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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中國無人機行業（澳門）協會

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立

章程文本自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八日，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3號135/2020。

中國無人機行業（澳門）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之中文名稱為“中國無人機行業

（澳門）協會”，葡文為“Associação da 
Indústria de Drone da China (Macau)”，
英文為“China Drone Industry (Macao) 
Association”。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本會宗旨為：

（一）本會作為無人機行業的一個平

台，與政府、相關協會及企業提供溝通

的橋樑，也是行業與相關企業交流的平

台；

（二）提供平台協助及支援本會會

員，與世界各地無人機行業、相關協會及

企業進行緊密聯繫，從而提高技術知識水

平及發展相關行業；

（三）給澳門青少年在科普教育的基

礎上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委託國內協會或

企業提供培訓及舉辦競賽；

（四）通過提高學習無人機技術、互

動交流，並組織澳門青少年參加國際夏令

營和冬令營，培養學生德智體及無人機人

工智慧方面科普培訓教育；

（五）透過適當方式，宣傳本會宗旨

範圍內之科學及專業訊息；及

（六）舉辦、支持及參與與本會宗旨

相符之講座、課程、會議、研討會及其他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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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條

目標

本會之目標為：

（一）與國內及澳門各大學合作對無

人機進行科研與專業的學習培訓；

（二）與國際協會或企業聯手組織活

動，無人機賽事、無人機表演、人工智慧

的運用，參與國內的重大賽事、科普教育

與培訓活動；

（三）通過與國際無人機行業相關業

者緊密聯繫，從而尋找推動及發展事業商

機；及

（四）提供其他服務及舉辦各項活動。

第四條

會址

會址設於澳門黑沙環勞動節大馬路

358號金海山花園第十一座地下E舖。會址
可透過會員大會決議更改遷往澳門任何

地方及設立分區辦事處。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均可申請為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後，

便可成為會員。

第六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享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和

表決權；

（二）會員有權參與本會組織及舉辦

之一切活動；

（三）會員應遵守本會章程、內部規

章及大會決議。

第七條

退出及除名

（一）會員可自行向本會理事會提出

申請退會。

（二）會員若違反章程規定，不遵守

本會的宗旨或嚴重損害本會聲譽，經理事

會通過，可被撤銷會籍。

（三）離職、辭職、被開除或經本會

理事會討論通過撤銷其會員資格者，喪失

會員資格。

第三章

組織機關

第八條

機關

（一）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

理事會、監事會。

（二）上述組織機關成員，每屆任期

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第九條

會員大會

（一）本會最高權力機關為會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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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副會長

若干名；

（三）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以

掛號信方式為之，或最少提前八日透過簽

收之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

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如遇重大或特

別事項得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四）除主持會員大會之職能外，會

長還肩負對外代表本會的職責。會長因事

缺席時，由副會長代其行使職權；

（五）通過聘請或邀請社會賢達及社

會熱心人士為本會的榮譽會長、榮譽理

事、榮譽會員、榮譽顧問及會務顧問等，

以協助本會的發展；

（六）會員大會至少每年召開一次。會

員大會在超過半數會員出席時方能召開，

若出席人數不足，半小時後作第二次召開，

屆時則不論出席人數多少均視為有效；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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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

理事會

（一）本會執行機關為理事會，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日常具體會務，設

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秘書及理事若干

名，其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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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事會得按會務發展之需要，

下設若干職能部門或委員會，以負責處理

特定的任務，該等內部組織直接向理事會

負責，其運作規章由理事會決議通過及公

佈實施；

（三）理事會議每六個月召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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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監事會

（一）本會監察機關為監事會，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設

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監事若干名，其

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

（二）監事會議每六個月召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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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條

文件的簽署

有關簽署下列之文件及行為，必須由

本會之會員大會會長、理事長及監事長任

何倆人共同簽署方為有效；

（一）任何對外有法律效力及約束性

的文件及合同；

（二）以任何方式取得不動產、價值

和權利；

（三）以出售、交換或有償式出讓或

轉讓本會的任何資產、價值和權利；

（四）訂定租期、租金及其他合約條

件承租及出租物業；

（五）委任本會受權人；

（六）有關簽署以本會名義開設銀行

帳戶、提取及調動。

而日常會務檔案僅需理事會一名成員

簽署即具效力。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三條

經費

本會之經費分別為會員入會費、每年

會費、本會產業收入、政府機構、各界人

士、舉辦各項活動之收益、團體或其他機

構之贊助。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四條

附則

（一）若有任何疑問，本會之章程之

解釋權屬會員大會。

（二）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概依澳

門現行法律執行。

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八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李宗興

（是項刊登費用為 $3,45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45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石排灣樂群樓聯誼互助會

Associação de Amizade Mútua 
dos Edifício Lok Kuan de 

Seac Pai Van de Macau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零年七月二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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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A S S/M3檔案組內，編號
為175。

澳門石排灣樂群樓聯誼互助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澳門石排

灣樂群樓聯誼互助會。

葡文名稱：Associação de Amizade 
Mútua dos Edifício Lok Kuan de Seac 
Pai Van de Macau。

第二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存續

期為無確定期限。

第三條——本會會址：澳門福安街77
號輝昌閣第一座4樓G室。

第四條——本會在澳門特別行政區

身份證證明局註冊。

第五條——本會以團結、聯絡服務樂

群樓居民，及有交往之人士、社團，加深交

往、促進友誼，並舉辦有關活動為宗旨。

第六條——本會以自願，自覺參與，

不分貧富貴賤，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入會

不分先後，貢獻不論大小，一視同仁為辦

會原則。

第七條——本會以互助互愛精神，發

揚守望相助的優良傳統。

第二章

會員資格

第八條——個人會員：凡居住於樂群

樓的居民贊同本會宗旨，願意遵守本會會

章者，均可申請入會。

第九條——申請入會者，必須填寫入

會申請表，繳交一寸半近身照二張及身份

證影印本一張。

第十條——會員權利：

a）所有會員都有選舉權及被選舉
權。

b）參加會員大會，對會務提出建議和
意見。

c）享用本會為會員所設之福利及參
與各項會務活動。

d）介紹居民入會。

第十一條——會員義務：

a）遵守本會章程，執行本會決議，參
與會務活動。

b）繳交有關會費。

第十二條——本會會員分別為：

a）永久會員：入會時一次性繳交會費
壹佰元正，為永久會員。

b）普通會員：每年繳交叁拾元會費
者，為普通會員。

c）兩者同享受本會的一切權利和義
務，會員有違背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理監事會將視其情節輕重，予以告誡

或撤銷其職務或會籍，其所繳交之各項費

用概不退還。

第三章

組織與架構

第十三條——（一）會員大會為本會

最高之權力機關，由全體會員組成，由行

政管理機關進行召集，每年召開一次，其

職權如下：

a）選舉，任免會長（主席）、副會長、
行政管理機關（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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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審議理事會之賬目及會務工作報
告，通過資產負債表。

c）決定會務方針及工作計劃。

（二）修改會章：大會由行政管理機

關按章程所定之條件進行召集，如有三分

之一以上會員聯署要求時，得由會長主持

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三）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

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四）大會將會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

信方式或最少提前八日透過簽收之方式

召集，召集書內會列明會議之日期、時間、

地點及議程。

第十四條——本會設會長壹名，副

會長若干名，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

為叁年，可以連選連任，會長對外代表本

會，對內領導會務。

第十五條——理事會為本會常設執

行機關，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最少由七

人或以上的單數成員組成，其職權如下：

a）執行會員大會議決。

b）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提出建
議。

c）處理、組織及舉辦本會各類會務活
動。

第十六條——行政管理機關（理事

會）由各理事互選產生理事長壹名，副理

事長壹名，秘書長壹名，任期叁年，可連

選連任，理事會每月召開一次例會。

第十七條——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

舉產生，由三人或以上單數組成，其中主

席為監事長壹人、另有監事等，其職權為

稽核本會賬目及監察理事會各部門工作，

任期叁年，可連選連任，每季獨立召開會

議一次，並出席理事會例會。

第十八條——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

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

同票。

第十九條——本會可通過理監事聯席

會議，決定聘請名譽會長、名譽顧問、顧

問等指導及推進本會會務。

第二十條——本會設常務委員會由會

長、副會長、理事長、監事長和秘書長組

成，主要對本會會務提出指導性意見，帶

領會務發展。

第四章

經濟來源

第二十一條——本會經費由會費、贊

助費撥充組成，由財務部負責管理，由監

事會審理，每年向會員大會公布。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二條——本會章附則，較詳細

列明從會長、理事，各部門職權範圍，使

各部門清楚自己的職責和接受監督。

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三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黃慧華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5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5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健康澳門新一代協會

Associação Nova Geração 
Macau Saudável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零年七月二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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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A S S/M3檔案組內，編號

為176。

健康澳門新一代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健康

澳門新一代協會”，中文簡稱為“健澳新

一代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Nova 
Geração Macau Saudável”，英文名稱
為“Healthy Macau New-Generation 
Association”，英文簡稱為“HMNA”。

第二條——本協會由無煙澳門健康

生活協會倡議之下促成組建，是來自澳

門18-35歲青年居民自願組成的群眾性團
體，是非牟利性社會服務組織。

第三條——宗旨為市民提供適當的

健康資訊並組織資源以促進健康的生活

方式，並涵蓋廣泛方面，包括但不限於倡

議建立良好的飲食習慣、運動、個人衛

生、無酒精、抗壓力，以及最重要的預防

吸煙、防止藥物濫用。

第四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商業

大馬路澳門財富中心五樓A座26室。經本

會會員大會決議，本會會址可遷往澳門任

何地方。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凡承認本協會章程的單

位和個人，經申請並報本會理事會審核通

過，均可成為本會單位會員或個人會員。

但從事與本會宗旨有衝突的相關行業包

括種植、制造、生產、經營、販賣、宣傳、

推廣等的單位和個人除外。

第六條——會員享有下列權利：

（一）本會的選舉權、被選舉權、表決

權；

（二）參加本會各類活動的優先權。

第七條——會員需履行下列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執行本會決定，

維護本會的合法權益。

（二）按規定繳納會費，完成本會交

辦的各項工作，積極宣傳和參加各類會務

活動。

第八條——會員可自由退會。凡出現

下列情況之一的單位會員和個人會員，經

理事會表決通過，取消其會員資格：

（一）不按時繳納應繳的費用。

（二）嚴重違反本協會章程及有關規

定，給本協會造成嚴重不良影響。

第三章

組織機關

第九條——本會組織機關包括：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十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

力機關。

（一）會員大會的權限為：

a）修改章程；

b）選舉和罷免本會各機關成員；

c）審核和通過理事會的工作報告和
財務報告；

d）決定其他重大事宜；

e）解散本會。

（二）會員大會的組成及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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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

b）會員大會由主席團主持，主席團由
會員大會選舉產生，由會長一名、副會長

若干名及一名秘書組成。主席團各成員任

期三年，並得以連選連任。

c）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由理事會
召集；大會之召集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

方式或透過簽收之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

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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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休會期

間，理事會可召開特別會員大會。會員大

會提出修改章程之決議，亦須獲出席會員

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十一條——理事會是會員大會的執

行機關，領導本會開展日常工作。

（一）理事會的職權為：

a）決定設立辦事機構、分支機構和
實體機構及主要負責人的聘任。

b）討論、通過有關提案、重大決議。

c）制定內部管理制度，領導本會各機
構開展工作。

d）審定年度工作計劃、工作總結和財
務預算、決案。

（二）理事會的組成、召集及運作：

a）理事會由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若
干人，理事若干人及秘書長組成，總人數

須為單數。理事會各成員任期均為三年，

理事長只可連任一次，副理事長、理事及

秘書長連選得連任。理事長必須為無煙

澳門健康生活協會之常務理事成員。

b）理事會每一年召開最少一次平常
會議。理事長認為必要時或經多數理事提

出請求時，則召開特別理事會議。

c）理事會須有半數以上成員出席方
能進行會議，其決議須經出席成員二分之

一以上的贊成票方能通過，倘票數相同，

理事長有權再投一票。

第十二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的權限為：

a）監督會員遵守本會章程和倘有之
內部守則；

b）審查本會帳目；

c）監督理事會的工作，並向會員大會
報告；

d）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二）監事會的組成、召集及運作：

a）由一名監事長及最少兩名監事組
成，總人數須為單數，各成員任期為三

年，並得以連選連任。

b）監事會每年召開平常會議一次，由
監事長召集。監事長認為必要時或多數成

員提出請求時，則召開特別監事會議。

c）監事會會議須有過半數成員及監
事長出席時，方可進行議決。會議之任何

決議，須有出席者多數贊成方得通過。如

表決時票數相等，則監事長有權再投一

票。

第四章

資產管理、使用原則

第十三條——本會經費來源：

（一）會費；

（二）捐贈；

（三）企業資助；

（四）利息；

（五）其它合法收入，包括但不限於

贊助和政府資源。但不接受源自與本會宗

旨有衝突的相關行業包括種植、制造、生

產、經營、販賣、宣傳、推廣等的單位和個

人。

第十四條——本會經費必須用於本

章程規定的會務範圍和事業的發展，不得

在會員中分配。

第五章

終止程序及終止後的財產處理

第十五條——本會完成宗旨或自行解

散或由於其他原因需要註銷的，由會員大

會提出終止決議，並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

三之贊同票。

第十六條——本會終止後的剩餘財

產，必須用於發展與本會宗旨相關的事

業。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七條——本章程的解釋權屬會

員大會。

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三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黃慧華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3,11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115,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聖若瑟大學校友體育會（澳門）

Associação Desportiva de Antigos 
Alunos da Universidade 

de São José (Macau)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二

零年七月二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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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ASS/M3檔案組內，編號為178。

聖若瑟大學校友體育會（澳門）

Associação Desportiva de Antigos 
Alunos da Universidade de São José

 (Macau)

University of Saint Joseph Alumni 
Sports Association

 (Macao)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聖若瑟大學
校友體育會（澳門）”。（下稱本會），中文
簡稱“聖大校體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sportiva 
de Antigos Alunos da Universidade de 
São José (Macau)”。

英文名稱為“Un iver s it y of Sa i nt 
Joseph Alumni Sports Associat ion 
(Macao)”。英文簡稱“USJASA”。

本會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註冊為
非牟利社團。

第二條——本會以不涉及政治為原
則，宗旨為致力通過向澳門聖若瑟大學校
友推廣良好運動風氣，促進澳門聖若瑟大
學以及各校友間的聯繫及交流，並以發展
多元化體育運動、提升體育技術水平及個
人整體素質為目標，以及服務社會。

第三條——本會法人住所設於澳門青
洲河邊馬路14-17號，並在有需要時可遷往
本澳其他地方及設立分區辦事處。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會員資格：

一、基本會員：凡認同本會宗旨的澳

門聖若瑟大學校友，經書面申請後，由理

事會核准成為本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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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邀會員：凡對體育事務發展有

所貢獻及認同本會宗旨的人士，經至少兩

名理事推薦，由理事會核准成為本會特邀

會員。 

第五條——會員權利：

一、個人會員及特邀個人會員均享有

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二、會員享有優先參加本會舉辦一切

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第六條——所有會員均具有遵守會章

和決議的義務。對違反本會章程或有損

本會聲譽之會員，由理事會視其情況，分

別給予警告、書面譴責、中止會籍或開除

會籍之處分。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

大會、理事會、監事會。

第八條——本會最高權力機關為會員

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負責制定及通過

本會之活動計劃；根據章程選舉及解任會

員大會主席團和理事會、監事會成員；審

議及通過工作報告及帳目報告；議決章程

之修改；決定會務方針；任命榮譽會長及

顧問等職務；議決本會之解散；法例賦予

之其他權限。

第九條——會員大會主席團設會長一

名、副會長一名或多名、秘書一名或多名，

總體數目最多為17名而且需為奇數。

第十條——本會執行機關為理事會，

負責領導本會之工作及管理其財產；在

法庭內外代表本會；收納及開除普通會

員；訂定入會費及定期會費金額；聘請員

工；購入、賣出、抵押或以任何方式出讓

資產及權利、動產或不動產，或對其設定

負擔；委託代表人代表協會執行指定之工

作；提交年度管理報告；向會員大會提議

聘任榮譽會長、顧問等職務；行使法例賦

予之其他權限。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

一名、秘書一名、財務一名及理事一名或

多名，唯總數目不多於37名且須為奇數。
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策、處理日常會務及

行政工作。

第十一條——本會監察機關為監事

會，負責監督理事會之運作；查核本會之

財產；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行使

法例賦予之其他權限。設監事長一名，副

監事長一名或兩名及監事一名或多名，唯

總數目不多於17名且須為奇數，負責監察
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財政收支及審核理

事會年度報告。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

會及監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任

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四章

會議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每年至少舉行

一次，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會

員大會，唯每次會員大會理事長及監事長

或其代任人必須列席。會員大會如法定人

數不足，則於超過通知書上指定時間三十

分鐘後作第二次召集，屆時不論出席人數

多寡，會員大會得如常召開，並具有相應

的效力。大會召集書將以書面形式於最少

大會召開前八日由秘書以掛號信或簽收

方式通知各會員。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

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第十四條——理事會會議，每三個月

最少召開一次。

第十五條——會員大會得透過理事

會召集，並由會員大會會長主持。理事會

會議應由理事長作出召集，並由理事長主

持。監事會會議應由監事長作出召集，並

由監事長主持。

第十六條——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

事會會議須經半數以上出席成員同意，始

得通過決議。

第五章

經費

第十七條——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

及各界人士贊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要用

款時，得由會員大會會長或理事會決定籌

募之。

第六章

附則

第十八條——會員大會會長及理事長

可共同地或分別獨立地對外代表本會，但

不妨礙會員大會或理事會就某特定事項

作出的決議，旨在授權予本會組織機關的

其他成員。

第十九條——本章程之解釋權屬會

員大會。

第二十條——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於會

員大會，修改章程之宗旨決議須獲全體會

員五分之四之贊同票，其他條文修改決議

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贊同票。

第二十一條——解散本會之決議，須

獲全體會員五分之四之贊同票。

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四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黃慧華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教師藝術團協會

Associação de Trupes Artísticos 
de Professores de Macau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零年七月二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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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A S S/M3檔案組內，編號
為177。

澳門教師藝術團協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

本會為一非牟利團體，並定名為“澳

門教師藝術團協會”，中文簡稱為“教師

藝術團”，由成立日開始生效，存續期不

設限。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Trupes 
Artísticos de Professores de Macau”，葡
文簡稱為“ATAPM”。

英文名稱為：“Macao Teachers’ Art 
Troupe Association”。

本會會徽為：

第二條——會址

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水坑尾街78號
中建商業大廈七樓；

二. 本會可經由會員大會議決更換會
址。

第三條——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堅持愛國愛澳，

擁護基本法為宗旨，增進澳門教師藝術素

養，促進藝術交流，提高育人水平，並透

過藝術交流活動，增強教師歸屬感，豐富

市民藝術生活，提高市民藝術修養。

第四條——活動範圍

一. 組織藝術培訓；

二. 組織及參與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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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組織及參與藝術交流活動。

第二章

組織

第五條——組織架構

本會組織架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會

及監事會。

一. 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及監事
會之成員任期為三年，倘若成員在任期間

出缺，必須於會員大會中進行補選；上述

成員經過會員大會投票選舉產生，可續連

任或罷免；

二. 本會將邀請一些國際或對本澳作
出貢獻之人士作為名譽會長、名譽顧問、

海外顧問及藝術顧問等。

第六條——最高權力機關

一. 本會的最高權力機關為會員大
會，由全體會員組成；

二. 會員大會主席團設會長一人、副會
長若干人、秘書一人。任期屆滿後，經過會

員大會投票通過，可續連任。

第七條——會員大會的職權

一. 修改章程；

二. 選舉和罷免會員大會主席團、理
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三. 審議理事會的會務報告及財務報
告、監事會報告；

四. 決定其他重大事宜。

第八條——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

常會議，由理事會召集和會長主持會議。

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或

其他方式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

期、時間、地點及議程。如達召集會議之

時間而出席的有投票權會員未足半數，不

得作任何決議。半小時後，不論出席會員

多少，即可召開會議，但法律另有規定者

除外。

第九條——理事會是會員大會的執行

機關，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若干人、秘

書長一人、副秘書長若干人及理事若干人，

總人數必須為單數，對會員大會負責，任

期為三年。任期屆滿後，經過會員大會投

票通過，可續連任。

第十條——理事會的職權

一. 確保執行本會章程；

二. 執行會員大會通過之決議；

三. 向會員大會提交管理報告和財務
報告；

四. 審批會員入會或開除會籍；

五. 決定會內主要工作人員的聘任；

六. 因會務工作之需要下設工作部門
或小組；

七. 安排及協助會員大會會議的召開
工作。

第十一條——監事會是本會的監察

機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若干人及

監事若干人，總人數必須為單數，任期為

三年。任期屆滿後，經過會員大會投票通

過，可續連任。

第十二條——監事會的職責

一. 監察理事會之運作；

二. 查核本會的財產；

三. 向會員大會遞交監事會報告；

四. 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其他義
務。

第三章

會員

第十三條——會員

一. 本會分團體會員及個人會員；

二. 會員資格：

1. 團體會員：從事藝術教育工作的團
體或集體；

2. 個人會員：具藝術專長或對藝術有
興趣的教育工作者，均可加入本會。

三. 申請入會者需填妥入會申請表，
經理事會審核及繳交會費，即可成為本會

會員；

四. 會費金額由理事會訂定。

第十四條——會員之權利和義務

一. 所有會員必須遵守本章程及服從
權力機關之決議；

二. 入會滿三個月之會員方有選舉權
和被選舉權；

三. 所有會員均能參與及享有由本會
組織及舉辦之一切活動及福利；

四. 繳納由理事會訂定之會費。

第十五條——會籍註銷

所有會員一旦觸犯以下之規條，理事

會有權註銷該會員會籍：

一. 凡作出一些對於本會名聲有損之
事情；

二. 以本會之名義作一些非法活動；

三. 不服從本會權力機關通過之決
議；

四. 觸犯本澳之法律並已定罪。

第四章

其他

第十六條——經費

一. 會員繳付的會費；

二. 接受符合本會宗旨的公、私贊助
及捐贈；

三. 歷年滾存基金的利息收入；

四. 本會開展各項活動的各種收入。

第十七條——附則

一. 本會章程之修改權及解釋權屬會
員大會；

二. 本章程的修改須獲會員大會出席
會員四分之三或以上之贊成票方可通過。

解散本會的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

的贊同票；

三. 本章程未有列明之處，概以澳門
特別行政區現行法律處理。

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四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黃慧華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2,92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922,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道路清障車商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八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20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1/2020/A S S檔案組第51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道路清障車商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道路清障車商

會”，英文名稱為“Macau Road Wrecker 
Chamber of 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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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團結清障

車行業，維護清障車業界的合法權益，加

強與世界各地清障車人士聯繫，促進業界

多元化發展。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氹仔永寧街22-24
號寶光文創中心GB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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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會理事會批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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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及秘

書各一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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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

理事會

（一）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會，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日常具體會務。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及理事各

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九條

監事會

（一）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會，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及監事各

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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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徽

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八日於海島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9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96,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校友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組織社團

之章程文本自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四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3/2020號檔案組內，並
登記於第1號“獨立文書及其他文件之登
記簿冊”內，編號為4號，該組織章程內容
載於附件之證明書內並與原件一式無訛。

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校友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名稱、會址、宗旨）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科

技大學法學院校友會”，葡文名稱為

“Associação dos Antigos Alunos da 
Faculdade de Direito da Universidade 
de Ciência e Tecnologia de Macau”，英
文名稱為“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aculty of Law Alumni 
Association”（以下簡稱為“本會”）。

第二條——本會亦屬澳門科技大學

校友會聯合總會（以下簡稱為“聯合總

會”）之團體會員。

第三條——本會之地址設在澳門友

誼大馬路555號澳門置地廣場23樓，經理
事會決議，會址得遷往澳門任何地方。

第四條——本會爲非牟利組織，致力

於加強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之校友和母

校之間的聯繫，致力於加強校友和校友之

間的聯繫，加強本會與聯合總會的聯繫，

相互推進發展。

第五條——本會宗旨：

一、弘揚愛祖國、愛澳門、友愛互助

之精神；

二、聯繫校友，促進友誼；

三、加強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之校友

與母校間的聯繫，加強校友與校友之間的

聯繫，加強本會與聯合總會的聯繫，相互

推進發展；

四、舉辦對會員有意義的研討、交流

和訪問活動；

五、團結學界，參與、服務社會。

第六條——本會自註冊成立日起成為

永久性社團並正式開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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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會員

第七條——本會含個人會員和榮譽會

員兩種。其申請資格分別如下：

一、個人會員：凡澳門科技大學法學

院之準畢業生、畢業生、肄業生，贊同本

會章程，奉行聯合總會及本會宗旨，經登

記成為聯合總會會員者，並經理事會批准

後可成爲個人會員。

二、榮譽會員：凡對校友會的發展有

所貢獻或在社會某領域內有成就的人士，

由至少兩名理事推薦，經理事會批准及邀

請，可成為本會榮譽會員。本會亦可邀請

社會傑出人士或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之

傑出校友出任榮譽會長、榮譽副會長及顧

問。

第八條——個人會員有表決權、選舉

權、被選舉權、建議權及監督權。

第九條——任何會員均有遵守本會

章程、規章、規則、決議的義務。

第十條——榮譽會員、榮譽會長、榮

譽副會長及顧問可參加本會活動及出席

會員大會與理事會會議，但無表決權、選

舉權和被選舉權（除兼具個人會員身份

者）。

第十一條——違反本會章程、規章、

規則、決議或損害本會聲譽、利益之會

員，經理事會決議，予以警告或中止會員

權利的處分，情節重大者，經會員大會決

議予以開除會籍。

第十二條——拖欠會費超過兩年之會

員，即時終止會籍及喪失會員資格。

第十三條——會員得以書面說明理由

向本會聲明自願退會。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十四條——本會設有：會員大會、

理事會、監事會。

第十五條——出任本會職務之會員，

不得同時兼任兩職或以上，由就職日起

計，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一次。

第十六條——本會會員大會主席團

設會長一名、副會長若干名，由本會會員

大會選舉產生。

第十七條——會員大會是本會的最高

權力機關，由充分行使權利的全體會員組

成。

第十八條——會員大會的職權尤其包

括如下：

一、訂定和修改本會章程、規章、規

則；

二、制定本會政策、方針；

三、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監

事會成員；

四、罷免主席團、理事會、監事會成

員；

五、議決理事會提交的年度工作計劃

和工作報告、年度財務預算和財務報告、

監事會提交的意見書；

六、議決開除會籍的處分；

七、議決本會之撤銷及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的其他

重大事項。

第十九條——在會員大會閉會期間，

由會長主持日常工作，對會員大會負責。

第二十條——會員大會會長的主要職

權：

一、主持會員大會；

二、審核競選名單的資料；

三、選舉後公佈競選結果及主持新一

屆的就職儀式。

第二十一條——當會員大會會長出缺

時，由副會長代行主席職權。

第二十二條——理事會是本會的執行

機關，在會員大會閉會期間，開展日常工

作，對會員大會負責。

第二十三條——理事會由至少七人

組成，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兩名或以

上、秘書長一名、副秘書長若干名及理事

三名或以上，組成人數必須是單數。理事

會可聘請秘書處工作人員，在秘書長指導

下處理日常會務工作。

第二十四條——理事會的職權如下：

一、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章程、規

章及規則；

二、制定年度工作計劃及提交年度工

作報告；

三、制定年度財務預算、處理財務事

項及提交年度財務報告；

四、設立各專責委員會、部門、小組，

聘免工作人員；

五、審批入會及退會申請；

六、批准及邀請本會榮譽會員、榮譽

會長、榮譽副會長及顧問；

七、制定規章、規則及會費標準，提

交會員大會議決；

八、行使警告、停權、終止會員資格的

處分權；

九、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二十五條——監事會由至少三人組

成，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監事各一

名或以上，組成人數必須是單數。負責監

督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的決議，審核理事

會的工作報告及稽核其財政收支，並對會

員大會負責。

第四章

選舉及會議

第二十六條——本會第一屆各機關成

員由聯合總會任命，第二屆起各機關成員

由全體充分享有權利的會員在已列明擔

任職務的統一候選名單中透過不記名方

式及簡單多數票選出。候選名單可由會員

大會主席團、理事會、監事會提名、或五

分之一的充分享有權利的會員聯合提名。

第二十七條——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

次，至少在會議舉行八天前將召集書以掛

號信或簽收的方式通知本會全體充分享

有權利的會員，召集書內應列明會議的日

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第二十八條——特別會員大會經由理

事會、監事會或超過五分之一會員請求召

開，書面說明召開會議的目的及待議決之

事項。

第二十九條——會員大會第一次召集

後有一半或以上會員出席即可召開；倘第

一次召集未達法定人數，則於三十分鐘後

進行第二次召集，屆時不論出席會員人數

多少，均可召開。

第三十條——會員大會的決議，必須

以超過出席人數之半數票通過。但章程訂

定與修改、開除會員須經理事會通過後向

大會提案，以超過出席會員人數的四分之

三多數票通過；罷免應屆機關成員及撤

銷、解散本會必須以超過全體會員人數的

四分之三多數票通過。

第三十一條——會員大會會長在大

會決議票數相同時有決定性投票權。

第三十二條——理事會定期召開會

議，會期由理事長按會務之需要自行訂

定，必要時可應超過三分之一理事請求召

開特別會議。

第三十三條——理事會的召集至少在

會議舉行七天前通知，會議的決議必須過

半數出席人數，且須以出席人數之多數票

通過。

第三十四條——理事長在理事會議決

議票數相同時有決定性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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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條——監事會定期召開會

議，會期由監事長按監察需要自行訂定。

第五章

經費及財政

第三十六條——本會的收入來自：

一、本會各成員捐獻及資助；

二、舉辦活動的收入與收益；

三、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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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任何方式獲得的合法收入與收

益。

第三十七條——本會的財政年度與曆

年度相同。

第三十八條——本會解散時須依法清

算資產，全部資產捐贈澳門科技大學基

金會。

第六章

附則

第三十九條——會長、理事長或由理事

會委任之發言人方可代表本會對外發言。

第四十條——本會一切責任之承擔，

包括法庭內外，必須由會長或理事長任

一人簽名方爲有效，上述簽署行為得由合

法代理人為之。一般的文書交收事宜例

外。

第四十一條——本會自註冊成立日起

至第一屆會員大會召開前，由澳門科技大

學校友會聯合總會負責統籌本會之一切

事務。

第四十二條——本章程未有規定之事

項，概依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第四十三條——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會

員大會，解釋權屬理事會。

第四十四條——本章程自註冊成立日

起正式生效。

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四日於澳門特別

行政區

私人公證員 林笑雲

（是項刊登費用為 $4,07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078,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善明會

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改

章程文本自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九日，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3號136/2020。

善明會

社團章程

第一章

名稱、會址及宗旨

第四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性質之慈善團體，宗旨

為︰

1. （保留不變）

2. （保留不變）

3. （保留不變）

4. 促進並發展本澳與內地和海外團
體的區域性及國際性學術培訓、交流和合

作。

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九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李宗興

（是項刊登費用為 $55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5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臨床內科學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四日

存檔於本署2020/A S S/M3檔案組內，編
號為179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3.2.6. 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或由
出席會員大會的十分之一功能會員聯名，

均可在會員大會上提出議案；在會員大會

上，所提議案須由超過出席會員大會之絕

對多數票功能會員贊成，方能通過生效；

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四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黃慧華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40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08,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福莆仙媽祖文化聯誼會

Associação de Amizade das Culturas de 
Mazu de Fu Pu Xian em Macau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documento autenticado arquivado 
neste Cartório no maço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f) do número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do Notariado com o n.º 1/2020, sob 
o n.º 7, foi alterado o número sete do artigo 
cinco dos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com a 
denominação em epígrafe, conforme consta 
do documento anexo: 

修改社團章程

根據澳門福莆仙媽祖文化聯誼會特

別會員大會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八日的決

議，代表該會修改該會章程第五條第七

款，其修改內容如下：

第五條第七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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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發送至各會員，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

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私人公證員 Ricardo Sá Carneiro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24 de 
Julho de 2020. — O Notário, Ricardo Sá 
Carneiro.

（是項刊登費用為 $56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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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永亨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試算表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總經理 財務管理部主管

 張建洪 林健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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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國際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試算表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總經理 副總經理

 焦雲迪 陳偉成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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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試算表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經理

蕭雅琴

會計主管

林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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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O Gerente da Sucursal de Macau,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Isidorus Fong Jeffrey 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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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分行

試算表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分行經理 會計主任

 陳智欽 羅美玉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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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試算表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O Administrador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Chui Kai Cheong Chan Chung Wai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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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BANK N.A. MACAU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Junho de 2020

 

 O Gerente de Sucursal de Macau,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Gavin Yu  Carol Tam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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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CITIC Bank International Limited Macau Branch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Junho de 2020

 
 O Director da Sucursal, Sucursal de Macau,

Felix Xia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Sio Mei Ngan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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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S Bank (Hong Kong) Limited

Sucursal de Macau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Junho de 2020

 
 O Representante Principal,

Cheng Kwong Moon

A Chefe da Contabilidade,

Carolina V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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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DA CHINA, LIMITADA Sucursal de Macau

Balancete do razão 

Referente a 30 de Junho de 2020

 O Administrador,

Ip Sio Kai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Jiang Lu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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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分行

試算表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分行經理

王美智

會計主管

蘇隆全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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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NACIONAL ULTRAMARINO, S.A.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Junho de 2020

Patacas

 A Chefe da Contabilidade,  O Presidente da Comissão Executiva,
 Jacqueline Ng Carlos Manuel Sobral Cid da Costa Álvar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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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國際證券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試算表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澳門元

 分行經理 財務主管

 林勁勇 陸偉賢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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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亞保險香港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AIG Insurance Hong Kong Limited - Macau Branch

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Balanço em 31/12/2019

 澳門幣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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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表（非人壽保險公司）二零一九年年度
Conta de Exploração do Exercício de 2019 (Ramos Gerais)

 借方 澳門幣

 Débito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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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貸方 澳門幣

 Crédito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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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表

二零一九年年度
Conta de Ganhos e Perdas do Exercício de 2019

 澳門幣

 MOP

會計

Contabilista

潘淑芳

經理

Gerente

陳家文

業務報告

本澳門分行經營一般保險業務：如勞工保險，產物保險，運輸保險，個人意外及旅遊保險，汽車保險等......於二零一九年度營業額為
澳門元124,602,962及純利為澳門元26,144,526。

Relatório de actividades de 2019

Esta Sucursal de Macau exerce a actividade seguradora nos ramos gerais, tais como acidentes de trabalho, multi-riscos, marítimo-
-carga, acidentes pessoais, viagens, automóvel, etc.

O volume de prémios brutos auferidos no exercício de 2019 foi de MOP 124.602.962 e o resultado apurado neste ano foi 
de $ 26.144.526.

摘要財務報表的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美亞保險香港有限公司——澳門分行管理層：

美亞保險香港有限公司——澳門分行（「貴分行」）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乃撮錄自貴分行截至

同日止年度的已審核財務報表及貴分行的賬冊和記錄。摘要財務報表自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

度的損益表組成，管理層須對該等摘要財務報表負責。我們的責任是對摘要財務報表是否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已審核財務報表及

貴分行的賬冊和記錄符合一致，發表意見，僅向全體股東報告，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我們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

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布的《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貴分行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

表，並已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四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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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公司往來及資本公積變動表和

現金流量表組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及貴分行的賬冊和記錄符合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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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更全面了解貴分行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財務報表以及獨立核數師報

告一併閱讀。

李政立

註冊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澳門，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二日

Reletório do Auditor Independente sobr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lras Resumidas
Para a gerência da AIG Insurance Hong Kong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nexas da AIG Insurance Hong Kong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a «Sucursa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9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dos registos contabilísticos da Sucur-
sa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Est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s quais compreendem o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9 e a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são da responsabilidade da Gerência da Sucursal. A 
nossa responsabilidade consiste em expressar uma opinião, unicamente endereçada a V. Exas, enquanto Gerência, sobre se as demons-
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os livros e 
registos da Sucursal e sem qualquer outra finalidade. Não assumimos responsabilidade nem aceitamos obrigações perante terceiros pelo 
conteúdo deste relatório.

Auditámo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Sucursa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9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emitidas pelo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e expressámos a 
nossa opinião sem reservas sobre est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em relatório datado 24 de Abril de 2020.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compreendem o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9, a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a demons-
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a conta-corrente com a casa-mãe e nas reservas e a demonstração dos fluxos de caixa d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e um resumo das principai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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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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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Ching Lap Bernard
Auditor de contas
PricewaterhouseCoopers

Macau, 22 de Julho de 2020.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16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1 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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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通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YF LIFE INSURANCE INTERNATIONAL LTD. − MACAU BRANCH

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9

 澳門幣

 Pat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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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幣

 Pat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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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度營業表
Conta de Exploração do Exercício de 2019

 澳門幣

 Patacas

 澳門幣

 Pat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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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度損益表
Conta de Ganhos e Perdas do Exercício de 2019

 澳門幣

 Patacas

會計

Contabilista

郭榮樂

Anthony Kwok Wing Lok

總裁

Presidente

鄭文禮

Manly Cheng

二零一九年業務報告撮要

萬通保險國際有限公司（萬通保險）澳門分公司2019年個人壽險及團體保險新造業務保費（年化保費及躉繳保費）逾澳門幣9.6億
元，錄得232%強勁增長，而總保費收入超過澳門幣19億元，升幅達70%。

去年，財富管理業務新造業務保費超過澳門幣8.2億元，大幅增長432%，而風險管理業務新造業務保費則超過澳門幣1.3億元。此
外，萬通保險澳門分公司不斷積極發展營業部，去年專業顧問人數增至970人。

展望2020年，萬通保險會繼續積極回應市場需要，並全面優化風險及財富管理產品及服務平台，包括開設全新澳門客戶服務中心，
以及推出全新「富饒傳承儲蓄計劃2」、「保證回報儲蓄計劃」、「優裕萬用壽險」及高端終身壽險計劃等。

萬通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總部設於香港，並在澳門設有分公司。萬通保險為港交所上市公司雲鋒金融集團成員（HKSE:376），集團的
主要股東包括雲鋒金融控股有限公司1 以及「全美5大壽險公司」2 之一的美國萬通人壽保險公司1。憑藉雄厚實力及穩健可靠的背景，

萬通保險承諾為客戶提供專業及科技化的一站式風險及財富管理服務，協助客戶規劃未來，體現「未來在我手」的品牌承諾。

鄭文禮

總裁

註：

1. 雲鋒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及美國萬通人壽保險公司間接持有雲鋒金融集團。

2. 「全美5大壽險公司」乃按2020年5月18日《FORTUNE500》公佈的「互惠壽險公司」及「上市股份壽險公司」2019年度收入排名榜
合併計算。

外部核數師意見書之概要

致 萬通保險國際有限公司各董事

 關於萬通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萬通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澳門分行二零一九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十四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組成，

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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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重要方面，與已審核財務報表和相關會計賬目及簿冊的內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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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更全面了解萬通保險國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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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四月十四日，於澳門

Resumo do relatório da actividade empresarial de 2019 em Macau

Em 2019, o total de prémios anualizados e prémios únicos de seguros a novos negócios, tanto a título individual como de grupo, gerado 
pela sucursal macaense da YF Life Insurance International Ltd. (YF Life) cresceu 232% para mais de 960 milhões de patacas, enquanto 
que a receita de prémios total aumentou 70% para 1,9 mil milhões de patacas.

Durante o ano, o negócio de gestão de património apresentou um crescimento de 432% para mais de 820 milhões de patacas em receitas de 
prémio, enquanto o negócio de gestão de risco representou mais de 130 milhões de patacas. Neste mesmo período, a YF Life fez um exce-
lente progresso no plano de expansão dos recursos humanos da sua sucursal com um aumento do número total de consultores para 970.

No decorrer de 2020, em resposta às necessidades dos clientes, a YF Life irá continuar a melhorar a sua oferta de produtos e serviços na 
área de gestão de património e risco e irá lançar uma série de novos produtos, nomeadamente “Infinity Saver 2”, Guaranteed Return Saver, 
Prestige ULife e um plano de vida inteira de alto nível. Entretanto, abriu em Macau um novo centro de apoio ao cliente da YF Life, o 
que define um novo marco na expansão da empresa na região.

A YF Life Insurance International Limited pertence à empresa cotada em bolsa, a Yunfeng Financial Group Limited, cujos principais 
accionistas incluem a Yunfeng Financial Holdings Limited1 e a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1, uma das “Cinco maio-
res empresas de seguros de vida dos EUA”2. Aproveitando a nossa robusta estabilidade financeira e confiança sólida, a YF Life está 
empenhada em ajudar os seus clientes a “deter o futuro” prestando serviços integrados de consultoria de gestão de risco e património 
suportados pela tecnologia e por profissionais competentes.

Manly Cheng

Presidente

Nota:

1. A Yunfeng Financial Holdings Limited e a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têm uma participação indirecta no grupo 
Yunfeng Financial Group Limited.

2. As “Cinco maiores empresas de seguros de vida dos EUA” são classificadas de acordo com os resultados agregados de “Seguros: Vida, 
Saúde (mutualista)” e “Seguros: Vida, Saúde (acções)” sobre as receitas totais em 2019 e com base na publicação FORTUNE 500 de 18 
de Maio de 2020.

Síntese do Parecer dos Auditores Externos

Para os directores da YF Life Insurance International Limited 

Referente a YF Life Insurance International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YF Life Insurance International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relativas ao ano 
de 2019, nos termos d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14 de Abril d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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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a demons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o capital próprio e a demonstração de fluxos de caixa relativas ao ano findo, assim como um 
resumo da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relevante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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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 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YF Life Insurance International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no período e âmbito abrangido pela nossa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lidas conjunta-
mente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mesmas resultam e com o respectivo relatório de auditoria.

Ieong Lai Kun, Auditor de Contas

KPMG 

Macau, aos 14 de Abril de 2020.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40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2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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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BE General Insurance (Hong Kong)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9

  MOP

Conta de Exploração das Seguradoras dos Ramos Gerais do Exercício de 2019

  MOP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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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 de Ganhos e Perdas do Exercício de 2019
  MOP

Diretor Financeiro,

Ury Gan

Procurador,

Siu Yee Ming, Sally

RELATÓRIO DO AUDITOR EXTERNO SOBR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A GERÊNCIA DA QBE GENERAL INSURANCE (HONG KONG)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nexas da QBE General Insurance (Hong Kong)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a “Sucursa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9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dos livros e registos conta-
bilísticos da Sucursa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Est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s quais compreendem o ba-
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9 e a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são da responsabilidade da Gerência 
da Sucursal. A nossa responsabilidade consiste em expressar uma opinião, unicamente endereçada a V. Exas, enquanto Gerência, sobre 
s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dos livros e registos contabilísticos da Sucursal, e sem qualquer outra finalidade. Não assumimos responsabilidade nem aceitamos obri-
gações perante terceiros pelo conteúdo deste relatório.

Auditámo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Sucursa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9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emitidas pelo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e expressámos a 
nossa opinião sem reservas sobre est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no relatório de 15 de Abril de 2020.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compreendem o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9, a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a de-
mons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as reservas e a demonstração dos fluxos de caixa d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e um resumo das principai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
ceiras auditadas e com os livros e registos contabilísticos da Sucur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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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Wai Ying, Monica

Auditor de contas

PricewaterhouseCoopers

Macau, 14 de Julho de 2020       

Síntese do Relatório de Actividades

A QBE General Insurance (Hong Kong) Limited — Macau Branch (QBE Macau) é membro do Grupo de Seguros QBE da Austrália.

No ano de 2019, o desenvolvimento da actividade da QBE Macau manteve-se estável, o lucro depois dos impostos foi de três milhões e 
quinhentas mil patacas e a receita bruta de prémios, que registou um crescimento continuado e estável, foi de 49 milhões de patacas no 
final do ano de 2019, representando um aumento de 16,8% em comparação com o ano de 2018.

Em 2020, devido à crise epidémica causada pelo novo tipo de coronavírus, a economia de Macau sofreu um impacto grave, colocando, 
consequentemente, grandes desafios à economia. No entanto, face às difíceis circunstâncias de exploração, iremos continuar a empenhar 
todo o esforço para continuar a expandir os nossos negócios e a lançar, oportunamente, novos serviços e a oferecer produtos atendendo 
às necessidades reais, com vista ao crescimento sustentável dos negócios.

Aproveitamos a oportunidade para agradecer aos nossos clientes e parceiros cooperativos de negócio, pelo apoio prestado, ao longo des-
tes anos, a QBE Macau irá continuar a prestar serviços de seguros gerais de qualidade a todos os nossos clientes de Macau.       

Procurador,

Siu Yee Ming, Sally

Macau, 14 de Julho de 2020

（是項刊登費用為 $4,96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9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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