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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證 署 公 告 及 其 他 公 告   ANÚNCIOS NOTARIAIS E OUTROS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世界華人觀賞石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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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三日存檔

於本署2014/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為
215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章程

第一章

名稱、宗旨及會址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世界華

人觀賞石協會”，

英文名為“World C h i ne s e V iew 
Stone Association”。

是由與世界觀賞石行業有關的企業、

單位和觀賞石愛好者自願結成的非牟利

社團。

第二條——宗旨：1. 團結世界華人中
從事賞石活動的單位和個人，推動世界華

人觀賞石事業和產業可持續發展。2. 發揮
與政府的橋樑作用，貫徹觀賞石行業的相

關政策和法規，加強觀賞石行業的自律、

協調和維護會員的合法權益。

第三條——本會設於澳門商業大馬

路澳門財富中心五樓。

第二章

組成機構

第四條——組織架構

1. 本會之組織架構包括：

i. 會員大會；

ii. 理事會；

iii. 監事會。

任期為三年，期滿改選，可連選連

任。

第五條——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為本會之最高權力機構，
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其決議須經到會

會員代表半數以上表決通過方能生效。會

員大會主席團設主席壹人、副主席若干人

（取單數），由現屆理事會協商推舉正、

副主席候選人名單交會員大會通過產生。

主席團互選產生正、副主席。

2. 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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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若有超過三分之二會員人數或按
理監事會聯席之書面要求，可召開會員特

別大會，處理非常事務。

4. 會員大會職權為：

i. 通過、修改章程；修改章程的決議，
須獲出席會員的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ii. 解散法人或延長存續期之決議，須
獲全體會員之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iii. 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

iv. 審議及議決上年度工作報告及賬
目報告；

v. 通過年度工作計劃預算及工作報
告、會計報告和監事會提交的意見書。

第六條——理事會

1. 理事會為會員大會閉會後之最高
執行機構，理事會由理事長壹人、副理事

長及常務理事若干人組成，總人數為單

數，成員先由會員大會選出，各職銜由理

事互選產生。

2.  理事會的職權：

i. 執行會員代表大會的決議；

ii. 制定內部管理制度；

iii. 訂定入會費和每年的會費金額；

iv. 關於具法律效力之行為，由理事長
與理事會授權之任何一名其他理事會成

員之共同簽名代表本會，但不妨礙理事會

可議決指定之簽署方式。

第七條——監事會

1. 監事會由監事長壹人、副監事長若
干人及監事若干人組成，總人數為單數，

各職銜由監事互選產生。

2.  監事會有以下權限：

i. 對年度工作報告及賬目報告提出意
見；

ii. 查核本會之財產；

i i i. 監察本會有關經濟財政決議之執
行。

第三章

會員

第八條——會員

1. 會員分為單位會員及個人會員。

2.  凡熱愛觀賞石事業、具有相關專
業知識之人士均可申請入會，經理事會批

准，繳納會費便可成為會員，會員均獲發

會員證。

3. 會員權利及義務：

i. 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ii. 提出建議和批評權；

i i i .  享受本會舉辦的各種活動和福
利；

iv. 繳納會費。會員無故欠交費超過
一年，即停止享受會員權利，經催收仍不

繳納者作自動退會論；

v. 遵守會章，服從會員大會及理監事
會決議的義務，如有嚴重違反本章程行為

者，經理事會表決通過，予以除名；

vi. 退會自由，可以書面方式向理事會
宣稱退會，並交回會員證。

第四章

經費

第九條——財產及收入

本會資產由外來贊助、捐贈、會員會

費及其他合法收入所組成。　

第十條——附則

本會章程如有未完善之處，得由理事

會討論修改，交會員大會通過。本章程之

解釋權屬理事會。 

本章程未規範事宜均依澳門現行法

律執行。

二零一四年七月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黃慧華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2,00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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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國際投資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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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三日存檔

於本署2014/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為
216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國際投資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名稱

本會定名為“澳門國際投資協會”。

葡文名稱：“Associação dos Inter-
nacional Investimento de Macau”。

英文名稱：“Macau Internat ional 
Investment Association”。

第二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新口岸宋玉生廣

場411-417號皇朝廣場18樓H。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組織，宗旨是：

─、加強會員間的溝通與聯繫；

二、向政府有關部門反映多數會員的

意見及訴求。發揮行業與政府間的橋樑作

用。配合政府、服務企業、維護會員的合

法權益；

三、增進澳門與國際同業間的合作及

交流，協助推動澳門投資市場的健康發展

為己任。

第二章

組織

第四條

組織及職權

本會的組織架構為：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五條

會員大會

一、本會的最高權利機構是會員大

會。設有會長一名，副會長、秘書若干名，

且人數必須為單數，每屆任期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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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本會章程及內部

規章；制定本會的活動方針；審理理監事

會之年度工作報告與提案。

三、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由會長或副會長召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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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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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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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修改章程的決議，須獲出席社員

四分之三贊同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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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理

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若干名，且

人數必須為單數，每屆任期三年。

二、理事會可下設若干個工作機構，

以便執行理事會決議及處理本會日常會

務；工作機構領導及其他成員由任一名理

事提名，獲理事會通過後以理事會名義予

以任命。

三、其職權為：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及一切會務；主持及處理各項會務工作；

直接向會員大會負責，及向其提交工作

（會務）報告，及接受監事會對工作之查

核。

第七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監事會

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監事若干名，

且人數必須為單數，每屆任期三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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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會員

第八條

會員的申請

一、凡從事投資業及其相關業務之團

體，認同本會宗旨並願意遵守本會會章

者，均可申請入會，經理事會審批和正式

通過後即可成為本會會員。

二、本會會員有權退會，但須提出書

面申請，經理事會批准，方可終止會籍。

各會員及擔任本會職務者如有任何損害

本會聲譽或利益的行為，經本會理事會議

決，可給予警告乃至終止會籍的處分，已

繳納之一切費用，概不退還。

三、會員分為基本會員和境外會員：

（一）基本會員：凡持有澳門特別行

政區發出之有效營業牌照，並從事投資業

及其相關業務的團體，均可申請加入本會

為基本會員。

（二）境外會員：凡持有境外地區政

府發出之有效營業牌照，並從事投資業及

其相關業務的團體，均可申請加入本會為

境外會員。

第九條

會員的權利和義務

一、凡加入本會滿三個月之會員有下

列權利：

（一）享有選舉權及被選權；

（二）出席會員大會參與討論、表決、

複決、批評及建議；

（三）參與本會組織之各項活動；及

（四）享受本會一切福利。

二、會員有以下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服從本會權力

機關的決議；

（二）按期繳納會費；

（三）會員被選為本會組織內各機關

的成員後，必須履行任期內獲本會授予之

工作；

（四）不得作出有損本會聲譽之行

動；及

（五）如有不履行義務或不繳納會費

逾一年以上者，理事會得註銷其會籍。

第四章

附則

第十條

經費來源

本會的經費來源包括會員繳納的會

費、團體或個人贊助及捐贈、政府資助以

及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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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內部規章

本會各組織可設有關內部規章，訂定

各組織的運作、財務運作細則、成員紀律

以及其他本章程未完善事宜，有關條文由

理事會制定。

第十二條

解釋權

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於會員大會。

二零一四年七月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黃慧華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2,36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365,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羅定市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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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四日存檔

於本署2014/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為
221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羅定市商會 

章程 

第一條

名稱及地址

本會名稱為“澳門羅定市商會”，為一

非牟利團體，地址設於：澳門民國大馬路

52號地下至1字樓，可以在認為合適時或
有需要時遷至澳門其他地方。

第二條

期限

從成立日起，本會為無限期存續之團

體。

第三條

宗旨

（一）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維護國家

統一；熱愛澳門，熱愛家鄉；遵紀守法，團

結鄉親，服務商界。

（二）建立商務彙聚、經商社團的溝

通橋樑，致力澳門的繁榮、穩定，共創和

諧社會。

第四條

會員

（一）任何居住澳門的廣東羅定市籍

人士同意本會之宗旨，並承諾履行本章程

及會內領導部門的決議，經理事會批准

後，可以成為本會會員。

（二）凡推行會務並為本會做出重大

貢獻者，會員大會可授予“名譽會員”會

籍。

第五條

權利與義務

（一）會員之權利：

A. 有選舉與被選舉擔任會內各部門
職位之權利； 

B. 參加會員大會，討論會務，提出建
議及對各事項投票；

C. 推薦新會員入會； 

D. 參加本會舉辦之活動； 

E. 口頭或書面諮詢會務資料。 

（二）會員之義務 

A. 隨時遵守本會章程及本會各部門
之合法決議； 

B. 熱心執行本會指派之任務； 

C. 促進本會與其他機構之間的交往。 

第六條

會員退會

（一）會員可書面通知理事會退出會

籍。

（二）在遞交上述退會通知書時，會

員應將會員證一併退回。

第七條

開除會籍

（一）會員不履行本身義務或違反本

章程，作出損害本會名譽或妨礙落實本會

宗旨之行為，理事會可開除其會籍。

（二）經會員大會通過之開除決議為

最後決議。

第八條

賠償

不論自願或被開除會籍之會員，均無

權要求任何賠償或獲得屬於本會財產或

任何基金。

第九條

經費

本會收入來自會費、入會費、津貼、贈

與及其它額外收入。

第十條

本會組織架構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十一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由主席一人、副

主席若干人、秘書長二人組成。

（三）會員大會會議由主席負責召

開，若主席缺席時則由一名副主席代為召

開。

（四）召開會議必須開會日期前不少

於15天時間內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知
各會員，召開會議通知需列明會議地點、

日期、時間及會議議程。

（五）會員大會平常會議每年召開一

次，特別會議可由理事會、監事會或過半

數之全體會員提議召開。

（六）會員大會會議要有至少半數會

員出席才可舉行，若不足規定人數，會員

大會押後半個小時舉行。

（七）除其他法定職責外，會員大會

有權：

A .  討論、表決及其核准修改本章
程； 

B .  以不記名投票選出本會領導成
員； 

C. 決議將“名譽會員”之名銜授予對
本會作出傑出貢獻之人士； 

D. 對聘請“顧問”之提議作決定； 

E. 審核及批准由理事會提交並附有
監事會意見之“資產負債表”、“年度會務

報告”及“賬目報告”。

（八）大會決議以出席會員之過半多

數票通過，若涉及本章程修改須獲出席社

員四分之三贊同票或解散本會須獲全體

社員四分之三贊同票。

第十二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由在會員大會中選出之

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若干人、司庫一人及

理事若干人組成，總人數為單數。

（二）如理事會任何一名成員因長期

缺席或因故不能視事，由其餘理事共同挑

選會員一人填補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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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事會最少每月在會址內舉行

會議一次，會議之日期及時間由選舉產生

後之理事會成員確定。

（四）理事會之特別會議由理事長召

開。

（五）理事會職權為：

A. 進行各類必須及適當之工作以推
動本會之宗旨； 

B. 於法庭內外擔當本會之代表； 

C. 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D. 管理本會之財物； 

E. 領導及組織本會之活動； 

F. 對入會申請及開除會員會籍等事
項進行表決。 

（六）理事會可選出理事三人組成常

務理事主持日常工作，聯合簽署支票，及

行使其他約束性之許可權。 

第十三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在會員大會中選出監

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人及監事三人組

成。

（二）監事會每三個月召開會議一

次。

（三）監事長或理事長任何一位可以

要求召開監事會特別會議。

（四）監事會之決議須獲過半數出席

成員之贊同票通過。

第十四條

任期

本會各機構之成員任期三年，可連選

連任。

第十五條

過度性規定

本會舉行第一次會員大會，選出本會

各機構之成員前本會之管理工作由創會

會員負責。

二零一四年七月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黃慧華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2,63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630,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軟件行業協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七月三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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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號，有
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軟件行業協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軟件行

業協會＂，英文為“Macau Software In-
dustry Association＂。

第二條——本會為非牟利的民間學

術團體，其存續不設期限。

第三條——本會的宗旨是廣泛團結

澳門從事軟件開發、研究、應用、保護等

領域的專業人士及企業，通過市場調查、

資訊交流、諮詢評估、行業自律、知識產

權保護、資質認定、出版發佈、教育培訓、

會議展覽、政策研究等方面的工作，促進

澳門軟件產業的健康發展。發展澳門軟

件產業，開拓國際軟件市場，推動經濟適

度多元發展；加強澳門與國際軟件行業

的合作、聯繫和交流；加速澳門軟件產品

產業化、軟件企業國際化以及智慧城市建

設；遵守相關法律和法規，遵守社會道德

風尚；在政府和企業之間發揮橋樑、紐帶

作用，根據政府主管部門的授權，按照公

開、公平、公正的原則承擔軟件企業和軟

件產品認定職能及其他行業管理職能。

第四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宋玉

生廣場322-362號誠豐商業中心5樓B單
位，如有需要，會址可遷往澳門其他地

方。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凡對澳門軟件開發、研

究、應用、保護等領域有興趣的人士、企

業，由本人/企業提出申請，經本會理事會
批准，即可成為會員。

第六條——會員可享有以下權利：

（一）出席會員大會，提出意見或建

議；

（二）選舉與被選舉權；

（三）參與本會策劃的軟件開發、研

究、培訓、交流以及會展等活動。

第七條——會員應遵守以下義務：

（一）遵守會章及會員大會決議；

（二）參與、協助及支持本會的工

作；

（三）繳納會費；

（四）若當選為本會機構成員，須履

行任內之職責。

第三章

組織

第八條——本會之機構為：會員大

會、理事會及監事會。

第九條——本會機構之成員由會員大

會選舉產生，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十條——經理事會提名，本會得聘

請社會及行業之知名人士、學者為名譽會

長、學術顧問或研究員，以指導及參與本

會工作。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

（一）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大

會，由全體會員組成。

（二）除其他法定職責外，會員大會

有權：

（1）討論、表決及通過修改本會章
程；

（2）選舉產生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
會及監事會；

（3）制定本會工作方針；

（4）審議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

（三）會員大會設會長一人，設副會長

兩人，總人數必須為單數。

（四）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

本會工作。副會長協助會長工作，會長不

能視事時，由副會長暫代其職務。

（五）會員大會由會長負責召開。

（六）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特別

會議由理事會、監事會或五分之三全體會

員提議召開。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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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

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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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會員大會須至少半數會員出席

才可舉行，若不足規定人數，會議押後半

小時舉行，不論出席人數多少，均為有效

會議。

（九）大會的決議須獲出席會員的絕

對多數票贊成方為有效。大會修改章程之

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須獲

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十二條——理事會

（一）本會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

事長和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須為單數。

（二）理事會職權為：

（1）執行會員大會通過的決議；

（2）策劃、組織及安排本會之各項活
動；

（3）處理日常會務及履行法律規定
之其他義務。

（三）理事會會議由理事長負責召開

和主持；理事會會議的決議須獲半數以

上出席會員同意方可通過。

第十三條——監事會

（一）本會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設副

監事長兩人，總人數必須為單數。

（二）監事會權限為：

（1）執行會員大會通過的決議。監事
會會議的決議須獲半數以上出席會員同

意方可通過；

（2）監察本會理事會之運作；

（3）查核本會財政賬目；

（4）履行法律規定之其他義務。

第四章

經費

第十四條——本會經費來源

（一）會員繳納會費；

（二）會員贊助、社會捐贈和政府機

構資助；

（三）在本會宗旨所規限的範圍內開

展活動或服務的收入及其他合法收入。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五條——本會章程解釋權屬會

員大會。

第十六條——本會章程如有未盡善

處，得由理事會提請會員大會修改。

二零一四年七月三日於海島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2,26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268,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中華文明促進會

Associação de Promoção de Civilização 
Chinesa

The Association for Promo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documento n.º 21 arquivado neste Car-
tório no maço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f)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do Notariado 
com o n.º 1/2014/ASS, foi constituída a As-
sociação com a denominação em epígrafe, 
conforme estatutos que constam do docu-
mento anexo:

中華文明促進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性質及存續期）

一、本會之中文名稱為“中華文明促

進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Pro-
moção de Civilização Chinesa”，及英文
名稱為“The Association for Promo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本會受本章程
及適用於澳門的其他法例所約束；本會的

存續期為不確定。

二、本會為一所非牟利的社會團體。

第二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南灣大馬路309號
南粵商業中心8樓B座；經理事會議决，可
遷往澳門任何地方。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的宗旨為：

a）促進會員之間和諧共容，維護會員
們的合法權益；

b）宣傳中國歷史；

c）宣揚中國文化；

d）共同發揚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以
圓全民共建和諧中國的偉大夢想。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

一、凡任何贊同本會宗旨，願意遵守

本會章程的自然人，得向理事會申請成為

本會會員。

二、入會費和會費的金額均為澳門幣

100元，慈善捐贈不受此限制；經理事會
議决，可以作出調整。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權務）

一、會員具有以下權利：

a）在本會機關內有選舉及被選舉
權；

b）參加會員大會，就會議內之任何事
議進行討論、建議及投票；

c）以口頭或書面方式獲取關於本會
之資訊；

d）協助及參與由本會推動之任何活
動；

e）在符合條件之情況下，享用本會賦
予之任何福利。

二、會員應遵守以下義務：

a）遵守本會章程及各機關作出之決
議；

b）參與、協助及支持本會的工作；

c）若當選為本會機關成員，須履行任
內之職責。

三、會員若違反本會章程或對本會聲

譽造成損害者，將由理事會按情節輕重予

以申誡或撤銷其會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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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組織

第六條

（架構及任期）

一、本會設有下列機關：

a）會員大會；

b）理事會；

c）監事會。

二、機關成員由會員大會選舉，任期

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二、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數

名、秘書一名、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第八條

（會員大會的權限）

會員大會有權限：

a）訂定與遵照本會宗旨有關事宜的
方針；

b）議決其他就法律或章程所定不屬
其他機關責任的事宜；

c）討論、表決及通過修改本會章程；

d）選出本會各機關成員；

e）審議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

f）解散本會、更改及延長本會之存續
期；

g）法律賦予的其他權限。

第九條

（會員大會會議）

一、會員大會由會長負責召開，若會

長不能視事時，由副會長代任。

二、召開會員大會的通知書必須在開

會之前最少十五天以掛號信方式通知全

體會員，亦可透過由會員簽收之方式代

替。召開會議通知會書要列明會議日期、

地點、時間及議程。

三、會員大會平常會議每年須召開一

次，特別會議由理事會、監事會或三分之

二全體會員提議召開。

四、會員大會會議須至少半數會員出

席才可舉行，若不足規定人數，會議押後

半小時舉行，不論出席人數多少，均為有

效會議。

五、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

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六、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十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之執行機關。

二、理事會設有一名理事長、數名副

理事長及理事；其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

三、理事會之機關成員任期為三年，

可連選連任。

第十一條

（理事會的權限）

一、理事會負責確保本會的管理及運

作，以遵循本會宗旨，尤其有權限：

a）執行會員大會通過的決議；

b）策劃、組織及安排本會之各項活
動；

c）聘請社會知名人士為名譽顧問、名
譽會長或顧問；

d）修訂入會費和會費的金額；

e）處理日常會務及履行本章程、法律
規定之其他義務。

二、理事會平常會議每年舉行一次，

由理事長負責召開；特別會議由理事長或

理事會超過三分之二成員要求召開。

三、理事會得下設若干工作組，成員

由理事互選兼任。

第十二條

（本會的代表）

一、本會在法院內或法院外由理事長

代表。

二、理事長不在或因有阻延不能處理

業務時，由副理事長或理事長為此而指定

的理事會成員代任之。

三、理事會亦得將代表本會的權力賦

予理事會指定的受託人。

第十三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之監督機關。

二、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數名副監

事長和監事；其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

三、監事會之機關成員任期為三年，

可連選連任。

第十四條

（監事會的權限）

一、監事會負責監察本會理事會之運

作；

a）查核本會財政賬目；

b）就其監察活動編製年度報告；

c）履行法律規定之其他義務。

二、監事會平常會議每年舉行一次，

由監事長負責召開；特別會議由監事長或

監事會超過三分之二成員要求召開。

第十五條

（名譽顧問、名譽會長或顧問）

經理事會決議通過，本會得聘請社會

知名人士為名譽顧問、名譽會長或顧問，

以指導本會工作。

第四章

經費

第十六條

（收入）

本會的收入主要為如下：

a）本會會員繳納的會費或捐助；

b）社會人士捐助；

c）政府機關資助。

私人公證員 潘民龍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8 de 
Julho de 2014. — O Notório, Manuel Pinto.

（是項刊登費用為 $3,26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266,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Gracemind Sociedade de Contabilistas

Certifico um exemplar,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dos estatutos de constituição 
da sociedade civil supra denominada, do 
teor em anexo, cujo instrumento de o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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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i extraído se encontra arquivado nes-
te Cartório, sob o número dois do maço 
número três de documentos arquivados a 
pedido das partes do ano de dois mil e ca-
torze: 

Gracemind Sociedade de Contabilistas

雅思註冊會計事務所

Gracemind Registered Accountants 
& Associates

章程

第一條——本合夥中文名稱為「雅思

註冊會計事務所」，葡文名稱為「Grace-
mind Sociedade de Contabilistas」，英
文名稱為「Gracemind Registered Ac-
countants & Associates」。

第二條——本合夥的住所位於澳門

南灣大馬路763號聯邦大廈8樓D座。

第三條——本合夥的所營事業包括

提供規劃、組織及執行自然人、公法人或

私法人的會計服務。

第四條——本合夥的存續期為不確

定。

第五條——本合夥的資本為澳門幣

壹拾萬元（MOP100,000），已被下列股
東全額認購及以現金繳付：

——張仲明Cheung, Chung Ming 
Chewy，在核數師暨會計師註冊委員會的
註冊編號為201，其所擁有的一股價值為
澳門幣壹萬元（MOP10,000）；和

——崔滿枝Chu, Moune Tsi Stella，
在核數師暨會計師註冊委員會的註冊編

號為517，其所擁有的一股價值為澳門幣
玖萬元（MOP90,000）。

第六條——在股東一致決議的情況

下，本合夥可以增加資本及接納新股東。

第七條——在沒有本合夥多數股東

決議同意下，任何股東不得將其全部或部

份持股售予與本合夥沒有關係的其他人

士或其他股東，亦不得對之向任何人設定

負擔。

第八條——現任命所有股東為行政

管理機關成員。

第九條——本合夥受到任何一位行

政管理機關成員的簽署約束。

第十條——合夥的利潤及虧損由股

東按持股比例享有及承擔。

第十一條——除了作為股東所收取的

利潤外，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有權基於其擔

任的職務收取報酬。

第十二條——合夥的經營年度相應

於公曆曆年，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應在經營

年度終結後九十天內，提交帳目及經營結

果報告書予股東大會通過。

第十三條——所有涉及本合夥的損失

及費用，包括因其成立而作出的開支，應

在本合夥的利潤當中抵償及支付。

第十四條——所有沒有被規範的情

況，均適用《民法典》及第72/99/M號法令
的規定。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15 de 
Julho de 2014. — O Notário, Rui Afons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4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45,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esportiva e do Leão 
Acordado “Lo Le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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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三日存檔

於本署2014/A S S/M3檔案組內，編號為
214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Associação Desportiva e do Leão 
Acordado “Lo Leong”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名為A s s o c i a ç ã o 
Desportiva e do Leão Acordado“Lo 
Leong”。

第二條──本會以愛國愛澳、聯絡情

誼、發展及推動龍獅國術、曲藝等文娛體

育活動，致力於社會福利事業為宗旨的非

謀利社團。

第三條──本會之基本任務是訓練龍

獅武術運動及各項體育運動。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同意本會宗旨，願意遵

守會章之各界人士均得經本會理監事會

審查通過加入成為本會會員。

第五條──本會會員享有之權利如

下：

一、選舉及被選舉本會職員；

二、關於本會會務興革事項之建議；

三、本會舉辦之一切訓練項目；

四、本會舉辦之一切福利事業；

五、遇有必要時本會之合法援助。

第六條──本會會員應負之義務如

下：

一、遵守本會會章；

二、依從本會決定議案；

三、依章繳納會費；

四、忠誠為本會服務。

第七條──本會會員如有下列情事之

一得由會員大會決議除名：

一、受刑事處分之宣告被褫奪公權

者；

二、違反本會會章及決議案者；

三、藉會招搖，損害本會名譽者。

（本會會員不論除名或自願退會其已

繳納會費概不發還）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八條──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

力機關，會員大會閉幕後則授權予大會主

席為監督人，理事會為執行機關，監事會

為監察機關。

第九條──本會理事會最少由十五人

組成；監事會最少由三人組成，均且必須

由單數成員組成，並由會員大會透過選舉

之以票多者當選。

第十條──理事會由理事互選一人為

理事長，九人為常務理事；監事會由監事

互選一人為監事長。

第十一條──理、監事任期為二年，

可以連任且均是義職。

第十二條──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執行會員大會決議案；

二、計劃及推本會基本任務；

三、籌集本會經費；

四、處理日常事務；

五、召集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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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理事會分設下列組別：

一、總務組；

二、組織組；

三、財務組；

四、體育組；

五、龍獅國術組；

六、文書組；

七、聯絡組。

第十四條──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議理事會提交之事項；

二、稽查本會財務收支；

三、紏舉本會職員及會員之違法違章

事項；

四、有關監事會之其他事項。

第四章

會議

第十五條──會員大會每一年舉行一

次，但遇有下列情形得由理、監事會決定

召開臨時會員大會：

一、全體會員四分之一以上聯署，以

書面敘明理由及提議事項請求召集時；

二、理事會認為必要時；

三、監事會於職務上認為必要時。

第十六條──召集會員大會最少提前

八天，以簽收形式通知，通知書列明開會

地點、日期、時間和詳情。

第十七條──會員大會開會時，應有

過半數會員出席，討論提案之表決，須有

出席會員過半數之同意。

（會員大會召開會議時以理事長或常

務理事推舉一人為主席，如均缺席時，以

監事長為主席）

第十八條──理事會每月開會一次，

由理事長或常務理事召集，必要時得召集

臨時會議，均須有過半數理事出席方得開

會討論，提案之表決須過半數出席者同

意。

第十九條──監事會由常務監事認為

必要時隨時召集，其會議程序及限制與理

事會相同。

第二十條──如有重要事項須理監

事共同決定者，得經理事長或常務理事與

常務監事同意召集，理監事聯席會議若出

現討論提案決定不同者，則由列席聯會議

全體理監事共同投票表決之。

第五章

經費

第二十一條──本會經費以下列各項

收入充之：

一、會員入會基會澳門幣叁拾元正；

二、會員年費每年澳門幣陸拾元正；

三、會員特別捐獻；

四、經會員大會或理事會決議之臨時

收入。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二條──本會後設各級會長顧

問，由本會大會敦聘特別熱心支持及推動

本會之社會各界人士擔任。

第二十三條──本會為增加會員各項

練習機會起見，故設訓練中心，體育組、

龍獅國術組為指導、訓練場地，凡本會會

員均可參加練習。

第二十四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巴

素打爾古街三五六號一樓A座及龍獅國
術訓練中心地址設於澳門漁翁街南豐工

業大廈第二期十四樓G座。

第二十五條──本會理監事會辦事細

則另訂之。

第二十六條──本會章程由會員大會

決議通過，呈請政府主管機關核准備案後

執行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理事會提經會

員大會通過修正，後呈主管機關備案。

二零一四年七月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黃慧華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7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7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中山大學行政學系澳門同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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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四日存檔

於本署2014/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為
220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中山大學行政學系澳門同學會

第一章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羅馬

街建興龍廣場85號，通訊處為澳門郵政
信箱六十九號。

第三條——本會為一不牟利團體，其

宗旨是聯繫及團結會員、研究及提高澳門

地區公共行政管理的學術水平、促進澳門

社會發展。

第二章

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第四條——會員資格：

甲）當然會員：凡修讀廣州中山大學

行政學專業碩士學位班的澳門同學，一經

確認均可成為本會基本會員；

乙）普通會員：凡具廣州中山大學公

共行政或公共管理學相關範疇學位的澳

門同學，經三名理事推薦，可申請加入本

會成為本會普通會員；

第五條——會員權利：

乙）當然會員及普通會員在會員大會

上享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第三章

組織

第八條——會員大會：

丁）會員大會之職權：

（二）選出及罷免理事會、監事會或

會員大會主席團成員；

第九條——理事會：

甲）理事會最多由二十一名成員組

成，由會員大會以投票方式選舉產生，總

人數須為單數。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

三名，秘書一名，財務一名，各職位由理

事會全體成員互選產生。理事長缺席或臨

時不能視事時，由副理事長替代之。若理

事出缺時，由理事會決定填補。理事會每

兩年改選一次，可連選連任。

丙）理事會之職權為：

（三）審批普通會員的入會申請；

（四）原第三項

（五）原第四項

第四章

經費、內部規章及修改會章

第十一條——本會經費主要來源自

會員繳交之會費、本會展開活動的各種收

入、歷年滾存基金的利息收入及社會各方

面的捐贈及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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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本會章程如須修改，須

獲出席會員大會之四分之三贊同票。

第十五條——解散法人之議決，須獲

全體成員四分之三贊同票。

第十六條——原第十四條

二零一四年七月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黃慧華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0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0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國際速遞業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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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四日存檔

於本署2014/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為
217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一章第二條——本會之會址設於

澳門荷蘭園大馬路106 -122號栢蕙花園
AH-AM地舖。

Avenida do Conselheiro Ferreira de Al-
meida n.os 106-122, Pak Wai Fa Yuen Res-
-Do-Chao AH-AM, Macau.

二零一四年七月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黃慧華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35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5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織造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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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四日存檔

於本署2014/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為
219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六條——本會理事會成員須為單

數，由會員代表大會以投票方式選出若干

名代表組成，任期三年，負責會務決策及

工作開展，理事長對外代表本會，只可連

任二屆。

第七條——本會監事會成員須為單

數，由會員代表大會選出若干名代表組

成，任期三年，負責監察理事會工作，監

事長只可連任二屆。

二零一四年七月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黃慧華Wong Wai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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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珠繡塑膠五金職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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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四日存檔

於本署2014/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為
218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十條——會員大會

 二. 會員大會主席團由會員大會選出
三至五人之單數組成。設會員大會主席一

名，副主席若干名。另選出秘書一名，協助

大會主席團工作。

 第十一條——一.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
召開一次，由會員大會主席召集並主持會

議。召開大會須提前十天以掛號信或簽收

之方式通知全體會員，通知書內須註明日

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第十三條——理事會

一.  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十三至
二十五人之單數組成。設理事長一名、副

理事長及理事若干名，由理事互選產生。

第十五條——監事會

一. 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三至七人
之單數組成。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或

監事若干名，由監事互選產生。

二零一四年七月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黃慧華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50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09,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Budista Soka Gakkai
Internacional de Macau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o estatuto da Associação Budista Soka 
Gakkai Internacional de Macau foi tota-
lidade alterado por documento particular 
datado de 7 de Julho de 2014, passando o 
mesmo a ter a seguinte redacção em anexo:

澳門國際創價學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國際創價學

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Budista 
Soka Gakkai Internacional de Macau”。
以下簡稱為“本會”。

第二條——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黑沙環新巷24-28
號榮陞花園大廈地下。

第三條——宗旨

本會乃非牟利組織，以佛法為根本，

促進和推動澳門的文化、教育交流及為世

界和平作出貢獻。

為力行上述宗旨，本會著實推行佛法

流布，促進或舉辦符合創辦目的之任何活

動，特別是：

a. 座談會及學習會；

b. 訪問及其他形式的國際交流；

c. 出版書籍、雜誌及宣揚文化的其他
輔助刊物；

d. 陳列會及展覽會；

e. 文化、康樂及體育聚會；

f. 其他不違背本會宗旨之事項。

第四條——會員

凡贊同本會章程的宗旨並由兩名會員

推薦的澳門居民，經理事會批准得成為本

會會員。



11294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 第 29 期 —— 2014 年 7 月 16 日

會員的義務及權利：

a. 遵守本會章程；

b. 以忠誠嚴謹的態度執行被推選或
被委派擔任之本會職務；

c. 須按時繳交由理事會所訂定之會
費；

d. 會員享有選舉權、被選權及退會
權，亦有權出席會員大會，享有本會提供

的福利和參與本會舉辦的一切活動；

會員資格的喪失：

a. 不遵守本會章程、作出損害本會聲
譽或尊嚴者，經理事會決議開除會籍；

b. 以書面方式向理事會申請；

c. 不按時繳交會費。

名譽會員

經理事會決議，本會得聘請本地區或

海外對本會有卓越貢獻之人士為名譽會

員，惟名譽會員並無選舉權及被選權。

第二章

組織機構

第五條——社團機構

本會組織機構由會員大會、理事會及

監事會組成，會員得同時兼任各個組織機

關成員。

第一節

會員大會

第六條——大會主席團

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會員大會由主席一名、秘書一名及三

名委員組成。

會員大會主席之職權為領導會員大

會之工作。

秘書之職務為編制會議紀錄，協助會

員大會主席及其出缺時之代任。

委員之職務為處理關於大會之日常事

項。

第七條——權限

會員大會選舉產生會員大會主席團、

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每屆任期三年，可

連任。

討論及通過本會之活動計劃；

選出及開除社團機關之成員；

審議並表決由理事會編製之年度報告

及營運帳目，以及監事會之意見書；

修改章程；

決議本會之解散，委任清算人及本會

財產之處理方法；

宣告理事會或監事會任何成員任期之

失效；

對理事會或監事會向其提出之任何事

宜作出決議。

第八條——會議

會員大會至少每年舉行一次平常會

議。

會員大會由其主席、理事會、監事會

或三分之一有效會籍之會員要求下，得召

開特別大會。

修改本會章程的決議，須獲出席會員

四分之三贊同票方為有效。

解散本會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之四

分之三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九條——召集

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開會前八日

通知，或最少提前八日透過簽名之方式為

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

點及議程。

如未能於上款的期間作出召集，會員

於出席簿上或會議錄上簽署，均視為已經

對召集作出補正。

第十條——運作

如在原定時間經過一小時後，出席之

會員數目仍未達致所需之人數，且在召集

書中無定出另一日期，則視為已召集另一

次會議，於同一地點及同一時間舉行；在

第二次會議中，任何數目之會員之出席，

均被視為有效地召集。

會員可在會議前，向會員大會主席遞

交委託書，委託其他會員為代表，但一名

會員不得代表超過兩名其他會員。

會員大會的決議須出席會員過半數

的贊同票通過，但章程另有規定者除外。

第二節

理事會

第十一條——組成

本會設有理事會，由一名理事長、一

名副理事長、一名總務、一名財政及五名

理事共九名會員組成，全職理事得有薪

酬。

理事會之決議以多數票為之。

第十二條——權限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向會員代表大會報告會務工作及提出

建議；

確保本會之運作，以及為貫徹本會之

宗旨而執行活動計劃；

制定內部規則；

核准會費之金額；

聘用或解僱人員及訂定薪酬；

代表本會；

履行由法律及本章程賦予之其他職

能；

議決會員之除名及暫停會籍。

理事長之職務如下：

a. 召集理事會會議；

b. 主持會議；

c. 負責本會對內及對外之文書往
來；

d. 聯同總務或財政在任何公共或私
人實體中，及在任何行為之執行上代表本

會，除理事會或會員大會議決另有公佈方

式除外；

e. 聯同總務簽署理事會會議紀錄。

副理事長之職務如下：

a.  協助理事長及當理事長出缺時，經
理事長同意，得代任其職務。

總務之職務為；

a.  編制理事會會議紀錄；

b. 聯同理事長簽署理事會會議紀
錄；

c. 聯同理事長在任何公共或私人實
體中，及在任何行為之執行上代表本會，

除理事會或會員大會議決另有公佈方式

除外；

d. 使本會紀錄保持準確資料；

e. 負責本會對內及對外之文書往
來；

f. 管理由本會聘用之人員；

財政之職務如下：

a. 監管及簽署本會帳目紀錄；

b. 監管本會收益與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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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聯同理事長在任何公共或私人實
體中，及在任何行為之執行上代表本會，

除理事會或會員大會議決另有公佈方式

除外；

d. 編制本會財政結算表。

第三節

監事會

第十三條——組成

本會設有監事會，由一名主席及兩名

委員組成。

監事會之決議以多數票為之。

第十四條——權限

監察會員大會決議的執行；

監察各項會務工作的進展；

向理事會提出建議和批評：

對有關年度報告及帳目制訂意見書，

提交會員代表大會；

監事會成員不可代表本會對外作出行

為或發表意見。

第三章

經費

第十五條——來源

本會經費及財政收入來自會員會費、

捐款，本會舉辦活動的收入、本會資產所

衍生的孳息、第三者給予的贊助、不附帶

任何條件的捐獻以及任何公共或私人機

構、實體給予的資助等等。

第四章

選舉

第十六條——本會組織機構成員之

競選名單，為此目的而召開的會員大會，

選舉名單應於開會前五日內向會員大會

主席提交。

第五章

附則

本修改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後生效。

本章程的解釋權屬於本會理事會。

私人公證員 António Baguinho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7 de 
Julho de 2014. — O Notário, António Ba-
guinho.

（是項刊登費用為 $3,59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598,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歐洲亞洲華人高爾夫球協會

Associação de Golf de Chineses 
Euro-Asiáticos

Euro Asia Chinese Golf Association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documento n.º 20 arquivado neste Car-
tório no maço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f)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do Notariado 
com o n.º 1/2014/ASS, foi alterado o artigo 
5.º dos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com a de-
nominação em epígrafe, conforme consta 
do documento anexo: 

歐洲亞洲華人高爾夫球協會

Associação de Golf de Chineses 
Euro-Asiáticos

Euro Asia Chinese Golf Association

第五條——（一）理事會之組成：

a）理事會由9人或以上組成，人數必
須為單數。任期兩年，可連選連任一次。

b）理事會主席及理事會副主席則在
理事會選舉後由其互選產生。

（二）理事會之職權：

a）執行大會決議案及在會員大會休
會期間處理各項會務。

b）計劃發展會務，組織會員活動。

c）每兩個月最少開會一次，由理事會
主席召集。理事會會議須有過半數的理事

出席方為法定人數，決議案須有出席之過

半數贊成方為有效。

d）本會須設一公章，此印由當屆會員
大會主席保管，非經理事會議決同意不得

加蓋於任何文件；如得理事會議決同意，仍

須在理事會主席、理事會副主席及任何理

事簽於文件上方為有效，但本條e項除外。

e）就本會所有政府文件，由會員大會
主席及理事會財務共同簽署方為有效。

f）為推動及發展會務，理事會可敦
聘社會俊彥為本會永遠名譽會長，名譽會

長，名譽顧問及顧問，人數不限。

私人公證員 潘民龍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8 de 
Julho de 2014. — O Notário, Manuel Pinto.

（是項刊登費用為 $72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724,00)

崔世昌核數師事務所

CSC & ASSOCIADOS — SOCIEDADE 
DE AUDITORES

Anuncia-se, nos termos e para o efeito 
do disposto no artigo 54.º do Estatuto dos 
Auditores de Contas, a alteração dos estatutos 
no número dois do artigo quarto da sociedade 
civil com a denominação em epígrafe, 
passando aquele a ter a seguinte redacção:

«Artigo quarto

Um. (Mantém-se.)

Dois. O capital social corresponde à soma 
de quatro partes sociais, assim discriminadas:

a) Uma parte social, no valor nominal 
de MOP$ 60 000,00, subscrita pelo sócio 
Chui, Sai Cheong 崔,世昌, auditor de con-
tas registado na Comissão de Registos dos 
Auditores e dos Contabilistas sob o n.º 133;

b) Uma parte social, no valor nominal 
de MOP$ 20 000,00 subscrita pela sócia 
Chan, Yuk Ying 陳,玉瑩, auditora de con-
tas registada na Comissão de Registos dos 
Auditores e dos Contabilistas sob o n.º 496;

c) Uma parte social, no valor nominal de 
MOP$ 10 000,00, subscrita pelo sócio Mok, 
Chi Meng 莫,子銘, auditor de contas regis-
tado na Comissão de Registos dos Audito-
res e dos Contabilistas sob o n.º 072; e

d) Uma parte social, no valor nominal 
de MOP$ 10 000,00, subscrita pelo sócio 
Leong, Vai Chun 梁,煒銓, auditor de contas 
registado na Comissão de Registos dos Au-
ditores e dos Contabilistas sob o n.º 0874.»

（是項刊登費用為 $50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09,00)

澳門新福利公共汽車有限公司

法人住所設於澳門青洲河邊馬路2號地下

登記於澳門商業及動產登記局C字8號簿

冊第164頁，編號3053

資本額為MOP$80,000,000.00

茲根據公司章程第十三條和第十五

條之規定，澳門新福利公共汽車有限公

司，法人住所設於澳門青洲河邊馬路2號
地下，登記於澳門商業及動產登記局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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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8號簿冊第164頁，編號3053，資本額為
MOP$80,000,000.00，定於二零一四年八
月八日十一時正假澳門友誼大馬路918號
澳門世界貿易中心九樓，召開股東特別會

議，議程如下；

a）解任和委任本公司董事會之成員；

b）修改公司章程，包括但不限於第
二十六條；

c）委任本公司代表人簽署所有及任
何必要及 /或恰當之文件，使前款款中
提及之行為全面具有效性及全面產生效

力。

倘若沒有必要之法定人數有效地對

議程之事宜作出決議，現即定於二零一四

年八月十五日十一時正在同一地點舉行第

二次會議。

澳門，二零一四年七月七日

主席團主席 廖僖芸

TRANSMAC — TRANSPORTES 
URBANOS DE MACAU, SARL

com sede em Macau, na Estrada Marginal 
da Ilha Verde, n.º 2, r/c

registada na Conservatória dos Registos 
Comercial e de Bens Móveis de Macau 

sob o n.º 3053, a fls. 164 do Livro C8

com o capital social de 
MOP$ 80 000 000,00

Nos termos previstos nos artigos 13.º e 15.º 
do pacto social, é convocada na assembleia 
geral extraordinária da sociedade comercial 
Transmac — Transportes Urbanos de Ma-
cau, SARL, registada na Conservatória dos 
Registos Comercial e de Bens Móveis de 
Macau sob o n.º 3053, a fls. 164 do Livro C8, 
com sede social em Macau, na Estrada Mar-
ginal da Ilha Verde, n.º 2, r/c, com o capital 
social de MOP $ 80 000 000,00, para reunir 
no 8 de Agosto de 2014, pelas 11 horas, no 
escritório sito em Macau, na Avenida da 
Amizade, n.º 918, World Trade Centre, 9.º 
andar, com a seguinte ordem do dia:

a) destituição e nomeação dos membros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a Socie-
dade;

b) alteração do pacto social, nomeada-
mente, mas não exclusivamente, o artigo 
26.º; e

c) designação de representante da Socie-
dade para assinatura de todos e quaisquer 
documentos necessários e/ou convenientes 
à plena eficácia e validade dos actos referi-
dos nas duas alíneas anteriores.

Caso não se encontre reunido o quórum 
necessário para validamente deliberar 
sobre as matérias constantes da ordem do 
dia, desde já se fixa o 15 de Agosto de 2014, 
pelas 11 horas para a segunda reunião, a 
realizar no mesmo local.

Macau, aos 7 de Julho de 2014.

O Presidente da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Liu Hei Wan.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0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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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發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試算表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行長 會計主管

 胡敏 范本宜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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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彩票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澳門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有形資產 25,354,949 
無形資產 5,037,761
長期投資 309,000,000

339,392,710  

流動資產

存貨 114,896
應收賬款和其他應收款 11,106,385 
股東及聯號往來賬 21,567 
短期投資 18,540,000
預付款   3,857,7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53,506,191

687,146,739

資產總額 1,026,539,449

權益和負債

資本和公積

資本 1,000,000 
法定公積 500,000 
損益滾存 511,378,494   

權益總額 512,878,494 

負債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和其他應付款 88,819,448   
股東及聯號往來賬 278,387,988
短期借款及透支 146,453,519 

負債總額 513,660,955 

權益和負債總額 1,026,539,449  

 
 
 董事總經理 財務總監

 吳志誠 黃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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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澳門彩票有限公司

業務管理報告

二零一三年度本公司錄得盈利為澳門幣102,903,000。自一九九八年推出足球彩票及二零零零年推出籃球彩票，公司一直致力推
動博彩娛樂化，深受客户歡迎，實有賴公司仝人不斷努力，力求進步。

為提升資訊保安及客戶服務水平，公司在2003年考取英國標準協會審訂之「ISO/IEC 27001:2005資訊安全管理系統證書」及後
考取高階版「ISO 10002：2004客戶訴求管理系統證書」，而每年將會檢測考核標準以維持管理系統的認証資格。此外，公司亦不斷
推出一連串新穎刺激的玩法及推廣活動，以回饋客戶多年來的支持。

展望未來，我們將繼續致力開拓更多元化之體育博彩產品，滿足客户需求，同時提升資訊科技，與時並進，精益求精。

公司紮根澳門，以成為全球最佳之體育博彩公司為發展目標，不斷提升質素。並感謝澳門特區政府多年來的支持，使公司穩步發

展。

董事總經理

吳志誠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外部核數師意見書之概要

致：「澳門彩票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本核數師已根據澳門核數準則審核「澳門彩票有限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在二零一四年五

月二十六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報告。 

依本核數師意見，隨附基於上述財務報表編制的賬項概要與上述財務報表相符。 

為更全面了解該公司於年度間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賬項概要應與相關的經審計年度的財務報表一併參閱。 

梁雁萍

註冊核數師

京澳會計師事務所

澳門，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SLOT — SOCIEDADE DE LOTARIAS E APOSTAS MÚTUAS DE MACAU, LDA.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3

MOP

ACTIVOS

Activos Não Correntes

Activos fixos tangíveis 25 354 949 
Activos intangíveis 5 037 761
Investimentos de longo prazo 309 000 000

339 392 710  

Activos Correntes

Inventários 114 896
Dívidas a receber comerciais e outras 11 106 385 
Accionistas e associadas (c/gerais) 21 567 
Investimentos de curto prazo 18 540 000
Pré-pagamentos   3 857 700 
Caixa e equivalentes de caixa 653 506 191

 687 146 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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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dos Activos 1 026 539 449

Capitais Próprios e Passivos

Capitais Próprios 

Capitais 1 000 000 
Reserva legal 500 000 
Resultados transitados 511 378 494   

Total dos Capitais Próprios 512 878 494 

Passivos

Passivos Correntes

Dívidas a pagar comerciais e outras 88 819 448   
Accionistas e associadas (c/gerais) 278 387 988
Empréstimos de curto prazo e descobertos bancários 146 453 519 

Total dos Passivos 513 660 955 

Total dos Capitais Próprios e Passivos 1 026 539 449  

 
 
 O Presidente, CFO,
 Ng Chi Sing Huang Hao

 SLOT

Relatório anual da gerência 2013

No ano de 2013 registámos lucros líquidos de MOP 102 903 000,00. Desde que, em 1998 e 2000, respectivamente, lançámos as apostas 
desportivas no futebol e basquetebol (NBA) a SLOT promoveu o jogo como uma forma de entretenimento, o que foi bem recebido pelos 
nossos clientes. A popularidade está a aumentar constantemente e isso é devido ao esforço de todos os funcionários, como equipa, em 
contínuo progresso para oferecer serviços de excelente qualidade aos nossos clientes.

A fim de melhorar a nossa segurança da informação e nível de serviço ao cliente, a empresa adquiriu o certificado «ISO/IEC 
27001:2005 Information Security Systems» em 2003 e certificado avançado «ISO 10002:2004 Customer Complaint Management Syste-
ms» emitidos pelo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e» nos anos seguintes através da sua re-avaliação rigorosa a cada ano para manter os pa-
drões exigidos. Ao mesmo tempo, também lançamos mais tipos de jogos fantásticos para estimular o apoio dos cliente nos últimos anos.

Para perspectivas futuras, estamos à procura de maneiras para garantir que os nossos clientes tenham a melhor experiência de apostas 
desportivas possível, por exemplo para explorar produtos de lotarias desportivas mais diversificados e melhorar a tecnologia da informa-
ção para fornecer os melhores recursos aos nossos clientes.

A empresa está sediada em Macau e terá como objectivo tornar-se a melhor empresa de lotarias desportivas no mundo através da me-
lhoria contínua da qualidade para exceder as expectativas dos clientes. Gostaríamos de agradecer ao Governo de Macau pelo apoio ao 
longo destes anos, para o crescimento progressivo da nossa empresa.

Macau, aos 31 de Março de 2014.

O Presidente,
Ng Chi Sing

Síntese do parecer dos auditores externos

Aos accionistas da 
SLOT — Sociedade de Lotarias e Apostas Mútuas de Macau, Lda. 

Auditámo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SLOT — Sociedade de Lotarias e Apostas Mútuas de Macau, Lda., referentes ao exercí-
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3,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de Auditoria de Macau, e expressámos a nossa opinião sem reservas, no 
relatório de 26 de Maio de 2014. 

Em nossa opinião, as contas resumidas estão de acordo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trás referidas das quais elas result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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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 um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situação financeira da Companhia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
ras resumidas devem ser analisadas em conjunto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Leong Ngan Peng 

Auditor de Contas 

Keng Ou CPAs 

Macau, aos 26 de Maio de 2014.

（是項刊登費用為 $6,95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 9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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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AIA INTERNATIONAL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Constituída nas Bermudas com responsabilidade limit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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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負債表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Balanço em 30 de Novembro de 2013

澳門幣 
Pat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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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幣 
Pat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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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表（人壽保險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止年度

Conta de exploração (ramo vida) para o exercício findo em 30 de Novembro de 2013

澳門幣 
Pat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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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表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止年度

Conta de ganhos e perdas para o exercício findo em 30 de Novembro de 2013

澳門幣 
Patacas

 會計 首席執行官——澳門分行 

 A Contabilista, Director Executivo — Sucursal de Macau,

 馮綺瑩 馬竹豪

 Fong I Ieng  Ma Chris Chuk Ho

2013年業務報告撮要

2013年友邦保險集團及澳門友邦保險各業務指標持續表現卓越，屢創佳績。集團推出全新品牌定位「真生活 真夥伴」（T he Real 
Life Company），承諾以最真摯的心與客戶同步體會人生，盡心了解客戶人生不同階段的需求，為個人及企業提供最適切的保障與理
財產品及服務，讓客戶享有完善的保障。2014年澳門友邦保險將繼續專注發展Premier Agency優質營業團隊，培育更多備受尊崇的
百萬圓桌會（MDRT）精英，以使我們的營業隊伍成為「最優秀的營業團隊」。我們的策略是透過專業的財務策劃顧問，深入社群，
為更廣泛的市民服務。我們的期望是要造就一支成為市場典範的最優秀的營業團隊。我們正大步向此方向邁進。

Sumário do relatório das actividades do ano de 2013

AIA Group e AIA Macau continuaram a alcançar um crescimento substancial em todas as áreas-chave de negócios em 2013. O novo po-
sicionamento da marca foi lançado com a “The Real life Company”. Assumimos o compromisso de um maior envolvimento na vida dos 
nossos clientes, para melhor entender as suas necessidades reais durante as várias fases da vida e assim poder proporcionar as soluções 
certas quer a entidades privadas quer a empresas. 

Em 2014, a AIA Macau prosseguirá com a estratégia Premier Agency e continuará a investir na formação de um número crescente de 
consultores financeiros que se tornarão membros da prestigiada e respeitada Million Dollar Round Table (MDRT). A nossa estratégia 
é expandir o alcance à comunidade através de uma equipa de consultores financeiros forte e profissional. A nossa ambição é constituir 
uma agência “Best in Class” (a melhor no seu ramo) na indústria. Estamos no caminho certo para concretizar a nossa ambição. 

摘要財務報表的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澳門分行首席執行官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澳門分行（「貴分行」）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止年度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乃撮錄自貴分行截

至同日止年度的已審核財務報表。摘要財務報表由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組成，管理

層須對該等摘要財務報表負責。我們的責任是對摘要財務報表是否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已審核財務報表符合一致，發表意見，僅向

管理層報告，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我們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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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布的《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貴分行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止年度的財務報

表，並已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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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組成，亦

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符合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貴分行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財務報表以及獨立核數師報

告一併閱讀。

曾章偉

註冊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澳門，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Relatório do auditor independente sobr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a Gerência da AIA International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Constituída nas Bermudas com responsabilidade limitad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nexas da Sucursal em Macau da AIA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Sucursal») referentes ao exer-
cício findo em 30 de Novembro de 2013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da Sucursa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na-
quela data. Est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s quais compreendem o balanço em 30 de Novembro de 2013 e a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são da responsabilidade da Gerência da Sucursal. A nossa responsabilidade consiste em 
expressar uma opinião, unicamente endereçada a V. Ex.as, enquanto Gerência, sobre s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
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sem qualquer outra finalidade. Não assumimos 
responsabilidade nem aceitamos obrigações perante terceiros pelo conteúdo deste relatório.

Auditámo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Sucursa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0 de Novembro de 2013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emitidas pelo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e expressámos a 
nossa opinião sem reservas sobre est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no relatório de 21 de Fevereiro de 2014.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compreendem o balanço em 30 de Novembro de 2013, a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a de-
mons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o capital próprio e a demonstração dos fluxos de caixa d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e um resumo das prin-
cipai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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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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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ang Cheong Wai
Auditor de contas
PricewaterhouseCoopers 

Macau, aos 21 de Fevereiro de 2014.

（是項刊登費用為 $10,16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0 1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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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屠宰場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澳門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39,020,679.00

流動資產   

存貨                                                      $22,454.00

應收賬款                                                  $1,250,094.00

預收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57,692.00

現金及銀行存款                                                 $17,301,899.00

流動資產總值                                            $19,032,139.00

資產總值                                             $58,052,818.00

權益及負債

股東權益

註冊資本                                                $40,000,000.00

重估儲備                                                $38,047,022.00

累積損益                                                      （$20,767,463.00）

  $57,279,559.00

非流動負債

應付融資租賃                                                     $2,836.0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202,721.00

應付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353,077.00

應付融資租賃                                                    $9,967.00

所得稅備用金                                                    $204,658.00

流動負債總值                                                    $770,423.00

負債總值                                                        $773,259.00

權益及負債總值                                                 $58,052,8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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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度

行政管理機關報告

澳門屠場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三年收入方面錄得澳門幣壹仟捌佰貳拾叁萬陸仟壹佰貳拾元柒角捌分（MOP18,236,120.78）。在支
出方面，錄得澳門幣壹仟柒佰肆拾貳萬壹仟貳佰捌拾叁元零伍分（MOP17,421,283.05）。全年總結稅前盈利為澳門幣捌拾壹萬肆仟
捌佰叁拾柒元柒角叁分（MOP814,837.73）。

而未來的日子裡，董事會將會竭盡所能，繼續努力監察屠宰場公司的情況，並盡量在開源和節流方面著手，務求帶領屠宰場公司

跳出結構性虧損的情況，讓屠場公司在逆勢中穩存。

董事會代表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度

監事會意見書

澳門屠宰場有限公司（『公司』）的董事會已向本監事會提交了公司二零一三年度財務報告、外部核數師鄧添核數師之審核報告

及董事局之年度報告以作審核。

本監事會已按照公司章程規定，分析及審查該年度公司之財務報告及賬目，並了解公司於年度之運作情況及有關制度。本監事會

認為該財務報告恰當地披露了所有有關之賬目資料及公司財政狀況。再者，其外部核數師審核報告已表明公司之財務報告在所有要

項上公正地反映了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

基於此，本監事會建議股東批准下列文件：

1. 公司二零一三年度之財務報告；

2. 董事局年度報告；及

3. 外部核數師審核報告。

監事會：

主席：吳秀虹               副主席：李世忠              委員：何美華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日

MATADOURO DE MACAU, S.A.R.L.

Balanço
Até 31 de Dezembro de 2013

  
 Patacas

Activo 

Activo não corrente 

Propriedades, maquinaria e equipamento $39 020 679,00

Activo corrente 

Existências $22 454,00

Contas a receber $1 250 094,00

Contas antecipadas, depósitos e outras contas a receber $457 692,00

Caixa e depósitos bancários $17 301 899,00

Total do activo corrente $19 032 139,00

Total do activo $58 052 8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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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 próprio e passivo

Capital próprio

Capital social $40 000 000,00

Reservas de reavaliação $38 047 022,00

Resultados acumulados ($20 767 463,00)

 $57 279 559,00

Passivo não corrente 

Custos de locação financeira a pagar $2 836,00

Passivo corrente 

Contas a pagar $202 721,00

Custos a pagar e outras contas a pagar $353 077,00

Custos de locação financeira a pagar $9 967,00

Imposto Complementar de Rendimentos $204 658,00

Total do passivo corrente $770 423,00

Total do passivo $773 259,00

Total do capital próprio e do passivo $58 052 818,00

  

Ano de 2013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Em 2013, o Matadouro de Macau, S.A.R.L., registou receitas de dezoito milhões, duzentas e trinta e seis mil, cento e vinte patacas e 
setenta e oito avos (MOP18,236,120.78), Em relação às despesas registaram-se dezassete milhões, quatrocentas e vinte e uma mil, duzen-
tas e oitenta e três patacas e cinco avos (MOP17,421,283.05). O lucro líquido total é de oitocentas e catorze mil, oitocentas e trinta e sete 
patacas e setenta e três avos(MOP814,837.73).

Futuramente,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irá esforçar-se por fazer o melhor possível para continuar a reforçar a sua capacidade de 
fiscalização da situação do Matadouro de Macau, S.A.R.L., quer na procura de mais formas de rentabilizar a sua actividade, quer na di-
minuição dos gastos, a fim de deixar de registar perdas estruturais e para que possa sobreviver a situações mais adversas.

Representant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Macau, aos 21 de Março de 2014.

Ano de 2013
Parecer do Conselho Fiscal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o Matadouro de Macau, S.A.R.L. (Sociedade) entregou o Relatório Financeiro de 2013, o Relatório 
de Examinação do auditor de contas externo, Tang Tim, e o Relatório Anual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ao Conselho Fiscal para 
apreciação.

Este Conselho Fiscal, nos termos dos Estatutos desta Sociedade, analisou e examinou o Relatório Financeiro e as contas da Sociedade 
e compreendeu a situação do funcionamento e os respectivos regimes. Este Conselho Fiscal considera que este Relatório mostra adequa-
damente todas as informações de contas e o estado financeiro da Sociedade. Além disso, o Relatório de Examinação do auditor externo 
já exprimiu que, em todos os pontos importantes do Relatório Financeiro da Sociedade, se demonstra o estado financeiro no dia 31 de 
Dezembro de 2013 desta Sociedade.

Nestes termos, o presente Conselho Fiscal vai propor aos sócios a aprovação dos seguintes documentos:  

1. Relatório Financeiro de 2013 da Socied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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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latório Anual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e 

3. Relatório de Examinação do auditor externo.

Conselho Fiscal

Presidente: Ung Sau Hong

Vice-Presidente: Li Shizhong

Membro: Ho Mei Wa

Macau, aos 20 de Março de 2014.

（是項刊登費用為 $6,95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 955,00)

印 務 局
Imprensa Oficial

每 份 售 價  $264.00
PREÇO DESTE NÚMERO $ 2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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