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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青年建設未來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七年六月二日起，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2號067/2017。

澳門青年建設未來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青年建設未來

協會”，中文簡稱“青建會”。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團結澳

門有志青年，秉承愛國愛澳傳統，聚焦青

年迫切需求，做廣大青年的成長夥伴和

“同路人”，引導思想正能量健康發展，為

青年事務獻策建言，以“勇於擔當、奮力

開拓”的精神，發揮橋樑紐帶作用，當好

建設國家、繁榮澳門的主人翁為目標。

第三條

會址

本會之會址設於澳門風順堂街15號
豐明大廈地庫CA座；本會可在澳門或其
他地方設立分支機構或代表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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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享有本會

舉辦部分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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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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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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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定會務方針；審議和批准理事會工作報

告。

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若干名

及秘書長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

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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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重大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會員大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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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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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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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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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贊同票方

為有效。

第九條

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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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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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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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得由理事會

決定籌募之。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一條

創設籌委會

由本會之創立人組成臨時籌委會，負

責本會籌備成立期間之管理及運作，直至

召開首次會員大會及選出第一屆各有關

成員為止。

本章程最終解釋權歸本會理事會所

有。

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生效後，若有

未盡善處，得由會員大會修訂之。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86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860,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茂名同鄉互助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七年六月二日起，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2號06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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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茂名同鄉互助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茂名同鄉互助

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Mútuo 
Auxílio dos Conterrâneos de Mao Ming 
de Macau”，（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的宗旨主要是團結鄉親，協助遇

到困難的同胞解決問題，帶領同鄉一齊

學習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透過聖賢教育

提高同鄉各方面的素質，發揮熱愛祖國、

熱愛澳門、熱愛家鄉的精神。提倡道德教

育，敦倫盡分，眾善奉行。積極參與公益

事業、落實敬老愛幼、扶危濟困、支持祖

國和澳門特區政府共建和諧社會。

第三條

活動

本會依法以主辦、合辦或贊助形式定

期舉辦符合本會宗旨的活動。

第四條

會址

本會辦事處設在澳門嘉路米耶圓形

地1C號永興大廈地下D舖。可根據需要設
立辦事處。經會員大會批准，本會會址可

遷至澳門任何其他地方。

第五條

性質及期限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存續不設期

限。本會將受本章程及澳門現行有關法律

條款管轄。

第二章

會員

第六條

會員資格

任何旅居澳門的祖籍茂名地區鄉親

以及認可本會宗旨、支持本會會務建設者

皆可成為本會會員。會員加入本會採取完

全自願原則，入會自願，退會自由。

第七條

會員權利和義務

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一）參加會員大會；

（二）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三）對本會會務提建議及意見；

（四）參與本會舉辦的活動；

（五）退出本會。

會員履行以下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並執行本會的決

議；

（二）遵守所在當地法律法規、遵循

良好道德；

（三）推動本會開展會務，參與、支持

及協助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

（四）按時繳納會費，方可享受會員

權利；

（五）不得作出任何有損本會聲譽的

行動。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八條

機構

一、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

理事會、監事會。

二、在不妨礙上款所述機構享有之權

限之情況下，本會得按實際需要設立工作

輔助小組及項目小組，其設立、組成與運

作受本章程及理事會通過之內部規章規

範。

第九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1.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議；
在必要的情況下應理事會或不少於二分之

一會員以正當目的提出之要求，亦得召開

特別會議。

2. 會員大會由理事會召集，並由會長
負責召開，若會長不能視事時，由副會長

代任。

3. 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十日以
掛號信方式為之，或最少提前十日透過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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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會員大會按法律規定召集有關會
議。第一次召集的時間已屆，如法定人數

不足，則於半小時後視為第二次召集，屆

時則不論出席之會員人數多少均視為有

效。

5. 修改章程之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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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會員大會主席團由會長一名，副會
長、常務副會長若干名組成，由會員大會

協商推選產生。會長為本會會務最高負責

人，主持會員大會。會長、副會長、常務副

會長是理事會的當然成員。會員大會主席

團總人數為單數。

二、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本會章程及內部規章；

2. 選舉理事會、監事會之成員；

3. 審議理事會的工作報告，以及監事
會的相關意見書；

4. 決定本會會務方針及作出相應決
議；

5. 通過翌年度的活動計劃及預算；

6. 聘請名譽會長。

第十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

1. 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

2.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及
理事若干人、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若干

人。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會長、副會

長、常務副會長是理事會的當然成員。理

事會總人數為單數。

二、理事會為本會會務執行機構，其

職權如下：

1.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2. 主持及處理各項會務工作；

3. 確保維護及落實本會的宗旨，訂定
有關其運作的一般指引及內部規章；

4. 向會員大會提交工作報告；

5. 聘請本會名譽理事；

6. 根據工作需要，決定設立專門委員
會及工作機構，並任免其領導成員；

7. 理事會代表本會向第三人作出行為
或簽定合同；法律、本章程及其規章所賦

予的其他職責。

第十一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

1. 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

2. 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及
監事若干人，互選產生，任期三年，可連選

連任。監事會總人數為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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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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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大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

二、監事會為本會會務的監察機構，

其職權如下：

1. 監察會員大會決議的執行，以及監
察理事會的運作及查核本會之財產；

2. 監督各項會務工作之進展，就其監
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

4. 提出改善會務及財政運作之建議；

5. 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決策及工作
活動；

6. 審核本會財政狀況及賬目。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二條

經費

一、會費；

二、政府機關、各界人士和團體的捐

助；

三、其他。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三條

法律規範

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概依澳門現行

法律執行。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2,87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874,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工人互助工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七年六月一日起，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2號063/2017。

章程

第一章

第一條

本會定名

澳門工人互助工會。

第二條

本會宗旨

1、非牟利團體。

2、以促進本地區工人的團結，凝聚各
階層、各社團的和諧，共促澳門長期經濟

繁榮穩定，引導各業工人健康交流合作，

起到積極的良好互動，加強與國內地區的

社會義工，熱心組織進行合作交流，團結

廣大各行業工作員工爭取應有的合法權

益，支持澳門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不定

期舉辦各項有益活動為宗旨。

第三條

本會會址

澳門、祐漢新村第二街順利樓50號4
樓A313室。

第二章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居澳門地區所有工作者，年滿18歲以上居
民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

准後，便可成為會員。

（一）會員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享

有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的權利。

（二）會員需按時繳交會費的義務，

如故意欠交會費一年或以上者暫停會籍，

補交會費後方可恢復。

（三）會員需遵守會章和決議，不得

做出損害本會聲譽之行動。如刻意違反本

會章程及損害聲譽的，得由理事會給予警

告，嚴重者由理事會經會員大會通過終止

其會籍。

第三章

第五條

機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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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團，理事會，監事會各成員，決定會務

方針及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會長1名，副會長2
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辦一次，大會

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方式為

之，或最少提前八日透過簽收之方式而為

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

點及議程。如遇重大事項待召開特別會員

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需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法人或延

長法人續存期之決議，須獲全體社員四分

之三之贊同票。

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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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理事會由三名以上單數成員組

成。設理事長一名和副理事長兩名，及理

事多名，每屆任期三年，可連任。

（三）理事會議每半年召開一次，會

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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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為有效。

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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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開支。

（二）監事會由三名以上單數成員組

成。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兩名，及監事多

名，每屆任期三年，可連任。每六個月召開

一次會議，決議事項須獲出席成員四分之

三，絕對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四章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及不附帶條

件的各社團社會熱心人士相關機構的資

助。

二零一七年六月一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0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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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創聯體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一日存

檔於本署2017/ASS/M3檔案組內，編號為
192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創聯體育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創聯體育會”，中

文簡稱為“創聯”，葡文名稱為“Clube de 
Desporto Chong Luen”（下稱本會）。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機構。宗旨：推廣足球

活動，娛樂和體育運動。提高本澳居民體

育運動的興趣，促進本澳居民與外地的體

育運動交流。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路環石排灣和諧

大馬路樂群樓第五座A7樓C座。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本會可接受個人加入成為會員。所有

感興趣的人士只要接受本會章程，可向理

事會申請，經本會理事會審核和批准後，

即可成為本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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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屆任期為兩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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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信或簽收方式而為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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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之經費收入

本會之經費收入如下：

1. 會員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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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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六月一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1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14,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休閒體育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一日存

檔於本署2017/ASS/M3檔案組內，編號為
193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休閒體育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休閒體育協

會”。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一）遵

守憲法、《基本法》及有關法律、法規，遵

守社會道德風尚團結海內外及澳門地區

的各界有識之士，集中力量，發展休閒體

育文化產業，澳門國際旅遊休閒都市服

務；（二）團結愛好和平，維護國家統一；

（三）為國家的和平統一、長治久安貢獻

出自己的力量。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亞利鴉架街35號
信鴉大廈C座地下。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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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長、副會長、秘書長和理事會、監事會成

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

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

若干名及秘書長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

可連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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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

數成員組成，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二

名，監事若干。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

連任。

（三）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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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六月一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2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2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才能教育學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一日存

檔於本署2017/ASS/M3檔案組內，編號為
194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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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才能教育學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為：澳門才能教育學會；

英文名為：Macau Talent Education 
Association。

第二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南灣大馬路815號
才能商業中心6樓A座，本會會址可遷往
本澳任何地方。

第三條

期限及宗旨

1. 本會之存在期無限。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促進及
推動澳門教育範疇的發展；組織、建立教

育課程及活動，致力提高本地居民的教育

水平。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1. 凡重視和熱衷於教育的有識之士，
願意與志同道合者進行專業交流並協力

推動澳門教育，須贊同本會宗旨及章程，

由會員推薦及經理事會批准便得以成為

正式會員。

2. 本會會員人數不限。

第五條

會員權利

1. 出席會員大會；

2. 就本會會務作出查詢、建議；

3. 享有參與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

4. 有退會自由。

第六條

會員義務

1. 遵守本會章程；

2. 支持和參與本會各項活動；

3. 繳納會費。

第七條

喪失會員資格

若會員嚴重違反會章，或觸犯本澳或

外地刑事法例，有損本會聲譽，理事會有

權中止其會籍，再交會員大會或特別會員

大會討論是否取消其會員資格。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八條

組織

1. 會員大會；

2. 理事會；

3. 監事會。

第九條

選舉和任期

1. 由理事會中以個別提名、不記名投
票和絕對多數票方式選出大會主席、副主

席，理監事會成員，並公佈結果。

2. 會員大會主席、副主席、理事長、
副理事長、監事長和副監事長及理監事成

員的任期為三年。

第四章

會員大會

第十條

組成

1. 會員大會設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
當主席不能履行其職責時，由副主席代理

之。

2. 會員大會主席負責對外代表本會
發言。

第十一條

召開

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舉行一次，由理
事會於一個月前書面或簽收方式通知會

員召開，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

間、地點及議程。

2. 遇特殊需要，得召開特別會員大
會。特別會員大會得由理事會召集。

第十二條

會員大會權力

審議及表決理事會的工作報告和財政

報告，聽取監事長的意見。

第五章

理事會

第十三條

組成

1. 理事會由單數成員組成，透過互選
產生：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財政秘書一

名。

2. 理事長負責主持理事會會議及其
他活動。

3. 當理事長不能履行其職責時，由副
理事長代理之；若正、副理事長缺席時則

由理事會成員互選臨時主席代理職務，直

至會員大會召開為止。

4. 財政秘書負責：

a. 管理本會一切財政收入及開支；

b. 依時提交本會之會計賬目；

c. 本會的文書處理。

第十四條

職責

1.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構。

2. 理事會會議每半年最少召開一次，
會議須有半數以上成員出席，及通知監事

會列席。

3. 理事會行使下列職權：

a. 執行本會的決策；

b. 委任本會的代表，參與其他的組織
或活動；

c. 招收會員；

d. 召開會員大會；

e. 整理本會的年度工作報告及財政
報告，再在會員大會報告。

第六章

監事會

第十五條

職責

監事會行使下列職權：

1. 列席理事會會議，審閱理事會會議
記錄；

2. 審核財政收支；

3. 就理事會之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
向會員大會提交意見；

4. 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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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組成

監事會由單數成員組成，透過互選產

生：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人及財務一

名。

第七章

財政收支

第十七條

收入

本會的收入包括：

公共或私人機構之捐贈；

本身財產之收益。

第十八條

支出

1. 本會的支出由所有與本會宗旨一
致的活動開支所構成。

2. 所有支出應由至少兩名理事會成
員簽名。

第十九條

附則

1. 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
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2. 解散本會的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
分之三的贊同票。

二零一七年六月一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84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845,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新口岸區坊眾聯誼會青年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日存

檔於本署2017/ASS/M3檔案組內，編號為
198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新口岸區坊眾聯誼會青年協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中文定名為“新口岸

區坊眾聯誼會青年協會”，葡文名為“As-
sociação de Juventude da Associação 
dos Moradores da Zona de Aterros do 
Porto Exterior”，會址設於澳門新口岸飛
南第街11號獲多利大廈B座2樓AK。是新
口岸區坊眾聯誼會之屬會。

第二條——本會以擁護“一國兩

制”，愛國愛澳，團結年青坊眾，維護會員

正當權益，培育年青人發揚互助精神，積

極為澳門出謀獻策。推廣社區活動，促進

睦鄰關係，關注民生，服務社群，辦好文

教、福利、康樂工作及支持公益為宗旨。

第二章

會員

第三條——凡願意服務本區的坊眾，

不分性別，年齡在十八歲至四十五歲（特

邀會員不受年齡限制），持合法澳門居民

身份證，遵守本會會章者，可申請加入本

會。

會員權利：

1. 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2. 批評及建議之權；

3. 享受本會所舉辦的文教、福利、康
樂等活動之權利。

會員義務：

1. 遵守本會會章及決議；

2. 支持、參與會務工作；

3. 繳納入會基金及會費。

第四條——會員如有違反會章，破壞

本會行動者，由理事會視其情節輕重，分

別予以勸告，警告或開除會籍之處分。本

會有權追究責任。

第三章

組織

第五條——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

大會、理事會、監事會。

第六條——會員大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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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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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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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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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理事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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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各一名。每

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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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監事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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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各一名。每

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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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

第九條——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

在特殊情況下由會長提議，經理監事會同

意；或由超過半數會員聯署，可向理監事

會提出提前或延遲召開。

第十條——常務理事會議每月召開

一次，理事會會議每兩個月召開一次，由

理事長召集。在理事長認為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監事會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

次，由監事長召集進行。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理事會如遇

人數不足，則依照指定的開會時間半小時

後作第二次召集召開，屆時不管出席人數

多寡會議均為有效。會議表決事項須獲出

席成員的絕對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五章

經費

第十二條——1. 會員分為永久個人會
員和一般個人會員，永久個人會員一次性

繳納會費澳門幣300元，一般個人會員每
年繳納會費澳門幣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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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般會員會費規定於當年（公曆
十二月三十日為結算日）繳交，如逾期一

年仍未繳清者，則作自動退會論，其所交

之各項費用一概不發還。

第十三條——理事會可根據社會發展

及會務需要，調整各項會費或進行社會募

捐。

第六章

附則

第十四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

過後實行。

第十五條——本章程解釋權屬理事

會，修改權屬會員大會。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3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38,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全人國際教育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日存

檔於本署2017/ASS/M4檔案組內，編號為
200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全人國際教育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全人國際教

育協會”，葡文名稱為“A s so c iaç ão de 
Internacional Educação Holística de 
Macau”，葡文簡稱為“AIEH M”，英文
名稱為“Macao Holistic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英文簡稱為
“MHIEA”。

第二條——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舉辦各類

活動以鼓勵居民積極參與社會、促進人

際溝通、提升內外涵養及文化素質，充分

發展個人潛能以達至身心健全的完整個

體，培育文化、藝術及學術等人才。

第三條——會址：

設於澳門畢仕達大馬路26-54-B中福
商業中心4樓J室。經理事會決議，會址可
遷移至其他地點。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會員資格：

凡認同本會宗旨及章程者，均可申請

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後，便可

成為會員。

第五條——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享

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機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會員大會：

（一）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大

會，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主席、副主席、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

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

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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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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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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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及

理事若干人。每屆任期為三年，連選可連

任。

（三）理事會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

次，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過半數同意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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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

監事若干人。每屆任期為三年，連選可連

任。

（三）監事會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

次，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過半數同意方為

有效。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本會的經費來源包括會員

會費、團體或個人贊助及捐贈、政府資助

及其他合法收入。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一條——本會章程如有遺漏之

處，將經由理事會修訂及會員大會通過。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52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527,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和聲音樂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日存

檔於本署2017/ASS/M3檔案組內，編號為
199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和聲音樂協會

章程

第一章

名稱、地址及宗旨

第一條——名稱及性質：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和聲音樂協

會”，中文簡稱為“和聲會”，葡文名稱為

“Harmonia-Associação de Música de 
Macau”，葡文簡稱為“H A M M”，英文
名稱為“Harmony-Music Association of 
Macau”，英文簡稱為“H M A M”（以下
簡稱本會），是一個非牟利的音樂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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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地址：

1.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聖祿杞街2號
華斌大廈地下。

2. 經會員大會批准，會址可遷至澳門
任何地方。

第三條——宗旨：

1.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以分享及交
流形式，促進音樂文化發展，豐富藝術生

活，提高個人文化和生活素質，通過推廣

各種樂器，提升大衆對音樂的認知和興

趣，普及澳門音樂文化，為有志表演會員

提供表演平台，團結相關音樂愛好者及維

護其利益作為宗旨。

2. 為達至上述目標，本會可與其他本
地或國際上的團體或機構合作舉辦有關

音樂及相關藝術的交流、表演、講座、研

討會、展覽以及印製及發行有關的書籍和

單張。

第二章

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第四條——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願意遵守本會章

程，經本會理事會審核批准後，均可成為

會員。

第五條——會員權利：

1. 參加會員大會，討論會務事宜；

2. 選舉或被選舉為本會領導機構成
員；

3. 參與本會舉辦的所有活動；

4. 享用本會各項設施；

5. 對本會工作提出意見和建議的權
利。

第六條——會員義務：

1. 遵守本會章程、內部規章及會員大
會或理事會之決議；

2. 按期繳納會費；

3. 維護本會的聲譽及參與推動會務
的發展。

第三章

管理機關

第七條——本會管理機關有：會員大

會、理事會和監事會。

第八條——會員大會負責制訂或修

訂本會章程及選舉會員大會領導成員、理

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第九條——會員大會為本會之最高

職權機構，會員大會領導成員設會長一

名，副會長一名及秘書一名，每三年改選

一次，可連任。

第十條——會員大會於每年舉行不

少於一次，在必需的情況下，理事會可隨

時召開特別會議，並至少提前八天以掛號

信或簽收方式通知，並在通知書內註明開

會日期、地點、時間及議程。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之職權：

1. 批准及修改章程及內部規章；

2. 根據章程選舉會員大會領導成員、
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3. 通過理事會提交每年的工作計劃
及財政預算並訂下本會工作方針；

4. 審查及核准理事會所提交每年會
務報告及賬目結算。

第十二條——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

關，負責執行及推動會務；理事會由三人

或以上單數成員所組成，其中一名為理事

長，理事會成員任期為三年，得連任。理

事會總人數由會員大會決定。

第十三條——監事會為監察理事會各

項工作的機關；監事會由三人或以上單數

成員所組成，其中一名為監事長，監事會

成員任期為三年，可連任。監事會總人數

由會員大會決定。

第四章

顧問

第十四條——本會得邀請知名人士

或有相關藝術成就之人士，經由理事會提

名，由會員大會以過半數贊同票通過，可

擔任本會顧問。

第五章

財政

第十五條——本會經費來自會員會

費、社會各界熱心市民與團體企業的贊助

和捐贈。

第六章

章程之通過、遺漏及修改

第十六條——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

出席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倘有其他遺

漏，則採用規範一般團體的法規處理。修

改本會章程必須以會員大會通過並作出

修訂。

第七章

解散及延續

第十七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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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會徽

第十八條——本會會徽如附圖所示。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4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4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好聲音曲藝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日存

檔於本署2017/ASS/M3檔案組內，編號為
197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章程

一 定名及社址

第一條——定名：中文：好聲音曲藝

會，中文簡稱為“好聲音”。

第二條——會址：澳門提督馬路32號
永祥大廈地下。

第三條——本會為沒牟利的團體。

二 宗旨

第四條——本會宗旨為豐富本地文

娛活動，提升居民文化素質，聯繫喜愛曲

藝，歌唱人士。希望本會的成立能為他們

提供多一個互相學習交流的平台，共創和

諧社會。

三 組織架構

第五條——會員大會是由所有會員組

成並設會長一名，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

力架構，其職權是定出會內工作方針及由

大會投票取決所有議程。

第六條——理事會是由三名或以上單

數成員組成並設理事長一名。職務為執

行會內行政及財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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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監事會亦由三名或以上單

數成員組成並設監事長一名。職務監督各

項會務工作的進行。

第八條——以上會員大會會長，理事

會，監事會等成員任期為三年，由會員大

會選舉產生，可連選連任。

第九條——會員大會每年至少召開一

次，至少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

式召集，召集書內須註明會議日期，時間，

地點及議程。

四 權力與義務

第十條——本會歡迎對曲藝，音樂，

歌唱有興趣的人士參加，條件為須通過大

會審批。

第十一條——因由會員造成對本會

不利者可終止其會籍，但須通過會員大會

審批。

第十二條——會員的義務：本會舉辦

的活動，會員應主動參加及協助。

第十三條——會員的權利：參加本會

活動，享有選舉及被選舉的權利。

五 經費

第十四條——本會經費源於會員少

量會費或政府資助。

第十五條——本會章程若有未善之

處，可由會員大會決議修改，但其決議須

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贊同票；解散法人，

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贊同票。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03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038,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摔角文化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七年六月七日起，存

放於本署之“2017年社團及財團儲存文件
檔案”第1/2017/ASS檔案組第42號，有關
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摔角文化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中文名稱：“澳門摔角文化協會”；

葡文名稱：“Associação da Cultura 
de Luta Livre de Macau”；

英文名稱：“Macau Wrestling Culture 
Association”。

第二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美麗街21號怡美
大廈1樓D座，經會員大會批准，會址可遷
到澳門任何地方。

第三條

（開始運作及存續期）

本會自註冊成立日起開始運作，其存

續期不受限制。

第四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弘揚愛國愛澳精

神。宗旨是加強社會各界對摔角文化的認

識，積極參與社會各項公益活動，團結社

區的文化公益和志願團體，為澳門各界的

摔角文化事業服務，凝聚本澳公益人事和

各方力量，促進澳門與各地公益團體的溝

通與交流，積極推動澳門的摔角文化事業

發展。

第五條

（收入）

本會的收入來源主要為：

一、本會會員繳納的會費或捐助；

二、必要時得向會員和社會人士募

集。

第二章

會員

第六條

（入會資格）

凡有意加入並認同本會宗旨之人士，

均可以書面方式向本會理事會提出申請，

待理事會批准後，即成為會員。

第七條

（權利）

本會會員均享有下列權利：

一、參加會員大會及有表決權；

二、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第八條

（義務）

會員必須履行以下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內部規章及大會

決議；

二、維護本會的聲譽。

第九條

（退出及除名）

一、若自行退出本會，應最少提前1個
月以書面形式向理事會提出申請；

二、會員若違反章程，經理事會通過，

可被撤銷會籍。

第三章

機關

第十條

（法人的機關）

本會的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事會及

監事會。

第十一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

關；

二、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三、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及副會長若

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四、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最

少於八天前透過掛號信或簽收方式召集，

召集書內須列明會議日期、時間、地點及

議程。

第十二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是本會的行政管理機關；

二、負責籌備召開會員大會，執行會

員大會決議，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

狀況；

三、理事會由三名或以上單數成員組

成，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及理事各若

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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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是本會的監察機關；

二、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工

作；

三、監事會由三名或以上單數成員組

成，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監事若干

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第四章

其他

第十四條

（章程之修改）

一、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

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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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贊同票；

三、本章程如有未盡善之處，得按本

澳現行有關社團的法律規定，經理事會建

議交由會員大會通過並進行修改。

二零一七年六月七日於海島公證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5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55,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七年六月七日起，存

放於本署之“2017年社團及財團儲存文件
檔案”第1/2017/ASS檔案組第44號，有關
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的中文名稱為“國際（澳門）學

術研究院”，英文名稱為“International 
(Macau) Inst itute of Academic Re-
search”。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熱愛學術

研究，團結世界廣大學術研究愛好者；熱

心服務社會，推廣、普及、促進各學術研

究領域的繁榮和發展。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太和圍6號太和花
園3樓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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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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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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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長、副會長、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

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

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

一名及秘書一名。每屆任期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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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簽收之方式

召集，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的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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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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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和

理事各若干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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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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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

數成員組成，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和

監事各若干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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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各界人

士贊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

理事會決定籌募之。

二零一七年六月七日於海島公證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1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15,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天空健美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七年六月七日起，存

放於本署之“2017年社團及財團儲存文件
檔案”第1/2017/ASS檔案組第43號，有關
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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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健美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天空健美協會”，中

文簡稱為“天空健美”，英文名稱為“Sky 
Fitness Association”，英文簡稱為“Sky 
Fitness”。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促進健身

及健美興趣的交流，並推廣健身及健美的

益處，培養積極做運動的興趣。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慕拉士大馬路

143~173號激成工業大廈第二期13樓M。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

後，便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享

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

機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大

會，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主席、副主席、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

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

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

一名及秘書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

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

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

和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

會員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五）本會在不違反法律規定及本會

章程的原則下，得制定本會內部規章。內

部規章之解釋、修改及通過之權限均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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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及理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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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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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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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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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六月七日於海島公證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5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54,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名酒收藏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七年六月七日起，存

放於本署之“2017年社團及財團儲存文件
檔案”第1/2017/ASS檔案組第45號，有關
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名酒收藏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名酒收藏協

會”。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推廣酒文

化，普及有關酒的知識；透過舉辦各種酒

品展覽、品嘗及交流等活動，提升澳門與

世界各地酒品愛好者的生活品位，交流及

分享心得。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氹仔孫逸仙博士

大馬路145號百利寶花園地下J座。經理事
會同意，會址可以遷移至澳門任何地方。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

後，便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享

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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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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選舉產生

會長、副會長、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決定

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及副會長

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會長根據會務需要，可決定邀

請各地社會知名人士在本會擔任各種榮

譽性質之職位。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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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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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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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之單

數成員組成，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及

理事各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

連任。

（三）理事會會議每年最少召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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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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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之單

數成員組成，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

監事各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

連任。

（三）監事會會議每年最少召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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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則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來源主要來自會費、各種合

法資助、捐贈及其他合法收益。

第十一條

其他

本章程未規定之條文，概依澳門特別

行政區現行法律規範執行。

二零一七年六月七日於海島公證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0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03,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一帶一路法律服務研究會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título de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u-
tenticado em 1 de Junho de 2017, arquiva-
do neste cartório no maço de documentos 
de constituição de associações e de insti-
tuição de fundações número 1/2017 sob o 
documento número 2, uma associação com 
a denominação em epígrafe, cujos estatu-
tos constam do articulado em anexo:

一帶一路法律服務研究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一帶一路法律服務

研究會”。

第二條——性質

本研究會是由海內外從事法律服務

的專業法律服務機構、高校和專業人士

組成的全球性、專業性、非營利性社團組

織；旨在為回應“一帶一路”戰略，為中國

企業提供境外法律服務和外國企業提供

境內法律服務的法律服務機構、高校和專

業人士，提供一個創新研討、資訊交流、

尋求合作、增進友誼、共同發展的活動場

所，為研究會各會員之間加強業務研討，

提升法律服務水準，增加資訊溝通，增進

業務合作而搭建的一個開放性的平臺。

第三條——宗旨

本研究會的宗旨：遵守“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法律法規，遵守社會

道德風尚，以“繼承、創新、務實、發展”

為原則，以“樂於分享、創新發展、便捷高

效、合作共贏”為宗旨，通過建立內地、港

澳臺、海外法律服務機構、高校和專業人

士之間的合作關係，提高法律服務品質，

反映會員願望和行業情況，維護會員的合

法權益和行業利益，增強研究會各會員的

實力，擴大研究會各會員在法律服務領域

的影響力，為促進法律服務品質和法律服

務行業的健康發展做出積極貢獻。

第二章

內部運作

第四條——原則

本會遵循以下原則：

（一）合法原則：即會員之間的合作

不違反現行法律法規的規定；

（二）平等原則：地位平等，相互協

商，宣導各會員之間簽訂合作協定互相提

供幫助；

（三）共贏原則：合作互惠，追求共

贏；

（四）效率原則：追求更高的辦事效

率。

第五條——會址

本會住所為：澳門宋玉生廣場322-
362號誠豐商業中心10樓C座；

秘書處設於：中國（廣東）自由貿易

試驗區珠海市橫琴自貿區總部大廈805
室。

第六條——發展目標

本會的發展目標：希望通過研究會各

會員的努力，穩步推進研究會發展，不斷

擴大研究會在中國乃至全球影響力，為研

究會會員打造更好的服務平臺，謀求更大

的發展。

第七條——法律監督

本會接受澳門登記機關的監督。

第八條——合作範圍

本會的合作範圍

（一）宣傳“一帶一路”戰略，反映會

員和涉外法律服務行業的有關問題、意見

和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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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會員之間的交流、研討、學

習，總結相關工作經驗，分享成功經驗；

（三）與海內外相關機構建立良好的

合作關係，依託彼此的資訊與資源，共同

發展，互相學習，互利互惠，共同推進法律

服務的發展；

（四）組織會員為“一帶一路”中國企

業提供優質的境外法律服務。為參與“一

帶一路”的外國企業提供優質的境內法律

服務；

（五）利用研究會的共同資源，提供

國內外一流專家諮詢會診，發行法律服務

內部刊物；編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

地區法律實用指南；

（六）組織各種形式的講座、法律服

務論壇，向政府、社會和企業宣傳專業法

律知識，開展法律諮詢服務；

（七）加強研究會品牌建設，提升研

究會品牌形象，將其打造成為業內具有重

大影響力的法律服務合作平臺；

（八）其他形式的合作。

第三章

會員

第九條——會員

“本研究會”會員由境內外具有一定

影響力的法律服務機構、高校、專業人士

和相關的研究機構組成，在各會員保持組

織和業務上的獨立性、財務上的自主性的

前提下，建立合作關係。

第十條——資格

申請加入本研究會的會員，必須具備

下列條件：

1. 擁護本研究會的章程；

2. 自願加入並積極支持和參與本研
究會活動；

3. 法律服務、研究機構、高校或法律
專業人士；

第十一條——會員權利

會員享有下列權利：

1. 參加研究會會員大會，擁有研究會
重大事項的決策權；

2. 參加研究會舉辦的學習、培訓、研
討和經驗交流等活動；

3. 對研究會秘書處的工作提出建議、
意見並進行監督；

4. 合理利用研究會品牌、產品等相關
資源。

第十二條——會員義務

（一）遵守本研究會章程，執行研究

會決議，遵守行業及職業規範；

（二）維護研究會聲譽，不得進行違

規執業及有損研究會聲譽的行為；

（三）積極參加本研究會組織的各項

經驗交流、學習培訓等活動；

（四）積極開發具有獨特競爭力的法

律服務產品；

（五）及時足額繳納會費，會員如果1
年不交納會費或不參加本研究會活動，由

研究會秘書處給予提醒，連續2年不交會
費或者不參加本研究會活動的，視為自動

退會；

（六）保守研究會秘密，維護研究會

智慧財產權；

（七）會員如有嚴重違反本章程的行

為，經理事會表決通過，予以除名。

第四章

組織機構

第十三條——會員代表大會及職責

本研究會的最高權力機構是會員大

會，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會員大會

的職權是：

1. 制定和修改研究會章程；

2. 選舉或罷免研究會理事、監事；

3. 討論決定研究會發展規劃、研究會
產品開發及市場定位；

4. 審議批准理事會年度工作計劃及
預算；

5. 審議批准理事會年度工作報告及
財務報告；

6. 決定研究會的變更及終止；

7. 決議其他有關重大事項。

第十四條——會員代表大會的召集與

召開

研究會設會員代表大會，會員代表大

會每一年召開一次，由理事會召集。

第十五條——會員代表大會代表的產

生

會員代表大會的代表由自願報名的和

理事會指定兩種方式產生。

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以實行一人

一票制，與會代表超過半數為有效，表決

以與會代表超過2/3同意為通過。

第十六條——理事會

理事會為本研究會的行政管理機關。

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理事

會是研究會的最高組織執行機構，對研究

會進行決策管理，貫徹執行會員大會或會

員代表大會決議，討論工作細則，制定工

作任務。

第十七條——理事會的職權

理事會的職權是：

1. 執行研究會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
大會的決議；

2. 選舉和罷免研究會理事會主席、副
主席和研究會秘書長；

3. 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4. 編制年度工作計劃及預算；

5. 制定及提交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
報告；

6. 決定會員的吸收與除名；

7. 制定和修改內部管理制度；

8. 討論或決定研究會其他重大事
項。

第十八條——理事會的召開

理事會每年召開一次，會議形式可以

是集中開會的方式，也可以是網路視訊會

議的方式或電話會議的方式。

第十九條——理事會的組成

理事會成員由研究會會員推舉產生，

每個會員可以推舉一至三名理事。理事會

設研究會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總數

為單數。理事會實行一人一票制，理事會

以超過半數理事參會為有效，表決以與會

理事過半數同意為通過。

第二十條——研究會會議的表決

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

的任何會議決議都以不記名方式投票表

決。

第二十一條——研究會秘書處

研究會設立秘書處，處理研究會日常

事務。研究會秘書處設秘書長一名和副

秘書長若干名，由理事會聘任。秘書處擬

設在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珠海市

橫琴自貿區。

第二十二條——秘書長的職責

秘書長職責：

1. 在理事會主席領導及授權下處理
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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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負責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的籌備
與召開；

3. 受理新會員加入研究會的申請，對
申請單位或個人資格進行初步審查；

4. 依據研究會有關制度提議除名違
規研究會會員及受理會員的退出申請；

5. 建立和管理研究會會員檔案；

6. 負責會員對外聯絡；

7. 執行研究會代表大會和理事會交
辦的其他事項。

第二十三條——理事會會員的任期與

資格

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副秘書長每

屆任期三年，連續任職一般不超過兩屆。

其必須具備條件如下：

1. 在涉外法律服務領域內有較大影
響力；

2. 身體健康，能堅持正常工作。

第二十四條——監事會

一、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會，其職能

為：

1.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
收支；

2. 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決議，負
責審查本會的文書，核對現存的有價物；

3. 對所有的財政年度賬目，資產負債
表及其他由理事會提出的事宜，以書面提

出意見呈交會員大會。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若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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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條——研究會委員會

研究會下設各工作委員會和業務委員

會，各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以促進並協

調會員的發展。

第五章

資產管理

第二十六條——研究會經費

研究會經費來源：

1. 會員所繳納的會費；

2. 捐贈和贊助收入；

3. 政府資助；

4. 在核准的業務範圍內開始開展活
動或服務的收入；

5. 利息；

6. 其他市合法收入；

第一屆會員大會及秘書處的日常經費

由人和啟邦（橫琴）聯營律師事務所捐贈

和贊助，第一屆會員第一年免收會費。

第二十七條——本研究會按會員大

會投票表決通過的會費管理辦法收取會

費。

第二十八條——所有經費必須用於本

章程規定的業務範圍和事業的發展支出，

不得在會員中分配。

第二十九條——本研究會建立嚴格

的財務管理制度，保證會計資料合法、真

實、準確、完整。

第三十條——本研究會配備具有專

業資格的會計人員。會計人員必須進行會

計核算，實行會計監督。會計人員調動工

作或離職時，必須與接管人員辦理交接手

續。

第三十一條——本研究會的資產管

理必須接受會員大會和財政部門的監督。

資產來源屬於政府撥款或者社會捐贈、資

助的，必須接受審計機關的監督，並將有

關情況以適當方式向社會公佈。

第三十二條——本研究會換屆或更換

法定代表人之前必須接受社會團體登記

管理機關和業務主管單位財務審計。

第三十三條——由本研究會聘請會

計師事務所完成財務審計。本研究會的資

產，任何單位、個人不得侵佔、私分和挪

用。

第六章

終止程式

第三十四條——本研究會完成宗旨或

自行解散或由於分立、合併等原因需要登

出的，由理事會提出終止動議。

第三十五條——本研究會終止動議須

經會員大會表決通過，並報業務主管單位

審查同意。

第三十六條——本研究會終止前，

須在業務主管單位及有關機關指導下成

立清算組織，清理債權債務，處理善後事

宜。由本研究會聘請會計師事務所進行清

算的財務審計。清算期間，不開展清算以

外的活動。

第三十七條——本研究會應在清算

結束之日起15日內到登記管理機關辦理
註銷登記手續。本研究會經社會團體登

記管理機關辦理註銷登記手續後即為終

止。

第三十八條——本研究會終止後的

剩餘財產，在業務主管單位和社會團體登

記管理機關的監督下，按照章程的有關

規定，用於發展與本研究會宗旨相關的事

業。

第七章

附則

第三十九條——研究會會員爭議解

決機制

在合作過程中研究會會員之間發生

爭議的，可提交研究會秘書處進行調解；

如秘書處調解不成的，研究會會員可提請

珠海國際仲裁院裁決。對於發生的爭議

有明顯過錯的一方，研究會將按照本章程

處理。

第四十條——本章程的解釋

本研究會章程由研究會理事會負責

解釋。

第四十一條——研究會章程的生效

本章程自各成員簽字或蓋章，研究會

會員大會決議通過，並社會團體登記管理

機關核准之日起生效。各研究會會員均同

意遵照執行。

私人公證員 Nuno Simões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1 de Junho 
de 2017. — O Notário, Nuno Simõ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5,24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 249,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暨南大學澳門法學同學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組織社團

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七年六月八日起，存

放於本署2/2017號檔案組內，並登記於第
1號“獨立文書及其他文件之登記簿冊”
內，編號為14號，該組織章程內容載於附
件之證明書內並與原件一式無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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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學澳門法學同學會

章程

第一章

名稱、性質、宗旨及會址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之中文名稱：暨南大學澳門法學

同學會；葡文名稱：Associação de Antigos 
Alunos de Direito da Universidade Jinan 
em Macau；英文名稱：Jinan University 
Law Alumni Association of Macao。（以
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性質及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聯誼團體，其存續不設

限期，宗旨為：

（1.）加強曾在暨南大學法學院、知
識產權學院及原經濟學院經濟法系就讀

或任職之澳門校友之間、校友與母校之間

聯繫，支持母校的發展；

（2.）開展並參與有關文化、學術及
社會活動；

（3.）促進澳門社會的安定繁榮及經
濟發展；

（4.）維護會員合法及正當權益。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上海街175號中華
總商會大廈11樓J座，經理事會決議，本會
會址可遷往本澳任何地方。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曾在暨南大學法學院、知識產權學院

及原經濟學院經濟法系就讀或任職之澳

門校友可向本會申請加入本會，經理事會

登記即可成為本會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

會員權利: 

（1.）會員大會上有投票權、選舉權及
被選舉權；

（2.）參與本會所舉辦的一切活動的
權利；

（3.）對會務批評及建議之權利；

（4.）退出本會的權利。

第六條

會員義務

會員義務:

（1.）遵守會章、會員大會及理事會通
過之決議。

（2.）提供及更新校友會內所登記的
個人資料，而會員個人資料屬保密性資

料，不得作非校友會活動之用；

（3.）不得作出有損本會聲譽之任何
活動；

（4.）在未徵得理事會同意下，不得以
本會名義組織任何活動。

第七條

處分

1. 會員如有違反本會章程之規定或作
出影響本會聲譽之行為者，得由理事會按

照情節輕重予以勸告、警告、中止會籍或

開除會籍及保留追究一切責任的權利。

2. 凡被中止會籍之會員，其會員權利
及義務在被處罰期間被中止。

第三章

本會的機關

第八條

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構，
負責制定或修改本會章程，決定本會之性

質、方針和政策，以及具有選舉各機關成

員、任免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審議及投

票通過理事會和監事會的工作報告、帳目

報告及監事會的意見的權力。

2. 會員大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以提議、討論及通過理事會之工作報

告、帳目報告和監事會的意見。

3. 會員大會可應理事會、監事會或不
少於總數三分之一會員書面要求而召開特

別會議。

4. 會員大會召集須於會議召開的八日
前以掛號信或透過簽收方式為之，召集書

內應指出會議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5. 會員大會由會長召集並出任會議
主持。如第一次召集之時間已屆而出席會

員人數不足半數，則於半小時後於同一地

點進行之會議視為第二次召集，屆時則不

論出席人數多寡，會議所作之決議均視為

有效，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6. 會長、理事會或由出席會員大會十
分之一會員聯名，均可在會員大會上提出

議案。

7. 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
票，但不妨礙適用以下兩款之規定。

8. 修改章程、罷免當屆領導機構成
員、撤銷以往會員大會之決議，須獲出席

會員大會四分之三贊同票通過。

9. 解散本會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
分之三贊同票通過。

10. 會員大會之主席團由會長一人、常
務副會長若干人、副會長若干人組成，人數

須為單數，通過會員大會民主選舉產生，

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11. 會長又或由會長授權之理事長、
副理事長、常務副會長或副會長的任一

人，可為本會的對外代表。

第九條

理事會

1. 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機構，執行會
員大會決議，處理日常會務。

2. 理事會由三名或以上成員組成，但總
人數必需為單數，通過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3.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及
理事若干名、秘書長一名、財務部部長一

名，由理事互選產生。

4. 理事會直接向會員大會負責；在會
員大會閉會期間，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的

決議，並可根據大會制定的方針，及理事

會的決議，開展各項會務活動。

5. 根據會務發展需要，理事會可透過
決議設立不同職能部門，而各部門的負責

人由理事互選產生。

6. 理事會每屆任期三年，連選得連
任。

7. 理事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當理事長認為有需要使本會有更佳運

作時，可召開多次特別會議。

8. 理事會僅在過半數成員出席會議
之情況下，方可作出決議。

9. 理事會的決議取決於出席成員的
過半數票，主席除本身之票外，遇票數相

同時，有權再投一票。

第十條

監事會

1. 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監察
理事會工作及法人財產，就其監察活動編

製監察報告提交會員大會，並履行法律及

章程所載之其他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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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監事會由三名或以上成員組成，但
總人數必須為單數，通過會員大會選舉產

生。

3. 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
一名、監事一名或多名，由其成員互選產

生。

4. 監事會每屆任期三年，連選得連
任。

5. 監事會得要求理事會提供必要或
適當之資源及方法，以履行其職務；

6. 監事會成員不得以本會名義對外發
表意見。

第十一條

名譽職務

經理事會決議，本會可聘請暨南大學

校董及本澳知名人士、學者、校友出任本

會名譽職務或顧問職務。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二條

收入

1. 為舉辦本會之活動，如有需要時，
經理事會通過，本會可向本會會員、社會

人士、政府及團體機構等籌集經費或資

助；

2. 本會亦可接受不附帶任何條件的
捐獻。

二零一七年六月八日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私人公證員 黃顯輝

（是項刊登費用為 $2,88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884,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培華中學家長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日存

檔於本署2017/ASS/M3檔案組內，編號為
196號。該修改全部章程文本如下：

培華中學家長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培華中

學家長會”；本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Pais e Encarregados de Educação da 
Escola Pui Va ”。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在澳門氹仔海

洋花園第二街90號培華中學。

第三條——本會的宗旨以增進家長

團結互助、加強家長與學校的聯繫，協助

學校開展教育活動；對學校的教育環境、

教育規劃、教育管理、教育組織提出意見

及建議；維護家長、學生及學校的合理權

益。

第四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所有就讀或曾就讀於澳

門培華中學的學生家長及監護人，願意遵

守會章，均可成為本會會員。

第六條——會員之權利

1．參加全體會員大會，有發言權及表
決權。

2．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3．參與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享受本
會會員之福利。

第七條——會員之義務

1．遵守會章及執行決議案。

2．積極參與本會之會員大會及各項
活動。

3．維護本會及學校聲譽與權益。

第三章

組織與職權

第八條——本會組織架構包括會員

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本會對外由會長

或理事長代表。

第九條——會員大會

1、會員代表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關，職權是聽取和審查理事會工作報告，

制訂及修改會章決議等重大事項、選舉和

任免會長、副會長、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等；

2、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由理事會
召集。須提前八天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

知，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

地點及議程；

3、會員大會須在二分之一以上會員出
席方為有效，如遇人數不足時，於半小時

後重新召開，無論多少會員出席會議均為

有效；

4、設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人，總數為
單數組成。任期三年，正副會長連選得連

任；

5、會長對內指導會務工作，主持會員
大會，副會長協助會長履行職務。正副會

長可隨時出席本會各種會議。

第十條——理事會

1、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是休
會後的最高執行機構；

2、理事會由若干名成員組成，人數必
需為單數。包括理事長、副理事長、秘書

及多名理事等；

3、理事會負責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處理會務及組織本會活動、提交工作報

告，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的其他職責；

4、理事會每月召開一次，由理事長或
副理事長召集，若必要時，可提前三天通

知召開；

5、理事會的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

6、正、副理事長可以代表家長會出席
學校舉行的有關會議。

第十一條——監事會

1、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為本會監
察機構，負責監督和審查理事會的會務及

財政運作；

2、監事會由若干成員組成，人數必需
為單數，包括監事長，副監事長及監事；

3、監事會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四章

其他

第十二條——本會的經費來自

1、會費；

2、接受有關熱心人士合法財物之捐
贈；

3、政府有關部門的贊助。

第十三條——家長會的所有支出費

用，須由兩位或以上理事會成員（理事長

或副理事長）簽署方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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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本會可聘請社會知人士

及學校行政或老師擔任顧問。

第十五條——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

出席會員四分之三贊同票。

第十六條——解散本會之決議，須獲

全體會員四分之三贊同票。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85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850,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青少年體育舞蹈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一日存

檔於本署2017/ASS/M3檔案組內，編號為
191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一章第二條：本會地址：澳門慕拉

士大馬路221號南方工業大廈第一期10樓
D座。

第三章第八條：會員大會主席團設立

會長、秘書各一名、副會長二名、至少每年

召開會員大會一次。

第三章第九條：理事會設理事長一

名、副理事長二名、理事若干名；理事會

成員之人數為單數。

二零一七年六月一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41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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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度董事會報告

根據澳門法律及公司章程之規定，我等茲提交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年度報告及會計賬目，以供董事會進行討論及表決。

在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本公司一直根據公司章程及設立條款運作。

董事們很榮幸地提交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本年度報告，監事會意見書及經核數師核算的會計賬目。

本公司於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三日以股份有限公司之形式成立，主要業務是在澳門經營國際航線。根據一九九五年三月八日與澳門政

府簽定的特許合同，本公司於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九日開始營運。

本著回饋澳門社會，壯大澳門本地航空業團隊的目標，澳門航空於二零一五年開始籌劃首期“澳門本地飛行學員計劃”。最後，成功

招募十名合資格飛行學員並已由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九日開始遠赴法國接受培訓。

本公司現報告二零一六年的利潤為澳門幣2,878萬元，並已是連續七年獲得利潤。而財務狀況也十分穩健，資產負債比率由二零一五
年46.7%升至二零一六年48.5%。此外，本公司於同年也為客運增開新航線，分別是日本福岡及中國貴陽。

董事會茲根據公司章程第三十三條的規定，向股東大會提交以下對澳門幣28,783,819元的盈餘之運用建議書，以供股東大會討論及
通過：

1）根據商法典第四百三十二條，本公司的法定公積金必須累積至達到相當於公司註冊資本百分之二十五的數額，在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的法定公積金（澳門幣110,510,500元）已達註冊資本（澳門幣442,042,000元）的百分之二十五，因此，無需要劃
撥法定公積金；

2）根據本公司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於二零零九年簽訂的優先股發行協議以及商法典第四百二十條，每年年底優先股持有人能收
取相當於優先股總票面值百分之五的優先股息。鑒於所有優先股已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贖回，因此不再分派優先股息。

3）將澳門幣28,783,819元帶入二零一七年。

我們感謝澳門航空全體員工作出的貢獻，他們俱以專業的態度，務實高效地履行職務。

董事會謹就各位股東、監事會和政府代表的配合，以及他們對董事會的信任，向他們致以衷心的感謝。

二零一七年三月廿九日於澳門

董事會主席

趙曉航

澳門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

就董事會編製二零一六年年度報告及賬目意見書

按照澳門商法典及公司章程規定，本意見書是根據澳門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會提交之二零一六年年度報告及財務報表

編製而成。監事會在編製意見書時亦考慮了獨立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向管理層提出有關公司若干管理及監控事宜之意見、以

及他們對二零一六年年度財務賬目發表之無保留意見。

於二零一六年，監事會根據公司章程規定進行了定期會議，並且與公司執行董事會及管理層保持了適當的聯繫。監事會已分析及審

查該年度公司之財務報告，並了解公司於年度之運作情況及有關制度。監事會認為該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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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二零一六年油價仍然保持低位水平緩解了經營成本壓力，公司繼續面對行業競爭加劇、全球經濟及政治存在不穩定因素、中國

經濟增長放緩及人民幣貶值帶來諸多挑戰，這些因素均使公司的業務表現受到影響。承受來自各方面的壓力，管理層仍盡最大努力

應對競爭營商環境和市場需求的變化，積極通過優化營運效率，強化成本管理及開拓新市場等措施，令公司二零一六年度仍然保持

盈利。來年行業競爭將日趨激烈，油價回升，匯率波動，以及不明朗的環球經濟前景，公司的營商環境仍然不容樂觀，收益率仍然承

受下調壓力。管理層應繼續推進成本管理，保持成本優勢，繼續提升產品及服務質素，以提升公司競爭能力及市場吸引力，並推動長

期發展的策略，以確保公司能夠穩健持續發展。

監事會意見認為公司下列二零一六年年度報告適合呈交股東會予以審批：

——公司二零一六年度之財務報告；

——董事會年度報告。

最後，監事會對執董會及公司管理層的協助及合作表示感謝。

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於澳門

何美華 何曼秀

主席 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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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報告

致澳門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澳門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六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

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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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附由管理層編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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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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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更全面了解澳門航空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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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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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 2016

De acordo com as disposições do direito de Macau e os estatutos da Sociedade, submetendo o Relatório Anual e as Contas do Exercício, 
do período de 1 de Janeiro de 2016 a 31 de Dezembro de 2016. Durante o período mencionado, realizaram-se as actividades conforme as 
normas dos estatutos sociais, assim, procedendo a discussão e votação na reuniã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Os administradores estão dispostos a apresentar as contas auditadas e o Relatório do Conselho Fiscal relativo ao ano passado. 

A Sociedade foi criada, em 13 de Setembro de 1994, sob a forma de sociedade privada de responsabilidade limitada por acções nos ter-
mos do contrato de concessão assinado com o Governo de Macau em 8 de Março de 1995, as suas actividades principais contribuidos em 
operações como uma companhia aérea internacional em Macau. A Sociedade entrou em funcionamento em 9 de Novembro de 1995. 

Tendo objectivo por servir à sociedade e fortalecer a equipa da indústria da aviação civil local, a Companhia de Transportes Aéreos Air 
Macau, S.A.R.L. começou a preparar, desde o ano de 2015, a primeira edição do “Programa de Cadete de Aviação de Macau”, chegou a 
seleccionar 10 candidatos qualificados, e iniciaram a sua formação na França desde 19 de Setembro de 2016. 

A Sociedade registou um lucro líquido de 29 milhões patacas em 2016, que foi o sétimo ano consecutivo com rentabilidade. E o estado 
financeiro continua a ser estável, e o «ratio» entre activo e passivo aumentou de 46.7% em 2015 a 48.5% em 2016. Além disso, a Socieda-
de inaugurou novas rotas destinada às aeronaves de transporte no mesmo ano, as quais são respectivamente para cidade de Fukuoka do 
Japão e província de Guiyang da China.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submete a proposta sobre a aplicação do lucro líquido de MOP$28.783,819 pelo presente à Assembleia 
Geral para discussão e aprovação nos termos do artigo 33.º dos Estatutos da Sociedade:

1) Conforme o artigo 432.º do Código Comercial, a reserva legal deve ser integralmente atingido a quantia correspondente a 25% do 
capital social registrado da Sociedade. Até ao fim do ano de 2016, a reserva legal da Sociedade (MOP$110.510,500) foi atingido 25% do 
capital social (MOP$442.042.000,00), por isso, não há necessidade de declarar a alocação de qualquer verba para a reserva legal. 

2) Segundo o Acordo para a Emissão de Acções Preferenciais proferido entre a Sociedade e o Governo da R.A.E.M. em 2009 e o artigo 
420.º do Código Comercial, os dividendos preferenciais, que são correspondentes a 5% do valor nominal das acções preferenciais, devem 
ser distribuídos aos titulares de acções preferenciais no final de cada ano. Todas as acções preferenciais foram distribuídas até 31 de 
Dezembro de 2016, por isso, não será distribuído dividendo preferencial.

3) Transferir para o ano 2017 o montante de MOP$28.783,819.

Gostaríamos de agradecer aos trabalhadores da Air Macau pela sua dedicação em desempenhar as suas funções de forma profissional e 
eficiente.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retribuiu com agradecimentos sinceros aos accionistas, ao Conselho Fiscal e aos representantes do Gover-
no pelas suas confianças e colaborações. 

Macau, 29 de Março de 2017.

President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Zhao Xiaohang 

Relatório do Conselho Fiscal da Air Macau sobre o Relatório Anual e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presentados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relativo ao ano de 2016

De acordo com as exigências legislativas previstas no Código Comercial de Macau e nas disposições dos Estatutos da Companhia de 
Transportes Aéreos de Macau, S.A.R.L. (adiante designado por “Sociedade”), o Conselho Fiscal redigiu o relatório presente sobre o 
Relatório Anual e n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presentados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relativo ao ano de 2016. Tendo o Con-
selho Fiscal também em consideração as informações e os comentários do corrente ano que oferecidos pelos auditores independentes da 
sociedade, KPMG Auditores, em relação a algumas opiniões e assuntos sobre o controlo de gestão e procedimentos de supervisão para 
os quais foram devidamente chamados a atenção à direcção da Sociedade, bem como o seu parecer sem reserva destinado às demonstra-
ções financeiras proferidas para o ano de 2016.

Em 2016, o Conselho Fiscal reuniu-se regularmente segundo os termos dos Estatutos da Companhia, sendo necessário que manteve-se 
em contactos adequados entre o Conselho Executivo e a gerência. Durante este ano, o mesmo Conselho analisou e avaliou completamen-
te os relatórios financeiros da respectiva Sociedade de 2016, obtendo a informação necessária relativamente às operações da Sociedade. 
Relevando o parecer do Conselho que os relatórios financeiros reflectem-se adequadamente a informação e o estado de finanças para o 
exercício da Sociedade neste ano.

Apesar dos preços dos combustíveis mantidos em nível relativamente baixo em memso ano, assim, aliviou a pressão sobre os custos ope-
racionais, entretanto, a Sociedade ainda continuou a enfrentar os diversos desafios da concorrência crescente nos sectores diferentes, do 
aumento de competição em diversas indústrias, as incertezas económicas e políticas de algumas principais economias do mundo, bem 
como em resultado da lenta recuperação da economia chinesa e a desvalorização do RMB. Os factores mencionados influenciaram o 
desempenho operacional da Sociedade. Sob as diversas pressões, a gestão empenhou-se em tratamento da mudanças ambiental de negó-
cios competitivos e a necessidade do mercado bem como adoptando activamente de várias medidas, como a optimização da eficiência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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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ionamento, melhoramento da administração de custos e exploração de mercado novo, permitindo à Sociedade manter a rentabilida-
de para o ano de 2016. Em vista do aumento de competição em diversas indústrias, a recuperação do preço de combustível com a flutua-
ção da taxa de câmbio e as perspectivas incertezas económicas globais nos próximos anos, o ambiente de negócios da Sociedade ainda é 
frágil, assim, que levou impacto à sua renda. A gerência deve dar a continuação de buscar controlo, de forma rigoroso, de custos a fim de 
alcançar maior eficácia de custo e fortalecer as vantagens de custo, focando em fornecimento de produtos e serviços de alta qualidade, 
bem como procurar parceiros de negócios para contribuir a competitividade e atração de mercado, como objectivo assegurar um desen-
volvimento estratégico de longo prazo e um crescimento estável da Sociedade no futuro.

O Conselho Fiscal considera que os documentos seguintes podem ser obtendos a aprovação através de discussão pelos accionistas na As-
sembleia Geral Anual do ano de 2016:

-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Sociedade de 2016;

- Relatório Anual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a Air Macau.

No final, o Conselho Fiscal tem sido agradecido as cooperações e assistências prestadas pelos Directores Executivos e pela gestão da So-
ciedade.

Macau, 29 de Março de 2017.

Presidente

Ho Mei Va

Vogal

Ho Man Sao

Relatório de Auditor Independente sobre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os accionistas da

Companhia de Transportes Aéreos Air Macau, S.A.R.L. 

(Sociedade anónima incorporado em Macau)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Companhia de Transportes Aéreos Air Macau, S.A.R.L. relativas ao ano de 
2016, nos termos d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No nosso re-
latório, datado de 29 de Março d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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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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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istos da Sociedade.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dos livros e registos da Sociedade.

Para 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Sociedade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no período e âmbito abrangido pela 
nossa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lidas conjuntamente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mesmas resultam e com o respectivo relatório de auditoria.

Ieong Lai Kun, Auditor de Contas

KPMG 

Macau, 29 de Março de 2017.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05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6 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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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電召的士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董事會報告

致各股東

董事會欣然提呈澳門電召的士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二零一六年的年度報告，包括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

表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

本公司於2015年11月20日組織成立；主要所營事業為投資經營電召的士服務業務。有關電召的士業務發展正在籌備當中；2016
年度本公司並未正式營業，暫沒有任何收入來源。2016年聘用了9名雇員；本年度各項開支費用主要為公司投標、購設經營業務所需
車輛及設備、以及辦理相關手續之行政費用總額為澳門幣1,172,892.00元正；故此，本年度錄得虧損澳門幣1,172,892.00元正。

主要業務回顧

本公司於2016年9月21日獲批經營100部特別的士，批給期限8年。首批50部特別的士於2017年4月1日投入服務，餘下50部特別的
士在營運起計1年內陸續投入服務。此外，特別的士將提供不少於5部無障礙的士及10部大型的士。有關收費模式，特別的士除按一
般的士咪表收費外，將收取電召費5元，不收取預約費及失約費。特別的士會同時提供電話、手機應用程式及網頁形式召喚，並會因
應社會發展，開發其他召喚服務的途徑。

人力資源

於2016年本司全年聘請共9名員工，相關員工主要負責投標、籌建、計畫及提供顧問工作。並根據批給合同簽訂後的要求，積極
實行有關計畫。同時，亦參加招聘會、報紙及網路平臺刋登招聘資訊，為營運前進行招聘活動。

營運場所

為建立本澳新一代電召的士形象，本司於商業區地段設立澳門電召的士總部，並按照合約要求，於總部本址提供伺服器區間、電

召接線區間、客戶服務區間、司機休息室等基本設施，相關設施於2017年上旬完成。此外，本司亦於澳門區及氹仔地段租用各10個停
車位置，為特別的士提供固定停泊位置。

特別的士

按照合同需求，本司獲批經營100部特別的士，首批50部特別的士於2017年4月1日投入服務。當中85部一般特別的士型號為
Vellfire Hybrid ZR 4WD，使用節能環保油電混動車，最多可載6位乘客。10部型號Vellfire 2.5 Hybrid可放置4件大型行李的大型
的士，最多可載7位乘客及5部型號Toyota Voxy 2.0X Welcab Type I 2WD A/T可擺放最多兩張輪椅的無障礙的士，最多可載3位乘
客，為以提供環保、舒適、寬敞的空間，滿足不同乘客的需求。

導航及電召系統

本司購置現時最先進的導航召車系統，利用互聯網技術和電腦技術，建設自主的電召的士服務硬體、電召服務端和電召用戶端

軟體，實現對電召的士統一管理，以準確地採集出司機的營運收入，司機、車輛的營運和維修記錄等資料，提高工作效率、降低運營

成本、保障服務品質、提升經營管理與決策水準。

收費

收費方面，乘客可以透過現金或電子支付形式付款。“澳門電召”除按一般的士咪錶收費外，叫車時間在一小時以內，將收取澳

門幣5元電召費，而在一小時以外則無需收取任可電召費。另外，本司亦採用市面比較普偏的電子支付方法，包括澳門通、支付寶、銀
聯及閃付等。

小結

本司將於2017年積極聘請要員，提供培訓項目，以達到有效企業管理的目的。特別的士及系統方面將加强各部門及供應商之間
的協調及溝通，促使各項對接利完全，並根據政府要求，完全各項相關營運細則及報告。

行政管理機關將加快各項業務之發展進度，爭取在2017年能夠為公司獲得利潤。

行政管理機關

常 萌女士——董事長
張志民先生——董事

李文曲先生——董事

獨文監事

梁金泉先生——核數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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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

趙德和先生——秘書

承董事會命

余健龍

總經理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摘要財務報表的

獨立核數師報告書

致澳門電召的士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全體成員：

（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本事務所已按照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佈的「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完成審核澳門電召的士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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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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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組

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及其他說明性附注。

隨附由管理階層編制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財務報表的摘要內容，本事務所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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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更全面瞭解澳門電召的士服務股份有限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

的財務報表以及獨立核數師報告一併參閱。

京澳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一七年四月三日於澳門

資產負債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資產 澳門幣
非流動資產

不動產、廠場和設備 25,840
25,840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和其他應收款 100,045
股東及聯號往來和貸款 4,851,960
預付款 7,025,93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279,202

15,257,144
資產總額 15,282,984

權益和負倩
資本和公積

資本 10,000,000
累積損益 (1,313,325)

權益總額 8,686,675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長期負債 4,455,525
非流動負債合計 4,455,525

流動負債
應付帳款和其他應付款 87,779
長期負債之一年內應償還額 622,375
短期借款及透支 1,430,630

流動負債總額 2,140,784
權益和負債總額 15,282,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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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HIA DE SERVIÇOS DE RÁDIO TÁXI MACAU S.A.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6)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Exmos. Senhores Accionistas,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tem prazer em submeter o Relatório Anual sobre a demonstraç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Companhia 
de Serviços de Rádio Táxi Macau S.A. («a Sociedade») e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para 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6.

A Sociedade foi constituída em 20 de Novembro de 2015 e tem por objecto social o investimento e a realização de serviço de Táxi por 
chamada. Estando o desenvolvimento da exploração da indústria de táxis por chamada em preparação, a Sociedade, no exercício de 
2016, não deu iniciou àsua actividade oficialmente, pelo que ainda não teve qualquer fonte de receita. Em 2016, nove empregados foram 
contratados. A despesa neste exercício destina-se principalmente àproposta, aquisição de veículos e equipamentos para exploração de 
indústria e custos administrativos para trâmites respectivos, no total de MOP$1.172.892,00. Portanto, a sociedade registou o prejuízo de 
MOP1.172.892,00 neste exercício.

PRINCIPAIS ACTIVIDADES E NEGÓCIOS EM REVISTA

À Empresa foi atribuída a concessão para operar 100 táxis especiais com o prazo de oito anos. Na primeira fase, 50 táxis especiais en-
traram em funcionamento em 1 de Abril de 2017, quando os restantes 50 entrarão em funcionamento no prazo de um ano desde a data 
do início da operação. Além disso, a Sociedade disponibilizará, pelo menos, cinco táxis acessíveis e dez táxis de grande porte. Quanto ao 
modelo de tarifa, apesar da cobrança da taxa correspondente ao taxímetro, a taxa de chamada é de 5 patacas, não exigida a taxa de mar-
cação nem taxa de ausência. Ao mesmo tempo, os táxis especiais disponibilizam o serviço de chamada por telefone, aplicação de telemó-
vel e página electrónica, explorando outros meios para facilitar a chamada de táxis conforme o desenvolvimento social.

RECURSO HUMANO

Em 2016, a Empresa contratou nove empregados no total, que desempenharam os trabalhos de proposta, preparação, planeamento e 
consulta. Conforme o requerimento do contrato de concessão, também realizaram, activamente, os respectivos planos. A Sociedade ao 
mesmo tempo publicou anúncios de recrutamento em jornais e na Internet para recrutamento antes da sua operação.

LOCAL DE OPERAÇÃO

A fim de construir uma imagem da nova geração de rádio táxi em Macau, a Sociedade constituiu a sua sede na área comercial e, con-
forme as estipulações do contracto, disponibilizou na sede espaço de servidor, espaço de operador de telefone, espaço de serviços e local 
de descanso dos condutores, cujo estabelecimento concluiu no início de 2017. Além disso, a Sociedade alugou dez zonas de estaciona-
mento em Macau e na Taipa para oferecer estacionamento fixo aos táxis especiais.

TÁXIS ESPECIAIS

Conforme o contracto, àSociedade foi atribuída a concessão da operação de 100 táxis especiais, 50 dos quais entraram em serviço 
na primeira fase em 1 de Abril de 2017. O modelo de 85 táxis especiais ordinários é Vellfire Hybrid ZR 4WD, sendo veículos híbridos 
movidos a gasóleo e electricidade com protecção ambiental e aumento da eficiência no consumo energético, com a lotação máxima de 
seis passageiros. 10 táxis de modelo Vellfire 2.5 Hybrid conseguem transportar quatro bagagens grandes com a lotação máxima de sete 
passageiros. Cinco de modelo Toyota Voxy 2.0X Welcab Type I 2WD A/T são táxis acessíveis que conseguem transportar duas cadeiras 
de rodas, com a lotação máxima de três passageiros. Pelo que oferecem ambiente espaçoso, confortável e amplo conforme a demanda de 
vários passageiros.

SISTEMA DE NAVEGAÇÃO E CHAMADA

A Sociedade adquiriu o sistema de navegação e chamada mais avançado, que utiliza a tecnologia de Internet e computador para esta-
belecer hardware, servidor e software de cliente automático de serviços, a fim de exercer gestão unânime de chamada de táxis e recolher 
dados certos sobre o rendimento da operação dos condutores, registo da exploração dos condutores e reparação dos veículos, aumentan-
do a eficiência do trabalho, diminuindo o custo de operação, assegurando a qualidade dos serviços prestados, melhorando a gestão de 
exploração e de processo decisório.

Tarifário

Quanto ao tarifário, os passageiros podem pagar em dinheiro ou modalidade electrónica. Apesar da taxa correspondente a taxíme-
tros, a taxa de chamada éde 5 patacas para reserva feita menos de uma hora de antecedência,  quando esta não  écobrada para reserva 
com mais duma hora de antecedência. Para além disso, a Sociedade proporciona ainda modalidades comuns de pagamento electrónico, 
inclusive Macau Pass, Alipay, Unionpay e QuickPass.

Nota Final

Em 2017, a Sociedade contrataráempregados  ativamente e proporcionaráprograma  de formação para alcançar os objectivos e realizar 
uma gestão eficaz da empresa. Em respeito aos táxis especiais e sistema, a Sociedade consolidaráa coordenação  e comunicação  entre os 
seus departamentos e fornecedores e impulsará a concordância  completa. A Sociedade perfeiçoará todos os relatórios e regras operacio-
nais pormenorizadas, em conformidade com as demandas do Gover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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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dministração aceleraráo progresso de desenvolvimento de cada actividade e tentará realizar lucros àSociedade em 2017.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Chang Meng — President

Cheong Chi Man — Administrador

Li Wenqu — Administrador

Fiscal Único

Leong Kam Chun — Auditor de Contas

Secretário

Chio Tak Wo — Secretário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U Kin Lung

Director Geral

21 de Abril de 2017

Relatório dos Auditores Independentes sobre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os Accionistas da Companhia de Serviços de Radio Táxi Macau S.A. 
(sociedade anónima registada em Macau)

Procedemos à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Companhia de Serviços de Radio Táxi Macau S.A. (a «Empresa») relativas ao 
ano de 2016, nos termos das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e «Normas de Auditori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31 de Março de 2017, expressámos uma opinião sem reservas relativamente à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que auditámos, preparadas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de Relato Financeir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
pecial de Macau, integram as demonstrações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6, 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para o ano 
atéa mesma data, a demonstração do rendimento integral, a demonstração das alterações no capital próprio e a demonstração de fluxos 
de caixa para o ano então findo, bem como um resumo das principai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adoptada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reparadas pela gerência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nuais auditadas da Empresa. 
Na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
ceiras auditadas da Empresa.

Para 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Empresa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assim com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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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g ou CPAs
Macau, aos 3 de Abril de 2017.

Companhia de Serviços de Radio Táxi Macau S.A.

Balanço

Em 31 Dezembro de 2016
 
ACTIVOS MOP

Activos Não Correntes
Activos fixos tangíveis 25,840

25,840

Activos Correntes
Dívidas a receber comerciais e outras 100,045
Empréstimos e c/gerais a sócios e associadas 4,851,960
Pré-pagamentos 7,025,937
Caixa e equivalentes de caixa 3,279,202

15,257,144
Total dos Activos 15,282,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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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is Própriose Passivos
Capitais Próprios

Capitais 10,000,000
Resultados transitados (1,313,325)

Total dos Capitais Próprios 8,686,675

Passivos
Passivos não correntes

Passivos de longo prazo 4,455,525
Total dos Passivos Não Correntes 4,455,525

Passivos Correntes
Dívidas a pagar comerciais e outras 87,779
Passivos de longo a reembolsar dentro do 1º ano 622,375
Empréstimos de curto prazo e descobertos bancários 1,430,630

Total dos Passivos 2,140,784
Total dos Capitais Próprios e Passivos 15 ,282,984

（是項刊登費用為 $9,63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9 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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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太平保險（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澳門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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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表

二零一六年度

（澳門幣）

損益表

二零一六年度

（澳門幣）

 
 總經理：姜宜道 會計：王國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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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度業務發展簡報

2016年，全球經濟仍動盪不定，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發展路徑可能在將來一段時期內成為世界經濟格局鬥爭的主線。中國的宏
觀經濟持續探底，人民幣貶值加速；澳門博彩收入於8月結束了連續26個月的下跌，至12月底已連升5個月，全年澳門經濟實質收縮
2.1%，跌幅較前一年（-21.5%）明顯收窄；雖然經濟有所回穩，但不確定因素依然存在。澳門非人壽保費收入為21.56億澳門幣，同
比增長3.74%。中國太平保險（澳門）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秉承穩健經營，盈利能力保持良好，業務品質持續提升。2016年毛保費收入
6.22億澳門幣，同比增加2.89%，市場佔有率為28.9%，持續保持澳門非人壽保險市場第一地位。

本公司品牌價值保持領先，在綜合實力、公司治理等方面獲得專業評級機構及媒體的廣泛認可。貝氏評級公司（A.M.BestCo.）
連續五年評定本公司的財務實力為A（優秀）及發行人的信貸評級「a」，兩項評級的前景均被評定為穩定，是本地註冊評級最高的保
險公司。

展望未來，世界經濟仍存在較多不確定因素，澳門經濟較難像以前一樣高速增長，預計將在低位徘徊。前期博彩業持續下跌的

負面影響已傳導到金融行業，澳門金融行業所面臨的經營環境更加困難；但受惠於中央政策支持，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及可持續發

展，以及橫琴自貿區和港珠澳大橋通車將給澳門保險發展帶來新的機遇。本公司積極適應經濟新常態，持續推動“精品”戰略，並在

確保穩健經營的同時，有效利用互聯網技術，推進相關領域的創新發展，讓我們共同努力，為客戶提供更優質的服務和保險產品，讓

太平與你我常相隨，早日實現我們共同的理想，“打造最具特色和潛力的精品保險公司”。

最後，向一直鼎力支持公司的廣大客戶、合作夥伴、社會各界人士及為公司長期辛勤工作、默默奉獻、並肩奮鬥的全體員工，致以

最衷心的感謝和最美好的祝福！

監事會報告書

本監事會已閱悉中國太平保險（澳門）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六年度經審核財務報告及披露資料，並無發現任何違反法律及公司章程

之重大事宜。

本監事會相信該等財務資料足以公平地表達中國太平保險（澳門）股份有限公司之業務活動，而賬目亦符合法律及法定條款。

基於上述的審查及結論，本監事會同意受納董事會呈交之經審核財務報告及披露資料。

本會建議各股東通過：

（1）核數師報告、董事會報告及二零一六年財務報表；

（2）由董事會提呈的營業結餘分配建議。

二零一七年四月七日

監事會

領導架構

股東大會執行委員會

主席：中國太平國際有限公司（代表人：李勁夫）

秘書：王國蓉

董事會

董事長：李濤

董事：姜宜道

董事：羅武華

監事會

主席：陳默

委員：梁國傑

委員：張少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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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股東名稱 持股量 百分率

中國太平國際有限公司 948,000 79%

太平信託有限公司 240,000 20%

摘要財務報表的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中國太平保險（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中國太平保險（澳門）股份有限公司（「貴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乃撮錄自貴公司截至同

日止年度的已審核財務報表。摘要財務報表由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組成，管理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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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股東報告，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我們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布的《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貴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

表，並已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七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組成，

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符合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貴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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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四月七日

（是項刊登費用為 $7,64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7 6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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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發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試算表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副行長 會計主管

 黃強 庄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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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發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CHINA GUANGFA BANK CO. LTD — SUCURSAL DE MACAU

（根據七月五日法令第32/93/M號核准之金融體系法律制度第七十六條之公告）
(Publicações ao abrigo do artigo 76.º do RJSF, aprovado pelo Decreto-Lei n.º 32/93/M, de 5 de Julho)

資產負債表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Balanço anual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6

  貨幣單位：澳門幣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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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幣單位：澳門幣 MOP

其他儲備包含澳門幣150,480,000元的一般風險備用金。分行採用澳門《財務報告準則》編制年度財務報表和計提貸款減值準
備，有關減值準備可能低於按《第18/93-A MC M號通告》所規定的最低水平備用金與減值準備差異的金額（已考慮遞延稅澳門幣
20,520,000元）作為監管儲備。該增撥備用金在帳項概要內的損益計算表列示為「根據金融體系法律制度增撥的備用金」，並在相關
審計年度財務報表內的收益表中，以「除稅後溢利」與「根據金融體系法律制度計算的年度業績」之間的調整項目列示。

As Outras Reservas incluem uma reserva obrigatória no montante de 150 480 000 Patacas. Porque a sucursal adopta as Normas Macau de 
Relato Financeiro («NMRF») na preparação das su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nuais, as perdas de imparidade com base nas NMRF 
podem ser inferiores ao nível mínimo de provisões genéricas calculadas de acordo com o Aviso n.º 18/93 da AMCM (o nível mínimo). A 
referida reserva obrigatória representa, pois, a diferença entre o nível mínimo e as perdas de imparidade nos termos das NMRF (antes 
dos impostos diferidos de 20 520 000 Patacas). Este mesmo montante, inscrito na linha «Dotações adicionais para provisões conforme 
RJSF» da Conta de Lucros e Perdas das contas resumidas, está reconciliado entre o «Lucro depois de impostos» e os «Resultados do ano 
de acordo com as regras da AMCM» na Conta de exploração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anuais.

*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歷年營業結果經重新列報。
* Resultados transitados de exercícios anteriores em 1 de Janeiro de 2016 foi reexpre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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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幣單位：澳門幣 MOP

二零一六年營業結果演算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de 2016

營業賬目
Conta de exploração

  貨幣單位：澳門幣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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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計算表

Conta de lucros e perdas

  貨幣單位：澳門幣 MOP

 行長 副行長 會計主管
 Presidente Vice-Presidente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胡敏 黃強 庄哲
 Hu Min Huang Qiang Zhuang Zhe

澳門，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二日
Macau, aos 12 de Maio de 2017.

註：上列之資產負債表及營業結果演算是依據經已審核之帳冊編製。
Nota: O Balanço Anual e 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foram preparados a partir dos registos contabilísticos auditados.

2016年澳門分行審計報告（行長致辭）

2016年中國經濟加快新舊動能轉換，有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補”取得積極成效，經濟形勢總體趨穩，銀行
業經營環境發生深刻變化。澳門地區經濟企穩回升，特區政府研究制定了《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年）》，更加
協調、均衡、有序地推動各項建設全面發展。本行以客戶為中心，加強風險管控，創新業務發展，保持了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截至

2016年末，本行資產規模達267億澳門元（單位下同），稅後淨利潤1.2億，流動性等各項主要指標符合監管要求。

本行在保持穩健發展的同時，圍繞經營轉型的目標和要求，積極參與澳門特色金融發展，將工作做細、做實、做好，務實發展的

基礎，增強抵抗風險的能力。公司、個金、金市等業務條線積極開拓，自營業務逐漸形成規模，促進營收多元化，努力提高資產收益

率。移動支付、企業網銀、個人網銀、手機銀行等電子銀行系統建設逐步形成特色，在全澳首家獲批推出手機掃碼移動支付，有序推

進電子商務建設。大力加強風險管理和內部規章制度體系建設工作，促進資產品質和內控管理水準進一步提升。

借此機會，本人謹代表廣發銀行澳門分行，衷心感謝全體員工的努力付出，衷心感謝特區政府、監管機構、業界同仁、廣大客戶

的大力支持和幫助，我們將銳意創新，拼搏進取，以良好的成績回報社會各界的信任與厚愛！

廣發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行長 
胡敏

Relatório de Auditoria de Sucursal de Macau do ano 2016 (discurso do Presidente do Banco)

Com a modernização acelerada da economia chinesa em 2016, enquanto elemento essencial da promoção de reformas estruturais no 
que toca à procura, a política de “corte de capacidade industrial excessiva, desacumulação, desalavancagem, redução de custos e aper-
feiçoamento de elos mais fracos” já produziu um efeito relevante, havendo uma tendência para a estabilização da situação económica 
global, bem como mudanças significativas na rentabilidade do sector bancário. Agora, a economia da RAEM está a recuperar com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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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ilidade, e o governo da RAEM apresentou o «Plano de Desenvolvimento Quinquen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2016-2020)», promovendo o desenvolvimento em todas as áreas de forma mais coordenada, equilibrada e organizada. Servir os clientes, 
reforçar o controlo de risco, desenvolver as actividades inovadoras e sustentar de forma estável o aperfeiçoamento são os elementos de 
tendência de desenvolvimento. Até o fim de 2016, o valor do património do Banco atingiu vinte e seis mil e setecentos milhões de Pata-
cas, com um lucro líquido depois de impostos de cento e vinte milhões de Patacas, considerando que todos os indicadores fundamentais 
tal como a mobilidade alcançaram o padrão de fiscalização.

Para além do desenvolvimento estável e sustentável do Banco, ainda estamos a lutar pelos objectivos e requisitos de transformações 
das operações, bem como participar activamente no desenvolvimento financeiro com as características de Macau e realizar actividades 
de forma pormenorizada, prática, e ideal, fortalecendo a base de desenvolvimento e aumentando a capacidade de fazer face ao risco. 
Explorando de forma agressiva os diversos sectores de actividade tais como empresas, finanças pessoais e ouro, as actividades por conta 
própria têm cada vez mais uma estrutura escalonada, multiplicando as fontes de rendimento e aumentando a taxa de rendimento do pa-
trimónio. A construção do sistema bancário electrónico, tal como o pagamento móvel, serviço bancário electrónico para empresas, parti-
culares e serviço bancário móvel, tem-se assumido como um aspecto cada vez mais característico, sendo este o primeiro banco autoriza-
do a prestar o serviço de pagamento móvel através da leitura de código, pelo que é de concluir que o Banco está a promover o comércio 
electrónico de forma organizada. O Banco visa ainda reforçar intensivamente a gestão dos riscos e a construção do sistema do regime de 
regulamento interno, melhorar a qualidade do património e aperfeiçoar o nível da administração interna.

Gostaria de aproveitar esta oportunidade, em representação do Banco de Desenvolvimento de Cantão (Sucursal de Macau), para agra-
decer a contribuição de todos os funcionários, bem como o apoio e a ajuda do governo da RAEM, dos órgãos de fiscalização, dos outros 
profissionais do sector e dos clientes. Para responder à confiança e à afeição da sociedade, vamos fazer o nosso melhor para atingir a um 
resultado excelente, contribuindo para a sociedade com uma atitude inovadora e ágil!

China Guangfa Bank Co., Ltd., Macau Branch
President
Hu Min

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報告

致 廣發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管理層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一家股份制商業銀行）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廣發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二零一六年度的財務報表，

並已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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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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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資金及儲備金變動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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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更全面了解廣發銀行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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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二日，於澳門 

Relatório de Auditor Independente sobre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a Gerência do Banco de Guangfa da China, S.A., Sucursal de Macau 
(Banco comercial de responsabilidade limitada, incorporado n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o Banco de Guangfa da China, S.A., Sucursal de Macau relativas ao ano de 
2016, nos termos d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12 de Maio de 2017, expressámos uma opinião sem reservas relativamente à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presentes constituem um resum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 que acima se alude compreendem o balanço, à data de 31 de Dezembro de 2016, 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a demons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o fundo de maneio e reservas e a demonstração de fluxos de caixa relativas ao ano findo, assim 
como um resumo da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relevante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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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reparadas pela gerência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nuais auditadas a que aci-
ma se faz referência.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Para 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sucursal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no período e âmbito abrangido pela 
nossa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lidas conjuntamente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mesmas resultam e com o respectivo relatório de auditoria. 

Bao, King To
Auditor de contas 
Ernst & Young — Auditores 

Macau, 12 de Maio de 2017.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8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2 8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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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度董事會報告書

首先，中天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向各位股東與社會各界對本公司的關心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謝。

2016年，中天能源持續面對天然氣購銷價格倒掛和由此導致的公司資金嚴重失衡等諸多困難，為保障本澳使用清潔環保的天然
氣，中天能源仍肩負起持續穩定供氣的責任和義務，向澳門地區供氣1,019萬立方米，滿足了居民的天然氣用氣需求。

為保證天然氣管線運行安全，公司持續加強安全管理，確保了全年安全生產，實現了平穩供氣，天然氣輸入及傳輸系統連續9年
安全無事故運行。

在過去的一年，經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批准的本澳管道天然氣採購的進口價格為每一立方米3.668元人民幣，折合約每一立方米
4.2416澳門元。然而中天能源至今仍按政府2008年批准的天然氣門站價格每一立方米2.7357澳門元銷售天然氣，每銷售一立方米天
然氣直接虧損1.5059澳門元。

根據核數師報告，中天能源2016年全年天然氣銷售收入為2,787萬澳門元，天然氣銷售成本4,485萬澳門元，2016年度虧損4,758
萬澳門元，自2006年以來累計虧損2.60億澳門元。

展望2017年，中天能源仍將以安全、平穩向本澳輸入和傳輸天然氣為己任，推動《批給合同》修訂，理順天然氣定價機制，推進
天然氣清潔能源的利用，惠及民生，為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做出積極的貢獻。

感謝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以及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幫助，董事會成員相信，在公司股東的支持下，在全體員工的共同努力下，

中天能源秉承長期、安全、平穩供氣的經營宗旨，繼續提供優質服務，努力推廣清潔能源的有效利用、改善生態環境，以良好的業績

和持續有效地發展回報股東、服務社會和造福員工。   

中天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

資產 澳門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15,136,550

非流動資產總值 115,136,550

流動資產
存貨 102,135
應收賬款、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765,313
抵押定期存款 30,000,000
現金及銀行存款 11,396,634

流動資產總值 43,264,082

資產總值 158,400,632

權益及負債
資本及儲備
資本 112,000,000
累積損益 （260,210,320）

權益總值 （148,210,320）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1,065,540

非流動負債總值 1,065,54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預收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51,109,862
遞延收入 106,554
銀行借款 82,928,204
其他借款 171,400,792

流動負債總值 305,545,412

負債總值 306,610,952

權益及負債總值 158,40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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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 中天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本核數師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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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了中天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並於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五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

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上述經審核的財務報表相符。

為更全面了解該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財務狀況，摘要財務報表應與上述經審核財務報表一併參閱。

何美華

註冊核數師

何美華會計師事務所

澳門，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五日

（是項刊登費用為 $ 3,21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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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電二零一六年業績報告及財政結算

活動摘要

2016年澳門的用電量續創新高，總用電量為5,255吉瓦時，同比增長5.8%；用電高峰增長5.6%至932兆瓦。澳電一直致力為澳門
提供國際級供電服務，支持本地經濟持續發展。在2016年內澳電營運表現良好，所有關鍵績效指標均優於專營合同內訂定的目標，
純利為澳門幣7.46億元。

2016年燃油價格持續低企，令發電成本低於從內地輸入電力，本地發電增至787吉瓦時，較2015年增長4.5%，佔澳門總用電量
15%。另一方面，從國內輸入澳門的電量同比2015年亦增長6.2%，達4,306吉瓦時，從澳門焚化爐購買的電量為161吉瓦時，分別佔總
用電量81.9%及3.1%。

澳電持續投資於關鍵的基礎設施及重要的資產，以支持澳門特區的發展步伐及滿足不斷增長的電力需求。每年的投資額均大幅

高於收益，在2016年資本支出再創歷史新高，投資額為澳門幣13.17億元，較年收益高出77%。輸配電網建設及保養對供電穩定性至
為重要，澳電投資於電網的升級和擴展逾澳門幣6.6億元，令供電可靠度穩居於世界先進水平，基於澳電責任的平均服務可用指數　
ASAI）達99.9998%。

客戶總數比2015年輕微上升1.6%至253,229，在澳門特區政府的支持下，澳電自2008年一直提供電力收費調整系數折扣予A組
客戶以穩定電費價格，涵蓋超過99%的客戶，2016年折扣達3%至12%。

為優化網上服務體驗，澳電針對現今用戶的瀏覽習慣，將企業網站與「網上服務中心」整合為一體化的服務平台，連同「網上服

務App」以全新設計推出，為客戶提供更方便快捷的瀏覽及一站式服務體驗。此外，澳電亦透過更多不同的渠道加深市民對澳電工
作的了解，在2016年我們使用電費單信封、Facebook、及攝制一系列的宣傳片於公交及超市向市民介紹澳電為澳門維持穩定可靠供
電所作努力，以及推廣最新的節能及用電安全資訊等。

隨著服務超過一個世紀的澳門發電廠於2017年正式退役，成為澳門的集體回憶，澳電將繼續創新，不斷求進，與澳門市民共創
更繁榮的未來。

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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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表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報告

致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六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

零一七年三月十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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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附由管理層編制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財務報表的摘要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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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更全面了解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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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三月十日，於澳門

Síntese do Desempenho Anual

Em 2016, o consumo de energia aumentou 5,8% em comparação com o ano anterior e atingiu um novo recorde máximo de 5255 GWh, 
sendo que o pico da procura aumentou 5,6% para 932 MW. A CEM tem-se comprometido desde sempre em prestar a Macau um serviço 
de fornecimento de energia de nível mundial e em apoiar o desenvolvimento sustentável da economia local. A CEM teve um bom desem-
penho operacional em 2016, tendo todos os Indicadores-chave de Desempenho excedido os objectivos traçados no contrato de concessão. 
O lucro líquido foi de 746 milhões de pat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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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quanto que os preços do combustível mantiveram-se baixos em 2016, o nosso custo de produção foi inferior ao da importação de 
energia eléctrica do Continente. A produção de energia local aumentou 4,5% para 787 GWh desde 2015, representando 15% do total do 
consumo de energia de Macau. Para além disso, a energia importada da China continental em 2016 também aumentou 6,2% para 4306 
GWh desde 2015, e a energia adquirida à Central de Incineração de Resíduos Sólidos de Macau foi de 161 GWh, representando respecti-
vamente 81,9% e 3,1% do total da energia consumida. 

A CEM continuou a investir em infraestruturas e activos importantes, com o objectivo de apoiar o ritmo do desenvolvimento da RAE 
de Macau e fazer face à sempre crescente procura de energia. Todos os anos, o valor do investimento da CEM excede a receita. A nossa 
despesa de capital atingiu um novo recorde máximo de 1,317 mil milhões de patacas em 2016, 77% superior ao lucro anual. A construção 
e manutenção das redes de transporte e distribuição de energia são vitais para a estabilidade do fornecimento de energia. O Índice da 
Disponibilidade Média do Serviço (ASAI), tendo por base a responsabilidade da CEM, atingiu os 99,9998%.

O número de clientes aumentou ligeiramente, comparativamente a 2015, cerca de 1,6% para 253.229. Com o apoio d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a CEM tem vindo a oferecer descontos na Cláusula de Ajustamento da Tarifa (TCA, na sigla inglesa) aos clientes do 
Grupo Tarifário A, desde 2008, com o objectivo de manter a tarifa estável, cobrindo mais de 99% dos clientes. Os descontos situaram-se 
entre os 3% e os 12% em 2016. 

Com o objectivo de providenciar aos clientes uma melhor experiência de serviços online, a CEM integrou o seu website corporativo e 
o “portal e-Serviços” numa única plataforma de serviços, baseada nos hábitos de consulta dos utilizadores de hoje, e lançou a nova “App 
e-Serviços”, a qual permite aos clientes visualizações mais rápidas e convenientes e uma experiência de serviço “one-stop”. Além disso, a 
CEM utiliza vários canais para aumentar o conhecimento dos cidadãos sobre o trabalho da Empresa. Em 2016, apresentámos as iniciati-
vas levadas a cabo para manter o fornecimento de energia estável e fiável em Macau e promovemos informações úteis sobre poupança de 
energia e segurança através dos envelopes das facturas de electricidade, Facebook, e uma série de vídeos promocionais disponibilizados 
em transportes públicos e supermercados. 

A Central Térmica de Macau, a qual serviu Macau durante mais de um século, será oficialmente desactivada em 2017, tornando-
-se parte das memórias colectivas de Macau. A CEM irá continuar a inovar e a crescer, de mãos dadas com os cidadãos de Macau, para 
construir um futuro mais próspero.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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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6

Relatório dos Auditores Independentes sobre Inform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os accionistas da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CEM, S.A.

(Sociedade anónima incorporada em Macau)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CEM, S.A. relativas ao ano de 2016, 
nos termos d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10 de Março de 2017, expressámos uma opinião sem reservas relativamente à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que auditámos, integram o balanço, à data de 31 de Dezembro de 2016, 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a demons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o capital próprio e a demonstração de fluxos de caixa relativas ao ano findo, bem como um resumo das 
principai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adoptada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reparadas pela gerência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nuais auditadas da Socie-
dade.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da Sociedade.

Para 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Sociedade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assim com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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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de Março de 2017.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77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1 7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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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屠宰場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澳門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33,573,680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1,175,400

預收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856,123

現金及銀行存款                                                 $23,108,445

流動資產總值                                            $25,139,968

資產總值                                             $58,713,648

權益及負債

股東權益

註冊資本                                                $40,000,000

重估儲備                                                $38,047,022

累積損益                                                      （$20,182,472）

 $57,864,55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323,675

應付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405,691

所得稅備用金                                                      $119,732

流動負債總值                                                    $849,098

權益及負債總值                                                 $58,713,648

二零一六年度

行政管理機關報告

澳門屠場有限公司於二零一六年收入方面錄得澳門幣貳仟零玖拾陸萬伍仟肆佰零肆元叁角捌分（MOP20,965,404.38）。在支出
方面，錄得澳門幣貳仟壹佰叁拾壹萬壹仟壹佰壹拾肆元玖角貳分（MOP21,311,114.92）。全年總結稅後虧損為澳門幣叁拾玖萬貳仟
捌佰零肆元伍角肆分（MOP 392,80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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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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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度

監事會意見書

澳門屠宰場有限公司（『公司』）的董事會己向本監事會提交了公司二零一五年度財務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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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監事會己按照公司章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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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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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二零一六年度之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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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 斌              委員：何美華

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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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lanço
Até 31 de Dezembro de 2016

   
 Patacas

Activo  

Activo não corrente  

Propriedades, maquinaria e equipamento $33,573,680 
 

Activo corrente  

Contas a receber $1,175,400

Contas antecipadas, depósitos e outras contas a receber $856,123

Caixa e depósitos bancários $23,108,445

Total do activo corrente $25,139,968

Total do activo $58,713,648  

Capital próprio e passivo  

Capital próprio  

Capital social $40,000,000

Reservas de reavaliação $38,047,022

Resultados acumulados ($20,182,472)

 $57,864,550 

Passivo corrente  

Contas a pagar $323,675

Custos a pagar e outras contas a pagar $405,691

Imposto Complementar de Rendimentos $119,732

Total do passivo corrente $849,098

Total do capital próprio e do passivo $58,713,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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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 de 2016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Em 2016, o Matadouro de Macau, S.A.R.L., registou receitas de vinte milhões, novecentas e sessenta e cinco mil, quatrocentas e 
quatro patacas e trinta e oito avos (MOP20,965,404.38). Em relação às despesas registaram-se vinte e um milhões, trezentas e onze mil, 
cento e catorze patacas e noventa e dois avos (MOP21,311,114.92). Durante o ano regista-se uma perda de trezentas e noventa e duas mil, 
oitocentas e quatro patacas e cinquenta e quatro avos (MOP392,80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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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de Fevereiro de 2017

Ano de 2016
Parecer do Conselho Fiscal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o Matadouro de Macau, S.A.R.L. (Sociedade) entregou o Relatório Financeiro d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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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desta Socied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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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elatório Financeiro de 2016 da Sociedade;

2. Relatório Anual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e 

3. Relatório de Examinação do auditor externo.

Conselho Fiscal

Presidente: Ung Sau Hong

Vice-Presidente: Zhong Bin

Membro: Ho Mei Va                      

Macau, aos 21 de Fevereiro de 2017.

（是項刊登費用為 $5,8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 880,00)

印 務 局
Imprensa Oficial

每 份 售 價 $244.00

PREÇO DESTE NÚMERO $ 2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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