對
外形象及發言人，制定本社工作計劃的方

針。處理一切決策事務及對外扯鈴表演等

交流活動，是本社最高負責人。

2. 副主席一名：協助主席處理本社一
切事務，主席缺席時暫代其職務。

3. 理事長一名：草擬並執行本社活動
之每年度計劃和預算案。

4. 副理事長一名：協助理事長工作，
理事長出缺時暫代其職務。

5. 監事長一名：負責審核每年本社之
財政報告及賬目，編制年度報告，監督預

算案之執行，審查本社的賬目，以及為監

事會決議事情。

6. 副監事長一名：協助監事長工作，
監事長出缺時暫代其職務。

7. 理事一名：籌備每個月的練習活
動，通知社員參加本社的一切活動，處理

本社一切雜務及管理本社之一切資產。

8. 監事一名：負責審核每年本社之財
政報告及賬目，協助監事長操作有關監督

的事務。 

二零一四年三月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93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9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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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基督教會信心堂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六日存

檔於本署2014/ASS/M1檔案組內，編號為
70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十二條——理事會由五名正選成員

及兩名候補成員組成，成員每一年由會員

大會選出，連選得連任。

第十六條——監事會由三名正選成員

及兩名候補成員組成，成員每一年由會員

大會選出，連選得連任。

二零一四年三月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34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4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os Conterrâneos de Tao 
Mun Pac Chio de Macau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七日存

檔於本署2014/ASS/M2檔案組內，編號為
76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章程

第一章

總章

第一條——本會定名

中文名稱：“澳門斗門白蕉同鄉聯

誼會”，葡文名稱：“A s s o c i a ç ã o d o s 
Conterrâneos de Tao Mun Pac Chio de 
Macau”，拼音名稱為“Ou Mun Tao Mun 
Pak Chio Tong Heong Lui I Wui”。

第二條——本會會址

會址設於澳門黑沙環第六街20號合
時工業大廈3樓B。

第三條——宗旨

1.聯絡斗門白蕉居澳之鄉親，務求達
到守望相助，真誠團結，對本澳繁榮安定

作出貢獻；

2.關心家鄉建設，增強澳門與家鄉之
訊息交流，增進彼此間了解和合作；

3.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4.本會為非牟利團體。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持有合法澳門居民身份

證之鄉親，年滿十八週歲，不分性別，皆

可申請成為會員。

第五條——會員的權利及義務

1. 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2. 對本會之會務擁有建議，批評及諮
詢權利；

3. 遵守本會之章程及決議；

4. 積極參加本會的各種活動；

5. 按時繳納入會基金和會費；

6. 享受本會內設施。

第六條——會員連續兩年不繳納會

費者，作退會論。

第七條——會員因違反本會章程損

害本會聲譽，經本會理事會討論，審議

後，情節輕者，先給予勸告，嚴重者，則除

名處分。

第三章

組織

第八條——本會實行民主集中制。

設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最高權力

機關是會員大會，上述各機關之任期為三

年，再選可連任，次數不限。

第九條——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議，
由會長或副會長最少提前八天透過發給

每一會員之掛號信或以簽收方式來召集，

通知信中應列明日期、時間、會議地點及

議程；

2. 制定及修改章程；

3. 選舉和罷免領導機關成員；

4. 審議理事會的工作和財政收支報
告；

5. 決定終止事宜；

6. 決定其他重大事宜。

第十條——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

會長若干名，會員大會每年度召開一次，

但大會必須在澳門召開。

第十一條——理事會為本會日常事務

之執行機構，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若

干名，秘書一名，財政一名，理事若干名，

成員人數必須為單數。

第十二條——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

構。負責監察理事會之運作，查核賬目及

提供有關意見。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

及監事若干名，成員人數必須為單數。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三條——本會經費的來源

1. 會費收入；

2. 政府資助及社會的贊助與捐贈。

第五章

章程修改

第十四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

過後施行。章程的修改，須獲出席會員四

分之三之贊同票的代表通過方能成立。

第六章

解散決議

第十五條——解散本會的決議，須獲

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七章

附則

第十六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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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未盡善之處，由會員大會討

論通過修訂。

第十七條——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

概依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第八章

會徽

第十八條——會徽如下：

	  

第一簽署人： __________  

第二簽署人：___________ 

二零一三年___月___日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二零一四年三月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83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8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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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行隱畫藝學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七日存

檔於本署2014/ASS/M2檔案組內，編號為
75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名稱：

本會中文名為“澳門行隱畫藝學會”；

本會葡文名為“Associacão de Artes 
e Pintura“Hang Ian”de Macau”。

第二條——本會宗旨：

本會以研究和發揚中國書畫文化藝

術為目的，並冀與國內，香港，本澳及海

外藝術的團體，多作交流。

第三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

第四條——會址設於羅理基博士大

馬路600E第一國際商業中心1樓P105室。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凡書畫篆刻藝術愛好者

和工作者，不分性別，願遵守本會章程

者，均可提出申請，經理事會批核時，方可

成為會員。

第六條——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會員之權利尤其有：

（1）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對本會之會務有建議、批評及咨
詢權利；

（3）享受本會之設施。

會員之義務尤其有：

（1）遵守本會之章程與決議；

（2）積極參與本會各項活動；

（3）按時繳交會費。

第七條——若會員連續兩年欠繳會

費者，作自動退會論處理。

第三章

組織

第八條——本會組織機構包括理事

會、監事會、會員大會；理、監事會成員人

數均為單數；上述機構成員每屆任期為三

年，可連選連任，次數不限。

第九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設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名。會員大會

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二）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由會長或副會長最少提前八天透過發

給每一會員之掛號信或以簽收方式來召

集，通知信內應列明日期、時間、會議地

點及議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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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

其職權如下：

（1）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第十一條——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

副理事長若干名、秘書若干名，財政若干

名，理事若干名；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

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第十二條——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

理事會各項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

長若干名，監事若干名。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三條——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永遠會員一次性繳納基金及會

費300元（澳門幣）；

（二）普通會員需繳納入會基金30元
（澳門幣），另每年繳納會費60元（澳門
幣）。

第五章

章程修改

第十四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

過後施行。章程的修改，須獲出席會員四

分之三之贊同票的代表通過方能成立。

第六章

解散決議

第十五條——解散本會的決議，須獲

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七章

附則

第十六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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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未盡善之處，由會員大會討

論通過修訂。

第十七條——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

概依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二零一四年三月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3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32,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博彩業職工之家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修改

章程的文本自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一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2014年社團及財團儲存
文件檔案”第1/2014/ASS檔案組第14號，
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博彩業職工之家

修改社團章程

根據“澳門博彩業職工之家”會員大

會在2013年12月30日的決議，代表該會修
改該會章程第五條第2款及第六條第6款，
其修改內容如下：

第五條

會員權利和義務

2、普通會員及專業會員享有選舉權
和被選舉權；

第六條

會員大會

6、第一次召集時、會員大會必須在至
少半數會員出席的情況下方可作出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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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不足半數，則於半小時後在同一地點

召開之會議視為第二次召集之會議。屆

時，不論出席之會員人數之多少都視為有

效，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其餘章程不變。

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一日於海島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58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88,00)

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宏利（澳門）退休金計劃

亞太債券基金（澳門）

平穩增長基金（澳門）

均衡基金（澳門）

中港股票基金（澳門）

康健護理基金（澳門）

修改管理規章

由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九日起，上述

開放式退休基金的管理規章內之「附錄

1——開放式退休基金清單」應予修改，於
清單上加入保證基金（澳門）。所有開放

式退休基金的管理公司為宏利人壽保險

（國際）有限公司。

「附錄1——開放式退休基金清單」
應以下文取代：

附錄1——開放式退休基金清單

如上文第九條所述，管理公司所管理

的開放式退休基金清單如下：

保證基金（澳門）

亞太債券基金（澳門）

平穩增長基金（澳門）

均衡基金（澳門）

中港股票基金（澳門）

康健護理基金（澳門）

附註：在澳門金管局的批准下，管理

公司可不時增減本清單的基金。

（是項刊登費用為 $50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09,00)

澳門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常會召集通告

本公司定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上午十一時正在澳門青洲大馬

路七一八號，召開股東週年常會，議程如

下：

（一）審議及批核二零一三年董事會

報告書、已審計賬目、盈餘運用及監事會

報告及意見書；

（二）選舉公司董事會成員；

（三）選舉監事會成員；

（四）其他事宜。

澳門，二零一四年三月十四日

股東會主席團主席 李成偉

Sociedade de Abastecimento de Águas de 
Macau, S.A.

Convocatória para Assembleia Geral 
Ordinária

No s t er mo s lega i s e e s t at ut á r io s , 
convocam-se os Senhores Accionistas da 
Sociedade de Abastecimento de Águas de 
Macau S.A. para reunirem em Assembleia 
Geral Anual, no próximo dia 31 de Março 
de 2014 (segunda-feira), pelas 11,00 horas, 
na sede desta sociedade, sita na Avenida 
do Conselheiro Borja, 718, em Macau, com 
a seguinte ordem de trabalhos:

1. Discussão e deliberação sobre o rela-
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as 
contas do exercício, a proposta aplicação 
de resultados e o Relatório e Parecer do 
Conselho Fiscal, relativos ao exercício de 
2013;

2. Eleição dos membros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3. Eleição dos membros do Conselho de 
Fiscal;

4. Outros assuntos de interesse da Socie-
dade.

Macau, aos 14 de Março de 2014. — O 
Presidente da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Lee Seng Wei.

（是項刊登費用為 $66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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