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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大灣區青年發展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

案組1號34/2019號。

澳門大灣區青年發展協會

章程

第一章

名稱、宗旨及會址

第一條──本會名稱：

中文名稱：“澳門大灣區青年發展協

會”；

英文名稱：“Macau Youth Greater 
Bay Area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第二條──宗旨：

本會的宗旨以粵港澳大灣區概念為

基礎，尤其主要為有志參與大灣區發展、

創業及工作之澳門青年服務，並且配合國

家發展政策，重視大灣區青年之成長，同

時對大灣區青年之可持續發展提供意見

及建議並進行研究。

第三條──會址：澳門沙梨頭海邊街

54號黎氏企業中心2樓。

（經會員大會同意可搬遷到澳門任何

地址）

第二章

會員的資格、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會員的資格、權利與義

務：

（一）本會的會員以大學生及研究生

為主軸，同時認同本會宗旨及願意遵守本

會章程者，經申請並獲本會理事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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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護本會合法權益和良好形象；執行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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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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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及促進會員之間互助合作；不得作出

任何有損本會聲譽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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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為本會之最高職權機

構，主席團由大會選舉產生，由三人或以

上單數成員組成，包括會長一名、副會長

若干名及秘書一名，每三年改選一次，可

連選連任。

（二）每年召開平常大會會議一次，

如有特別事故，由理事會建議或四分三會

員要求，可召開臨時會員大會。會員大會

及臨時會員大會之召集最少提前八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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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章程的決

議，須獲出席社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解

散法人或延長法人之存續期之決議，須獲

全體社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三）會員大會之職權：

（1）批准及修改章程及內部規章；

（2）選出及罷免主席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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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報告及帳目結算。

第七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

成員人數不確定，其總數目必須為單數。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及理事若

干名，秘書一名。其任期與會員大會主席

團成員任期相同，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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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理事會通常每年召開例會四

次，討論會務，如有必要，可由理事長召開

特別會議。

（四）理事會之職權為：

（1）執行會員大會所有決議；

（2）研究和制定本會的工作計劃；

（3）訂定內部規章及各項事務細則，
領導及維持本會之日常會務、行政管理、

財務運作及按時提交大會每年會務報告

及帳目結算；

（4）召開會員大會。

第八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包括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若干

名，任期三年，由會員大會選出，可連選

連任。

（二）監事會之職權為：

（1）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決策及工
作活動；

（2）審核本會財政狀況和帳目；

（3）提出改善會務及財政運作之建
議。

第四章

經費

第九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經費

來源主要來自會費及由各方面熱心人士

捐贈或政府及公共實體的贊助。

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8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87,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關懷慈善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1號33/201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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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關懷慈善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名稱

中文名稱：“澳門關懷慈善會”；

英文名稱：“Macau Care Char ity 
Association”。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性質之慈善團體，宗旨

為：

（一）秉持「關懷弱勢，濟困助學，救

濟賑災，服務社會」的理念方針；

（二）致力服務弱勢社群，援助國內

貧困偏遠地區；

（三）推動紓困工作，關懷弱勢社群，

致力改善民生，共建和諧社會；

（四）弘揚善心及博愛精神。

第三條

會址

（一）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沙梨頭海邊

街54號黎氏企業中心2樓；

（二）經本會會員大會的同意，本會

會址可遷至本澳任何地方。

第四條

整體定位

本會秉持愛國愛澳的優良傳統，關注

澳門及國內的弱勢社群及內地貧困地區，

致力改善人民的生活素質，以促進澳門及

國內社會未來的美好發展。

第二章

會務範圍

第五條

會務工作之列舉

本會致力推行以下慈善工作：

（一）定期組織義工隊進行探訪活

動，探訪對象如老、弱、病、殘等本澳弱勢

社群。

（二）定期到國內貧困地區進行考察，

為上述地區建議改善方案及紓困措施。

（三）組織義工隊到國內貧困災患地

區進行賑濟救災工作。

（四）設立慈善助學基金，對國內適

齡入學之貧困兒童提供就學資助。

（五）設立募捐計劃，所得款項用以

資助本澳弱勢社群及國內濟貧扶困工作。

第六條

團體合作

本會定期與澳門特區政府部份慈善

團體及非牟利福利機構合作舉辦慈善活

動，並加強與上述團體及福利機構之間的

溝通與聯繫。

第三章

會員

第七條

會員資格及數目

（一）本會的會員以社會熱心及有心

之士、有志參與義工工作及熱心慈善活動

的青年及社會人士為主，同時認同本會宗

旨及願意遵守本會章程者，經申請並獲本

會理事會批准，即可成為會員。

（二）本會會員數目不設上限。

第八條

權利

本會會員均享有下列權利：

（一）參加會員大會；

（二）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三）參加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及享

有本會所賦予的權利；

（四）有權對本會的會務提出批評和

建議；

（五）會員有退會的自由，但應向理

事會提出書面申請。

第九條

義務

會員之義務為：

（一）遵守本會的章程，維護本會合

法權益和良好形象；

（二）執行本會會員大會和理事會的

決議；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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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間互助合作；

（四）不得作出任何有損本會聲譽之

行為。

第四章

組織架構

第十條

組織架構

本會的組織架構為：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十一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之最高職權機

構，主席團由大會選舉產生，由三人或以

上單數成員組成，包括會長一名、副會長

若干名及秘書一名，每三年改選一次，可

連選連任。

（二）每年召開平常大會會議一次，

如有特別事故，由理事會建議或四分三會

員要求，可召開臨時會員大會。會員大會

及臨時會員大會之召集最少提前八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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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章程的決

議，須獲出席社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解

散法人或延長法人之存續期之決議，須獲

全體社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三）會員大會之職權：

（1）批准及修改章程及內部規章；

（2）選出及罷免主席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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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報告及帳目結算。

第十二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

成員人數不確定，其總數目必須為單數。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及理事若

干名，秘書一名。其任期與會員大會主席

團成員任期相同，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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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理事會通常每年召開例會四

次，討論會務，如有必要，可由理事長召開

特別會議。

（四）理事會之職權為：

（1）執行會員大會所有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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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和制定本會的工作計劃；

（3）訂定內部規章及各項事務細則，
領導及維持本會之日常會務、行政管理、

財務運作及按時提交大會每年會務報告

及帳目結算；

（4）召開會員大會。

第十三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包括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若干

名，任期三年，由會員大會選出，可連選

連任。

（二）監事會之職權為：

（1）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決策及工
作活動；

（2）審核本會財政狀況和帳目；

（3）提出改善會務及財政運作之建
議。

第五章

經費

第十四條

經費來源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經費來源主要

為：

（一）會員繳納的入會費；

（二）來自本會活動的收入；

（三）政府機關、各界人士及機構給

予的贊助及捐獻。

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3,27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274,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煒翔體育會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

設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

件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

存檔於本署2019/A S S/M2檔案組內，編
號為78。

煒翔體育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煒翔體

育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黑沙

環祐成工業大廈第一期2樓B1。

第二章

宗旨

第三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

第四條——本著弘揚愛國愛澳的體

育精神；推廣本地的體育運動發展和文

化，以及推動國際間的互相交流，提高本

澳居民對體育運動的興趣之餘，更著重於

鼓勵本澳的兒童和青年積極參與體育活

動，發展身心，並透過參加運動比賽獲得

更大的成就感，以及可以揚名海外。

第三章

會員

第五條——所有感興趣的人士及認同

本會宗旨及章程者，均可申請入會。

第六條——申請成為會員者，經理事

會通過審批，即可成為本會會員。

第七條——本會會員一律享有法定之

各項權利及義務。

第八條——會員的權利：

a）會員可出席參加本會的會員大會；

b）參與任何本會所舉辦的活動享有
優惠計劃。

c）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等權利。

第九條——會員的義務：

a）維護本會的聲譽，不可做任何對本
會聲譽及權利受損的行為。並促進本會的

進步和發展；

b）遵守本會所有章程的規定；

c）遵守領導機構的決議；

d）按時繳交會費及年費；

e）有義務向公共大眾推廣本會舉辦
的活動。

第十條——會員如未能履行有關義

務，經會員大會決議後可開除其會籍。

第四章

組織架構

第十一條——本會組織架構包括會

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監事會。其中的

成員是在會員大會上由選舉產生，任期兩

年，並可連任。

第十二條——選舉形式是不記名投

票，並以絕對多數票通過，候選名單由會

員各自提出。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設一主席團，

由一名會長，一名副會長，一名秘書長及

兩名委員組成。

第十四條——（一）會員大會之權

限：

a）修改章程及會徽、及決定各會務工
作；

b）負責選舉各領導部門之成員及革
除其職務；

c）討論及通過理事會之每年工作報
告及財政報告；

d）解散本會，以及針對行政管理機
關成員在執行職務時所作出之事實而向

該等成員提起訴訟時所需之許可；

e）修訂入會基金及會費。

（二）所有決議須獲出席社員四分之

三贊同票通過。

第十五條——會員大會需每年召開一

次，或在必要的情況下由理事長或者會員

大會主席團會長要求召開，但需提前八天

通知，並以掛號信或最少提前八天透過簽

收方式而為之，並清楚列明會議之日期、

時間、地點及議程。

第十六條——理事會中設一名理事

長，一名副理事長，兩名秘書，一名財政。

理事會的成員人數永遠是單數。

第十七條——理事會之權限為：

a）管理本法人；

b）負責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c）制定年度管理報告及計劃書；

d）在法庭內外代表法人或指定另一
人代表法人；

e）每年提交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
告；

f）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其他義務。

第十八條——監事會由三位成員組

成，設一名監事長，一名秘書和一名監

事。

第十九條——監事會之權限為：

a）監督理事會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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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c）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其他義
務。

第二十條——上述各組織成員之職務

不可同時兼任，每屆任期為二年，由會員

大會從具有投票權之會員中選出，並可連

選連任。

第二十一條——經理事會批准，本會

得聘請有關人士為名譽會長、名譽副會長

及名譽顧問。

第五章

經費

第二十二條——本會財政主要來源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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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捐贈和資助。

第二十三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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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補充條款細則

第二十四條——本會章程未盡之處，

得由理事會提出修改議案，交會員大會審

議修改之。

第二十五條——本章程若有修改，得

由會員大會以出席會員的四分之三贊同票

通過修訂解決。而解散本會的決議，同樣

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二十六條——本章程未有列明之事

項將按澳門現行之有關法律規定處理。

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黃慧華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2,55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550,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射手座桌球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9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1/2019/A S S檔案組第25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射手座桌球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射手座桌球會”，英

文名稱為“Sg Snooker Club”（以下簡稱
“本會”）。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一非牟利社團。宗旨為：推

廣、推動及發展澳門桌球運動項目，組織

會員與本地球員及周邊地區的球員及俱

樂部進行交流。

第三條

會址

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3號昌龍工業大
廈四樓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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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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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票為有效。

第九條

監事會

一、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會，負責監
督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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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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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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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於海島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0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06,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One Cue桌球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9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1/2019/A SS檔案組第24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One Cue桌球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One Cue桌球會”，
英文名稱為“One Cue Snooker Club”
（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一非牟利社團。宗旨為：推

廣、推動及發展澳門桌球運動項目，組織

會員掌握基本技術，提升桌球的綜合技

術。

第三條

會址

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3號昌龍工業大
廈四樓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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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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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票為有效。

第九條

監事會

一、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會，負責監

督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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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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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於海島公證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2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27,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京劇藝術推廣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9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1/2019/A S S檔案組第23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京劇藝術推廣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京劇藝術推

廣協會”，英文名稱為“Macao Beij i ng 
Opera Art Promotion Association”。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

在澳門弘揚推廣京劇及京劇衍生藝
術文化，發掘澳門京劇愛好者和人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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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相關教育、培訓及交流，定期及不定期

舉辦相關培訓、論壇、展覽和演出，搭建

世界各地華人地區戲劇界的交流平臺。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十月初五街135A
新發大廈地下。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

後，便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享

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

機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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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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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和理

事各若干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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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定籌募之。

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於海島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1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17,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聖體御侍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名稱社

團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8年《社團及財團存
檔文件》檔案組1/2018號第1號文件第1至
5頁，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聖體御侍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聖體御侍會」。

第二條

宗旨

本會宗旨為：

（一）本會屬非牟利社團，發揚天主
教教義，專注於朝拜聖體靈修。

（二）推動及鼓勵本會會員以自由意
志依照所選擇的在俗獻身方式，依本會的
規定度生活。奉獻自己，在生活中實踐福
音教導，參與教會的救世使命。

（三）推動及鼓勵本會會員宣發忠
貞、侍奉聖體、主前朝拜、明供聖體的聖
願，為世界、社會及教會祈福，並協助身、
心、靈破碎的人士得以復原。

（四）推動及鼓勵可能身、心、靈有某
程度破碎的會員，應全心熱愛聖體。

（五）發揚精神價值，促進人與人之
間的和諧及愛德。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板樟堂街16 -1號
顯利商業中心3字樓43室，經理事會決議
會址可遷往澳門任何地區。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具天主教徒身份，熱心教會事務，
且認同本會宗旨及願意遵守本會章程者，
經本會兩位會員推薦及理事會決議批准，
可成為本會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享有法定之權利，尤其是：
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參加本會所舉辦的各
項活動及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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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員需遵守法定、本會章程及

決議的義務。

（三）會員違反本會規章參與導致損

害本會聲譽的活動及言論，經理事會決議

可被開除會籍，而有關決議應經下次會員

大會確認。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

機構

本會組織包括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

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由全體具完全權利之

會員組成，並依法行使其職權，負責選舉

委任領導架構成員；修改章程及制定會務

方針；審議和表決理事會工作報告和財務

年度報告及活動計劃和預算。

（二）會員大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平

常會議，提前八天透過掛號方式或由會員

簽收的方式召集，召集書內須注明會議的

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如遇重大或特

別事項亦得召開持別會員大會。

（三）會員大會出席人數須為全體會

員的二分之一或以上方為有效。

（四）會員大會的決議須獲出席會員

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五）修改章程或解散本會之決議，

須獲全體會員按照法律規定所要求之票

數通過。

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

關，依法行使其職權，負責執行會員大會

決議；策劃及籌辦本會的活動；

（二）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最少

三名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設主席一名、

理事三名、財務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

可連選連任。

（三）本會一切責任之承擔，包括法

庭內外，一切法律文件，需由主席或理事

與財務聯名簽署方為有效，一般文書交

收，則由任何一位理事簽署。

第九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依法

行使其職權，包括對理事會的行政及財政

進行監察，並制定意見書。

（二）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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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來源由會員及熱心人士捐贈，

以及政府、其他公共及私人機構之資助。

第五章

其他

第十一條

附則

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概依澳門特別

行政區現行法律處理。

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於澳門特別

行政區

私人公證員 石立炘Paulino 
Comandante

（是項刊登費用為 $2,28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289,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攝影學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修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1號38/2019號。

澳門攝影學會

修改會章

第三章

組織

八、組織架構：本會組織架構分為：

1）會員大會；

2）理事會；

3）監事會。

其領導及成員均由會員大會選舉產

生，每兩年一任。除會員大會主席、理事

長及監事長只可連任一次，（以後再次被

選可以再任），其餘成員連選得連任。理

監事如有曠廢職務，行為不檢或有損本會

聲譽得提請會員大會罷免之。

九、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負
責修改會章，審議及通過理事會提交之工

作報告及財務報告。

2. 會員大會，主席團設主席一人，副
主席三人或以上，秘書一人，總人數須為

單數。

3. 會員大會的召集，會員大會每年召
開一次，由理事會負責召開，大會之召集

須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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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必要時，由全體會

員半數或以上聯名提請，得臨時召開特別

會員大會。

4. 會員大會最少有全體會員半數或以
上出席或參加，方為有效，若人數不足得

順延半小時召開，順延召開之會員大會不

論人數多少均作有效。

5. 會員大會閉會期間，主席及副主席
負責督促及協調本會之會務工作。

十、理事會：

1. 理事會為本會之執行機構，負責執
行會員大會決議，計劃和推行會務，向會

員大會提交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

2. 理事會由三十五位或以上理事組
成，總人數須為單數，如因工作需要，可

特聘專項人員協助工作，各部門可聘請幹

事協助工作。

3.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對內領導日
常會務，對外代表本會；副理事長若干人，

協助理事長領導各部門工作，如遇理事長

缺席時，代行理事長職權；秘書長一人，領

導秘書處處理日常文書工作，另設副秘書

長若干人及理事若干人。 

理事會下設財政，會員，學術，賽務，

活動，展覽，網頁管理，沙龍投寄及青年

委員會等部門，各設正部長一人，副部長

若干人或可因應部門實際情況而不設副

部長；青年委員會，設主任委員一人，副主

任委員三人或以上，但總人數需為單數，

秘書一人。各部門均由理事會選出若干理

事擔任。

理事會可特聘具影響力之會員為國際

攝影展覽委員會主席，委員由應屆主席負

責邀請。

名銜審議委員會設主席一人：委員必

須具備資歷，由應屆主席提名，經理事會

通過。每次名銜考試須最少有五位委員出

席參加評選方為有效。

4. 理事均為義務性質，如因會務工作
需要得聘請職員處理日常會務並酌予車

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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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監事會：

1. 監事會為本會的監察機關，負責監
察理事會工作，審核本會之財政賬目。對

理事會之工作報告提出意見。

2. 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三
人或以上，監事若干人，總人數須為單數。

十二、名譽會長：經由本會三大架構成

員聯合會議提名通過，本會得聘請長期熱

心支持本會之社會賢達擔任名譽會長。

十三、顧問：經由本會三大架構成員

聯合會議提名通過，本會得聘請若干名名

譽顧問及會務顧問，支持及推動會務之發

展。

第五章

會費

十六、會費類別：會員入會時須繳交

會費。

1. 永遠會員需一次過繳交會費，會費
由理事會訂定。

2. 普通會員需每年繳交會費，會費由
理事會訂定（在讀學生之會費減半）。

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5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57,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望廈青年義務工作者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修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1號36/2019號。

澳門望廈青年義務工作者協會

章程修改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定義

一、保留不變

二、保留不變

三、本會英文全稱為「Macao Mong 
Ha Youth Volunteers Association」，英
文簡稱為「M.H.Y.V.A」。

第四章

附則

第十九條——會徽

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65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58,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混凝土檢測維修及防水工程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修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1號35/2019號。

澳門混凝土檢測維修及防水工程協會

章程修改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十三條——理事會

理事會由七至四十九名會員組成，人

數必須為單數，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每

屆任期三年，可通過會員大會選舉連任。

理事長可連任二屆，即總任期最多不超過

六年，連任須以連續方式，不得任期屆滿

間斷後再回任。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

理事長二至十一人、常務理事及理事若干

人。理事長領導理事會處理日常會務，召

開及主持每月理事會議及特別會議，向會

員報告工作、提出計劃及建議，副理事長

協助理事長會內工作。當理事長出缺時，

由理事長選出的副理事長代理其職務。

第十四條——監事會

監事會由三名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

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每屆任期三年，可

通過會員大會選舉連任。監事長可連任二

屆，即總任期最多不超過六年，連任須以

連續方式，不得任期屆滿間斷後再回任。

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至三

人、監事若干人，由當選監事互選產生。監

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監督會員大會

及理事會執行之決議、監督理事會之所有

行政及財政行為、定期審核帳目及對理事

會的年度工作及帳目報告發表意見。監事

長負責制定工作計劃，副監事長協助監事

長工作。當監事長出缺時，由副監事長選

出的副監事長代理其職務。

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77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771,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運動伸展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修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1號37/2019號。

澳門運動伸展協會之修改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南灣大馬路429
號南灣商業中心20樓F室，經會員大會決
議，本會會址可遷往澳門任何地方。

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43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31,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摔跤協會

Associação de Luta Livre de Macau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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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檔於本署2019/A S S/M2檔案組內，編
號為77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一條——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中國澳門摔跤協

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Luta 
Livre de Macau, China”，英文名稱為
“Wrestl ing Associat ion of Macao, 
China”（以下簡稱“本會”）。

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黃慧華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45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54,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法律工作者聯合會

Associação de Agentes da 
Área Jurídica de Macau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存檔於本署2019/A S S/M2檔案組內，編
號為75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二條

會址

本會地址設於澳門慕拉士大馬路218
號A澳門日報大廈19樓C。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組織，宗旨是在維護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權威，遵守《澳

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前提下，廣泛團結

澳門各界法律工作者，充分發揮澳門法律

工作者的專業優勢和社會影響力，成為廣

大法律工作者開展業務交流、相互合作、

聯誼的平台，為澳門的法制建設和法治社

會作出貢獻。

第四條

會員

凡具有法律學科的大專或以上學歷，

以及從事法律教育與研究、法律實務、立

法活動，及認同本會章程者，均可提出書

面入會申請，經理事會批准和繳納會費，

即成為本會會員。

第六條

會員的義務

一、（保持不變）

二、（保持不變）

三、（保持不變）

四、繳納由理事會決議的一次性永久

會費。

第七條

會員身份之喪失及權利之中止

一、（保持不變）

二、會員如有不履行本章程規定之義

務或違反本會作出之有效決議或任何損

害本會聲譽或利益的行為，經理事會議

決，可給予口頭警告，乃至中止或終止會

籍及本會職務的處分。被終止會籍者已繳

納之費用概不退還。

三、（保持不變）

第十一條

理事會

一、（保持不變）

二、（保持不變）

三、（保持不變）

四、（保持不變）

五、（保持不變）

六、理事會設秘書處作為辦事機構，

負責承辦理事會的日常工作。秘書處設秘

書長一人，副秘書長若干人。

第十三條

會議

一、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平常會

議，由理事會召集。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最

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簽收或其他適當

法定方式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

期、時間、地點及議程。可應監事會或最

少四分之一的會員的請求，召開會員大會

特別會議。

二、（保持不變）

三、理事會會議最少每年舉行一次，

常務理事會會議最少每年舉行兩次；會議

均須有過半數成員出席方為有效。

四、監事會會議最少每年舉行一次；

會議須有過半數成員出席方為有效。

五、（保持不變）

六、（保持不變）

七、（保持不變）

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黃慧華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1,58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587,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社會保障學會

Associação de Segurança Social 
de Macau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存檔於本署2019/A S S/M2檔案組內，編
號為81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在澳門和樂

大馬路232嘉應花園第一座20樓A座。

第七條——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

會長若干名，秘書若干名，任期二年。

第八條——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會員大

會，由理事會負責安排，召集書至少在會

議舉行八個工作天前發出。出席人數以超

過半數方為有效。若出席人數不足時，會

議順延半小時才開始，屆時不論出席人數

多少均視為有效。一般決議取決於出席會

員之絕對多數票，而章程之修改則必須獲

出席會員四分之三贊同，解散本會或延長

本會之存續期則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

贊同。

第十條第二項——選出或罷免會員

大會領導成員及理事會、監事會的成員；

第十一條——理事會至少由三人組

成且為單數，經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理

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若干名，任

期二年。

第十四條——監事會成員至少由三

人組成，且為單數，經會員大會選舉產

生。設監事會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若干

名，任期二年。

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黃慧華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71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7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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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藝駿青年發展協會

（簡稱：藝駿青年）

Associação de Desenvolvimento da 
Juventude de Ngai Chon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存檔於本署2019/A S S/M2檔案組內，編
號為79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一章第四條——職能：

（一）為本澳青年義工提供參與社

會、服務社群的機會，鼓勵及促進青年人

自我增值；

（二）提升澳門青年對藝術的興趣，

促進澳門與外界在藝術文化之合作與交

流；

（三）推動澳門藝術文化事業的發

展、加強及發掘藝術文化人才；

（四）主辦、協辦各項活動、講座及

研討會。

第三章第十一條第一款：（一）由會員

大會選出單數最少為三人組成，負責處理

日常會務工作。理事會需召開理事會議，

全體票選得出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若干

人、職能不同之理事因應會務發展之需要

而加設，並需由理事會通過方可加設職務

理事。

第三章第十三條第一款：（一）由會員

大會選出單數最少為三人組成，監事會互

選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若干人及監事若

干人。

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黃慧華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77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771,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Cheong Loc Clube Musical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存檔於本署2019/A S S/M2檔案組內，編

號為76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Artigo segundo

A sede da Associação encontra-se ins-
talada na Estrada Marginal da Ilha Verde, 
n.º 1239, 6.º andar H, Edif. Chun Hei Gar-
den, Bloco I-II, Macau.

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黃慧華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408.00）

(Custodestapublicação$408,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護老者協會

Associação de Cuidadores dos Idosos de 
Macau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存檔於本署2019/A S S/M2檔案組內，編

號為80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四章（會議）第十九條：常務理事

會議每年至少召開三次，理事會會議每年

至少召開二次，由理事長召集。在理事長

認為必要時，可召開臨時會議。

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黃慧華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408.00）

(Custodestapublicação$4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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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電訊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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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有限公司（「本公司」）二零一八年的年度報告，包括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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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經濟概況

在二零一八年首三季，澳門經濟增長了百分之五點六，合理對應了二零一八年博彩毛收入增長百分之十四，而二零一七年度增長則為

百分之十九。二零一八年估計入境遊客約為三仟六百萬人次，比二零一七年度增長了百分之十。二零一八年度通脹率為百分之三，而失

業率大概維持少於百分之二之低水平。

主要業務回顧

本公司繼續按照特許合同營運澳門公共電訊服務，營運本地及國際固網電話服務。根據在二零零九年對此特許合同所作修訂，本公

司保留了以非專營形式，不間斷地經營固網服務，由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起直至二零一六年底，為期五年。再根據有關合同第四條條

文，特許合同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照原有條款自動續期了五年，直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除此之外，本公司根據牌照編號1/2013，營運設置及經營固定公共電信網絡業務，涵蓋了提供頻寬予持牌電訊商，經營本地及國際
專線租賃及數據中心等服務。牌照編號1/2013的簽發刊登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日政府公報，有效期直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公司是四個營運設置及經營長期演進技術（“LT E”）第四代地面流動通訊服務牌照的服務經營商其中一個，自二零一五年十月
二十日起提供相關服務。有關牌照編號1/2015的簽發，刊登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政府公報，有效期為八年直至二零二三年六月
二十四日。本公司是當中唯一同時採用頻分雙工（FDD）及時分雙工（TDD）兩套技術模式的服務經營商。

本公司繼續持有牌照經營第二代（GSM）及第三代（WCDMA）地面流動通訊網絡服務，有關服務經營須與其餘三個營運商競爭，
牌照編號1/2007，有效期直至二零二三年六月四日。

本公司亦根據互聯網服務經營牌照編號13/2003提供互聯網服務。有關牌照已於二零一八年四月續期五年至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三
日。

在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的營業額為澳門幣四十八億五仟九百萬元，比之前年度之澳門幣三十五億八仟五百

萬元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六。營業額之增加主要在於流動通訊及其他設備銷售的增加，有關營業額比之前年度增加了百分之一百零

九。若不包括流動通訊及其他設備銷售的營業額，本公司其餘業務的營業額在二零一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一。年度營業額增幅主要來

自流動通訊服務（百分之五），互聯網及數據中心服務（百分之四）及專線租賃服務（百分之四）。然而，國際固網話音服務（百分之

三十七），商業方案服務（百分之七）及本地固網話音服務（百分之三）的減幅抵消了部分上述增幅。服務收入的增加主要來自流動通

訊出入境跨域和預付卡服務，以及在互聯網業務上的增長。

隨著流動通訊及其他設備營業額的增加，本公司的直接銷售成本也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四。儘管面對勞工市場緊張以及通脹帶

來的成本上升壓力，本公司包含折舊費用的經營費用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三。

綜合上述各種因素，本年度本公司稅後盈利為澳門幣九億四仟一百萬元，比之前年度增加了百分之七。

在二零一八年，本公司投入的資本性開支為澳門幣二億八仟七百萬元，比之前年度減少了澳門幣九仟八百萬元。二零一八年度本公司

大型項目主要是包括LTE流動通訊網絡，寬頻互聯網網絡和專線服務網絡的系統擴建，以及固網和互聯網服務的計費系統。

固網電話

在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接獲新電話服務申請6,279宗（二零一七年：9,850宗）。安裝電話線路總數8,766
條（二零一七年：9,916條），當中包括新電話線路5,129條，電話線路外部搬遷2,983條以及其他增值服務線路654條。扣除15,696宗
（二零一七年：17,524宗）停止服務申請後，電話線路減少6,930條（二零一七年：減少7,608條）。固網電話系統總數年終時共有線路
133,031條（二零一七年：139,961條）。

二零一八年由澳門打出的國際長途電話共七千二百萬分鐘，較二零一七年減少了百分之九。二零一八年打入澳門的國際長途電話共

九千二百萬分鐘，較二零一七年減少了百分之三。

流動電話

澳門流動電話市場人口滲透率至年底已達百分之三百三十六（二零一七年：百分之三百三十九）。與此同時，本公司的流動電話客

戶數為952,761個（二零一七年：970,384個），比去年減少了百分之二。在年底，流動寬頻客戶數為292,343個（二零一七年：271,258
個），比去年增長了百分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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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

在二零一八年，本公司的互聯網用戶增長至187,309個（二零一七年：182,245個）。年內，百分之二十一原有家居銅線網用戶選擇升級
為家居光纖寬頻用戶。在二零一八年底，使用家居光纖寬頻的互聯網用戶達135,926個。

法定儲備

根據《商法典》第四百三十二條，公司的法定儲備已達公司資本額的四分之一。本公司在二零一八年無須再增加法定儲備。

董事

本年度內及截至本報告日的董事為：

辛悅江先生——主席

林振輝先生——代表中信國際電訊集團有限公司

潘福禧先生——董事總經理

陳天衛先生

費怡平先生

蔡大為先生（於2018年12月13日辭任）

劉惠明女士——代表澳門郵政儲金局

葉明旺先生

溫建南先生

監事會

本年度內及截至本報告日的監事會成員為：

劉基輔先生——主席

鍾煥玲女士

李燕明女士

劉國麟先生

葉國興先生

承董事會命

潘福禧

董事總經理

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 澳門電訊有限公司各股東：

我們按照國際審計準則審核了澳門電訊有限公司二零一八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

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要求編制，由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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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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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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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一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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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澳門幣）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註）

收入 4,859,449,783 3,584,634,572

其他損失 (294,048) (2,569,508)

營運成本及費用 (3,786,532,311) (2,576,454,861)

經營溢利 1,072,623,424 1,005,610,203

利息收入 1,103,140 1,042,248

界定福利公積金利息成本 (2,107,877) (3,178,668)

稅前溢利 1,071,618,687 1,003,473,783

所得稅 (130,848,069) (122,490,185)

本年溢利 940,770,618 880,983,598

註：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初始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同收入」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
具」。根據所選用的過渡方法，未重述比較信息。

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澳門幣）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註）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28,621,752 1,699,894,665

——無形資產 5,881,097 8,549,820

——投資於附屬公司 10,324 10,324

——遞延稅項資產 9,178,620 6,439,124

——合同資產 42,518,848 -

——其他非流動資產 1,296,719 35,799,794

1,687,507,360 1,750,693,727

流動資產

——存貨及其他合同成本 99,682,342 105,240,540

——合同資產 174,255,487 -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403,232,633 444,453,459

——聯號貸款 5,157,500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37,283,330 339,978,854

919,611,292 　 889,672,853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537,860,489 729,897,446

——合同負債 98,233,906 -

——即期稅項 132,140,160 125,654,981

768,234,555 855,55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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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幣）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註）

流動資產淨值 151,376,737 34,120,426

非流動負債

——界定福利公積金淨負債 102,530,514 70,357,675

資產淨值 1,736,353,583 1,714,456,47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0,000,000 150,000,000

——法定儲備 37,500,000 37,500,000

——資本繳入儲備 11,224,642 11,224,642

——保留溢利 1,537,628,941 1,515,731,836

權益總額 1,736,353,583 1,714,456,478

註：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初始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同收入」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
具」。根據所選用的過渡方法，未重述比較信息。

承董事會命

潘福禧

董事總經理

葉明旺

董事

COMPANHIA DE TELECOMUNICAÇÕES DE MACAU, S.A.R.L.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8

Relatório de Gestão

EXMOS. SENHORES ACCIONISTAS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tem o prazer de apresentar o seu Relatório Anual sobre a demonstraç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Compa-
nhia de Telecomunicações de Macau, S.A.R.L. (“CTM” ou a “Empresa”) e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para 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8.

A ECONOMIA DE MACAU

Nos primeiros três trimestres de 2018, o PIB de Macau apresentou um crescimento de 5.6%. Isso refletiu um aumento razoável de cerca 
de 14% nas receitas da indústria do jogo durante 2018, comparativamente com o aumento de 19% registrado em 2017. O número de tu-
ristas recebidos em 2018 foi de 36 milhões, o que representa um aumento de 10% face a 2017. A taxa de inflação em 2018 foi de cerca de 
3%, mantendo-se estável a taxa de desemprego abaixo dos 2%.

PRINCIPAIS ACTIVIDADES E NEGÓCIOS EM REVISTA

A Empresa continua a prestar serviços de telefone fixo domésticos e internacionais ao abrigo do Contrato de Concessão do Serviço Pú-
blico de Telecomunicações. A revisão intercalar do Contrato de Concessão em 2009 manteve o direito da CTM fornecer serviços de tele-
comunicações fixos numa base não-exclusiva, sem interrupção, por um período de 5 anos a partir do dia 1 de Janeiro de 2012 até ao final 
de 2016. De acordo com a cláusula 4 do Contrato de Concessão, o contrato foi automaticamente renovado a 31 de Dezembro de 2016, nos 
mesmos termos, por mais 5 anos, válido até 31 de Dezembro de 2021.

Adicionalmente, a CTM presta serviços sob a Licença n.º 1/2013 para a instalação e exploração de uma rede pública fixa de telecomuni-
cações, abrangendo o fornecimento de largura de banda a operadores de telecomunicações devidamente autorizados, circuitos alugados 
locais e internacionais e serviços de centros de dados. A Licença n.º 1/2013 foi publicada em Boletim Oficial a 3 de Junho de 2013 e é valida 
até 31 de Dezembro de 2021.

A CTM opera uma das quatro licenças emitidas pelo Governo para a instalação e a operação da rede pública de telecomunicações móvel 
que utiliza a tecnologia “Long Term Evolution” (4G LTE) e a prestação de serviços associados desde 20 de Outubro de 2015. A licença 
é válida por oito anos e a CTM é o único operador que adopta ambas as tecnologias FDD e TDD. A Licença n.º 1/2015 foi publicada em 
Boletim Oficial a 24 de Junho de 2015 e tem validade até 24 de Junho de 2023.

A CTM continua a deter a Licença n.º 1/2007 para redes e serviços associados a 2G GSM e 3G WCDMA, válida até 4 de Junho de 2023, 
em concorrência com outros três operadores loc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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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TM detém também a Licença n.º 13/2003 para o fornecimento de serviços de Internet. Esta licença foi renovada em Abril de 2018 por 
um período adicional de 5 anos até 23 de Abril de 2023.

A receita da Empresa no exercício findo a 31 de Dezembro de 2018 foram de 4.859 milhões de Patacas, representando uma aumento de 
36% relativamente ao exercício anterior no montante de 3.585 milhões de Patacas. O crescimento da receita deveu-se principalmente ao 
aumento das vendas de equipamentos móveis e outros equipamentos, apresentando um incremento de 109% em relação ao ano anterior. 
A receita de serviços registrou um aumento de 1% neste ano, excluindo as vendas de equipamentos móveis e outros equipamentos. O 
aumento da receita ano-a-ano foi registrado principalmente em serviços móveis (5%), serviços de internet e centros de dados (4%) e ser-
viços de aluguer de circuitos (4%). No entanto, estes foram parcialmente compensados pelo declínio nas receitas registradas em serviços 
de voz fixos internacionais (37%), serviços de soluções de negócio (7%) e serviços de voz fixos locais (3%). O aumento das receitas de 
serviço pode ser atribuído ao crescimento da receita de serviços de roaming, tanto de entrada quanto de saída, cartão pré-pago e serviços 
de internet.

O custo das vendas aumentou 74% face ao ano anterior, reflectindo o crescimento observado nas vendas e receitas de serviços prestados 
de equipamentos móveis e outros equipamentos. Apesar da crescente pressão do mercado de trabalho sobre os salários e da inflação ge-
ral sobre os custos, o aumento das despesas operacionais da Companhia, incluindo a depreciação, foi 3% maior do que no ano anterior.

O lucro do exercício de 2018 foi de 941 milhões de Patacas, representando um aumento de 7% em comparação com o ano anterior.

A Empresa investiu 287 milhões de Patacas em projectos de investimento durante o ano, representando uma contracção de 98 milhões 
de Patacas em comparação com o ano anterior. Os projectos mais significativos da Empresa em 2018 foram a expansão das principais re-
des, em particular 4G LTE, internet e circuitos alugados, e o sistema de facturação para serviços de linha fixa e internet.

Rede fixa

Durante 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8, a CTM recebeu um total de 6.279 (2017: 9.850) pedidos de novas linhas de rede. O 
número total de instalações durante o ano foi de 8.766 (2017: 9.916), compreendendo 5.129 novas linhas de rede, 2.983 remoções externas e 
654 linhas de ligação com outros serviços de valor acrescentado. O número de linhas diminuiu cerca de 6.930 (2017: 7.608) tendo em consi-
deração 15.696 cancelamentos de linhas (2017: 17.524). A dimensão total do sistema no fim do exercício era de 133.031 linhas (2017: 139.961).

As chamadas telefónicas internacionais com origem em Macau durante 2018 totalizaram 72 milhões de minutos, representando uma di-
minuição de 9% comparativamente com 2017. As chamadas telefónicas internacionais recebidas, terminadas em Macau, totalizaram 92 
milhões de minutos em 2018, representando um decréscimo de 3% em relação a 2017.

Telemóveis

A penetração no mercado dos telemóveis em Macau situou-se em cerca de 336% no final de 2018 (2017: 339%). Ao mesmo tempo, a base 
de clientes de telemóvel da Empresa diminuiu cerca de 2% para 952.761 (2017: 970.384) comparativamente a 2017. O número de assinan-
tes de banda larga móvel aumentou cerca de 8% para 292.343 (2017: 271.258).

Internet

A base total de clientes de Internet cresceu para 187.309 em 2018 (2017: 182.245), e 21% dos actuais clientes residenciais de fio de cobre 
optaram por melhorar os seus serviços para planos de internet de fibra óptica. No final de 2018, 135.926 clientes já utilizavam a banda lar-
ga de fibra óptica residencial.

RESERVA LEGAL

De acordo com o artigo n.º 432º do Código Comercial, a reserva legal representa um quarto do capital da Empresa, pelo que, em 2018, 
não foi necessário efectuar nenhum reforço das reservas legais.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Os membros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urante o exercício e até à data deste relatório foram:

— Xin Yue Jiang — Presidente

— Lin Zhen Hui — representante da CITIC Telecom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 Poon Fuk Hei — Administrador Delegado

— Chan Tin Wai, David

— Fei Yiping

— Cai Dawei (renunciou em 13 de Dezembro de 2018)

— Lau Wai Meng — representante da Caixa Económica Postal

— Ip Ming Wong

— Aguinaldo Manuel Pinto Wah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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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LHO DE SUPERVISÃO

Os membros do Conselho de Supervisão durante o exercício e até à data deste relatório foram:

— Liu Jifu — Presidente

— Chong Vun Leng

— Lee Yin Ming, Rosanna

— Lau Allan

— Yip Kwok Hing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Poon Fuk Hei

Administrador Delegado
21 de Fevereiro de 2019.

Relatório de Auditoria sobre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Exmos. Senhores Accionistas da Companhia de Telecomunicações de Macau, S.A.R.L.: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Companhia de Telecomunicações de Macau, S.A.R.L. (a “Empresa”) relativas 
ao ano de 2018, nos termos das Normas Internacionais de Auditoria.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21 de Fevereiro de 2019, expressámos 
uma opinião sem reservas relativamente à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que auditámos, preparadas de acordo com Normas Internacionais de Relato Financeiro (ou NIRF — Inter-
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ou IFRS), integram as demonstrações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8, a demons-
tração de resulta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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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pre-
sa.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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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itadas, das 
quais as mesmas resultam, e com o respectivo relatório de auditoria.

KPMG
Macau, 21 de Fevereiro de 2019.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Para 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8

 (Valores expressos em Patacas de Macau)

2018 2017
(Nota)

Rédito 4.859.449.783 3.584.634.572

Outras perdas líquido (294.048) (2.569.508)

Despesas e custos operacionais  (3.786.532.311)  (2.576.454.861)

Resultado Operacional 1.072.623.424 1.005.610.203

Receitas financeiras 1.103.140 1.042.248

Juros líquidos sobre obrigação de  aposentadoria por benefício definido líquido (2.107.877) (3.178.668)

Lucro antes de imposto 1.071.618.687 1.003.473.783

Imposto sobre o rendimento (130.848.069) (122.490.185)

Lucro líquido do exercício 940.770.618 880.983.598

Nota: A Empresa aplicou inicialmente a IFRS 15, Receita de contrato com cliente e a IFRS 9, Instrumentos financeiros, em 1 de Janeiro 
de 2018. Sob os métodos de transição escolhidos, a informação comparativa não é reapresent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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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nstraç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8

 (Valores expressos em Patacas de Macau)

2018 2017
(Nota)

Activo não corrente

Activos fixos tangíveis 1.628.621.752 1.699.894.665

Activos intangíveis 5.881.097 8.549.820

Investimentos em subsidiárias 10.324 10.324

Activos por impostos diferidos 9.178.620 6.439.124

Activos de contrato 42.518.848 -

Outros activos não correntes 1.296.719 35.799.794

1.687.507.360 1.750.693.727

Activo Corrente

Inventários e outros custos de contrato 99.682.342 105.240.540

Activos de contrato 174.255.487 -

Clientes e outras contas a receber 403.232.633 444.453.459

Empréstimos a partes relacionadas 5.157.500 -

Caixa e seus equivalentes 237.283.330 339.978.854

919.611.292 889.672.853

Passivo Corrente

Fornecedores e outras contas a pagar 537.860.489 729.897.446

Passivos de contrato 98.233.906 -

Imposto corrente 132.140.160 125.654.981

768.234.555 855.552.427

Activo corrente líquido 151.376.737 34.120.426

Passivo não corrente

Obrigação de aposentadoria por benefício definido líquido 102.530.514 70.357.675

Activo Líquido 1.736.353.583 1.714.456.478

Capital Próprio

Capital social 150.000.000 150.000.000

Reserva legal 37.500.000 37.500.000

Reserva de contribuição de capital 11.224.642 11.224.642

Lucros retidos 1.537.628.941 1.515.731.836

TOTAL DO CAPITAL PRÓPRIO 1.736.353.583 1.714.456.478

Nota: A Empresa aplicou inicialmente a IFRS 15, Receita de contrato com cliente e a IFRS 9, Instrumentos financeiros, em 1 de Janeiro 
de 2018. Sob os métodos de transição escolhidos, a informação comparativa não é reapresentada.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Poon Fuk Hei

Administrador Delegado

Ip Ming Wong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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