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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山東同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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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六日，存放

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組

2號92/2019號。

澳門山東同學會

Associação dos Estudantes 
de Shandong de Macau

Macau Shandong Alumni Association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及會址

1.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山東同學
會”，（以下稱本會），葡文名稱為“Asso
ciação dos Estudantes de Shandong de 
Macau”，英文名稱為“Macau Shandong 
Alumni Association”。

2. 本會之總址設在澳門殷皇子大馬
路6062號中央商業中心十樓，經會員大
會決議，會址可遷往澳門任何地方。

第二條

宗旨

本會宗旨為團結在澳門之山東省籍

學生，與澳門特別行政區赴山東就讀之學

生，為其提供關切和資訊服務，促進「一

國兩制」校園生活融和，凝聚中華文明智

慧，以致力中華民族復興貢獻力量。

第二章

會員

第三條

會員資格

1. 同時符合以下條件方可成為本會
會員：

a. 任何十八歲以上人士；

b. 澳門本地居民曾經或正在山東讀
書的人士；

c. 山東居民曾經或正在澳門讀書的
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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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理事會批准。

2. 本會可邀請合資格人士為榮譽會
長、榮譽顧問及顧問，以推進會務發展。

第四條

會員權利

本會會員享有法定之各項權利，如：

1. 出席會員大會並就有關事項進行
表決；

2. 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3. 參加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

4. 向本會提出意見；

5. 退會權。

第五條

會員義務

本會會員得遵守下列之各項義務：

1. 遵守本會章程及各項內部規章及
規則，服從會員大會及理事會之任何決

議；

2. 維護本會聲譽及權益；

3. 積極參與及支持會務工作及活動。

第六條

會員資格之中止及喪失

1. 凡違反本會章程、內部規章、決議
或損害本會、聲譽、利益之會員，將由理

事會按照情節輕重予以勸告或警告；情況

嚴重者按理事會之決議中止或取消其會員

資格。

2.會員自願退會者，須以書面形式向
理事會作出通知。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七條

本會組織

1. 本會之組織為：

a. 會員大會；

b. 理事會；

c. 監事會。

2. 上述各組織成員每屆之任期為叁
年，可連選連任，由會員大會從具有被選

舉權之會員中選出。

第八條

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機關，由
全體會員所組成。

2. 會員大會由大會主席團負責，其中
設一位大會主席，副主席及秘書各一位。

3. 大會主席之主要職責為主持大會，
如主席缺席，則由副主席代任。

第九條

會員大會職權

會員大會除擁有法律所賦予之職權

外，尚負責：

1. 制定和修改本會章程；

2. 選舉和罷免本會各機關成員之職
務；

3. 審議及通過理事會和監事會所提
交之年度工作報告，財務報告及意見書；

4. 通過本會的政策，活動方針及對其
它重大問題作出決定；

5. 在會員紀律處分及開除會籍之問
題上具最高決策權。

第十條

會員大會會議

1. 會員大會每年必須召開至少一次，
以通過資產負債表。

2. 會員大會由理事會召集，或不少於
三分之一社員請求召開，但必須以書面說

明召開大會的目的及欲討論之事項。

3. 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十五日
以掛號信方式或簽收方式為之，並須在召

集書內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

程。

4. 於第一次召集開會時，如出席會員
不足上述之法定人數，大會待於半小時後

經第二次召集後舉行，屆時無論出席會員

人數多少，大會都可以合法及有效地進行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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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會員大會的一般決議，須以出席會
員之絕對多數票通過。

6. 修改會章須經出席大會會員的四
分之三之贊同票決議通過。

7. 解散本會須經全體會員的四分三
之贊同票決議通過。

第十一條

理事會

1.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若
干名，秘書長若干名、理事若干名，必須

以單位成員組成。理事長、副理事長及秘

書長由理事會推選產生。

2. 為開展會務之需要，理事會可透過
其決議，增設或刪減其屬下的各部門、專

責委員會及工作小組。

第十二條

理事會之職權

理事會除擁有法律所賦予之職權外，

尚負責：

1. 制定理事會的政策及活動方針，並
提交會員大會審核通過；

2. 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及開展本會
的會務工作及各項活動；

3. 按會務之發展及需要，增設或刪
減其屬下的各部門、專責委員會及工作小

組，並有權訂定上述各單位的職能，以及

委任及撤換有關負責人；

4. 每年向會員大會提交會務報告、賬
目和監事會交來之意見書；

5. 草擬各項內部規章及規則，並提交
會員大會審核通過；

6. 審批入會申請；

7. 要求召開會員大會；

8. 行使本章程第六條第2款之處分
權；

9. 決定繳納會費及訂定會費金額。

第十三條

理事會之會議

1. 理事會會議定期召開，會期由理事
會按會務之需要自行訂定；由理事長召集

會議。

2. 理事會會議須有過半數之成員出
席方可決議，其決議是經出席者之簡單多

數票通過；在票數相等時，理事長除本身

之票外，還可加投決定性一票。

第十四條

本會責任之承擔

1. 本會一切責任之承擔，包括法庭內
外，由兩位理事聯名簽署方為有效，其中

一人必須為理事長或其代理人，但一般之

文書交收則只需任何一位理事簽署。

2. 只有會員大會主席、理事長或經理
事會委任的發言人方可以本會名義對外

發言。

第十五條

監事會

1. 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一
名及監事一名。

2. 監事會按法律所賦予之職權，負責
監察本會之運作及理事會之工作，對本會

財產及賬目進行稽核及對理事會之報告

提出意見，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3. 監事會成員得列席理事會會議，但
無決議投票權。

第四章

經費

第十六條

經費來源

1. 本會經費得通過向澳門特區政府、
或其他海內外機構或實體申請而獲得。

2. 本會亦得接受機構及各界人士捐
獻及資助，但該等捐獻及資助不得附帶任

何與本會宗旨不符的條件。

第十七條

支出

本會之一切支出，包括日常及舉辦活

動之開支，必須在有關的獲本會通過的預

算案的限度內由本會之收入負擔。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八條

章程之解釋權

理事會對本章程在執行方面所出現

之疑問具有解釋權，但有關之決定須由會

員大會追認。

第十九條

過渡性規定

在未選出本會各組織之成員前，本會

之一切事務由任何兩名本會設立文件的

簽署人共同負責。

第二十條

法律適用

本章程如有未訂明之處，按照澳門特

別行政區政府現行法例辦理。

二零一九年八月六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李宗興

（是項刊登費用為 $4,19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19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鐘錶協會

Associação do Relógio de Macau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一九年七月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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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檔案組內，編號為

232。

澳門鐘錶協會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名稱

中文：澳門鐘錶協會。

葡文：Associação do Relógio de 
Macau。

英文：Macau Horologe Association。

第二條

性質

本會為非牟利組織，並依法在澳門特

區政府註冊登記為合法組織。

第三條

法人住所

本會會址設在澳門新口岸北京街174
號廣發商業中心13樓F座。經會員大會批
准，本會會址可遷至本澳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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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本會宗旨

一、連結澳門、大灣區、一帶一路國

家鐘錶愛好者的資源與網絡，積極建立澳

門成為鐘錶文化研究推廣及交流平台。

二、建立澳門與大灣區、一帶一路國

家及國際鐘錶研究團體的緊密關係，促

進澳門與國際的合作與交流，成為全球鐘

錶文化團體溝通與合作的橋樑及促進發

展，使鐘錶文化研究成為澳門重要文化產

業之一。

三、組織交流、開展考察、培訓、展

覽、評估、鑒定等服務及活動。

第二章

會員、會員權利和義務

第五條

會員資格

凡對鐘錶研究感興趣人士或收藏家，

認同本會章程，經理事會批准並按規定

繳納會費者，可成為本會會員。

第六條

會員義務

一、會員有責任參加會員大會以及要

求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二、本會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參

加本會活動、承擔本會任務以及繳納會費

的義務。

第七條

會員權利

本會會員有選舉權、被選舉權，以及

優先參與本會舉辦的活動，獲取本會有關

資料和享有本會福利的權利。

第八條

紀律處分

會員如有違反法律、本會章程、內部

規章、守則，以及會員大會各項決議，經

理事會決議按該會員個別情況予以適當

處理。

第九條

退會及非本會會員

一、會員可隨時退會。但已付的年費

則不獲退回。如有積欠會費，應在辦理退

會時一併繳清。

二、所有已退會者及非本會會員不可

以以本會之名義辦理、進行或參與任何活

動，否則本會會保留追究權利。

第三章

組織架構及職權

第十條

本會組織架構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十一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實體，

主席團設有會長一人、一名副會長及一名

秘書，負責對外代表本會，對內指導會務

工作。各級會員有權參與會員大會，會員

大會主席團總人數為單數。

二、會員大會權責包括：

（一）制訂、修改及詮釋本會章程、內

部規章及守則；

（二）選舉及罷免本會各機關成員；

（三）議決年度工作計劃、工作報告

及財務決算報告；

（四）議決有關會員之權利義務事

項；

（五）議決財產之應用與分配；

（六）議決本會之解散。

第十二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會務工作之實

體。

二、理事會設有理事長一人、一名副

理事長及理事若干人，理事會總人數為單

數。各級會員有權參與理事會會議。

三、理事會權責包括：

（一）執行法規及本會章程、內部規

章及守則所列出的工作；

（二）執行會員大會決議案；

（三）處理各項會務；

（四）擬定年度工作計劃及財務預算

決算；

（五）擬定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決算

報告，並向會員大會提交報告；

（六）本會的所有財產管理。

四、理事會可設若干執行委員會，負

責處理各執委會的有關會務。

第十三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會務監察實體。

二、監事會設有監事長一人、一名副

監事長及監事若干人，監事會總人數為單

數。各級會員有權參與監事會會議。

三、監事會之職責如下：

（一）執行法規及本會章程、內部規

章及守則所列出的工作；

（二）監察理事會的運作；

（三）向理事會提出有關優化本會的

意見；

（四）稽核理事會提交的財務收支。

第十四條

選舉方式

本會各機關成員均在會員大會中由會

員選舉產生，以得票數多者依序當選。

第十五條

任期

本會會長、理事會成員及監事會成員

均為義務職位。另外，本會組織機關成員

任期為三年，連任次數不設限。

第十六條

解職

本會組織架構成員在下列任何一項

情況下，應由會員大會予以即時解職：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經由理事會或監事會議決通過

的因故請辭；

（三）當事人違反本會章程、內部規

章或守則。

第十七條

顧問

本會在需要時，可通過會員大會聘請

顧問以助發展會務。

第四章

會議

第十八條

會員大會的召集

一、本會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

二、會員大會可以下列方式發起： 

（一）理事會進行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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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少於總數五分之一之會員以

正當目的提出要求時，亦得召開大會；

（三）如理事會應召集大會而不召

集，任何社員均可召集。

三、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十日以簽

收方式或掛號信之任一方式通知，召集書

內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第十九條

會員大會的運作

一、會員大會由會長主持召開，屬首

次召集之大會，如出席會員未足半數，不

得作任何決議。

二、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

四分之三或以上之贊成票。

三、解散本會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

四分之三或以上之贊成票。

四、會員出席大會會議之情況應在出

席簿冊內載明，簿冊內應附有出席名單，

載明出席會議之會員姓名。出席會員應於

會議開始前在上述所指之出席名單上簽

名。

第二十條

授權

本會會員可經有效授權書，委託理事

長在會員大會代為投票。

第二十一條

理事會及監事會的召集

本會理事會會議及監事會會議分別由

理事長及監事長可不定期召開和主持。

第五章

財政制度

第二十二條

財政運作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會費；

二、政府、機構、工商業單位、團體及

個人的支持、贊助及捐贈；

三、其他合法收入。

第二十三條

財政年度

本會之財政年度自一月一日至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

第二十四條

經費營運

理事會須以本會名義在銀行開設戶

口，戶口之開立及運作須由會員大會會長

及理事會理事長共同簽署方為有效。

第六章

解散及解散後的財產處理

第二十五條

解散

一、本會完成宗旨或自行解散等原因

需要註銷的，由會員大會提出終止動議。

二、本會終止動議須經會員大會投票

決定，獲得全體會員四分之三或以上贊同

方可解散。

三、本會解散前須成立清算組織，負

責清理債權債務和處理善後事宜。清算期

間，不開展清算以外的活動。

第二十六條

解散後的財產處理

本會解散後之財產按照澳門法律的

有關規定，用於發展與本會宗旨相關的事

項。

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七條

章程解釋及修改

一、章程若有遺漏或不清晰之處，由

會員大會負責作出解釋，並受澳門特別行

政區現行法律規範。

二、本章程之修改須經會員大會投票

決定，獲得出席會員四分之三或以上贊同

方可修改。

第二十八條

內部規章

本章程未有列明之處，概由會員大會

制定內部規章及守則施行，並須由會員大

會投票通過。

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4,82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82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鐘錶歷史文化推廣協會

Associação de Promoção da História e 
Cultura do Relógio de Macau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一九年七月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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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檔案組內，編號為
231。

澳門鐘錶歷史文化推廣協會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名稱

中文：澳門鐘錶歷史文化推廣協會。

葡文：Associação de Promoção da 
História e Cultura do Relógio de Macau。

英文：Horologe Cultural and His
tory Promotion Association of Macau。

第二條

性質

本會為非牟利組織，並依法在澳門特

區政府註冊登記為合法組織。

第三條

法人住所

本會會址設在澳門新口岸北京街174
號廣發商業中心8樓C座。經會員大會批
准，本會會址可遷至本澳任何地方。

第四條

本會宗旨

一、整合澳門鐘錶歷史文化的資源與

網絡，積極為大灣區、一帶一路國家及國

際鐘錶歷史文化推廣作出貢獻，並建立具

有澳門特色的鐘錶文化產業。

二、建立澳門與一帶一路國家、大灣

區及國際鐘錶相關機構的緊密關係，促進

澳門與國際的合作與交流，成為全球鐘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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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團體溝通與合作的橋樑；促進發展，

使鐘錶歷史文化推廣成為澳門重點文化

產業之一。

三、組織交流、開展考察、培訓、展

覽、評估、鑒定等服務及活動。

第二章

會員、會員權利和義務

第五條

會員資格

凡對鐘錶歷史文化研究感興趣人士

或收藏家，認同本會章程，經理事會批准

並按規定繳納會費者，可成為本會會員。

第六條

會員義務

一、會員有責任參加會員大會。

二、本會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參

加本會活動、承擔本會任務以及繳納會費

的義務。

第七條

會員權利

本會會員有選舉權、被選舉權，以及

優先參與本會舉辦的活動，獲取本會有關

資料和享有本會福利的權利。

第八條

紀律處分

會員如有違反法律、本會章程、內部

規章、守則，以及會員大會各項決議，經

理事會決議按該會員個別情況予以適當

處理。

第九條

退會及非本會會員

一、會員可隨時退會。但已付的年費

則不獲退回。如有積欠會費，應在辦理退

會時一併繳清。

二、所有已退會者及非本會會員不可

以以本會之名義辦理、進行或參與任何活

動，否則本會會保留追究權利。

第三章

組織架構及職權

第十條

本會組織架構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十一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實體，

主席團設有會長一人、一名副會長及一名

秘書，負責對外代表本會，對內指導會務

工作。各級會員有權參與會員大會，會員

大會主席團總人數為單數。

二、會員大會權責包括：

（一）制訂、修改及詮釋本會章程、內

部規章及守則；

（二）選舉及罷免本會各機關成員；

（三）議決年度工作計劃、工作報告

及財務決算報告；

（四）議決有關會員之權利義務事

項；

（五）議決財產之應用與分配；

（六）議決本會之解散。

第十二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會務工作之實

體。

二、理事會設有理事長一人、一名副

理事長及理事若干人，理事會總人數為單

數。各級會員有權參與理事會會議。

三、理事會權責包括：

（一）執行法規及本會章程、內部規

章及守則所列出的工作；

（二）執行會員大會決議案；

（三）處理各項會務；

（四）擬定年度工作計劃及財務預算

決算；

（五）擬定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決算

報告，並向會員大會提交報告；

（六）本會的所有財產管理。

四、理事會可設若干執行委員會，負

責處理各執委會的有關會務。

第十三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會務監察實體。

二、監事會設有監事長一人、一名副

監事長及監事若干人，監事會總人數為單

數。各級會員有權參與監事會會議。

三、監事會之職責如下：

（一）執行法規及本會章程、內部規

章及守則所列出的工作；

（二）監察理事會的運作；

（三）向理事會提出有關優化本會的

意見；

（四）稽核理事會提交的財務收支。

第十四條

選舉方式

本會各機關成員均在會員大會中由會

員選舉產生，以得票數多者依序當選。

第十五條

任期

本會會長、理事會成員及監事會成員

均為義務職位。另外，本會組織機關成員

任期為三年，連任次數不設限。

第十六條

解職

本會組織架構成員在下列任何一項

情況下，應由會員大會予以即時解職：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經由理事會或監事會議決通過

的因故請辭；

（三）當事人違反本會章程、內部規

章或守則。

第十七條

顧問

本會在需要時，可通過會員大會聘請

顧問以助發展會務。

第四章

會議

第十八條

會員大會的召集

一、本會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

二、會員大會可以下列方式發起： 

（一）理事會進行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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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少於總數五分之一之會員以

正當目的提出要求時，亦得召開大會；

（三）如理事會應召集大會而不召

集，任何社員均可召集。

三、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十日以簽

收方式或掛號信之任一方式通知，召集

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

程。

第十九條

會員大會的運作

一、會員大會由會長主持召開，屬首

次召集之大會，如出席會員未足半數，不

得作任何決議。

二、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

四分之三或以上之贊成票。

三、解散本會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

四分之三或以上之贊成票。

四、會員出席大會會議之情況應在出

席簿冊內載明，簿冊內應附有出席名單，

載明出席會議之會員姓名。出席會員應於

會議開始前在上述所指之出席名單上簽

名。

第二十條

授權

本會會員可經有效授權書，委託理事

長在會員大會代為投票。

第二十一條

理事會及監事會的召集

本會理事會會議及監事會會議分別由

理事長及監事長可不定期召開和主持。

第五章

財政制度

第二十二條

財政運作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會費；

（二）政府、機構、工商業單位、團體

及個人的支持、贊助及捐贈；

（三）其他合法收入。

第二十三條

財政年度

本會之財政年度自一月一日至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

第二十四條

經費營運

理事會須以本會名義在銀行開設戶

口，戶口之開立及運作須由會員大會會長

及理事會理事長共同簽署方為有效。

第六章

解散及解散後的財產處理

第二十五條

解散

一、本會完成宗旨或自行解散等原因

需要註銷的，由會員大會提出終止動議。

二、本會終止動議須經會員大會投票

決定，獲得全體會員四分之三或以上贊同       
方可解散。

三、本會解散前須成立清算組織，負

責清理債權債務和處理善後事宜。清算期

間，不開展清算以外的活動。

第二十六條

解散後的財產處理

本會解散後之財產按照澳門法律的

有關規定，用於發展與本會宗旨相關的事

項。

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七條

章程解釋及修改

一、章程若有遺漏或不清晰之處，由

會員大會負責作出解釋，並受澳門特別行

政區現行法律規範。

二、本章程之修改須經會員大會投票

決定，獲得出席會員四分之三或以上贊同       
方可修改。

第二十八條

內部規章

本章程未有列明之處，概由會員大會

制定內部規章及守則施行，並須由會員大

會投票通過。

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4,96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960,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肇慶商會

Câmara de Comércio 
de Zhaoqing de Macau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一九年八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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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檔案組內，編號為
234。

澳門肇慶商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肇慶商會”，

葡文名稱為“C â m a r a d e C o m é r c i o 
de Zhaoqing de Macau”，英文名稱為
“Macau Zhaoqing Chamber of Com
merce”。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致力於

團結澳門與肇慶工商業人士，促進兩地青

年企業家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加強大灣區

與海內外各地之間的聯繫、文化及經貿活

動；在「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基本國策

前提下，配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

政，弘揚愛國愛澳的核心價值精神。

第三條

會址

本會之會址設於澳門關前正街3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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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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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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機關

第六條

機關

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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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主席團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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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會員大會設一主席團，由主席

一名、副主席若干名及秘書長一名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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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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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若干

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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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一條

章程修訂

本章程若有未盡善處，得由會員大會

修訂之。

二零一九年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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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7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粵港澳大灣區高校美術家協會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一九年八月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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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檔案組內，編號為
235。

澳門粵港澳大灣區高校美術家協會

章程

（一）總則：

1. 本會中文定名為﹕“澳門粵港澳大
灣區高校美術家協會”。

2. 本會地址：澳門上海街175號中華
總商會大廈15樓AE座。

3. 本會宗旨﹕為了促進大專院校的美
術教育工作者的文化創意活動的發展，建

立大灣區美術設計及製作的平台。

（二）會員：

1. 所有本澳及世界各地的大專院校
學生、美術教育工作者及美術愛好者，均

可申請加入成為會員；

2. 權利：一、選舉與被選舉；二、批評
及建議；三、參與本會活動；

3. 義務：一、遵守會章及決議；二、繳
納會費；

4. 會員若有違反會章或對本會有破
壞行為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

資格。

（三）組織機關：

1.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關，其
職權是：一、制定或修改會章；二、選舉會

員大會、理、監事會成員；三、決定工作方

針及計劃；

2. 會員大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
人，任期三年；

3. 理事會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規
劃本會活動，執行會務管理及按時提交

工作報告；

4.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若
干人，秘書一人，總人數須為單數，任期三

年；

5. 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增聘名譽會
長和顧問；

6. 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關，負責稽核
及督促理事會各項工作；

7. 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若
干人，設秘書一人，總人數須為單數，任期

三年。

（四）運作：

1.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由理事會
召集，需提前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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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和議程。若有必要或三分之一以上會

員聯合簽名要求，得召開臨時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之過半數

票方得通過。修改章程的決議，須獲出席

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解散法人或延長

法人存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

三之贊同票。

2. 理事會議及監事會議每兩個月召
開一次，分別由理事長及監事長召集，如

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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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定期舉辦會員美術交流活動。

（五）經費：

1. 會員每年交會費澳門幣50元；

2. 永遠會員一次過交會費澳門幣300
元；

3. 向政府有關部門及社會人士尋求
贊助。

二零一九年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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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428,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樂活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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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五日起，存

放於本署之“2019年社團及財團儲存文件
檔案”第2/2019/ASS檔案組第63號，有關
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樂活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樂活協會”，

中文簡稱為“樂活會”，葡文名稱為

“Macau Lohas Associação”，英文名稱
為“Macao Lohas Association”。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

（一）宣傳本澳樂活生活概念；

（二）推動以健康及可持續發展型態

的生活模式；

（三）推廣由參與各項體育運動開

始，展開樂活生活；

（四）推廣健康的飲食、運動、生活

及身心靈的探索與個人成長；

（五）舉辦有關宣傳樂活生活概念的

活動、體育運動或大型展覽等；

（六） 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及鄰近地
區相關人士及團體之交流，推動慢活以至

樂活生活主義。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巴坡沙大馬路新

城市商業中心1樓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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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

聲譽者，經監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

資格。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

機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和理事會、監事會

成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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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秘書長各若干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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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機

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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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理事長一名及副理事長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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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監事長一名及副監事長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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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一條——會徵

二零一九年八月五日於海島公證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2,28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2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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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粵港澳大灣區職業經理人協會（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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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六日起，存

放於本署之“2019年社團及財團儲存文件
檔案”第2/2019/ASS檔案組第65號，有關
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粵港澳大灣區職業經理人協會（澳門）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粵港澳大灣區職

業經理人協會（澳門）”，葡文名稱為：

“Associação de Gestores Profissionais 
de Área de Grande Baía Guangdong 
Hong KongM ac au (M ac au) ”，英
文名稱為：“P rofe s s iona l M a nager s 
Association of Guangdong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 Macao ) ”。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的團體。宗旨為組織各

地泛產業的職業經理人，進行國內外市場

交流合作的橋樑，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商務

人才有序且實質性的發展，助力澳門產業

多元化，打造澳門成為培育全球商務人才

之都奠下基礎。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澳門渡船街36號慈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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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分為常務會員

和會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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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副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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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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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理事長一名及副理事長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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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監事長一名及副監事長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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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八月六日於海島公證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1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17,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聯國學校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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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五日起，存
放於本署之“2019年社團及財團儲存文件
檔案”第2/2019/ASS檔案組第64號，有關
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聯國學校校友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聯國學校校友
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os Anti
gos Alunos da Escola das Nações”，英
文名稱為“School of the Nations Alumni 
Association”。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加強校友

間的聯繫，作為校友與聯國學校之間的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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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橋樑，為在校生提供更多社會資訊，加

強校友與社會各界的聯繫，舉辦及參與學

術及文康活動。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氹仔米尼奧街聯

國學校。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在聯國學校曾修讀課程並贊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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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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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設會長及副會長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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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由最少五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秘書、司庫

各一名及理事若干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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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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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監事長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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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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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顧問

在任聯國學校校長為本會之顧問，可

向理事會及監事會反映對本會之意見。

第十二條

會徽

二零一九年八月五日於海島公證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2,27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278,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Certifico:

Um —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está con
forme com o original.

Dois — Que foi extraída do documento 
arquivado neste Cartório, no maço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f)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do Notariado com o n.º 1/2019, 
sob o n.º 7.

Três — Que ocupa onze laudas, que tê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
tão, por mim, numeradas e rubricadas.

澳門綠色食品商會

Associação Comercial de Alimentação 
Verde de Macau

Macao Green Food Chamber 
of Commerce

章程

第一條

名稱、性質及存續期

一、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綠色食品

商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Comer
cial de Alimentação Verde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Macao Green Food Cham
ber of Commerce”。

二、本會為一非營利社團，由成立

日開始生效，存續期不設限。（以下簡稱

“本會”）

第二條

本會會址

一、本會會址設在澳門氹仔哥英布拉

街太子花城第二座42樓I室。

二、為實現宗旨，可在認為適宜有需

要時，經理事會同意，可遷往本澳其他地

方，及設立分區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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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宗旨

一、積極推動澳門綠色食品市場的發

展，搭建澳門綠色食品企業互動平台；

二、宣傳澳門綠色食品等相關事業；

三、建設綠色食品環境、輔導企業培

養專業人材及支持政府建環保城市等相

關工作；

四、策劃向社會各界推廣綠色食品的

知識；

五、促進澳門綠色食品產業與各地同

業之間的交流及合作。

第四條

組織架構

一、本會之組織架構包括：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二、本會正、副會長卸職後，得聘為永

遠會長或永遠榮譽會長；本會理事長卸職

後，得聘為永遠榮譽理事長，可出席本會

理事會議及其他會議，有發言權及表決

權；本會監事長卸職後，得聘為永遠榮譽

監事長，可出席監事會議，有發言權及表

決權。

三、本會視工作需要，得聘請對本會

有卓越貢獻之人士為名譽會長、名譽顧

問、會務顧問、法律顧問、研究顧問。

四、單位會員如獲選為正、副會長，理

事、監事職務者，須為原會籍代表人，如

有更換，須獲相關會議通過方可。

第五條

會員大會

一、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大會。

其職權如下：

（一）制定或修改章程，但修改章程

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之贊成

票；

（二）選舉會長、副會長和理事會及

監事會成員；

（三）決定本會會務方針、任務、工作

計劃及重大事項及作出相應決議；

（四）審議及議決上年度工作報告及

賬目報告；

（五）審查及批准年度工作計劃預算

及工作報告、年報和會計報表以及監事會

提交的意見書。

二、本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名，

且總數必為單數，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三、會長及副會長任期為三年，連選

得連任。

四、會長為本會會務最高負責人：主

持會員大會、對外代表本會、對內策劃各

項會務；副會長協助會長工作。

五、正、副會長可出席理事會議以及

理、監事聯席會議，有發言權和表決權。

六、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

以掛號信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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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由理事

會召集之。如理事會認為必要，或有三分

之一以上會員聯署請求時，得召開特別會

員大會。

八、於下列一情況大會被視為有效召

集：

（一）第一次召集時，最少一半會員出

席；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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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選舉正副會長、理事會及監事會

成員時，會員如因事不能到場，可委託其

他會員代為投票。

第六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會員大會閉會後之最高

執行機構。

二、理事會由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

若干名及理事若干名組成，總人數為單

數，成員先由會員大會選出，各職銜由理

事互選產生。

三、理事一經選出後，除非出現多於

總數五分之一的空缺，否則無需補選。

四、理事會成員任期三年，連選得連

任。

五、理事長協助會長處理對外事務以

及負責領導理事會處理本會各項會務；副

理事長協助理事長工作。

六、如需要，理事會可設：文康聯絡

部、文化部、經貿事務部、區域合作部、青

年委員會及婦女委員會等部門。

七、正、副理事長及各部門之負責人

選，由理事會互選產生。理事會認為必要

時，得由理事會通過聘任若干專責的顧

問。

八、理事會各部、委之職權及工作，由

理事會另訂辦事細則決定之。

九、理事會職權為：

（一）執行會員大會的一切決議；

（二）計劃發展會務；

（三）制定內部管理制度；

（四）開展和處理各項會務工作；

（五）領導本會開展工作，籌措本會

活動經費；

（六）釐定會員入會基金和會費金

額；

（七）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提出建

議；

（八）依章召開會員大會。

十、本會屬具法人資格組織，凡需與

澳門特別行政區或各有關機構簽署文件

時，得由會長或理事長代表；或經由會議

決定推派代表簽署。

第七條

監事會

一、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會，由會員

大會就創會會員、單位會員及個人會員選

出一名監事長、副監事長若干名及監事

若干名組成，且總數必為單數。監事一經

選出後，除非出現多於總數三分之一的空

缺，否則無需補選。

二、監事會成員任期三年，連選得連

任。

三、監事會有以下許可權：

（一）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之決

議；

（二）定期審查帳目；

（三）查核本會之財產；

（四）得列席理事會議或常務理事會

議；

（五）對有關年報及帳目制定意見書

呈交會員大會。

第八條

會議

一、會長會議，理事會議及監事會議

於需要時召開，分別由會長、理事長、監

事長召集。

二、本會各種會議，除法律及章程的

特別規定外，均須經出席人數半數以上同

意，始得通過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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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事及監事應積極出席例會及各

類會議。若在任期內連續六次無故缺席，

經理事、監事聯席會議核實通過，作自動

退職論。

第九條

會員

一、凡從事綠色食品或相關業務、有

志於相關業務或具有相關專業背景之人

士，並認同本會章程，經向本會申請登記

註冊，由本會理事會議或常務理事會議通

過，即可成為會員。

二、會員權利：

（一）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二）提出批評及建議之權；

（三）享受本會所舉辦的各種活動和

福利。

三、會員義務：

（一）遵守會章，執行及服從本會各

項決議；

（二）推動會務之發展及促進會員間

之互助合作；

（三）繳納入會基金及會費。

四、會員之會費應於本會該財政年度

（本會財政年度訂公曆十二月三十一日為

結算日）內繳交，逾期時，本會得以掛號

函催繳之。再三十天後，倘仍未清繳者，

則作自動退會論。

五、會員如有違反會章，破壞本會之

行為者，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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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退會自由，可以書面方式向理事

會宣稱退會，由理事會備案確認之。

第十條

財產及收入

一、本會為非牟利社團，本會之收入

只能用於貫徹本會宗旨之活動，不能以任

何形式、直接或間接用於其他用途。

二、本會之財產及收入來源如下，並

設立基金：

（一）會員之入會費、定期會費及捐

款；

（二）本會獲得之津貼、捐贈、遺產、

遺贈及出資；

（三）工作之收益，例如提供服務，出

版刊物或其他活動而獲得之收益；

（四）公共或私人實體給予之津貼或

資助；

（五）本身財產及資本之收益；

（六）其他合法收益。

三、本會經費如有不敷或有特別需要

時，得由理事會決定籌募之。

四、本會之銀行戶口及有關之財務文

件由理事長、副理事長三人中任意二人簽

署有效。

五、本會經費收支的財務報告必須每

年由理事會報告經會員大會通過。

第十一條

附則

一、第一屆領導架構成員尚未選出

前，由創辦人組成一個籌備委員會，該委

員會擁有本章程所賦予之所有權力，並負

責籌備首次大會及在該大會上選出本會

各機構之成員，並於第一屆領導架構成員

選出後即時解散。

二、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均依澳門現

行法律執行。

三、本會章程如有未完善之處，得由

理事會討論修改，交會員大會通過。

四、本章程之解釋權屬理事會。

第十二條

解散

本會須召開會員會議以全體會員四分

之三贊同票通過，方可解散。

私人公證員 潘民龍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6 de 
Agosto de 2019. — O Notário, Manuel 
Pinto.

（是項刊登費用為 $4,64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644,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Certifico:

Um —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está con
forme com o original.

Dois — Que foi extraída do documento 
arquivado neste Cartório, no maço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f)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do Notariado com o n.º 1/2019, 
sob o n.º 5.

Três — Que ocupa onze laudas, que tê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
tão, por mim, numeradas e rubricadas.

澳門環保能源商會

Associação Comercial de Energia 
de Protecção do Ambiente de Macau

Maca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ergy Chamber of Commerce

章程

第一條

名稱、性質及存續期

一、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環保能源

商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Comer
cial de Energia de Protecção do Ambien
te de Macau”，英文名稱為“Macao Envi
ronmental Protection Energy Chamber 
of Commerce”。

二、本會為一非營利社團，由成立

日開始生效，存續期不設限。（以下簡稱

“本會”）

第二條

本會會址

一、本會會址設在澳門氹仔盧廉若馬

路981991號C5別墅。

二、為實現宗旨，可在認為適宜有需

要時，經理事會同意，可遷往本澳其他地

方，及設立分區辦事處。

第三條

宗旨

一、加強澳門環保能源使用及產業聯

繫；

二、促進澳門環保能源等相關事業的

發展；

三、積極推動澳門環保能源的研究及

業界發展、搭建再生能源產業平台、輔導

企業培養專才及增強社會環保意識等工

作；

四、愛國愛澳，促進澳門環保能源業

界與各地同業之間的交流及合作。

第四條

組織架構

一、本會之組織架構包括：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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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會正、副會長卸職後，得聘為永

遠會長或永遠榮譽會長；本會理事長卸職

後，得聘為永遠榮譽理事長，可出席本會

理事會議及其他會議，有發言權及表決

權；本會監事長卸職後，得聘為永遠榮譽

監事長，可出席監事會議，有發言權及表

決權。

三、本會視工作需要，得聘請對本會

有卓越貢獻之人士為名譽會長、名譽顧

問、會務顧問、法律顧問、研究顧問。

四、單位會員如獲選為正、副會長，理

事、監事職務者，須為原會籍代表人，如

有更換，須獲相關會議通過方可。

第五條

會員大會

一、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大會。

其職權如下：

（一）制定或修改章程，但修改章程

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之贊成

票；

（二）選舉會長、副會長和理事會及

監事會成員；

（三）決定本會會務方針、任務、工作

計劃及重大事項及作出相應決議；

（四）審議及議決上年度工作報告及

賬目報告；

（五）審查及批准年度工作計劃預算

及工作報告、年報和會計報表以及監事會

提交的意見書。

二、本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名，

且總數必為單數，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三、會長及副會長任期為三年，連選

得連任。

四、會長為本會會務最高負責人：主

持會員大會、對外代表本會、對內策劃各

項會務；副會長協助會長工作。

五、正、副會長可出席理事會議以及

理、監事聯席會議，有發言權和表決權。

六、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

以掛號信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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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由理事

會召集之。如理事會認為必要，或有三分

之一以上會員聯署請求時，得召開特別會

員大會。

八、於下列一情況大會被視為有效召

集：

（一）第一次召集時，最少一半會員出

席；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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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選舉正副會長、理事會及監事會

成員時，會員如因事不能到場，可委託其

他會員代為投票。

第六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會員大會閉會後之最高

執行機構。

二、理事會由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

若干名及理事若干名組成，總人數為單

數，成員先由會員大會選出，各職銜由理

事互選產生。

三、理事一經選出後，除非出現多於

總數五分之一的空缺，否則無需補選。

四、理事會成員任期三年，連選得連

任。

五、理事長協助會長處理對外事務以

及負責領導理事會處理本會各項會務；副

理事長協助理事長工作。

六、如需要，理事會可設：文康聯絡

部、文化部、經貿事務部、區域合作部、青

年委員會及婦女委員會等部門。

七、正、副理事長及各部門之負責人

選，由理事會互選產生。理事會認為必要

時，得由理事會通過聘任若干專責的顧

問。

八、理事會各部、委之職權及工作，由

理事會另訂辦事細則決定之。

九、理事會職權為：

（一）執行會員大會的一切決議；

（二）計劃發展會務；

（三）制定內部管理制度；

（四）開展和處理各項會務工作；

（五）領導本會開展工作，籌措本會

活動經費；

（六）釐定會員入會基金和會費金

額；

（七）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提出建

議；

（八）依章召開會員大會。

十、本會屬具法人資格組織，凡需與

澳門特別行政區或各有關機構簽署文件

時，得由會長或理事長代表；或經由會議

決定推派代表簽署。

第七條

監事會

一、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會，由會員

大會就創會會員、單位會員及個人會員選

出一名監事長、副監事長若干名及監事

若干名組成，且總數必為單數。監事一經

選出後，除非出現多於總數三分之一的空

缺，否則無需補選。

二、監事會成員任期三年，連選得連

任。

三、監事會有以下許可權：

（一）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之決

議；

（二）定期審查帳目；

（三）查核本會之財產；

（四）得列席理事會議或常務理事會

議；

（五）對有關年報及帳目制定意見書

呈交會員大會。

第八條

會議

一、會長會議，理事會議及監事會議

於需要時召開，分別由會長、理事長、監

事長召集。

二、本會各種會議，除法律及章程的

特別規定外，均須經出席人數半數以上同

意，始得通過決議。

三、理事及監事應積極出席例會及各

類會議。若在任期內連續六次無故缺席，

經理事、監事聯席會議核實通過，作自動

退職論。

第九條

會員

一、凡從事環保能源或相關業務、有

志於相關業務或具有相關專業背景之人

士，並認同本會章程，經向本會申請登記

註冊，由本會理事會議或常務理事會議通

過，即可成為會員。

二、會員權利：

（一）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二）提出批評及建議之權；

（三）享受本會所舉辦的各種活動和

福利。

三、會員義務：

（一）遵守會章，執行及服從本會各

項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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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會務之發展及促進會員間

之互助合作；

（三）繳納入會基金及會費。

四、會員之會費應於本會該財政年度

（本會財政年度訂公曆十二月三十一日為

結算日）內繳交，逾期時，本會得以掛號

函催繳之。再三十天後，倘仍未清繳者，

則作自動退會論。

五、會員如有違反會章，破壞本會之

行為者，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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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退會自由，可以書面方式向理事

會宣稱退會，由理事會備案確認之。

第十條

財產及收入

一、本會為非牟利社團，本會之收入

只能用於貫徹本會宗旨之活動，不能以任

何形式、直接或間接用於其他用途。

二、本會之財產及收入來源如下，並

設立基金：

（一）會員之入會費、定期會費及捐

款；

（二）本會獲得之津貼、捐贈、遺產、

遺贈及出資；

（三）工作之收益，例如提供服務，出

版刊物或其他活動而獲得之收益；

（四）公共或私人實體給予之津貼或

資助；

（五）本身財產及資本之收益；

（六）其他合法收益。

三、本會經費如有不敷或有特別需要

時，得由理事會決定籌募之。

四、本會之銀行戶口及有關之財務文

件由會長及理事長中任意一人簽署有效。

五、本會經費收支的財務報告必須每

年由理事會報告經會員大會通過。

第十一條

附則

一、第一屆領導架構成員尚未選出

前，由創辦人組成一個籌備委員會，該委

員會擁有本章程所賦予之所有權力，並負

責籌備首次大會及在該大會上選出本會

各機構之成員，並於第一屆領導架構成員

選出後即時解散。

二、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均依澳門現

行法律執行。

三、本會章程如有未完善之處，得由

理事會討論修改，交會員大會通過。

四、本章程之解釋權屬理事會。

第十二條

解散

本會須召開會員會議以全體會員四分

之三贊同票通過，方可解散。

私人公證員 潘民龍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6 de 
Agosto de 2019. — O Notário, Manuel 
Pinto.

（是項刊登費用為 $4,72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724,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Certifico: 

Um —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está con
forme com o original. 

Dois — Que foi extraída do documento 
arquivado neste Catório, no maço a que se 
refere a alína f)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do Notariado com o n.º 1/2019, sob 
o n.º 6. 

Três — Que ocupa onze laudas, que tê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ão, 
por mim, numeradas e rubricadas.

澳門環保科技商會

Associação Comercial de Tecnologia de 
Protecção do Ambiente de Macau

Maca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Chamber of Commerce

章程

第一條

名稱、性質及存續期

一、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環保

科技商會”，葡文名稱為“A s s o c i a ç ã o 
Comercial de Tecnologia de Protecção 
do Ambiente de Macau”，英文名稱為

“Maca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Chamber of Commerce”。

二、本會為一非營利社團，由成立

日開始生效，存續期不設限。（以下簡稱

“本會”）

第二條

本會會址

一、本會會址設在澳門沙嘉都喇賈罷

麗街40號豐盛大廈4樓A。

二、為實現宗旨，可在認為適宜有需

要時，經理事會同意，可遷往本澳其他地

方，及設立分區辦事處。

第三條

宗旨

一、愛國愛澳，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

社會、環境保育而努力；

二、促進澳門環保科技等相關事業的

發展，向業界、公眾及海外推廣澳門的環

保技術；

四、團結業界，促進業界與外地同業

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第四條

組織架構

一、本會之組織架構包括：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二、本會正、副會長卸職後，得聘為永

遠會長或永遠榮譽會長；本會理事長卸職

後，得聘為永遠榮譽理事長，可出席本會

理事會議及其他會議，有發言權及表決

權；本會監事長卸職後，得聘為永遠榮譽

監事長，可出席監事會議，有發言權及表

決權。

三、本會視工作需要，得聘請對本會

有卓越貢獻之人士為名譽會長、名譽顧

問、會務顧問、法律顧問、研究顧問。

四、單位會員如獲選為正、副會長，理

事、監事職務者，須為原會籍代表人，如

有更換，須獲相關會議通過方可。

第五條

會員大會

一、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大會。

其職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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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或修改章程，但修改章

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之贊

成票；

（二）選舉會長、副會長和理事會及

監事會成員；

（三）決定本會會務方針、任務、工作

計劃及重大事項及作出相應決議；

（四）審議及議決上年度工作報告及

賬目報告；

（五）審查及批准年度工作計劃預算

及工作報告、年報和會計報表以及監事會

提交的意見書。

二、本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名，

且總數必為單數，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三、會長及副會長任期為三年，連選

得連任。

四、會長為本會會務最高負責人：主

持會員大會、對外代表本會、對內策劃各

項會務；副會長協助會長工作。

五、正、副會長可出席理事會議以及

理、監事聯席會議，有發言權和表決權。

六、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

以掛號信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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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由理事

會召集之。如理事會認為必要，或有三分

之一以上會員聯署請求時，得召開特別會

員大會。

八、於下列一情況大會被視為有效

召集：

（一）第一次召集時，最少一半會員

出席；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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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選舉正副會長、理事會及監事會

成員時，會員如因事不能到場，可委託其

他會員代為投票。

第六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會員大會閉會後之最高

執行機構。

二、理事會由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

若干名及理事若干名組成，總人數為單

數，成員先由會員大會選出，各職銜由理

事互選產生。

三、理事一經選出後，除非出現多於

總數五分之一的空缺，否則無需補選。

四、理事會成員任期三年，連選得

連任。

五、理事長協助會長處理對外事務以

及負責領導理事會處理本會各項會務；副

理事長協助理事長工作。

六、如需要，理事會可設：文康聯絡

部、文化部、經貿事務部、區域合作部、青

年委員會及婦女委員會等部門。

七、正、副理事長及各部門之負責人

選，由理事會互選產生。理事會認為必

要時，得由理事會通過聘任若干專責的

顧問。

八、理事會各部、委之職權及工作，由

理事會另訂辦事細則決定之。

九、理事會職權為：

（一）執行會員大會的一切決議；

（二）計劃發展會務；

（三）制定內部管理制度；

（四）開展和處理各項會務工作；

（五）領導本會開展工作，籌措本會

活動經費；

（六）釐定會員入會基金和會費金額；

（七）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提出

建議；

（八）依章召開會員大會。

十、本會屬具法人資格組織，凡需與

澳門特別行政區或各有關機構簽署文件

時，得由會長或理事長代表；或經由會議

決定推派代表簽署。

第七條

監事會

一、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會，由會員

大會就創會會員、單位會員及個人會員選

出一名監事長、副監事長若干名及監事

若干名組成，且總數必為單數。監事一經

選出後，除非出現多於總數三分之一的空

缺，否則無需補選。

二、監事會成員任期三年，連選得

連任。

三、監事會有以下許可權：

（一）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之

決議；

（二）定期審查帳目；

（三）查核本會之財產；

（四）得列席理事會議或常務理事

會議；

（五）對有關年報及帳目制定意見書

呈交會員大會。

第八條

會議

一、會長會議，理事會議及監事會議

於需要時召開，分別由會長、理事長、監

事長召集。

二、本會各種會議，除法律及章程的

特別規定外，均須經出席人數半數以上同

意，始得通過決議。

三、理事及監事應積極出席例會及各

類會議。若在任期內連續六次無故缺席，

經理事、監事聯席會議核實通過，作自動

退職論。

第九條

會員

一、凡從事環保科技或相關業務、有

志於相關業務或具有相關專業背景之人

士，並認同本會章程，經向本會申請登記

註冊，由本會理事會議或常務理事會議通

過，即可成為會員。

二、會員權利：

（一）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二）提出批評及建議之權；

（三）享受本會所舉辦的各種活動和

福利。

三、會員義務：

（一）遵守會章，執行及服從本會各

項決議；

（二）推動會務之發展及促進會員間

之互助合作；

（三）繳納入會基金及會費。

四、會員之會費應於本會該財政年度

（本會財政年度訂公曆十二月三十一日為

結算日）內繳交，逾期時，本會得以掛號

函催繳之。再三十天後，倘仍未清繳者，

則作自動退會論。

五、會員如有違反會章，破壞本會之

行為者，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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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退會自由，可以書面方式向理事

會宣稱退會，由理事會備案確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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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財產及收入

一、本會為非牟利社團，本會之收入

只能用於貫徹本會宗旨之活動，不能以任

何形式、直接或間接用於其他用途。

二、本會之財產及收入來源如下，並

設立基金：

（一）會員之入會費、定期會費及捐款；

（二）本會獲得之津貼、捐贈、遺產、

遺贈及出資；

（三）工作之收益，例如提供服務，出

版刊物或其他活動而獲得之收益；

（四）公共或私人實體給予之津貼或

資助；

（五）本身財產及資本之收益；

（六）其他合法收益。

三、本會經費如有不敷或有特別需要

時，得由理事會決定籌募之。

四、本會之銀行戶口及有關之財務文

件由會長及理事長中任意一人簽署有效。

五、本會經費收支的財務報告必須每

年由理事會報告經會員大會通過。

第十一條

附則

一、第一屆領導架構成員尚未選出

前，由創辦人組成一個籌備委員會，該委

員會擁有本章程所賦予之所有權力，並負

責籌備首次大會及在該大會上選出本會

各機構之成員，並於第一屆領導架構成員

選出後即時解散。

二、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均依澳門現

行法律執行。

三、本會章程如有未完善之處，得由

理事會討論修改，交會員大會通過。

四、本章程之解釋權屬理事會。

第十二條

解散

本會須召開會員會議以全體會員四分

之三贊同票通過，方可解散。

私人公證員 潘民龍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6 de 
Agosto de 2019. — O Notário, Manuel Pinto.

（是項刊登費用為 $4,72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724,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Certifico:

Um —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está con
forme com o original.

Dois — Que foi extraída do documento 
arquivado neste Cartório, no maço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f)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do Notariado com o n.º 1/2019, 
sob o n.º 8.

Três — Que ocupa onze laudas, que tê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ão, 
por mim, numeradas e rubricadas.

澳門環保產品商會

Associação Comercial de Produto de 
Protecção do Ambiente de Macau

Maca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duct 
Chamber of Commerce

章程

第一條

名稱、性質及存續期

一、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環保產品

商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Comer 
cial de Produto de Protecção do Ambiente 
de Macau”，英文名稱為“Macao Envir
onmental Protection Product Chamber 
of Commerce”。

二、本會為一非營利社團，由成立

日開始生效，存續期不設限。（以下簡稱

“本會”）

第二條

本會會址

一、本會會址設在澳門山邊巷46號境
豐豪庭寶豐閣11樓C。

二、為實現宗旨，可在認為適宜有需

要時，經理事會同意，可遷往本澳其他地

方，及設立分區辦事處。

第三條

宗旨

一、帶動澳門環保產品使用之推廣；

二、促進澳門環保產品等相關事業的

發展；

三、積極推動澳門業界發展環保產品

的研究、搭建產業平台、輔導環保企業發

展、培養相關專才等工作；

四、團結業界，促進澳門環保產品業

界與外地同業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第四條

組織架構

一、本會之組織架構包括：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二、本會正、副會長卸職後，得聘為永

遠會長或永遠榮譽會長；本會理事長卸職

後，得聘為永遠榮譽理事長，可出席本會

理事會議及其他會議，有發言權及表決

權；本會監事長卸職後，得聘為永遠榮譽

監事長，可出席監事會議，有發言權及表

決權。

三、本會視工作需要，得聘請對本會

有卓越貢獻之人士為名譽會長、名譽顧

問、會務顧問、法律顧問、研究顧問。

四、單位會員如獲選為正、副會長，理

事、監事職務者，須為原會籍代表人，如

有更換，須獲相關會議通過方可。

第五條

會員大會

一、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大會。

其職權如下：

（一）制定或修改章程，但修改章程

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之贊成

票；

（二）選舉會長、副會長和理事會及

監事會成員；

（三）決定本會會務方針、任務、工作

計劃及重大事項及作出相應決議；

（四）審議及議決上年度工作報告及

賬目報告；

（五）審查及批准年度工作計劃預算

及工作報告、年報和會計報表以及監事會

提交的意見書。

二、本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名，

且總數必為單數，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三、會長及副會長任期為三年，連選

得連任。

四、會長為本會會務最高負責人：主

持會員大會、對外代表本會、對內策劃各

項會務；副會長協助會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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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正、副會長可出席理事會議以及

理、監事聯席會議，有發言權和表決權。

六、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

以掛號信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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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由理事

會召集之。如理事會認為必要，或有三分

之一以上會員聯署請求時，得召開特別會

員大會。

八、於下列一情況大會被視為有效召

集：

（一）第一次召集時，最少一半會員出

席；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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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選舉正副會長、理事會及監事會

成員時，會員如因事不能到場，可委託其

他會員代為投票。

第六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會員大會閉會後之最高

執行機構。

二、理事會由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

若干名及理事若干名組成，總人數為單

數，成員先由會員大會選出，各職銜由理

事互選產生。

三、理事一經選出後，除非出現多於

總數五分之一的空缺，否則無需補選。

四、理事會成員任期三年，連選得連

任。

五、理事長協助會長處理對外事務以

及負責領導理事會處理本會各項會務；副

理事長協助理事長工作。

六、如需要，理事會可設：文康聯絡

部、文化部、經貿事務部、區域合作部、青

年委員會及婦女委員會等部門。

七、正、副理事長及各部門之負責人

選，由理事會互選產生。理事會認為必要

時，得由理事會通過聘任若干專責的顧

問。

八、理事會各部、委之職權及工作，由

理事會另訂辦事細則決定之。

九、理事會職權為：

（一）執行會員大會的一切決議；

（二）計劃發展會務；

（三）制定內部管理制度；

（四）開展和處理各項會務工作；

（五）領導本會開展工作，籌措本會

活動經費；

（六）釐定會員入會基金和會費金

額；

（七）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提出建

議；

（八）依章召開會員大會。

十、本會屬具法人資格組織，凡需與

澳門特別行政區或各有關機構簽署文件

時，得由會長或理事長代表；或經由會議

決定推派代表簽署。

第七條

監事會

一、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會，由會員

大會就創會會員、單位會員及個人會員選

出一名監事長、副監事長若干名及監事

若干名組成，且總數必為單數。監事一經

選出後，除非出現多於總數三分之一的空

缺，否則無需補選。

二、監事會成員任期三年，連選得連

任。

三、監事會有以下許可權：

（一）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之決

議；

（二）定期審查帳目；

（三）查核本會之財產；

（四）得列席理事會議或常務理事會

議；

（五）對有關年報及帳目制定意見書

呈交會員大會。

第八條

會議

一、會長會議，理事會議及監事會議

於需要時召開，分別由會長、理事長、監

事長召集。

二、本會各種會議，除法律及章程的

特別規定外，均須經出席人數半數以上同

意，始得通過決議。

三、理事及監事應積極出席例會及各

類會議。若在任期內連續六次無故缺席，

經理事、監事聯席會議核實通過，作自動

退職論。

第九條

會員

一、凡從事環保產品或相關業務、有

志於相關業務或具有相關專業背景之人

士，並認同本會章程，經向本會申請登記

註冊，由本會理事會議或常務理事會議通

過，即可成為會員。

二、會員權利：

（一）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二）提出批評及建議之權；

（三）享受本會所舉辦的各種活動和

福利。

三、會員義務：

（一）遵守會章，執行及服從本會各

項決議；

（二）推動會務之發展及促進會員間

之互助合作；

（三）繳納入會基金及會費。

四、會員之會費應於本會該財政年度

（本會財政年度訂公曆十二月三十一日為

結算日）內繳交，逾期時，本會得以掛號

函催繳之。再三十天後，倘仍未清繳者，

則作自動退會論。

五、會員如有違反會章，破壞本會之

行為者，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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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退會自由，可以書面方式向理事

會宣稱退會，由理事會備案確認之。

第十條

財產及收入

一、本會為非牟利社團，本會之收入

只能用於貫徹本會宗旨之活動，不能以任

何形式、直接或間接用於其他用途。

二、本會之財產及收入來源如下，並

設立基金：

（一）會員之入會費、定期會費及捐

款；

（二）本會獲得之津貼、捐贈、遺產、

遺贈及出資；

（三）工作之收益，例如提供服務，出

版刊物或其他活動而獲得之收益；

（四）公共或私人實體給予之津貼或

資助；

（五）本身財產及資本之收益；

（六）其他合法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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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會經費如有不敷或有特別需要

時，得由理事會決定籌募之。

四、本會之銀行戶口及有關之財務文

件由會長及理事長中任意一人簽署有效。

五、本會經費收支的財務報告必須每

年由理事會報告經會員大會通過。

第十一條

附則

一、第一屆領導架構成員尚未選出

前，由創辦人組成一個籌備委員會，該委

員會擁有本章程所賦予之所有權力，並負

責籌備首次大會及在該大會上選出本會

各機構之成員，並於第一屆領導架構成員

選出後即時解散。

二、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均依澳門現

行法律執行。

三、本會章程如有未完善之處，得由

理事會討論修改，交會員大會通過。

四、本章程之解釋權屬理事會。

第十二條

解散

本會須召開會員會議以全體會員四分

之三贊同票通過，方可解散。

私人公證員 潘民龍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6 de 
Agosto de 2019. — O Notário, Manuel Pinto.

（是項刊登費用為 $4,72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724,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e Intercâmbio Económico, 
Comer cial e Cultural de Macau-Jiang Xi

Certifico, por extracto, que por docu
mento autenticado, outorgado em 19 de 
Julho de 2019, arquivado neste Cartório 
e registado sob o n.º 3 do Maço de Docu
mentos Autenticados de Constituição de 
Associações e de Instituição de Fundações 
e Alterações dos Estatutos n.º 1/2019B, 
foi constituída a associação com a deno

mi nação em epígrafe, que se regerá pelos 
estatutos constantes da cópia anexa e que 
vai conforme o original a que me reporto:

澳門江西經貿文化交流協會

組織章程

第一章

名稱、會址及宗旨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

江西經貿文化交流協會”，葡文名稱“As
sociação de Intercâmbio Económico, 
Comer cial e Cultural de MacauJiang 
Xi”，英文名稱“MacaoJiang Xi Econo
mic, Commerci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Association。”（以下簡稱“本會”）本會
屬非牟利社團。

第二條——本會會址暫設在澳門友

誼大馬路1327號鴻安中心地庫B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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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條——本會宗旨以愛國愛澳的精

神，推動澳門與江西兩地之間的經貿、文

化和相關領域的交流及合作，共同為澳門

特別行政區和江西省的發展作出貢獻。

第二章

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第四條——會員：

（一）本會會員以個人身份參加；

（二）凡認同本會宗旨及願意遵守本

章程之自然人，填妥入會表格及繳納會費

後，均可成為會員；

（三）會員有退出本會的自由，但應

向理事會提出書面申請。

第五條——會員享有之權利如下：

（一）參加會員大會；

（二）選舉及被選舉權；

（三）對本會會務提出建議及意見；

（四）參與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

（五）介紹新會員入會；

（六）退出本會；

（七）凡會員入會不足六個月者，沒有

選舉及被選舉權。

第六條——會員應盡之義務：

（一）遵守本會的章程並執行一切議

決案；

（二）積極參與、支持及協助本會舉

辦之各項活動，推動會務發展；

（三）按時繳納會費及其他應付之費

用；

（四）不得作出任何有損本會聲譽之

行為。

第三章

紀律

第七條——凡違反本會章程、內部規

章以及參與有損本會聲譽或利益之活動，

將由理事會作出處分；嚴重者得取消其會

員資格，所繳的一切費用概不發還。

第四章

組織架構

第八條——本會的組織架構為：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九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架

構，由全體會員組成。

（二）會員大會設會長（會員大會主

席）一名、副會長（會員大會副主席）及

秘書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會長為本會會務最高負責人。

（三）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在必要情況下應理事會或不少於二分

之一會員以正當理由提出要求，亦得召開

特別會議。

（四）會員大會由理事會召集，由會

長負責主持，若會長不能視事時，由副會

長代任。

（五）會員大會之召集書須提前至少

八天以掛號信或透過由會員簽收的方式

召集，召集書內應註明會議召開的日期、

時間、地點及議程。

（六）第一次召集時，會員大會必須

在至少半數會員出席的情況下方可作出

決議，但如不足半數，則於半小時後在同

一地點召開之會議視為第二次召集之會

議。屆時，不論出席之會員人數多少均視

為有效。

第十條——會員大會之職權：

（一）修改本會章程及內部規章；修

改本會章程之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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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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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舉會員大會會長（會員大會

主席）、副會長（會員大會副主席）、秘書

和理事會、監事會成員。

（三）審議理事會的工作報告和財務

報告，以及監事會的相關意見書；

（四）決定本會會務方針及作出相應

決議；

（五）通過翌年度的活動計劃及預

算。

第十一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

其總數必須為單數；

（二）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

長及理事若干人、司庫及秘書長各一人，每

屆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三）理事會會議通常每三個月召開

例會一次，商議會務。會議在有過半數理

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議決事宜，決議須

獲出席成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方為有效。

如有必要，可由會長隨時召開特別會議或

應半數以上會員向理事會提出申請而召

開。每次理事會會議之議決及執行情況，

須於下一次理事會上提出報告及確認。

第十二條——理事會為本會會務執行

機構，其職權如下：

（一）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二）主持及處理各項會務工作；

（三）研究和制定本會的工作計劃及

預算；

（四）安排會員大會的一切準備工

作；

（五）領導及維持本會之日常會務，

行政管理，財務運作及按時向大會提交會

務報告及帳目結算；

（六）審核新會員入會資格及通過取

消會員資格；

（七）在其職稱範圍內，依照會章處

分違紀會員；

（八）在法庭內外代表本會；本會所

有行為、合約及檔案須理事會理事長和副

理事長共同簽署；

（九）聘請本會永遠會長、榮譽會長、

名譽會長、名譽顧問等。

第十三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大會選出，其總數必

須為單數；

（二）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

長及監事若干名，互選產生，每屆任期為

三年，連選得連任；

（三）監事會通常每三個月與理事會

一起召開例會一次，共商會務。會議在有

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議決事

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方為有效。

第十四條——監事會為本會會務的

監察機構，其職權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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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監督各項會務工作之進展，就

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三）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

（四）提出改善會務及財政運作之建

議；

（五）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決策及工

作活動；

（六）審核本會財政狀況及賬目。

第五章

經費

第十五條——本會為不牟利社團，有

關經費來源主要由會員繳交之會費及海

內外各界熱心人士之捐贈或公共機構或

私人團體之贊助。

第六章

附則

第十六條——本會設內部規章，規範

領導機構轄下的各部別組織，行政管理

及財務運作細則等事項，有關條文由會員

大會通過後公佈執行。

第十七條——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

會員大會；本會章程由會員大會通過之日

起生效，若有未盡善之處，由會員大會討

論通過修訂。

第十八條——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

概依澳門現行法律辦理。

私人公證員 蘇雅麗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19 de 
Julho de 2019. — A Notária, Ana Soar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3,60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60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e Intercâmbio Multi-
-Cultural e Desenvolvimento de Indústria 
Diversificada de Área de Grande Baía de 

Guangdong-HongKong-Macau

Certifico, para extracto, que por docu
mento autenticado, outorgado em 19 de 
Julho de 2019, arquivado neste Cartório 
e registado sob o n.º 4 do Maço de Docu
mentos Autenticados de Constituição de 
Associações e de Instituição de Fundações 
e Alterações dos Estatutos n.º 1/2019B, 
foi constituída a associação com a deno
minação em epígrafe, que se regerá pelos 
estatutos constantes da cópia anexa e que 
vai conforme o original a que me reporto.

粵港澳大灣區多元文化交流

與產業發展學會

Associação de Intercâmbio Multi-
-Cultural e Desenvolvimento de Indústria 
Diversificada de Área de Grande Baía de 

Guangdong-HongKong-Macau

Multi-cultural Exchange and Diversified 
Industr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of 

Guangdong-Hong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組織章程

第一章

名稱、會址及宗旨

第一條——本會是一個非牟利社

團，其存續不設限期，中文名為粵港澳

大灣區多元文化交流與產業發展學會，

葡文名為Associação de Intercâmbio 
Mult iCultura l e Desenvolv imento 
de Indústr ia Diversi f icada de Área 
d e G r a n d e B a í a d e G u a n g d o n g 
Hong KongMac au，英文名為Mu lt i
cultural Exchange and Diversi f ied 
Industr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of 
GuangdongHong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第二條——本學會創會會址設於澳

門馬統領街32號廠商會大廈D1。

第三條——本會宗旨為全力擁護「一

國兩制」及「澳人治澳」方針，促進及推

動澳門多元文化交流和多元產業發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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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一帶一路」建

設、學術研究、文化、產業提供交流平臺，

並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培育具國際視野學

術的人才。

第二章

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第四條——會員：

（一）本會會員以個人身份參加；

（二）凡認同本會宗旨及願意遵守本

章程之自然人，填妥入會表格及繳納會費

後，均可成為本會會員；

（三）會員有退出本會的自由，但應

向理事會提出書面申請。

第五條——會員享有之權利如下：

（一）參加會員大會；

（二）選舉及被選舉權；

（三）對本會會務提出建議及意見；

（四）參與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

（五）介紹新會員入會；

（六）退出本會；

（七）凡會員入會不足六個月者，沒有

選舉及被選舉權。

第六條——會員應盡之義務：

（一）遵守本會的章程並執行一切議

決案；

（二）積極參與、支持及協助本會舉

辦之各項活動，推動會務發展；

（三）按時繳納會費及其他應付之費

用；

（四）不得作出任何有損本會聲譽之

行為。

第三章

紀律

第七條——凡違反本會章程、內部規

章以及參與有損本會聲譽或利益之活動，

將由理事會作出處分；嚴重者得取消其會

員資格，所繳的一切費用概不發還。

第四章

組織架構

第八條——本會的組織架構為：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九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架

構，由全體會員組成。

（二）會員大會設會長（會員大會主

席）一名、副會長（會員大會副主席）及

秘書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會長為本會會務最高負責人。

（三）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在必要情況下應理事會或不少於二分

之一會員以正當理由提出要求，亦得召開

特別會議。

（四）會員大會由理事會召集，由會

長負責主持，若會長不能視事時，由副會

長代任。

（五）會員大會之召集書須提前至少

八天以掛號信或透過由會員簽收的方式

召集，召集書內應註明會議召開的日期、

時間、地點及議程。

（六）第一次召集時，會員大會必須

在至少半數會員出席的情況下方可作出

決議，但如不足半數，則於半小時後在同

一地點召開之會議視為第二次召集之會

議。屆時，不論出席之會員人數多少均視

為有效。

第十條——會員大會之職權：

（一）修改本會章程及內部規章；修

改本會章程之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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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選舉會員大會會長（會員大會

主席）、副會長（會員大會副主席）、秘書

和理事會、監事會成員。

（三）審議理事會的工作報告和財務

報告，以及監事會的相關意見書；

（四）決定本會會務方針及作出相應

決議；

（五）通過翌年度的活動計劃及預

算。

第十一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

其總數必須為單數；

（二）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

長及理事若干人、司庫及秘書長各一人，每

屆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三）理事會會議通常每三個月召開

例會一次，商議會務。會議在有過半數理

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議決事宜，決議須

獲出席成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方為有效。

如有必要，可由會長隨時召開特別會議或

應半數以上會員向理事會提出申請而召

開。每次理事會會議之議決及執行情況，

須於下一次理事會上提出報告及確認。

第十二條——理事會為本會會務執行

機構，其職權如下：

（一）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二）主持及處理各項會務工作；

（三）研究和制定本會的工作計劃及

預算；

（四）安排會員大會的一切準備工

作；

（五）領導及維持本會之日常會務，

行政管理，財務運作及按時向大會提交會

務報告及帳目結算；

（六）審核新會員入會資格及通過取

消會員資格；

（七）在其職稱範圍內，依照會章處

分違紀會員；

（八）在法庭內外代表本會；本會所

有行為、合約及檔案須理事會理事長和副

理事長共同簽署；

（九）聘請本會永遠會長、榮譽會長、

名譽會長、名譽顧問等。

第十三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大會選出，其總數必

須為單數；

（二）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

長及監事若干名，互選產生，每屆任期為

三年，連選得連任；

（三）監事會通常每三個月與理事會

一起召開例會一次，共商會務。會議在有

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議決事

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方為有效。

第十四條——監事會為本會會務的

監察機構，其職權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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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監督各項會務工作之進展，就

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三）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

（四）提出改善會務及財政運作之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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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決策及工

作活動；

（六）審核本會財政狀況及賬目。

第五章

經費

第十五條——本會為不牟利社團，有

關經費來源主要由會員繳交之會費及海

內外各界熱心人士之捐贈或公共機構或

私人團體之贊助。

第六章

附則

第十六條——本會設內部規章，規範

領導機構轄下的各部別組織，行政管理

及財務運作細則等事項，有關條文由會員

大會通過後公佈執行。

第十七條——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

會員大會；本會章程由會員大會通過之日

起生效，若有未盡善之處，由會員大會討

論通過修訂。

第十八條——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

概依澳門現行法律辦理。

私人公證員 蘇雅麗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23 de 
Julho de 2019. — A Notária, Ana Soar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3,81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817,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霎哈嘉瑜伽（澳門）協會

（簡稱：霎哈嘉瑜伽）

Associação de Sahaja Yoga (Macau)

em abreviatura: (Sahaja Yo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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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三十日存

檔於本署2019/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
為233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三條

會址

本會現已搬遷到新的會址。

本會會址：澳門海邊馬路85號亮點11
樓F室。

本會的會址必須經會員大會決議後，

才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內遷址、開設分

社、辦事處、增設公開或非公開講座、或

有關一切的活動。

如有違例者，本會必定會採取法律行

動和保留一切的及所有的追究權利。

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57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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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國際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試算表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總經理

焦雲迪

副總經理

陳偉成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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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試算表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澳門元

副總經理

袁毅敏

會計主管

蘇立煒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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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ger Finance, Macau,

Tam Pui Si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Macau,

Lau Pak Hu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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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銀行——澳門分行

試算表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總經理 副總經理

 郭雲芳 梁惠娟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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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算表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Junho de 2019

行政委員會

A Comissão Administrativa:

劉惠明、譚韻儀、葉頌華、李貝濤

Lau Wai Meng, Tam Van Iu, Ip Chong Wa, Pedro Miguel 

Rodrigues Cardoso das Neves

會計主任

A Chefe da Contabilidade,

林慧珊

Lam Wai San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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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華人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試算表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行長 副行長

 邱慧珠 陳達港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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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 CHARTERED BANK, MACAU BRANCH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Junho de 2019

 A Gerente-Geral,  A Chefe de Contabilidade,
 Candy Vu  Alice Leu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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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G SENG BANK LIMITED
SUCURSAL DE MACAU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Junho de 2019

 O Gerente da Sucursal de Macau,

Isidorus Fong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Jeffrey 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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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INDUSTRIAL E COMERCIAL DA CHINA (MACAU), S.A.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Junho de 2019

 O Vice-Presidente, Director-Geral e Administrador Executivo,
 Xu Keen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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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INDUSTRIAL E COMERCIAL DA CHINA (MACAU), S.A. GROUP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Junho de 2019

O Vice-Presidente, Director-Geral e Administrador Executivo,
Xu Keen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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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DADE FINANCEIRA ICBC (MACAU) CAPITAL, S.A.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Junho de 2019

O President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Xu Keen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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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信保險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澳門羅保博士街1-3號國際銀行大廈27樓 電話：28305686 圖文傳真：28305600

根據六月三十日第27/97/M號法令第八十六條第三款之公告

非人壽保險公司營業表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借方 澳門元

 貸方 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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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 益 表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澳門元

 資產負債表

2018年12月31日

 澳門元 澳門元

會計

陳健成

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五日

受權人

顏綺虹

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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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業務概略

二零一八年度，澳門分行之保費收入較去年增長約30.2%，承保收入比去年增加964萬澳門元。全年錄得稅前盈利395萬澳門元，比去
年的虧損452萬澳元，相差847萬澳門元。

展望二零一九年，本公司將投入更多資源開發保險產品及拓寬分銷渠道，從而進一步提升本公司在澳門的保險業務。

受權人

顏綺虹

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五日

外部核數師意見書之概要

致 閩信保險有限公司各董事

 關於閩信保險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註冊成立的一家保險有限公司之分行）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閩信保險有限公司（澳門分行）二零一八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於

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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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公司往來賬變動表和現金流量

表組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隨附由管理層編製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財務報表和相關會計賬目及簿冊的摘要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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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更全面了解閩信保險有限公司（澳門分行）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財務

報表以及獨立核數師報告一併閱讀。

楊麗娟

註冊核數師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二日，於澳門

（是項刊登費用為 $6,20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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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郡保險公司澳門分行

澳門殷皇子大馬路43-53A澳門廣場14樓C　電話：（853）28715618

根據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第27/97/M號法令第八十六條第三款之公告

資產負債表（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澳門元

 
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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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業務發展概略

本公司澳門分行秉持穩健和多元化的業務拓展策略，二零一八年毛保費收入達到約752萬澳門元。

展望二零一九年，本公司將透過多元化的保險產品和拓寬分銷的渠道，逐步拓展澳門保險業務。

受權人

陳芷珊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外部核數師意見書之概要

致 巴郡保險公司澳門分行管理層

本核數師行已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完成審核 巴郡保險公司澳門分行二零一八年度之財務報表，
並已於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五日就該等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及截至該日止年度之損益組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概要和其他

說明性附註。

隨附由管理層編制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的撮要內容，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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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更全面瞭解巴郡保險公司澳門分行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財務報表以

及獨立核數師報告一併參閱。

郭詩敏

註冊核數師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澳門，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是項刊登費用為 $8,6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8 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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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Life Insurance (Overseas) Co. LTD

資產負債表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8

澳門元
Patacas



14478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 第 33 期 —— 2019 年 8 月 14 日

資產負債表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8

澳門元
Pat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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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元
Patacas

 會計 獲授權人
 Contabilista Procurador

 魏飛龍 周士軍
 Wei Feilong Zhou Shi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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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表於二零一八年度
Conta de exploração do exercicio de 2018

澳門元
Pat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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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ório de Actividades

Com o elevado reconhecimento e o apoio dos clientes locais, a Sucursal de Macau da China Life Insurance (Overseas) Company Limi-
ted (doravante designada por “Sucursal de Macau”) auferiu 7,99 mil milhões de patacas em termos de prémios no ano de 2018, e registou 
um lucro depois de impostos de 265 milhões de patacas.

O montante total de investimento por parte das sucursais de Macau e Hong Kong no Projecto de Pre-IPO da Lung Ming Mining Co., 
Ltd (adiante denominada por “Lung Ming Mining”) foi 200 milhões de dólares americanos. Em 2016, a Companhia transferiu o saldo to-
tal do investimento da sucursal de Hong Kong na Lung Ming Mining à de Macau, sendo 339 milhões de patacas de quotas e 895 milhões 
de patacas de empréstimos. Devido à mudança violenta da situação económica global, a queda significante do preço do minério de ferro 
bem como o ambiente não satisfatório de investimento do mercado global de capitais, Lung Ming Mining não conseguiu ser listada em 
bolsas de valor como esperado. Tomando em conta a incerteza da recuperação do investimento no Projecto da Lung Ming Mining e no 
princípio da prudência operacional e financeira, as provisões para a depreciação de activos relativamente a esse investimento ficaram 508 
milhões de patacas no ano em apreço. Em 2017, a companhia devolveu à sucursal de Hong Kong o saldo de 470 milhões de patacas do 
Projecto de Pre-IPO da Lung Ming Minin. Em 2018, as provisões para a depreciação de activos, relativamente a investimento em acções 
de Lung Ming Mining, da Sucursal de Macau, foram 219 milhões de patacas e o saldo contabilístico passou a ser 178 milhões de patacas 
nos finais deste ano.

Foi criado um grupo de trabalho destinado à efectuação da comunicação activa com Lung Ming Mining e à tomada de medidas efi-
cazes para aumentar a recuperação do investimento, não excluindo a possibilidade de continuar a depreciação nos próximos anos e a de 
afectar os lucros da companhia. No entanto, mesmo nas situações mais desfavoráveis, i.e., a previsão para a depreciação do saldo total do 
investimento neste projecto, a nossa companhia irá manter a boa solidez financeira e a capacidade suficiente de liquidação.

Estamos em Macau há 29 anos, com a filosofia corporativa de “Lifelong Promise, Lifelong Partner”, conseguindo o activo total de 56,4 
mil milhões de patacas até aos finais do ano de 2018. Foram atribuídas à China Life Insurance (Overseas) Company Limited o rating A11 
da Solidez Financeira de Seguros pela Moody’s e o rating A2 do Crédito de Emitente de Moeda Local a Longo Prazo e da Solidez Finan-
ceira de Seguradora pela Standard & Poor’s. Tendo os activos de quase 4 trilhões de RMB nos finais de 2018, a companhia-mãe China 
Life Insurance (Group) Company ocupa o número 42 das 500 maiores companhias do mundo.

No futuro, iremos continuar a envidar todos esforços no sentido de proporcionar aos cidadãos de Macau serviços de boa qualidade de 
seguros de vida e contribuir para o desenvolvimento e construção de Macau para retribuir o apoio e a confiança dos clientes.

1 até a 13 de Março de 2019

2 até a 29 de Novembro de 2018

Relatório de Auditor Independente sobre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à Gerência da China Life Insurance (Overseas) Company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sociedade por acções de responsabilidade limitada, registada em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China Life Insurance (Overseas) Company Limted — Sucursal de Macau 
(a “Sucursal”) relativas ao ano de 2018, nos termos d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11 de Abril de 2019, expressámos uma opinião sem reservas relativamente às demons-
traçõ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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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a demons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a conta de s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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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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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os 11 de Abril de 2019.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40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2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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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delidade Macau — Companhia de Seguros, S.A.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8

 Pat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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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 de exploração do exercício de 2018
(Ramos gerais)

 Débito Patacas

 Crédito Patacas

Conta de ganhos e perdas do exercício de 2018

  Patacas

Chefe da Contabilidade

 Chan Soi Ngo

Presidente da Comissão Executiva

 Paulo Barb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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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DELIDADE MACAU — COMPANHIA DE SEGUROS, S.A. 

INFORMAÇÕES A 31/12/2018

SÍNTESE DO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O ano de 2018 foi marcado por um abrandamento do crescimento da economia de Macau (China), associado a um acréscimo da taxa de 
inflação que se fixou em 3,01%, nível significativamente superior à taxa de 1,23% registada em 2017.

Acompanhando a expansão económica, em 2018 o mercado segurador de Macau (China) cresceu 9,32% na sua actividade dos seguros 
não-vida, registando um volume de prémios de MOP 2.5 mil milhões. Por seu turno, a seguradora registou um volume de prémios de 
MOP 138.8 milhões, o que se traduziu num ligeiro acréscimo da sua quota de mercado, fixando-se agora em 5,55%.

A totalidade das provisões técnicas da seguradora cifravam-se em aproximadamente 380 milhões de Patacas de Macau a 31 de Dezem-
bro de 2018, das quais cerca de 82% respeitavam a provisões para sinistros.

Em 2018, a seguradora registou um lucro líquido de MOP 21.2 milhões. Nos termos legais e estatutários, 20% deste resultado foi afecto à 
constituição da reserva legal e os remanescentes 80% transferidos para reservas livres.

Por fim, expressamos os nossos agradecimentos a todos os clientes pela confiança depositada, a todos os colaboradores pela sua dedica-
ção, bem como às competentes Autoridades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e, em especial, à Autoridade Monetária de 
Macau por todo o apoio e colaboração prestados.

Macau, 12 de Junho de 2019.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Relatório de Auditor Independente sobre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os accionistas da Fidelidade Macau — Companhia de Seguros, S.A.

(sociedade por acções de responsabilidade limitada, registada em Macau)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Fidelidade Macau — Companhia de Seguros, S.A. relativas ao ano de 2018, 
nos termos d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28 de Fevereiro de 2019, expressámos uma opinião sem reservas relativamente à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pre-
sentes constituem um resum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 que se acima se alude compreendem a demonstraç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à data de 31 de Dezembro d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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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que acima 
se faz referência.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
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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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o, King To

Auditor de Contas

Ernst & Young — Auditores

Macau, aos 28 de Fevereiro de 2019.

ORGÃOS SOCIAIS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Jorge Neto Valente (Presidente)

 Maria Beatriz de Melo e Sá Segorbe Luís (Secretári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Rogério Miguel Antunes Campos Henriques (Presidente)

 Wai Lam William Mak (麥偉林)

 Paulo Manuel Gomes Barbosa

 Cheung Ming Fai Ivan (張明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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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issão Executiva

 Paulo Manuel Gomes Barbosa (Presidente)

 Cheung Ming Fai Ivan (張明輝)

Conselho Fiscal

 CSC & Associados — Sociedade de Auditores, representada por Mok Chi Meng (莫子銘)

INSTITUIÇÕES EM QUE DETÉM PARTICIPAÇÃO SUPERIOR A 5% DO RESPECTIVO CAPITAL OU SUPERIOR A 5% 
DOS SEUS FUNDOS PRÓPRIOS

Nenhuma

ACCIONISTAS COM PARTICIPAÇÃO QUALIFICADA

Nome Acções detidas (n.º) Valor percentual (%)

Fidelidade — Companhia de Seguros, S.A. 159.980 99,9875

RELATÓRIO E PARECER DO FISCAL ÚNICO

Para: Accionistas da Fidelidade Macau — Companhia de Seguros, S.A.

Em cumprimento das disposições legais aplicáveis, dos estatutos e do mandato que nos foi conferido, apresentamos o relatório da activi-
dade fiscalizadora e o parecer sobre os documentos de prestação de contas elaborados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e da sua respon-
sabilidade.

Acompanhámos, desde a nossa nomeação, a evolução da actividade da sociedade e verificamos a regularidade dos seus registos contabi-
lísticos e o cumprimento das normas legais e estatutárias em vigor, tendo procedido às verificações consideradas adequadas.

Obtivemos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regular informação e esclarecimento sobre o funcionamento da sociedade e o andamento dos 
seus negócios.

Examinámos o Relatório de Gestão e demais documentos de prestação de contas individuais do exercício, bem como a Certificação Legal 
de Contas da Ernst & Young — Auditores, com que concordamos.

Em face de quanto entecede, o Fiscal Único emite o seguinte

PARECER

Que seja aprovado o Relatório de Gestão de 2018 e demais documentos de prestação de contas individuais do exercício, tal como apre-
sentados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O Fiscal Único agracede a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e aos restantes orgãos sociais a boa colaboração recebida ao longo do exercício.

Macau, 13 de Março de 2019.

CSC & Associados — Sociedade de Auditores

Representada por Mok Chi Meng

Fiscal Único

（是項刊登費用為 $9,92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9 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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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delidade — Companhia de Seguros, S.A. (Ramo Vida)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8

 Pat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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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 de exploração (Ramo Vida) do exercício de 2018

 Débito Patacas

 Crédito Patacas

Conta de ganhos e perdas do exercício de 2018

  Patacas

Chefe da Contabilidade,

Chan Soi Ngo

Director-Geral,

Paulo Barb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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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DELIDADE — COMPANHIA DE SEGUROS, S.A. (RAMO VIDA)

INFORMAÇÕES A 31/12/2018

SÍNTESE DO RELATÓRIO DE ACTIVIDADE

O ano de 2018 foi marcado por um abrandamento do crescimento da economia de Macau (China), associado a um acréscimo da taxa de 
inflação que se fixou em 3,01%, nível significativamente superior à taxa de 1,23% registada em 2017.

Na sua actividade dos seguros vida, o mercado segurador de Macau (China) registou em 2018 um crescimento negativo de 4,9%, traduzi-
do num volume de prémios de MOP 18.7 mil milhões. Por seu turno, a sucursal registou um volume de prémios de MOP 363.3 milhões, 
correspondente a uma taxa de crescimento da actividade de 411,2%, o que se traduziu num acréscimo da sua quota de mercado, fixando-
-se agora em 1,94%.

A totalidade das provisões técnicas da sucursal cifravam-se em aproximadamente MOP 512,3 milhões a 31 de Dezembro de 2018, reflec-
tindo um crescimento 132,6% face a 2017. 

Em 2018, a sucursal registou um lucro líquido de MOP 4.7 milhões., corespondendo a um crescimento de 127,4% face a 2017.

Por fim, expressamos os nossos agradecimentos a todos os clientes pela confiança depositada, a todos os colaboradores pela sua dedica-
ção, bem como às competentes Autoridades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e, em especial, à Autoridade Monetária de 
Macau por todo o apoio e colaboração prestados. 

Macau, 8 de Julho de 2019.

O Mandatário Geral

Relatório de Auditor Independente sobre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À Gerência da Sucursal da Fidelidade — Companhia de Seguros, S.A. (Ramo Vida)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Fidelidade — Companhia de Seguros, S.A. (Ramo Vida) (a «Sucursal») relativas 
ao ano de 2018, nos termos d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15 de Abril d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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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a demons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a conta de sede e a demonstração de fluxos de caixa relativas ao ano findo, assim como um re-
sumo da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relevante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reparadas pela gerência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nuais auditadas a que acima 
se faz referência.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
monstraçõ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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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os 15 de Abril de 2019.

（是項刊登費用為 $6,82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 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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