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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親子家庭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起，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2號090/2016。

澳門親子家庭協會

英文名稱為“Macau Parents and 
Children Association”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性質及存續期

本社團中文名為“澳門親子家庭協

會”。

英文名稱為“Mac au Pa rent s a nd 
Children Association”，簡稱為“親子會”
（下稱本會）。

本會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註冊為

非牟利社團。由成立日開始生效，存續期

不設限。

第二條——宗旨

（一）增進澳門各階層家庭的聯繫及

社會責任，共創愛國愛澳愛家，提供一個

互助互愛的交流平台。

（二）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希望透過

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讓家庭成員聚首一

堂，當中包括聚會、比賽、慈善義賣、興趣

班、探訪活動、旅行、籌款活動、特別活動

等等。

（三）本會致力透過報章、電視、電

台、親子活動及展覽活動等渠道宣揚親子

活動的資訊，推廣親子教育及其重要性，

以增進家庭和諧、改善家長與子女間的溝

通以及夫妻關係；藉著與家長分享管教子

女的經驗和心得，提昇家長對親子教育模

式的認知及思維。

第三條——地址

會址設於澳門河邊新街17-19號利高
大廈4C，並在有需要時可遷往本澳其他
地方及設立分區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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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會員資格

凡認同本會宗旨及願意遵守本會章

程之人士，經由理事會審核認可，在繳納

會費後，即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權利和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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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架構

第六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之最高權力機

構；

（二）會員大會負責通過、修定本會

會章；選舉和任免理事會、監事會成員；

審查、通過理事會工作報告和財務報告，

通過會務方針和工作計劃；

（三）會員大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一

人，秘書一人；

（四）會員大會任期三年，可連任；

（五）會員大會每年會召開一次會

議。

第七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之最高執行機

構；

（二）理事會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制定會務工作計劃，完成日常會務工作；

（三）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

長一名，財務一名，常務理事若干名，成

員人數必須為單數；

（四）理事會任期三年，任滿連選得

連任。

第八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之監察機構；

（二）監事會負責監察會員大會決議

之執行，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

收支，就其監管活動編制年度報告和履行

法律及章程所載之其他義務；

（三）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

一人，常務監事一人；

（四）監事會任期三年，任滿連選得

連任。

為推進會務，經理事會提名表決，可

邀請社會賢達擔任本會名譽會長、名譽顧

問及會務顧問等。

第九條——大會之召集

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

方式為之，或最少提前八日透過簽收之方

式而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期、

時間、地點及議程。

第十條——修改章程

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四分

之三之贊同票。

第十一條——解散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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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二條——本會財政來源包括會員

所繳交之會費及年費，會員定期或非定期

性之捐獻，以及將來屬本會資產有關之任

何收益。

第十三條——本會得接受政府、機

構、社團及各界人士捐獻及資助，但該等

捐獻及資助不得附帶任何與本會宗旨不

符的條件。

第十四條——其他合法收入。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五條——本章程未有列明之事將

按澳門現行之有關法律規定。

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86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861,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青少年粵劇文化藝術發展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六年七月四日起，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2號092/2016。



N.º 28 — 13-7-2016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II SÉRIE 15909

澳門青少年粵劇文化藝術發展協會

章程

第一章

會名、會址及宗旨

第一條——會名：中文名稱：澳門青

少年粵劇文化藝術發展協會。

第二條——會址（中文）：澳門騎士

馬路63-69號678文創園4A。

第三條——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經費來源於會員

經費、社會熱心人士贊助、政府資助；旨

在推廣本澳青少年參加粵劇文化藝術活

動，提高青少年對粵劇文化的了解，培養

青少年粵劇愛好者，為傳承粵劇文化藝術

而努力；並舉辦交流演出，提升青少年粵

劇愛好者的藝術水平。

第二章

會員權利及義務

第四條——本會接受個人會員申請加

入，凡持有澳門居民合法身份證件，對粵

劇文化藝術愛好者，承認會章均可申請入

會，經理事會批准，均可成為本會會員。

第五條——會員的權利：

A. 參加會員大會；

B. 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C. 有參加本會舉辦的文化藝術活動
的權利；

D. 享受會員的同等待遇。

第六條——會員的義務：

A. 遵守章程及執行決議；

B. 繳納會費；

C. 推動粵劇文化藝術的發展。

第七條——會員有違反本會章程及從

事有損本會榮譽及影響本會推動粵劇文

化藝術發展行為，本會對當事人可採取以

下處分：

A. 忠告；

B. 書面警告；

C. 開除會籍。

第三章

全體會員大會

第八條——全體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

權力機構，全體會員大會每年召開平常會

議一次，至少8天前通知召集以掛號信方

式為之，或最少提前八日透過簽收之方式

而為之，召集書內容應指出會議之日期、

時間、地點及議程。每屆會員大會選舉產

生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人，總成員必須是

單數，任期三年，三年期滿在新一屆會員

大會經選舉可連任。

第九條——全體會員大會由理事會召

集，如有特別需要，經十分之一會員提議，

經理事會批准可召開特別會議。

第十條——全體會員大會的職能：

A. 審議理事會、監事會及財務工作報
告；

B. 選舉及通過理事會和監事會成員；

C. 通過會員大會的重要決議；

D. 修改章程需經出席大會成員四分
之三贊成；

E. 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續期之決議，
在獲全體會員四分三之贊同票。

第四章

理事會組織

第十一條——理事會為本會之執行機

構，由若干名理事成員組成，成員組成數

量為單數。

第十二條——理事會任期為3年，由會
員大會選舉產生。

第十三條——由理事會自選出理事長

一名，副理事長若干名。

第十四條——理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

次，若有需要可以由理事長召集理事會議。

第十五條——理事會的職能：

A. 執行全體會員大會的決議，理事會
的決議以多數人的意見通過。

B. 管理會務工作及制定工作計劃及
預算。

C. 提出召開會員大會召開的建議及
議程內容。

D. 理事會召開會議需提前通知理事
會成員，決議則以出席者之多數通過。

第五章

監事會組織

第十六條——監事會由全體會員大會

選舉產生，任期三年。

第十七條——監事會互選產生監事長

1名及副監事長及監事若干名，成員必須
單數。

第十八條——監事會的職能：

A. 審理理事會的工作報告；

B. 審核財務報告；

C. 監督理事會的工作執行。 

二零一六年七月四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1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14,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建造業施工人員互助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存

檔於本署2016/A S S/M3檔案組內，編號
為173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建造業施工人員互助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建造業施工

人員互助協會”，中文簡稱為“建工互助

會”，英文名稱為：“Macao Mutual Aid 
Association for Construction Workers 
in Construction Industry ”。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促進

勞資雙方合作交流提供平臺，通過《勞動

關係法》保障外地僱員的合法權益，改善

外地僱員在澳門的工作及生活質素。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慕拉士前地120-
122號永堅工業大廈2樓E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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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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有遵守會章和遵從決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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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召集，通

知書內須註明會議日期、時間、地點和議

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可召開特別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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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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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為本會的監察機構，負

責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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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理事會

決定籌募之。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4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4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一帶一路高等教育交流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存檔

於本署2016/A S S/M3檔案組內，編號為
178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一帶一路高等教育交流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中文名為：澳門一

帶一路高等教育交流協會，簡稱：澳門一

帶一路高教會。

葡文名為：Associação de Intercâmbio 
do Ensino Superior “Uma Faixa, Uma Rota” 
de Macau，簡稱：A.I.E.S.U.F.U.R.M.。

英文名為：Macau Association the 
Belt and Road Higher Education Inter-
change，簡稱：M.A.B.R.H.E.I.。

第二條——會址設於澳門祐漢市場

街88號康樂新村第五座地下A R，在適當
時得按照理事會決議將會址搬遷至澳門

任何其他地點。

第三條——組織性質：社團組織，澳

門合法的非牟利機構，受澳門法律管轄

保護，其一切活動均遵守澳門的法律、法

令和有關條例之規定。

第二章

宗旨

第四條——宗旨：本會支持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愛國愛澳。響應國家推行絲綢

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即一
帶一路，推廣和研究一帶一路與葡語系國

家在文化、經濟貿易等領域的關聯。促進

澳門與國際之間高等教育的交流，推廣高

等學術研究，推動民間和大學教育以至大

學研究與國際接軌，並支持澳門學生負笈

國際高等學府進修和研究，同時亦吸引國

際高等學術人才到澳門訪問交流和留澳

發展。

第五條——為貫徹前項所述之宗旨，

本會將開辦各類型的講座、會展、交流、工

作坊及出版刊物等工作和活動。

第六條——本會另設內部章程，規範

理事會轄下的各部門組織，本會會員享有

法定之各項權利及義務，即會員享有選

舉權及被選權，出席大會會議，對會提出

意見，參加本會活動等權利。以及遵守會

章，繳付入會費、年費及為本會的發展和

聲譽作出貢獻等義務。未履行上述義務、

違反會章或損害聲譽者，經理事會討論，

可喪失會員資格。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凡年滿十八歲，現就讀、

曾就讀、現任教、曾任教高等教育（如大

學、學院、同等院社）的人士，支持和認可

本會章程。通過申請，均可加入本協會，

並成為本會之會員。

第八條——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

大會，每三年進行換屆選舉，本會設會長

一人，常務副會長若干人、副會長若干人，

任期為三年，經選舉可連任。會長對內領

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會長缺席時，由

理事長或副會長依次代其職務。會長卸任

後授予永遠榮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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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理事會：本會設立理事

會，由理事長一人，常務副理事長若干名、

副理事長若干名、常務理事若干名及理

事若干名、秘書長一名、常務副秘書長若

干、副秘書長若干名以單數成員組成，任

期三年，經選舉可連任。

一、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舉產

生。每年召開若干次理事會，負責研究制

定及執行有關會務活動計劃。會議決議

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票贊同方為有

效。

二、每屆理事會人數由現屆理事會最

後一次會議議決。

第十條——監事會：本會設立監事

會，由監事長一人、常務副監事長若干人、

副監事長若干人及若干名監事以單數成

員組成，任期三年，經選舉可連任，由會

員大會選舉產生，監事會負責審計監督本

會財務及會務活動等有關事務。會議決議

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票贊同方為有

效。

第十一條——其他名銜：本會設創會

會長、永遠榮譽會長、榮譽會長、永遠名

譽會長、名譽會長，榮譽顧問、名譽顧問、

顧問若干人。

第四章

會員大會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的召集：每年

至少召開一次，召集會員大會必須提前八

天以掛號信或簽收形式通知，召集書上

須載明開會日期、時間，地點及會議之議

程；有五分之一的會員為合法的目的有權

要求召集會員大會。如會議當日出席人數

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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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決議及權限：

一般決議應取得絕對多數票通過，方能生

效，其權限：

一、修改本會章程，須獲出席會員四

分之三之贊同票；

二、選舉和通過本會的一切重要決

議；

三、審議通過每年的工作報告、財務

報告、明年預算；

四、解散應有四分之三的全體會員通

過視為有效。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四條——經費來源：本會為不牟

利社團，經費可接受澳門政府資助、本會成

員和社會各界人士的合法捐助及會員會費。

第十五條——會徽

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40,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北區紅酒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存檔

於本署2016/A S S/M3檔案組內，編號為
179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北區紅酒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北區紅酒

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Vinho 
da Zona Norte de Macau”，英文名稱
為：“The Wine Association of Macau 
Northern District”。

第二條

宗旨

為促進澳門北區紅酒文化發展，加強

紅酒業者之間的交流，有效配合本澳多元

化產業發展，凝聚澳門北區紅酒愛好者。

第三條

會址

會址：澳門黑沙環第二街68-76號文
豐樓地下D，E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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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滿十八歲，並經一位會員介紹可申請入

會，由理事會批准通過方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其權利與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可

參加本會舉辦之活動和享有會員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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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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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及秘書和理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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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選

得連任。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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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會員四分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三的贊同票。

（五）本會在不違反法律規定及章程

的原則下，得制定內部規章，有關內部規

章之解釋、修改及通過之權均屬會員大

會。

第八條

理事會

（一）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會，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日常具體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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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事會最少由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及理事各

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三）理事會會議由會長或理事長負

責召集，根據會務需要可不定期召開，每

年最少舉行一次，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

成員出席時，方可決議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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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會，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最少由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及監事各

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三）監事會會議由監事長負責召

集，根據會務需要可不定期召開，每年最

少舉行一次，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

出席時，方可決議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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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3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37,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國際文化產業協會（澳門）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存檔

於本署2016/A S S/M3檔案組內，編號為
176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國際文化產業協會（澳門）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國際文化產業協

會（澳門）”，英文名稱為“International 
Cultural Industries Association (Macao)”。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積極促進

澳門與世界各地的文化及多媒體的合作

與交流；積極多方位、多形式的開展並推

動澳門的社會文化發展。

第三條

會址

本會地址設於澳門新口岸宋玉生廣

場691號富澤園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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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可申請為本協會會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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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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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和理事會、監事會

成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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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干名，秘書長一名、副秘書長若干名。

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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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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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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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由最少三名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若干

名。每屆任期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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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由最少三名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若干

名。每屆任期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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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2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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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福建華僑聯誼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存檔

於本署2016/A S S/M3檔案組內，編號為
177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福建華僑聯誼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及性質

本會定名為“澳門福建華僑聯誼會”，

英文為“Macao Fujian Overseas Chinese 
Friendship Association”（以下簡稱為“本
會＂），本會是以澳門福建民眾籍鄉親為主

體在澳門成立的非牟利團體。

第二條

宗旨

本會設立之宗旨為：

1. 促進、組織、團結僑民之人士及各
界友好愛祖國、愛澳門、愛家鄉、為國家

及社會之建設和發展作出貢獻，積極支持

和配合澳門政府依法施政； 

2. 促進居澳福建僑民與國內、國外的
鄉親之間就經濟、文化、教育、旅遊、體育

等方面的交流；

3. 協調會員間的和睦關係，團結鄉
親，促進鄉誼；

4. 以不牟利為原則，舉辦、協辦及支
持各類慈善活動及事業，惠及會員，鄉親

及其他社會有需要人士。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黑沙環涌河新街

建華大廈第6座8樓D。經會員大會通過，
會址可以遷移至本澳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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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福建僑民，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經本會

理事會批準後，便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享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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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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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若

干名及秘書一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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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若干

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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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為本會的監察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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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若干

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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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2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23,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基督教濠光堂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起，存

放於本署之“2016年社團及財團儲存文
件檔案”第1/2016/ASS檔案組第39號，有
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基督教濠光堂

會章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基督教濠光堂”，

英文名稱為：“Hou Kwong Chr ist ian 
Church”。

第二條

會址

會址設於澳門氹仔飛能便度街649號
A華南新邨華富苑地下Z座。

第三條

性質

1. 本會為一非牟利之基督教團體。

2. 本會經費由會員自由奉獻及各界
熱心人士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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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存續期

本會不設存續期。

第五條

信仰及宗旨

本會以基督信仰為本，教導聖經真

理、傳揚福音、領人歸主、牧養信徒、聯

絡會員及開辦教育、慈惠及社會服務等工

作，完成耶穌基督所付託之使命為宗旨。

第二章

會員

第六條

會員資格

1. 本會會員數目不限。

2. 凡在本會領受水禮或堅信禮的信
徒，即成為本會會員。

3. 本會接納在其他純正信仰教會受
洗之信徒申請轉會成為本會會員。

第七條

會員之責任及權利

1. 會員須遵守本會之章程。

2. 出席本會主日崇拜及其他聚會並
領受聖餐。

3. 會員有自由奉獻本會經費之義務。

4. 凡領受成人水禮或堅信禮的會員
有選舉權及表決權，而十八歲或以上的會

員還有被選舉權。

5. 凡觸犯政府法例而被定罪，經本會
規勸，仍不肯認罪悔改者；又或是違背主

訓，經本會多次規勸，終久不肯悔改者，

經會員大會通過可被開除會籍。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八條

架構

本會組織架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九條

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組織。會
員大會設主席及書記各一名。

2.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召集。召集

書內須指出會議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3. 會員大會出席人數須滿居澳會員總
人數二分之一，會議方為有效。

4. 會員大會休會期間，會務交由理事
會處理。

5. 特別會員大會得由理事會召開，或
由十名以上會員聯名要求召開之，召集方

式與會員大會相同。

6. 會員大會之權責如下：

a. 審議及通過理事會之年度工作報
告、財政報告及監事會之意見書。

b. 選舉及任免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
事會各成員。每屆任期為兩年，連選可連

任，惟不能連任超過三屆。

c. 審議及通過被舉薦按立的候選人
（牧師或執事）。

d. 通過本章程的修改。

第十條

理事會

1. 本會執行機關為理事會，負責執行
會員大會決議和日常具體會務。

2. 理事會由三至七名單數成員組成。

3. 理事會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及書記
各一名。

4. 理事會會議須有過半數成員出席
方為有效。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

第十一條

理事會之職責

1. 每年製定財政預算及結算並提交
會員大會審議。

2. 制定本會的事工策略及發展方向，
參與推動及協助策劃佈道和福音預工，團

契牧養、教導、敬拜及行政等事宜，推動

本會發展。

3. 開設銀行帳戶，包括往來戶口、儲
蓄及定期等。

4. 代表本會簽署買賣合約、租約、銀
行戶口或政府公函等文件，亦可按需要委

託他人代簽。

5. 有權購買、租借或出售不動產，以
進行本會的事工，並取得任何形式的銀行

信貸、借款及設定按揭等。

6. 有權代表本會接受捐助或捐贈，
以進行本會的事工；並可向政府或有關部

門或辦事處申請補助金、援助或資助，以

進行推廣教育、慈善事務等服務社區的工

作。

7. 聘請及解僱本會職員（傳道同工及
幹職人員），包括訂定薪酬、福利及工作

範圍等。

8. 向會員大會建議修改或增刪本會
章程。

第十二條

監事會

1. 監事會由三名或以上單數成員組
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及監事各一名。

2. 監察理事會之運作。

3. 審查本會的財務情況及週年財務
報告。

第四章

附則

第十三條

章程修訂

本會章程修訂權交由會員大會決議，

而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得出席會員

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十四條

解散

解散本會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

之三的贊同票。

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於海島公證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2,29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292,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樂同體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六年七月五日起，存

放於本署之“2016年社團及財團儲存文
件檔案”第1/2016/ASS檔案組第40號，有
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樂同體育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澳門樂同體育會，中

文簡稱：樂同；葡文名稱：Lok Tong Asso-
ciação Desportiva de Macau，葡文簡稱：
Lok Tong；英文名稱：Lok Tong Sport 
Club Macau，英文簡稱：Lok 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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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機構。宗旨：推動本澳

文娛體育運動愛好者之間的交流和聯繫，

培養市民對文娛體育運動的興趣，並積極

參與各類比賽。

第三條

會址

本會設於澳門馬場東大馬路華茂新邨

11樓AC座，經理事會同意可更改會址。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認同本會章程，贊同本會宗旨，對

文娛體育運動有興趣之人士，經申請登

記，由理事會審核批准，在繳納入會會費

後，即可成為本會會員。會員如有違反會

章或作出任何有損本會聲譽之言行者，經

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第五條

會員之權利

1. 有權參加會員大會。

2. 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3. 有權參與本會舉辦的各項活動及
享有本會提供的福利。

4. 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繳交
會費的義務。

5. 有權對本會工作提出批評、建議及
監督。

第六條

會員之義務

1. 遵守本會會章。

2. 維護本會的信譽及權益，積極支持
和參與本會的活動。

3. 本會架構之領導成員須積極履行
任內之職責。

4. 繳交會費。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

組織

本會組織機關設會員大會、理事會及

監事會。

第八條

選舉和任期

本會組織之架構成員在會員大會中以

個別提名，以不記名投票和簡單多數票方

式選出，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第九條

會員大會之組成及權限

1. 會員大會屬全體會員參與，是最
高權力機關，設主席、副主席及秘書各一

人；會員大會每年召開最少一次。在必要

的情況下或應不少於三分之二會員聯名，

亦得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2. 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以掛
號信簽收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

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3. 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
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或延長本

會存續期的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

的贊同票。

4. 會員大會職權為：

a）制定及修改會章。

b）審議每年會務報告及財務報告。

第十條

理事會之組成及權限

1. 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會，設理事長
一人、副理事長一人、秘書一人及理事若干

人，其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理事會視工

作需要，可設立多個文娛體育項目小組。

2. 理事會職權為：

a）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b）規劃和組織本會之各項活動。

c）招收會員。

d）理事長領導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
決議，副理事長協助理事長工作，理事分

工負責會務工作，理事長外出或因事缺席

而未能履行職務時，由副理事長處理會

務。

e）本會有法律效力和約束力的文件
和合約，由理事長或經理事會委託之成員

代簽。

f）凡作出任何有損本會聲譽及違反
本會章程之會員，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

其會員資格。

第十一條

監事會之組成及權限

1. 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會，設監事長
一人、副監事長一人及監事若干人，其組成

人數必須為單數。

2. 監事會職權為：

a）負責監督理事會之運作。

b）審查理事會工作報告及財務報
告。

c）監事會平常會議每年召開一次，由
監事長主持。

第十二條

榮譽會長、名譽會長、顧問之設立

經理事會建議，本會可聘請社會賢

達、熱心人士為本會之榮譽會長、名譽會

長和顧問。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三條

本會之收入

本會之收入如下：

1. 會員會費。

2. 團體、企業或熱心人士捐贈。

3. 政府資助。

4. 募捐。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四條

補充法律

本會為非牟利機構，本章程未盡事宜

概依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第十五條

會徽

二零一六年七月五日於海島公證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9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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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英國皇家特許土木工程測量師學會

（澳門區）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名稱社

團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6年《社團及財團存
檔文件》檔案組1/2016號第1號文件第1至
8頁，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定名為“英國皇家特許土木工

程測量師學會（澳門區）”，英文名稱為

“Chartered Institution of Civil Engi-
neering Surveyors (Macau Region)”，英
文簡稱為“ICES (Macau Region)”。

第二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新口岸北京街126
號怡德商業中心10樓。

第三條

簡介

土木工程施工對世界經濟發展極為

重要，數以百萬計人員受雇于這行業。土

木工程施工令各國發展、創造以及保持其

基建的開發和增值。

沒有土木工程行業，就沒有清潔食

水、交通系統、排汙設施、空調、照明以及

電力；人類在這變化的環境中便會顯得無

能為力了。

土木工程測量師在施工每一時期均擔

當著重要角色。由構思到設計，由招標到

管理-結算-爭議解決，由維修到運營，每一
階段土木工程測量師均發揮其影響力。通

過他們的技巧和能力，土木工程測量師能

降低施工期工程計劃的風險。這不單貢獻

於建造公司或土木工程測量師的客戶，還

能消除不必要的時間、資源以及金錢的浪

費，起著對行業的持續發展的作用。

第四條

宗旨

推進土木工程測量的科學與藝術，涉

及地理空間工程和商業管理土木工程的

所有方面的專業性，造福大眾，特別是但

不限於維護和推進機構成員的教育標準、

能力、實踐和表現。

第五條

任務

學會成立的目的，在於促進土木工程

測量專業中關於地理空間工程和商務管

理的科學和藝術發展。通過維持和提高會

員的教育、能力、實務及操守水準。令社

會大眾均可受惠。

第六條

展望

IC E S享譽英國土木工程界，被公認
為在地理空間工程和商務管理領域上名

列前茅的專業學會。IC E S力求保持並提
升這領先地位。希望透過澳門區，與本土

同業共享成果。

第七條

理念

I. 能力與協力

我們信賴自己的資格、能力及專業知

識，在工作中承擔了重要責任。這建基於

日常中的創新意念、解決問題及持續進

步的精神。我們處事持平並公平對待每一

人。

II. 開明與信任

我們以開明和積極的態度維護我們

的價值信念。我們以靈活性、機敏、激勵

以及開放、廣泛溝通的作風帶領著學會的

邁進。

III. 可靠、誠實以及正直

通過誠實、謙恭及可靠，我們與在工

作中認識的、代表的人士建立了良好關

係。我們採取最高的誠信和道德標準。

IV. 學會的管治

學會的運作有賴參與義務工作的會

員和職工的付出。我們亦鼓勵會員參與學

會將來的發展。

具體是參加理事會以及轄下小組每年

多次的會議。

本會的活動依據皇家特許狀按法執

行。

第八條

皇家特許狀、附屬法例、條例以及規則

皇家特許狀列明IC E S的宗旨，說明
了管治架構以及授權I C E S制定附屬法
例、條例以及規則。特許狀亦列明各種會

員級別，授權會員可使用會籍稱謂的英文

縮寫。會員遍佈世界各地，均受ICES專業
守則規管（ICES Code of Professional 
Conduct），以確保會員瞭解專業操守的
最高標準。專業守則有關資料可向英國總

會索取。

會員違反專業守則會受處分，若懷疑

有IC E S會員違反專業守則，可向英國總
會提出投訴。

第九條

機構類別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

第二章

會員

第十條

會員資格

在土木工程測量事業中無論您是否

準備您的學業、開展您的事業、支援著或

從事這行業多年，願意吸收當今行業知識

和有關技巧是專業發展的必要條件。每一

會籍級別均為認可從事土木工程測量行

業的人士而設。會員需要持續進修。

會員級別、英文縮寫及申請條件如

下：

級別 英文縮寫 申請條件

學會

會員

並無 年滿 1 8歲或以
上，就讀土木工

程 測量相 關 課

程，網上填寫申

請表格

附屬

會員

並無 1. 網上填寫申請
表格 2. 相片

畢業

生會

員

GCInstCES 1. 網上申請或推
薦人簽署之升級

表格 2. 相片 3. 相
關畢業證書 4. 申
請費用

技術

會員

TCInstCES 1. 網上申請或兩
位推薦人詳細說

明之升級表格 2. 
相片 3. 履歷 4. 經
驗報告 5. 去年之
專業持續發展的

記錄 6. 完成及簽
發普通、核心及一

套專業的能力 7. 
任何之前的證書

副本可被考慮 8. 
申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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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 MCInstCES 1. 網上申請或兩
位推薦人詳細說
明之升級表格 2. 
主要推薦人的表
格 3. 相片 4. 履
歷 5. 經驗報告 6. 
過去兩年之專業
持續發展的記錄 
7. 完成及簽發普
通、核心及專業
的能力 8. 任何之
前的證書副本可
被考慮 9. 申請費
用 10. 需經面試
審核

資深
會員

FCInstCES 1. 網上申請或兩
位現 I C E S資深
會員作為推薦人
簽 署之升 級 表
格  2 .  主要推薦
人的表格 3. 履歷
（1500-2000字） 
4. 相片 5. 過去兩
年之專業持續發
展的記錄 6. 對每
位資深會員的簡
短陳述 7. 需經面
試審核

第十一條

會員權利

I. 參加會員大會以及參與本會所舉辦
之各項活動；

II. 要求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III. 擁有選擇權和被選舉權。

第十二條

會員義務

I. 遵守本會的章程、會員大會之決議
和理事會之決定；

II. 按時繳交會費；

III. 不得作出損害本會聲譽之行動。

第十三條

終止會籍

本會會員如嚴重破壞本會名譽，得由

理事會給予警告；特別嚴重者得由理事會

同監事會議決即時暫停會籍，並由理事會

提議，經會員大會通過終止會籍。

第三章

組織

第十四條

會員大會

I. 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機關，有
權制定和修改章程，選舉和任免理事會和

監事會成員；

II. 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每年最
少召開一次；大會之召集提前八日以掛號

信或簽收之方式而為之，召集書會列明會

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III. 會員大會必須在超過半數會員
出席的情況下方可作出決議，但如不足半

數，可於一小時後作第二次召集；

IV. 會員大會經第二次召集，可由不
少於會員總人數四分之一的出席會員組

成和召開，並行使會員大會的全部法定職

權；

V. 在會員大會閉會期間，應不少於五
分之一的會員聯名提出，理事會必須召集

特別會員大會；

VI. 會員大會的決議必須獲得過半數
出席會員的同意才能通過，但澳門法律另

有規定的事項除外；

VII. 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
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VIII. 解散本會或延遲本會存續期之
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十五條

理事會

理事會制定學會整體政策方向，理事

會由理事長1位及12位理事組成，當中一
位兼任秘書長，一位兼任財務主管，理事

會負責學會的各委員會及小組的行政管

理。

I. 理事會是本會行政管理機關，向會
員大會負責；

I I. 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不少
於十三名成員所組成，組成人數必須為單

數；

III. 理事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對外發
表意見，但理事長或經理事長授權的成員

除外；

IV. 理事會的任期為兩年，連選得連
任，但理事長的任期不得連續超過兩屆。

V. 由理事會執行如下綱要：

授權予理事

財務報告

提交年度報告予會員大會

制定五年計劃

VI. 委員會

IC ES會員涵蓋多樣建造商務管理和
地理空間工程的專門範疇。我們鼓勵會員

參與學會的持續發展。會內成立了多個委

員會和工作小組，以召集會員討論及推廣

土木工程測量專業。

VII. 各委員會宗旨

i. 商務管理實務委員會（CMPC）

商務管理實務委員會代表正在學習

以及從事商務管理的人士的利益，以及推

廣本專業的優越性。它與其他專業團體保

持緊密合作。

ii. 地理空間工程實務委員會（GEPC）

地理空間工程實務委員會代表正在

學習以及從事地理空間工程的人士的利

益，以及推廣本專業的優越性。

iii.  教育、專業發展及會籍委員會
（EPD&M）

教育、專業發展及會籍委員會負責為

土木工程測量師建立教育和培訓的標準，

通過認可的課程，提供培訓指引，持續專

業發展計劃以及一系列培訓課程和實習

班。從中建立會籍準則及審核入會申請。

iv. 財務和一般事務委員會（F&GP）

財務和一般事務委員會審理學會的

財務運作。

v. 國際事務委員會（IAC）

國際事務委員會統籌國際活動，包括

參加國際測量師聯合總會（F IG）活動及
推廣學會的海外分會和入會事宜。它亦

與其他國際專業機構和學術團體拓展關

係。

第十六條

監事會

I. 監事會是本會監察機關，監察理事
會的工作並向會員大會報告和負責；

I I. 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不少
於三名成員所組成，組成人數必須為單

數，其中包括監事長一名和監事；

III. 監事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對外發
表意見；

IV. 監事會的任期為兩年，連選得連
任；

V. 監事會審核審計報告。

第四章

附則

第十七條

ICES網路

ICES網路協助增進資歷較淺的會員
參與其教育、培訓以及就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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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本會財政收入

本會財政收入來自會員會費、不附帶

任何條件的捐款以及相關機構和實體的

資助。

第十九條

會費

會員會費的金額由會員大會或經會員

大會授權理事會決定。

第二十條

修改權

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會員大會。

第二十一條

  解釋權

本章程之解釋權屬理事會。

與正本相符

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於澳門特別

行政區

私人公證員 石立炘

（是項刊登費用為 $4,67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677,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雕塑學會

Associação de Escultura de Macau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起，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2號091/2016。

第七條——會員大會為本會之最高

職權機構，主席團由大會選舉產生，成員

包括主席壹名、副主席兩名及秘書壹名組

成，每兩年改選壹次，連選可連任。

第七章

幹事會

第十七條——幹事會由三至五名成

員組成，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設幹事長

壹名，每兩年改選壹次，連選可連任。

第十八條——幹事會之職權為：

（甲）協助執行會員大會、理事會及

監事會的所有決議；

（乙）協助本會之日常會務運作。

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46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65,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Ou Mun Lou Ie Che Wui

Clube de Automóvel Clássico de Macau 
(em abreviatura: C.A.C.M).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六年七月五日起，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2號093/2016。

澳門老爺車會

章程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老爺車會”，葡

文名稱為“Clube de Automóvel Clássico 
de Macau（簡稱C.A.C.M）”，英文名稱為
“Macao Classic Autosports Club”。

第二條

會徽

本會會徽為：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組織，宗旨為提高澳門

本地老爺車組織能更好地推廣老爺車文

化，促進澳門老爺車愛好者與外地老爺車

愛好者的活動交流。

第四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祐漢新村第四街

17號興隆樓地下。如經會員大會決議，可
遷往澳門其它地點。

第五條

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1. 凡獲得本會會員推薦，並需要擁有
一輛20年車齡或以上的車輛，及贊同本會
章程者，經本會2個或以上架構成員審核
通過，即可成為會員。

2. 本會會員享有選舉權、被選舉權、
表決權，作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

3. 本會會員負有遵守會章程執行決
議、積極參與及協助本會舉辦各項活動、

繳納會費等義務。

4. 違反本會章程而嚴重損害本會之聲
譽及利益，經理事會通過，即被開除會籍。

第六條

組織架構

1. 本會設有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
會。

2. 會員大會為本會之最高權力架構，
制定和修改章程，審查及批准理事會、監

事會的工作報告；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

理事會及監事會的成員；決定工作計劃

和方針。會員大會主席團由會長、副會長

及秘書各一人組成，任期三年，連選得連

任。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由理事

會召集，並最少提前八天以掛號信或簽收

方式通知，通知書上須列明開會之日期、

時間、地點及議程。

3.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構，執行會員
大會的決議，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提出

建議及處理日常會務。理事會由理事長一

人、副理事長及理事若干人，總數為單數

的成員組成，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4. 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監察理事
會執行會員大會的決議及定期審查帳目。

監事會由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及監事若

干人，總數為單數的成員組成，任期三年，

連選得連任。

第七條

修改章程及解散法人

1. 修改章程的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四
分之三之贊同票。

2. 解散法人的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
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八條

經費來源

經費來源自會費、會員和熱心人士或

機構之捐贈及政府資助等。

二零一六年七月五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8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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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nião de Beneficência das Associações 
de Trabalhadores da Comunicação 

Social de Macau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存

檔於本署2016/A S S/M3檔案組內，編號

為174號。該修改全部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傳媒工作者組織福利會

章程

第一章

— 範圍及宗旨 —

第一條

（名稱、性質及存續期）
 

1. 根據本章程，由“澳門新聞工作者
協會”、“澳門記者聯會”、“澳門傳媒工作

者協會”、“澳門傳媒俱樂部”及“AIPIM 
— Associação de Imprensa em Portu-
guês e Inglês de Macau”作為創始成員，
以下簡稱“成員”，成立“澳門傳媒工作者

組織福利會”，簡稱“傳媒福利會”，葡文

名稱為“União de Beneficência das As-
sociações de Trabalhadores da Comuni-
cação Social de Macau”。

2. 本會為一個非牟利的、成員人數不
限的永久性法人。其活動範圍為整個澳門

特別行政區（以下簡稱特區），受成員大

會通過的本章程、內部規章及適用法律所

規範。修改章程的決議，須獲出席成員代

表四分之三或以上之贊同票。

第二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清平街三號華都

大廈三樓B座。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為一個非牟利社會服務組織，其

宗旨是組織社會保障活動，為成員提供互

惠，為本地傳媒工作者建立並發展醫療、

藥品及醫院保障體制，促進其福祉，保障

其合法權益。

第二章

— 成員 —

第四條

（成員）

在澳門特區合法成立的、贊同並遵守

由本會成員大會通過的章程及內部規章，

履行入會申請手續並獲得理事會批准的

傳媒工作者社團，可成為本會成員。

第五條

（成員的權利和義務）

1. 成員享有以下權利：

a）享有本會機構的選舉權和被選舉
權；

b）指定或被指定為成員大會主席團
成員；

c）參與成員大會並投票；

d）要求召開特別成員大會；

e）審查本會的帳目及簿冊；

f）要求取得本會活動的資料；

g）針對違反法律、本會章程及內部規
章的決議、行為或疏漏提出申訴；

h）提出建議和批評；

i）參加本會的所有活動；

j）根據本會《醫療援助規章》的規
定，享受本會提供的福利待遇。

2. 成員擁有以下義務：

a）遵守由本會成員大會通過的章程
及內部規章，並執行本會的決議；

b）參與本會的工作及活動，並促進成
員間的互助及友好合作；

c）促進傳媒工作者參與本會工作；

d）通報涉及本會會務的所有事宜；

e）準時繳納會費。

第三章

— 本會的組織和運作 — 

第六條

（組織架構）

本會的組織架構為成員大會、理事

會及監事會。同一屆之主席團主席、理事

長、監事長分別由不同之成員之代表擔

任。

第七條

（成員大會）

1. 成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機構。

2. 各成員派出等額代表出席成員大
會。

3. 每位代表擁有一票投票權。

4. 每屆代表任期三年；如在任期內出
現代表人員變動，有關成員須以書面形式

通知本會。

第八條

（成員大會職權）

成員大會擁有以下職權：

a）選舉及罷免理事會及監事會任職
成員；

b）通過本會章程及其修改；

c）通過本會《醫療援助規章》及其修
改；

d）通過本會其他內部規章及其修
改；

e）通過本會活動報告、資產負債表及
帳目；

f）就聘請有助於本會會務之專業人
士作出決議；

g）批准本會對本會機構任職成員執
行職務時所作行為提出訴訟；

h）制訂本會指導方針並就所有涉及
本會宗旨之重大事宜作出決定；

i）就法律或章程未規定屬於本會其
他機構職責之事宜作出決議。

第九條

（成員大會主席團）

1. 成員大會由主席團主持；主席團由
五至七人組成，其中一人為主席，兩人為

副主席，兩人為會議秘書。

2. 主席因故不能履行職務時，由專業
資歷最深的副主席代行主席之職。

3. 主席團任期三年，實行成員輪值
制，由成員派出代表任職。

第十條

（主席團主席）

主席團主席擁有以下職權：

a）主持成員大會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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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主持本會機構任職成員就職儀
式；

c）批准並簽發主席團文件。

第十一條

（成員大會會議）

1. 成員大會會議在下列情況下召
開：

a）每年召開一次，對理事會的活動報
告及資產負債表、年度帳目進行審議和投

票；

b）每三年召開一次，在通過該屆機構
的活動報告及資產負債表、年度帳目後，

選舉新一屆機構。

2. 特別成員大會會議在下列情況下
召開：

a）應理事會或監事會的要求召開；

b）應半數以上成員要求召開。

3. 召開成員大會須以掛號信的方式，
在會議日期前十五日通知成員。

4. 會議通知內容應包括會議日期、時
間、地點及會議議程。

第十二條

（機構任職成員代表的選舉及其任期）

1. 本會機構任職成員代表由成員大
會選舉產生，每屆任期三年，任職成員代

表連選可連任。

2. 候選人透過提交候選人名單的方
式產生，且每個候選人名單必須得到至少

兩個成員的書面支持。

3. 理事會任職成員代表不可兼任監
事會職務。

4. 機構候選人名單應於選舉日前
十四日提交成員大會主席團主席。

5. 在選舉機構任職成員代表的同時，
可為機構的每個職務選舉一名候補成員，

以在該任職成員代表臨時或長期因故不

能履行職務時代行其職務。

6. 當本會任何機構出現半數或半數
以上任職成員代表因故不能履行職務時，

將對該機構進行重新選舉，選舉產生的新

機構的任期為原機構所剩任期。

第十三條

（理事會）

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構，由

十五至二十一人組成，總人數必須為單

數，透過互選產生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

兩名、秘書一名、司庫一名。理事長一職，

任何成員其代表只可連任一屆。

第十四條

（理事會職權）

理事會擁有以下職權：

a）管理本會；

b）在法庭內外代表本會，或指定一名
代表代表本會；

c）執行成員大會決議；

d）向成員大會提交年度活動報告及
資產負債表、年度帳目；

e）提交本會發展計劃及建議；

f）籌募經費；

g）根據本會章程規定召集成員大會
會議；

h）批准新成員入會申請；

i）履行法律、本會章程及由成員大會
所通過之內部規章規定的其他職能；

j）經理事會決定本會會址可遷至澳
門任何其它地方。

第十五條

（理事會會議）

1. 理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會議，會
議由理事長召集；或由理事長在其認為必

要時召開；或應半數以上成員要求召開。

2. 理事會會議只能在半數以上任職
成員代表與會的情況下作出決議。

第十六條

（監事會）

監事會為本會監督機構，由五至七人

組成，總人數必須為單數，透過互選產生

一名監事長及兩名副監事長。監事長一

職，任何成員其代表只可連任一屆。

第十七條

（監事會職權）

監事會具有以下職權：

a）執行成員大會決議；

b）列席理事會會議；

c）定期審查帳目及簿冊；

d）就活動報告及資產負債表、年度帳
目提出意見並提交成員大會；

e）就改善本會會務及財政狀況提出
建議；

f）履行法律所賦予的其他職能。

第十八條

（監事會會議）

1. 監事會每六個月召開一次會議，會
議由監事長召集；或由監事長在其認為必

要時召開；或應半數以上成員要求召開。

2. 監事會會議只能在半數以上任職
成員代表與會的情況下作出決議。

第十九條

（本會經費）

本會經費由以下項目組成：

a）成員所繳納的會費；

b）來自公共或私人機構的捐款、贊
助、補貼及其它收入；

c）本會開展活動之相關收入；

d）其他合法收益。

第二十條

（本會會徽）

第二十一條

（章程文本）

本章程以中文和葡文兩種文字於《澳

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登載。如對章程存疑

處之解釋，概以中文為準。

Estatutos da União de Beneficência das 
Associações de Trabalhadores da 

Comunicação Social de Macau

CAPÍTULO I

Âmbito e Fins da União

Artigo 1.º

(Denominação, natureza e duração)

1. É criada, em conformidade com os 
presentes Estatutos, a «União de Benefi-
cência das Associações de Trabalhadores 
da Comunicação Social de Macau», em 
c h i nê s «澳門傳媒工作者組織福利會(em 
abreviatura: 傳媒福利會)», adiante desig-
nada apenas por União, da qual são asso-
ciados fundadores:

«Associação dos Trabalhadores da Comu-
nicação Social de Macau », em chinês «澳門
新聞工作者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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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be de Jornalistas de Macau», em 
chinês «澳門記者聯會»;

«Associação dos Jornalistas de Macau», 
em chinês «澳門傳媒工作者協會»;

«Clube de Comunicação Social de Ma-
cau», em chinês «澳門傳媒俱樂部» ;

«AIPIM — Associação de Imprensa em 
Português e Inglês de Macau».

2. A União é uma pessoa colectiva sem 
fins lucrativos, tem um número ilimitado 
de associados, com duração indefinida e 
abrange, no seu âmbito de acção, todo o 
territóri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
pecial de Macau, adiante designada por 
R.A.E.M., e reger-se-á pelas disposições 
legais aplicáveis, pelos presentes Estatutos 
e pelos regulamentos internos que vierem 
a ser aprovados em Assembleia Geral. A 
resolução propondo quaisquer alterações 
aos Estatutos deve ser apoiada por pelo 
menos três quartos dos membros presentes 
na Assembleia Geral.

Artigo 2.º

(Sede)

A União tem a sua sede em Macau, na 
Travessa do Matadouro, n.º 3, Edf. Va Tou, 
2.º andar B. 

Artigo 3.º

(Fins) 

A União é uma organização de serviço 
social sem fins lucrativos, que tem como 
fins organizar actividades de assistência 
social, fomentar o auxílio mútuo entre os 
associados, implementar e desenvolver um 
regime de assistência médica, medicamen-
tosa e hospitalar para os trabalhadores da 
comunicação social local, promover o seu 
bem estar e defender os seus direitos e legíti-
mos interesses.

CAPÍTULO II

Associados

Artigo 4.º

(Associados)

Podem ser associados da União as Asso-
ciações de trabalhadores da comunicação 
social de Macau que requeiram a sua admis-
são, desde que se encontrem legalmente 
constituídas, concordem com os Estatutos 
da União e com os regulamentos internos 
que vierem a ser aprovados em Assembleia 
Geral, os respeitem, cumpram todas as 
formalidades de admissão e obtenham a 
correspondente autorização da Direcção 
da União.

Artigo 5.º

(Direitos e deveres)

1. São direitos dos associados:

a) Eleger e ser eleito para os órgãos asso-
ciativos;

b) Designar e ser designado para a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c) Participar e votar nas reuniões da As-
sembleia Geral;

d) Requerer a convocação da Assem-
bleia Geral extraordinária;

e) Examinar as contas e os l ivros da 
União;

f) Solicitar informações respeitantes à 
vida associativa;

g) Reclamar contra deliberações, actos 
e omissões dos órgãos da União que sejam 
contrários à lei, aos Estatutos ou aos regu-
lamentos internos;

h) Apresentar propostas e críticas;

i) Participar em todas as actividades da 
União; e

j) Beneficiar dos serviços prestados pela 
União conforme o seu Regulamento da 
Assistência Médica.

2. São deveres dos associados:

a) Cumprir os Estatutos e os regulamentos 
internos que vierem a ser aprovados em 
Assembleia Geral e executar as delibera-
ções da União;

b) Participar nos trabalhos e activida-
des da União e impulsionar a cooperação 
amistosa e de mútuo auxílio entre os asso-
ciados;

c) Promover a participação dos trabalha-
dores da comunicação social nos trabalhos 
da União;

d) Comunicar quaisquer factos que te-
nham implicações na vida associativa; e

e) Pagar pontualmente as quotas.

CAPÍTULO III

Organização e funcionamento da União

Artigo 6.º

(Órgãos Sociais)

São órgãos da União a Assembleia Geral, a 
Direcção e o Conselho Fiscal. Na duração 
do mandato, os órgãos da União devem ser 
presididos pelos elementos dos diferentes 
associados fundadores.

Artigo 7.º

(Assembleia Geral)

1. A Assembleia Geral é o órgão máximo 
da União.

2. Os Associados são representados na 
Assembleia Geral por intermediário dos 
seus delegados, em número igual para cada 
um deles.

3. Cada delegado tem direito a um voto.

4. O mandato dos delegados é trienal 
e, havendo alteração quanto às pessoas 
destes no decurso do respectivo mandato, 
deverá o associado por eles representado 
comunicar à União, por escrito, a respecti-
va alteração.

Artigo 8.º

(Competência)

Compete à Assembleia Geral:

a) Eleger e destituir os titulares da Di-
recção e do Conselho Fiscal;

b) Aprovar os Estatutos e as respectivas 
alterações;

c) Aprovar o Regulamento da Assistência 
Médica e as suas modificações;

d) Aprovar outros regulamentos internos e 
as respectivas alterações;

e) Aprovar o relatório, o balanço e as 
contas anuais;

f ) Deliberar sobre a contratação de 
profissionais cuja colaboração se mostre 
necessária à boa prossecução dos fins da 
União;

g) Autorizar a União a demandar os 
titulares dos órgãos sociais por actos prati-
cados no exercício das suas funções;

h) Definir as linhas de orientação da 
União e decidir sobre os assuntos de gran-
de importância relacionados com a prosse-
cução dos seus fins; e

i) Deliberar sobre todas as matérias não 
compreendidas nas atribuições legais ou 
estatutárias de outros órgãos.

Artigo 9.º

(Mesa)

1. A Assembleia Geral é dirigida por uma 
Mesa. A Mesa é constituída por cinco a sete 
membros, sendo que um deles é o presidente 
da Mesa, dois deles são vice-presidentes e 
dois deles são secretários. 

2. O presidente será substituído, nas suas 
faltas ou impedimentos, pelo vice-presi-
dente com maior antiguidade na profiss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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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s elementos da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são indicados trienalmente pelos 
associados, em regime de rotatividade, 
através dos seus delegados. 

Artigo 10.º

(Presidente da Mesa)

Compete ao Presidente da Mesa:

a) Dirigir o funcionamento da Assem-
bleia Geral;

b) Empossar os titulares dos órgãos asso-
ciativos para os cargos que irão exercer; e

c) Despachar e assinar o expediente da 
mesa.

Artigo 11.º

(Reuniões)

1. A Assembleia Geral reunirá ordina-
riamente:

a) Uma vez em cada ano para votação do 
relatório anual da Direcção, do balanço e 
das contas do exercício anterior; e

b) De três em três anos, após a aprova-
ção do relatório anual, balanço e contas 
referentes ao último exercício do mandato 
dos órgãos associativos para eleições.

2. A Assembleia reunirá extraordinaria-
mente:

a) A solicitação da Direcção ou do Con-
selho Fiscal; e

b) A requerimento de mais de metade 
dos associados.

3. A convocação das reuniões da Assem-
bleia Geral será efectuada por meio de carta 
registada que respeite o aviso prévio de 15 
dias.

4. Na convocatória indicar-se-á o dia, a 
hora e o local da reunião e a respectiva or-
dem de trabalhos.

Artigo 12.º

(Eleição dos membros da Direcção e do 
Conselho Fiscal e duração do mandato)

1. Os membros dos órgãos associativos 
são eleitos em Assembleia Geral e exercem 
as suas funções por um período de três 
anos, podendo ser reeleitos. 

2. A candidatura de eleição será feita 
mediante a apresentação de listas, devendo 
cada lista reunir o apoio por escrito de, 
pelo menos, dois associados.

3. As funções de membro da Direcção 
não são cumuláveis com as de membro do 
Conselho Fiscal.

4. As listas de candidatura devem ser 
remetidas ao presidente da Mesa da Assem-
bleia Geral até 14 (catorze) dias antes da 
data marcada para as eleições.

5. Por cada titular de cargo dos órgãos 
sociais poderá ser eleito um suplente, o 
qual será chamado ao exercício de funções 
sempre que ocorrer impedimento tempo-
rário ou definitivo de membros efectivos e 
enquanto durar a respectiva causa impedi-
tiva.

6. Quando se verificar a falta ou impe-
dimento definitivo de metade ou mais dos 
membros de um dos órgãos sociais, haverá 
lugar a nova eleição para esse órgão, até ao 
termo do mandato em curso.

Artigo 13.º

(Direcção)

A Direcção é o órgão de administração 
e gestão da União e é composta por um 
número de quinze a vinte e um elementos, 
e a composição total da Direcção deve ser 
número ímpar, que elegerão entre si o res-
pectivo presidente, dois vice-presidentes, 
um secretário e um tesoureiro. O presiden-
te da Direcção deve ser membro da União, 
e só pode ser reeleito uma vez. 

Artigo 14.º

(Competência)

Compete à Direcção:

a) Administrar e gerir a União;

b) Representar a União em juízo e fora 
dele, ou designar quem por ele o faça;

c) Executar as deliberações da Assem-
bleia Geral;

d) Apresentar à Assembleia Geral um 
relatório anual de administração, o balanço e 
as contas anuais;

e) Apresentar planos de desenvolvi-
mento e propostas para realizar os fins da 
União;

f ) Desenvolver iniciativas com vista à 
angariação de fundos;

g) Convocar a Assembleia Geral de 
acordo com o disposto nos Estatutos;

h) Autorizar a admissão de novos asso-
ciados;

i) Cumprir as demais obrigações resul-
tantes da lei, dos Estatutos e dos regula-
mentos internos que vierem a ser aprova-
dos em Assembleia Geral; e

j) Por decisão da Direcção, pode ser pro-
cedida à mudança da sede da União para 
qualquer outro local da R.A.E.M.

Artigo 15.º

(Reuniões)

1. A Direcção reúne uma vez em cada 
dois meses, a convocação do seu presiden-
te, reunindo ainda sempre que ele entenda 
necessário ou quando mais de metade dos 
associados o exigirem.

2. A Direcção só pode deliberar com a 
presença da maioria dos seus titulares.

Artigo 16.º

(Conselho Fiscal)

O Conselho Fiscal é o órgão de fiscaliza-
ção da União e é composto por cinco a sete 
membros, e a composição total da Direcção 
deve ser número ímpar, que elegerão entre 
si um presidente e dois vice-presidentes. 
O presidente do Conselho Fiscal deve ser 
membro da União, e só pode ser reeleito 
uma vez.

Artigo 17.º

(Competência)

Compete ao Conselho Fiscal:

a) Executar as deliberações da Assem-
bleia Geral;

b) Estar presente, sem direito a voto, em 
reuniões da Direcção;

c) Conferir periodicamente as contas da 
União e examinar os respectivos livros;

d) Elaborar parecer sobre o relatório, 
o balanço e as contas anuais da União 
referentes a cada exercício, a entregar à 
Assembleia Geral;

e) Apresentar propostas para melhorar 
o desempenho e a situação financeira da 
União; e

f) Exercer as demais competências legal-
mente atribuídas.

Artigo 18.º

(Reuniões)

1. O Conselho Fiscal reúne uma vez 
em cada seis meses, a convocação do seu 
presidente, reunindo ainda sempre que ele 
entenda necessário ou quando mais de me-
tade dos associados o exigirem.

2. O Conselho Fiscal só pode deliberar 
com a presença da maioria dos seus titulares.

Artigo 19.º

(Receitas)

Constituem receitas da União:

a) O produto das quotas dos associa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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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Quaisquer donativos, contribuições, 
subsídios ou outras receitas que lhe venham 
a ser atribuídos por entidades públicas ou 
privadas;

c) Receitas provenientes das actividades 
desenvolvidas; e

c) Quaisquer bens ou valores que lhe ad-
venham por forma legal.

Artigo 20.º

(Logotipo)

Artigo 21.º

(Texto dos estatutos)

Os presentes estatutos são publicados 
nas suas versões chinesa e portuguesa no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prevalecendo a primeira 
em caso de dúvida.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9,19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9 191,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雋逸研藝社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存

檔於本署2016/A S S/M3檔案組內，編號
為175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一章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澳

門馬大臣街63號大昌閣3樓A。

第三章第十條——理事會由理事會

成員互選理事長一人，財務部長一人，總

務部長一人，理事二人，總人數必為單數。

第三章第十一條——監事會由三名

成員組成，成員間互選出監事長一人，監

事二人。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42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20,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亞太傳播交流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存

檔於本署2016/A S S/M3檔案組內，編號
為172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氹仔大

學大馬路澳門大學教職員宿舍S-21大廈9
樓E座。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32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29,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e Indústria Culturais e 
Artísticos de Macau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o estatuto da Associação de Indústria Cul-
turais e Artísticos de Macau foi totalidade 
alterado por documento particular datado 
de 4 de Julho de 2016, passando o mesmo a 
ter a seguinte redacção em anexo:

澳門文化藝術行業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

中文名稱為“澳門文化藝術行業協

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Indús-
tria Culturais e Artísticos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Macao C u ltu re a nd 
Art Industry Association”。

第二條——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推動本

澳文化藝術發展，團結文化藝術的從業員

和愛好者，促進國內外的文化藝術交流，

宣揚澳門本地的文化藝術”。

第三條——會址

澳門商業大馬路301號友邦廣場20
樓，經理事會同意可更改。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會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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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繳納會費後，即可成為會

員。

第五條——會員權利與義務

（一）本會會員享有選舉權、被選權，

以及優先參與本會舉辦的活動、獲取本會

有關資料和享有本會福利的權利。

（二）本會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 
承擔本會任務以及繳納會費的義務。

第六條——其他

本會有權聘請社會知名人士、資深的

退任理事、監事及資深會員為永遠榮譽會

長、榮譽會長、名譽會長、名譽顧問、會務

顧問、顧問和名譽理事。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七條——機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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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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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理事會之

年度帳目和工作報告。

（二）本會會員大會主席團由會長一

名、副會長若干名、秘書長一名組成，由

會員大會選任。

第九條——理事會

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會，設理事長一

名，副理事長及理事若干名，且總人數必

須為單數。理事長和副理事長由理事會成

員選舉產生。理事會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

議和處理日常會務。

第十條——監事會

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會，設監事長一

名，監事若干名，且總人數必須為單數。

監事長由監事會成員選舉產生。監事會負

責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

會、監事會成員任期為三年，可選連任。

第四章

會議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會議

（一）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討論及通過理事會所提交的工作報

告、年度帳目。

（二）召開會員大會須最少提前八日

以掛號信方式通知，並載明會議日期、時

間、地點及議程。

（三）會員大會會議需至少半數會員

出席才可舉行，若不足規定人數，會議押

後半小時舉行，屆時若有三分之一會員出

席，則視為合法，議決從出席者過半贊同

票取決生效。

（四）會員大會可在會長、理事會、監

事會或不少於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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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第一次召集會議，過半數會員

出席方可議決；否則，會議順延半小時召

開，屆時任何決議需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

票通過，但法律規定特定多數者除外。

第五章

經費

第十三條——本會經濟來源

（一）會員會費；

（二）個人或法人贊助；

（三）其他來源資助。

第六章

章程修改及解散

第十四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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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公證員 António Baguinho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4 de 
Julho de 2016. — O Notário, António Ba-
guinh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85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850,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大良同鄉聯誼會

Associação de Amizade e 
Conterrâneos de Tai Leong

Tai Leong Citizens and Fellowship 
Association

Certifico, que desde 4 de Julho de 2016 
e sob o n.º 7 do maço n.º 1 do ano de 2016, 
respeitante a associações e fundações, se 
acham arquivados neste Cartório os estatutos 
actualizados, em virtude de alteração dos 
mesmos, da Associação identificada em 
epígrafe.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e tem 7 (sete) 
folhas.

大良同鄉聯誼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會名：

本會中文名稱為：“大良同鄉聯誼

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Ami-
zade e Conterrâneos de Tai Leong”，英文
名稱為：“Tai Leong Citizens and Fellow-
ship Association”，以下簡稱為“本會”。

第二條——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組織，宗旨為愛國愛

澳、廣泛聯繫鄉親，增進鄉親間的友誼和

了解、促進鄉親之間的互相關心、互相幫

助、溝通信息，並竭誠為鄉親分憂解難，

共同為聯誼會作出貢獻。

第三條——會址：澳門特別行政區美

基街15-A號二樓。

第二章

修章

第四條——本會章程若有未完善之

處，得由理事會提出修改。

會員

第五條——入會資格：

所有順德大良籍的鄉親並認同本會

宗旨的人士，均可向本會提出申請，獲理

事會審批經登記註冊後，即可成為本會會

員（創會會員除外）。

第六條——會員權利：

A. 參加會員大會；

B. 參與本會的各項活動，享有本會
所提供之福利；

C. 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D. 對本會會務提建議及意見；

E. 退出本會。

第七條——會員義務：

A. 參與、支援及協助本會舉辦之各
項活動；

B. 遵守本會章程並執行本會決議；

C. 推動本會會務和開拓發展；

D. 按時繳交會費及其他應付費用；

E. 不得作出任何有損本會聲譽的行
動。

第八條——開除會籍：

若本會會員作出有損本會宗旨及如

有違反本會章程，有損本會聲譽及利益，

或對本會有破壞行動者，由理事會討論，

輕者警告，重則經會員大會通過，開除會

籍。凡入會兩年以上之會員，不履行會員

義務，又不保持聯絡者，本會得暫時中止

其會員資格及權利。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九條——本會的組織及職權：

A. 本會由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
組成，其領導架構每屆任期三年，連選得

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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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理事會及監事會的成員是在會員
大會選舉產生，選舉形式是以不記名投票

並半數以上票數通過。

第十條——會員大會：

A.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具有制定和修改會章，任免理事會及監事

會成員，審議理事會工作報告及監事會年

度報告。

B. 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每年
至少召開一次，最少提前15日以雙掛號信
及登報召集。會員大會的出席人數，不得

少於會員人數之一半，若無法達到半數

時，則一小時後不論出席人數多少，則視

之為第二次召集。

C. 會員大會可由理事會同意之下召
開，或應不少於三分之一會員的聯名要求

而特別召開。

D. 會員大會主席團設會長一名，副
會長若干名，由會員大會選出，任期三

年。會員大會可設名譽會長若干名，由應

屆理事會邀請，任期與應屆理事會一致。

E. 會長之職責為主持會員大會；當
會長缺席時，由副會長按序代行其職責。

F. 理事會、監事會或由出席會員大
會的十分之一會員聯名，均可在會員大會

上提出議案。

G. 在會員大會上，所提議案需由出席
會員大會會員之絕對多數票贊成，方能通

過生效，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H. 修改會章、罷免當屆領導機構之
成員、會員大會之決議，均須以出席會員

大會之四分之三會員通過。

第十一條——理事會：

A. 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成
員人數為五名或以上，其總數目必須為單

數；

B.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
若干名、秘書長一名及理事若干人；

C. 理事會下設常務理事會，以便執行
理事會決議及處理本會日常會務。

第十二條——理事會權限及職權：

A. 舉辦、從事各種為達成本會宗旨
的必要活動；

B.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C. 依法代表本會對外行使本會擁有
的一切權力；

D. 依章召集會員大會，提交當年工
作報告與財務決算，並提交下年度財務預

算；

E. 批准會員大會，退會及開除會員會
籍；

F. 籌設秘書處並領導秘書處工作、
僱用其職員，聘請法律顧問和其他顧問。

第十三條——監事會：

監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監

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監事若干

名，其總數必須為單數。監事會負責監察

會務工作情況，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其

他義務。

第十四條——經費：

本會的主要財政源是會費及社會人士

資助。

第十五條——會章：以下為本會會

章。

私人公證員 李奕豪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4 de 
Julho de 2016. — O Notário, Pedro Leal.

（是項刊登費用為 $2,32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327,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順德大良同鄉會

Associação dos Conterrâneos de Shun De 
de Da Liang de Macau

Shun De Da Liang Natives Association of 
Macao

Certifico, que desde 4 de Julho de 2016 
e sob o n.º 4 do maço n.º 1 do ano de 2016, 
respeitante a associações e fundações, se 
acham arquivados neste Cartório os esta-
tutos actualizados, em virtude de alteração 
dos mesmos, da Associação identificada 
em epígrafe.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e tem 6 (seis) 
folhas.

澳門順德大良同鄉會

章程

第一章

名稱、宗旨及會址

第一條——本會名稱：

中文名為“澳門順德大良同鄉會”；

葡文名為“Associação dos Conter-
râneos de Shun De de Da Liang de Ma-
cau”；

英文名為“Shun De Da Liang Na-
tives Association of Macao”；

本會乃非牟利團體。

第二條——宗旨：本會宗旨為“熱愛

祖國，熱愛澳門，熱愛家鄉，聯絡鄉誼，扶

危濟困共謀發展，積極參與澳門與順德的

公益事業，作為澳門鄉親與家鄉政府及人

民溝通橋樑，為兩地經貿往來，發展作出

應有貢獻”。

第三條——會址：澳門特別行政區提

督馬路16A號地下B舖。

第二章

會員的資格、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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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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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及職權

第五條——本會的組織架構為：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六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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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若干名。會長

兼任會員大會召集人。副會長協助會長工

作，若會長出缺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由

其中一名副會長暫代其職務。會員大會成

員每屆任期三年，得連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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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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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以雙掛號信及登報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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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出席人數，不得少於會員人數之一半，

若無法達到半數時，則一小時後不論出席

人數多少，則視之為第二次召集。

第七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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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連

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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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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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連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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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費

第九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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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會

務基金；三是具體活動籌辦單位的籌款。

第五章

章程修改

第十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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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則

第十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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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條——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

概依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私人公證員 李奕豪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4 de Ju-
lho de 2016. — O Notário, Pedro Leal.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5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5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Clube de Ténis Civil de Macau

Certifico, por extracto, que por docu-
mento autenticado em quatro de Julho 
de dois mil e dezasseis, arquivado neste 
Cartório e registado sob o número 01/2016 
do Maço de Documentos Autenticados de 
Constituição de Associações e de Institui-
ção de Fundações e Alterações dos Esta-
tutos, foram parcialmente alterados os es-
tatutos da associação com a denominação 
em epígrafe, passando o artigo segundo, 
alínea d) do artigo décimo oitavo, alínea i) 
do artigo vigésimo primeiro e artigo vigé-
simo oitavo a ter a redacção constante do 
documento anexo:

Artigo segundo

O «Clube de Ténis Civil de Macau», em 
chinês “澳門文員網球會”, mais adiante 
abreviadamente designado por Clube, 
fundado em 10 de Agosto de 1926, rege-
-se pelos presentes estatutos, pelos regula-
mentos internos que forem aprovados pela 
direcção e, em tudo o que nele for omisso, 
pelas leis aplicáveis da RAEM.

Artigo décimo oitavo

A assembleia geral detém a plenitude do 
poder do Clube, é soberana nas suas deli-
berações dentro dos limites da lei e dos es-
tatutos e pertence-lhe, por direito próprio, 
apreciar e deliberar sobre todos os assun-
tos de interesse para o Clube, competindo-
-lhe, designadamente:

a) (mantém-se inalterado);

b) (mantém-se inalterado);

c) (mantém-se inalterado);

d) Apreciar e votar os estatutos do Clube 
e zelar pelo seu cumprimento, alterá-los ou 
revogá-los;

e) (mantém-se inalterado);

f) (mantém-se inalterado);

g) (mantém-se inalterado);

h) (mantém-se inalterado);

i) (mantém-se inalterado);

j) (mantém-se inalterado);

l) (mantém-se inalterado);

m) (mantém-se inalterado).

Artigo vigésimo primeiro

À Direcção compete:

a) (mantém-se inalterado);

b) (mantém-se inalterado);

c) (mantém-se inalterado);

d) (mantém-se inalterado);

e) (mantém-se inalterado);

f) (mantém-se inalterado);

g) (mantém-se inalterado);

h) (mantém-se inalterado);

i) Apreciar, publicar e executar os regu-
lamentos especiais que se mostrem neces-
sários ao Clube;

j) (mantém-se inalterado);

l) (mantém-se inalterado);

m) (mantém-se inalterado);

n) (mantém-se inalterado);

o) (mantém-se inalterado);

p) (mantém-se inalterado);

q) (mantém-se inalterado);

r) (mantém-se inalterado).

Artigo vigésimo oitavo

O Conselho Fiscal reúne ordinariamente 
uma vez por ano e extraordinariamente 
quando o seu presidente o julgue conve-
niente.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4 de Ju-
lho de 2016. — O Notário, Adelino Correia.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2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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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MASSMUTUAL ASIA LIMITED — MACAU BRANCH

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5

 澳門幣
 Pat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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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幣
 Patacas

 會計 總裁

 Contabilista, Presidente,

 郭榮樂 鄭文禮

 Anthony Kwok Wing Lok Manly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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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度營業表
Conta de exploração do exercício de 2015

 澳門幣
 Pat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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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幣
 Patacas

二零一五年度損益表
Conta de ganhos e perdas do exercício de 2015

 澳門幣
 Pat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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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業務報告撮要

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美國萬通亞洲）澳門分公司2015年個人壽險及團體保險新造業務保費(年化保費及躉繳保費)達澳門幣
2.5億元，增長28%，而總保費收入則超過澳門幣6.4億元。

去年，風險管理業務及財富管理業務均取得理想增長，增長率分別高達34%及22%，當中年金、具保費回贈特色的保障計劃及投資
相連壽險計劃均錄得強勁的增長。此外，美國萬通亞洲澳門分公司不斷積極擴展營業部，去年專業顧問人數增加49%至682人。

展望2016年，美國萬通亞洲將繼續積極回應市場需要，並會全面優化風險及財富管理產品及服務平台，包括推出全新的「首選創富
儲蓄保」及「額外癌症加護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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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

「美國萬通金融集團」乃一家多元化國際金融服務機構，現時管理資產6,420億美元2，客戶人數達1,300萬。美國萬通自1851年成立
以來，憑藉其穩健的經營作風及業務策略，榮獲多家國際評級機構授予極高的財務評級，包括A.M. Best「A++」評級（優秀；15個
級別當中的最高評級）、惠譽國際「AA+」評級（很強；21個級別當中的第二最高評級）及標準普爾「AA+」評級（很強；21個級別當
中的第二最高評級）3。此外，美國萬通更名列國際知名《FORTUNE 》「全美 5 大壽險公司」4之一。

鄭文禮

總裁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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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資料乃截至2015年12月31日。

3. 所有財務評級乃授予美國萬通人壽保險公司及其附屬公司C.M. Life Insurance Company及MML Bay State Life Insurance 
Company。評級資料截至2016年6月1日。評級資料日後或會調整。

4. 「全美 5 大壽險公司」乃按 2016 年6 月 15 日《FORTUNE 500》公佈的「互惠壽險公司」及「上市股份壽險公司」2015 年度收入
排名榜合併計算。

Resumo do Relatório Comercial de Macau 2015

Em 2015, o prémio anual e o prémio único de novos negócios para o seguro individual e de grupo gerado pelos escritórios da filial de Ma-
cau de MassMutual Asia Ltd. (MassMutual Asia) subiram 28% para MOP251 milhões, enquanto o rendimento total de prémio ascendeu 
a MOP647 milhões.  

No ano passado, as empresas de gestão de risco e de gestão de património registaram um crescimento de 34% e 22%, respectivamente. 
Em particular os produtos de protecção reembolsáveis de anuidade e os produtos de seguros associados a investimentos demonstraram 
um sólido crescimento. Além disso, MassMutual Asia alcançou um excelente progresso na expansão planeada do seu conjunto de agên-
cias, com o número total de consultores a aumentar para 682, registando um crescimento de 49%.

Ao avançarmos em 2016, em resposta às necessidades dos clientes, MassMutual Asia continuará a melhorar os seus produtos de gestão 
de risco e de património e plataformas de serviços, bem como lançar um conjunto de novos produtos, incluindo o “PrimeWealth Saver” e 
“Extra Cancer Care”.  

MassMutual Asia Ltd. (MassMutual Asia) é um membro do MassMutual Financial Group.1 Como empresa bandeira do grupo na Ásia, 
MassMutual Asia tem a sua sede em Hong Kong e opera uma filial em Macau. 

MassMutual Financial Group é uma organização global de serviços financeiros diversificados, com US$642 mil milhões2 de activos sob 
gestão e 13 milhões de clientes. Fundada em 1851, graças à sua estabilidade em estratégias de operação de negócios, MassMutual desfru-
ta de notações financeiras excepcionalmente altas das principais agências de notação, incluindo A.M. Best Company “A++” (Superior; 
categoria top de 15), Notações Fitch “AA+” (Muito Forte; segunda categoria de 21) e a classificação “AA+” de Standard & Poor’s (Muito 
Forte; segunda categoria de 21)3 MassMutual também se encontra classificada na reputada FORTUNE como uma das “Cinco Maiores 
Companhias de Seguros de Vida dos EUA”4.

Manly Cheng

Presidente

Nota:

1. MassMutual Financial Group é uma designação de comercial para a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Mutual) e 
as suas afiliadas.

2. Número conforme a 31 de Dezembro d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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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odas as notações financeiras são atribuídas a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e as suas subsidiárias, C.M. Companhia 
de Seguros de Vida e MML Bay State Life Insurance Company. Notações a partir de 1 de Junho de 2016. As notações estão sujeitas a 
alteração. 

4. Classificados de acordo com os resultados agregados de “Seguros: Vida, Saúde (Mútuo)” e “Seguros: Vida, Saúde (Acção) sobre o to-
tal de receitas para 2015, com base na FORTUNE 500 conforme publicada a 15 de Junho de 2016.

外部核數師意見書之概要

致 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各董事
關於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澳門分行二零一五年度的財務報表，

並已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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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組成，

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隨附由管理層編製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財務報表和相關會計賬目及簿冊的撮要內容，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的內容，在

所有重要方面，與已審核財務報表和相關會計賬目及簿冊的內容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澳門分行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

的財務報表以及獨立核數師報告一併閱讀。

楊麗娟註冊核數師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一六年四月十四日，於澳門

Síntese do Parecer dos Auditores Extern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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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MassMutual Asia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relativas ao ano de 2015, nos 
termos d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14 de Abril de 2016, expressámos uma opinião sem reservas relativamente à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presentes 
constituem um resum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 que se acima se alude compreendem o balanço, à data de 31 de Dezembro de 2015, 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a demons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o capital próprio e a demonstração de fluxos de caixa relativas ao ano findo, assim como um 
resumo da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relevante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reparadas pela gerência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nuais auditadas e dos livros 
e registros da Sucursal.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os livros e registos da Sucursal.

Para 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MassMutual Asia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
ções, no período e âmbito abrangido pela nossa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lidas conjuntamente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mesmas resultam e com o respectivo relatório de auditoria.

Ieong Lai Kun, Auditor de Contas

KPMG 

Macau, aos 14 de Abril de 2016.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8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2 8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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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要 

澳門賽馬有限公司董事局呈交予股東大會年報及經審核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本公司賬目。有關賬目已於二零

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股東大會通過。

主要業務：

本公司持續專營賽馬活動，該運作乃根據與澳門特區政府簽訂的專營批給合同之規定及條款運作。專營批給合同始於一九七八

年，本公司並已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二日根據與澳門特區政府的關於賽馬專營批給合同續約事宜獲延續專營期由二零一五年九月一日

至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財務狀況： 澳門元

（甲）本期虧損 $ (88,389,232)
 累積虧損 $ (3,876,052,690)
 轉入下年度 $ (3,964,441,922)

（乙）股本 $ 3,000,000,000

 累積虧損 $ (3,964,441,922)
 股東權益 $ (964,441,922)

（丙）資產總額 $ 212,535,967
 負債總額 $ 1,176,977,889

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於澳門

董事局副主席兼執行董事 梁安琪

Sumário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a Companhia de Corridas de Cavalos de Macau, SARL, apresentou à Assembleia Geral Ordinária 
dos seus accionistas o seu relatório anual juntamente com as contas referidas a 31 de Dezembro de 2015, devidamente auditadas que fo-
ram aprovadas pela própria Assembleia, na sua reunião de 31 de Março de 2016.

Actividade principal:

A Companhia continuou com a actividade concedida de corridas a cavalo de acordo com os termos e condições descritas no contrato 
de concessão de corridas a cavalo concedido pelo Governo da RAEM. A primeira concessão foi assinado em 1978 e foi subsequentemen-
te revisto e estendido no 2 de Setembro de 2015 de acordo com os termos e condições descritas no contrato de concessão de corridas a 
cavalo concedido pelo Governo da RAEM, de 1 de Setembro de 2015 até 31 de Agosto de 2017.

Situação Financeira:  MOP

(A) Resultados apurados no exercício $ (88,389,232)
 Resultados transitados $ (3,876,052,690)
 Transitados para o próximo ano $ (3,964,441,922)

(B) Capital social $ 3,000,000,000 

 Prejuízos acumulados $ (3,964,441,922)
 Situação líquida $ (964,441,922)

(C) Activo $ 212,535,967 
 Passivo $ 1,176,977,889
 
Macau, aos 31 de Março de 2016.

Vice-President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e Administrador Executivo, Leong On Kei, Ang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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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委員會報告

致各股東：

遵照澳門法律的規定及澳門賽馬有限公司組織章程規定，監察委員會已綜合各成員之意見，提交二零一五年度管理經營下之報

告、結算及賬目，現在由董事局向各股東呈交。

本會確定所述會計賬目一切屬實，並依據本公司之檔案及會計票據結算。

在一切運作正常下，本會建議：

1. 接受提交之報告、結算及賬目；及

2. 對董事局在二零一五年之英明領導下，投支持及感謝之一票。

二零一六年三月十一日

監察委員會：

主席 鍾欣餘

委員 莊秋艮

委員 崔世昌核數師事務所代表 莫子銘

Conselho Fiscal
Parecer

Ex.mos Accionistas:

Em cumprimento do preceituado na lei e nos estatutos vigentes da Companhia de Corridas de Cavalos de Macau, SARL, vem o Con-
selho Fiscal desta Companhia formular o seu parecer sobre o relatório, balanço e contas de gerência de 2015, que o Conselho de Admi-
nistração da mesma Companhia submete à apreciação e resolução de V. Ex.as

Verificámos que as contas estão certas e conforme com os processos e documentos justificativos.

Estando tudo em boa ordem, é nosso parecer:

1. Que sejam aprovado o relatório, o balanço e as contas apresentadas à vossa apreciação;

2. Que seja aprovado um voto de louvor a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pela notável actividade exercida no decurso do ano findo de 2015.

Macau, aos 11 de Março de 2016

O Conselho Fiscal,

Presidente: Chung Yan Yee

Vogal: Chuang Chiu Ken

Vogal: CSC & Associados, Sociedade de Auditores Representante Mok Chi Me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3,74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7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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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資產負債表

2015年12月31日
 澳門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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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表（人壽保險公司）

2015年度
澳門幣

損益表

2014年度

       澳門幣 

 會計 總經理

 李頌怡 周嘉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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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業務活動報告

宏利澳門於二零一五年保費總額接近三億澳門元，較二零一四年增長超過百份之二十。

為配合業務增長，我們的客戶服務中心於二零一五年一月遷往永光廣場十四樓，讓客戶在更寬倘舒適的環境下使用我們的服務。

此外，我們亦緊隨香港在澳門推出創新健康計劃ManulifeMOVE，鼓勵澳門客戶投入健康活力生活，兼享保費折扣優惠。

宏利將繼續研發嶄新產品及服務，為澳門人提供穩健可靠、深受信賴而且達遠前瞻的理財方案。

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報告

致 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董事：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澳門分行（"宏利澳門分行"）二零
一五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總公司賬款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

組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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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財務報表的內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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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報告一併閱讀。

包敬燾

註冊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於澳門

（是項刊登費用為 $5,35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 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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