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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證署公告及其他公告 ANÚNCIOS NOTARIAIS E OUTROS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創作人協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os Criadores
de Macau”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三十日，存檔於本
署之 2006/ASS/M2 檔案組內，編號為 103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第一章

名稱、會址及宗旨

第一條——本會命名為“澳門創作人
協會”， 葡文名為“Associação dos Cria-
dores de Macau”。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在澳門阿婆井
街20-34號D。在需要時經理事會決議可遷
往本澳其他地方。

第三條——本會宗旨是聚集和團結本
地及外地的澳門創意工作者，鼓勵和推動
本澳各種不同範疇的創作，包括設計、攝
影、寫作、音樂、錄像、廣播等，透過舉
辦各種具體實質的工作項目及活動，給予
本地年青人創作的發展機會和經驗，從而
集合各地澳門人的力量推動本澳創意工業
發展。

第二章

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第四條——凡擁護本會章程之所有愛
好創作的人士，均可申請加入本會為成
員。參加者經本會理事會審核批准後便可
成為會員。

第五條——會員權利：

甲）參加會員大會，討論會務事宜；

乙）選舉或被選舉為本會領導機構成
員；

丙）參與本會舉辦的各種具體實質工
作項目及活動。

第六條——會員義務：

甲）遵守本會章程、內部規章及會員
大會或理事會之決議；

乙）維護本會的聲譽及參與推動會務
的發展；

丙）按時繳交會費。

第三章

會員大會

第七條——會員大會為本會之最高職
權機構，主席團由大會選舉產生，成員包
括主席壹名，副主席壹名及秘書壹名組
成，每兩年改選壹次，連選可連任。

第八條——每年召開平常會議一次。
在必需的情況下，會員大會可隨時召開特
別會議。並至少要提前十天通知。

第九條——會員大會之職權：

甲）批准及修改章程及內部規章；

乙）選出及罷免理事會、監事會、及
會員大會領導層；

丙）通過理事會提交每年的工作計劃
及財政預算並訂下本會工作方針；

丁）審查及核准理事會所提交每年會
務報告及帳目結算。

第四章

理事會

第十條——理事會由三名成員組成，
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設理事長壹名，秘
書 / 財政及常務理事壹名，每兩年改選壹
次，連選可連任。

第十一條——理事會通常每兩個月召
開例會壹次，討論會務，如有必要，可由
理事長隨時召開特別會議。理事長出缺
時，由常務理事代理。

第十二條——理事會之職權為：

甲）執行大會所有決議；

乙）研究和制定本會的工作計劃；

丙）領導及維持本會之日常會務、行
政管理、財務運作及按時提交大會每年會
務報告及帳目結算。

第五章

監事會

第十三條——監事會由三名成員組
成，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設監事長壹
名，副監事長壹名，監事壹名，每兩年改
選壹次，連選可連任。

第十四條——監事會之職權為：

甲）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決策及工作
活動；

乙）審核本會財政狀況和賬目；

丙）提出改善會務及財務運作之建
議。

第六章

經費、內部規章及修改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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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
面熱心人士之樂意捐贈及公共實體之贊
助。

第十六條——本會設內部規章，規範
領導機構轄下的各部組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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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章程如有遺漏之
處，由會員大會討論、修訂及通過。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trinta de Maio de dois mil e seis. — O Aju-
dante, 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4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4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旅遊單車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Bicicleta
“Turismo” da Macau”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章
程之修改文本已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三十
日，存檔於本署之 2006/ASS/M2 檔案組
內，編號為 104 號，有關修改之條文內容
如下：

第一條（二）本會會址設於澳門竹園
圍斜巷 15 號東慶新 3 樓 I 座，經理事會
決議，會址得遷往任何地方。

第二條（一）致力推廣，促進及進行
單車體育運動等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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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trinta de Maio de dois mil e seis. — O Aju-
dante, 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36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6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中國澳門新世紀中醫藥研究學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五日，存檔於本署
之2006/ASS/M2檔案組內，編號為105號，
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中國澳門新世紀中醫藥研究學會

章程

（一）  宗旨

1. 本會定名為“中國澳門新世紀中醫
藥研究學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從事中
醫藥研究，促進與外地同人交流學習，共
同提高，承傳和發揚中醫藥文化。

3. 本會地址：澳門仔運動場圓形地
美景花園第 4 座 23 樓 N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1. 凡本澳愛好中醫藥研究，具相當資
歷，有較高水平或熱心支持該項活動者，
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請入會，經理事會
通過，方為會員；

2.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3.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三）  組織機構

1.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其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2.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財務狀
況。

3.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
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
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4.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監事二人，人數必
為單數，任期三年。

（四）  會議

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取決於出席社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
但法律規定特定多人者除外。

2.理事會及監事會每二月召開一次會
議，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學術交流研討
活動。

（五）  經費

社會贊助和會費。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cinco de Junh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
dante,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1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12,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民間風俗研究協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五日，存檔於本署

之2006/ASS/M2檔案組內，編號為106號，
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民間風俗研究協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民間風俗研究協
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為會
員組織研究澳門的民間風俗活動，參加本
澳及外地的相關的學術交流。

3. 本會地址：澳門鹹魚街11號媽閣新
 5 樓 M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研究民間風俗並積極參
加該活動者，願意遵守本會章，經理事會
通過，方為會員。

5.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6.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三）組織機構

7.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
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
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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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人、監
事一人，任期三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須為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但
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2. 理事會及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民間風俗研究
活動。

（五）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cinco de Junh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dante,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
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5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57,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機電工程專業協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Profissional de
Engenharia Mecânica e Eléctrica de

Macau”

葡文簡稱為“APEMEM”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五日，存檔於本署
之2006/ASS/M2檔案組內，編號為107號，
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第一條

本會定名中文為“澳門機電工程專業
協會”；葡文名為“Associação Profis-
s ional  de Engenharia Mecânica e
Eléctr ica  de Macau”，葡文簡稱為

“APEMEM”。

第二條

本會宗旨：本會為一非牟利團體，擁
護“一國兩制”，堅持愛祖國、愛澳門，

以促進工程同業之間的聯繫與溝通，維護
同業正當權益，加強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
府各機構間的合作與交流，關心社會，服
務社會為宗旨。

第三條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水坑尾街103號2樓
D 。

第四條

凡持有相關工程專業學歷或從事相關
工程專業行業者均可申請加入本會。

第五條

加入本會須會員推薦，並遞交入會申
請。入會申請經理事會審議通過後，方得
生效。

第六條

會員有以下權利：

a）參加會員大會；

b）成為本會各機關的選舉及被選舉
人；

c）參加本會組織的各項活動並享用
各項福利設施。

第七條

會員有以下義務：

a）遵守本會規章、章程及決議；

b）繳納入會費及會員年費。

第八條

在下列情況下，經理事會決議將喪失
會員資格：

a）不具有本章程第四條所指的相關工
程專業學歷或從事相關工程專業行業者身
份；

b)）自行要求退會；

c）不履行會員義務。

第九條

本會設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

第十條

機關成員任期為兩年，由就職日起
計。

第十一條

一、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機關，
由全體會員組成。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由選舉產生。成
員包括主席、副主席及秘書長各一名，各
職位由主席團成員互選產生。

第十二條

一、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由
會員大會主席負責並主持會議，須最少提
前十四天通知全體會員，並說明開會的時
間、地點及議程。

二、出席會員大會者須最少為全體會
員人數的二分之一；人數不足時，會議順
延一小時召開，以出席人數為準。

三、由理事會提出或至少二分之一的
會員聯名要求，可召開特別會員大會。召
集特別會員大會必須最少提前八天通知全
體會員，並說明開會的時間、地點及議
程。

第十三條

會員大會的權限為：

a）選舉及罷免本會各機關的成員；

b）討論及通過理事會提交的年度財
政預算及活動計劃；

c）監察理事會，監事會對會員大會
決議的執行情況；

d）修改會章。

第十四條

一、理事會由不少於三人組成。須至
少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及秘書長各一名，
理事會成員之人數為單數。

二、理事會每月召開一次例會，可邀
請主席團及監事會列席會議。

               第十五條

理事會的權限為：

a）執行會員大會的決議；

b）審核及通過入會及退會事宜；

c）制定和提交每年活動計劃、財政
預算及年度會務報告；

d）制定及通過本會的內部規章；

e）管理本會的財政及產業。

第十六條

一、監事會由三人組成，設監事長、
監事及秘書各一名；

二、監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例會，
可邀請主席團及理事會列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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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監事會的權限為：

a）對理事會提交之會務報告及帳目
結算提出意見；

b）在有需要時列席理事會會議；

c）在本會解散時對財產進行清算。

第十八條

本會的收入包括入會費、會費、捐
贈，贈與、利息以及任何理事會權限範圍
內的收入。

第十九條

本會的解散只可由為此目的而召開的
特別會員大會的會議，並經全體會員四分
之三的多數通過。

第二十條

一、本會章修改權屬會員大會。

二、本會章由會長及理、監事會解
釋。

三、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會員大會決
定之。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cinco de Junh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
dante,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23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230,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北區義工發展促進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五日，存檔於本署
之2006/ASS/M2檔案組內，編號為108號，
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一、定名：澳門北區義工發展促進
會。

二、地址：本會會址設澳門祐漢市場
街永添新村第一期 278 號 K 地下。

三、宗旨：本會為非牟利機構，以加
強團結，推動澳門義務工作的發展為宗
旨。

四、資格：凡在本澳居住或工作，不
分性別，持有澳門合法身份證明文件，承
認本會章程，辦理入會申請手續，經本會
理事會批准，方可成為本會會員。

五、組織：本會設有以下幾個機構：

會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其中架
構成員均由會員大會以不記名方式投票選
出，每屆任期三年；

（1）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理監事、決定本會
工作方針任務及工作計劃；由會員大會推
選會長一人、副會長不少於兩人並選出理
事若干名組成理事會及選出監事若干人組
成監事會；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由理
事會召集之；

（2）理事會為本會最高執行機構，需
提交年度管理報告及建議，由理事會成員
互選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不少於兩人及
理事若干人組成，人數由會員大會決定，
且必須為單數；

（3）常務理事會為本會日常會務之執
行機構，由理事會成員互選不少於七人組
成（必為單數），負責處理日常會務工
作；

（4）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由會員
大會選出監事若干人組成，且總人數為單
數，監事會互選產生監事長一人，主要職
權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定期審
查帳目及列席理事會會議；

（5）所有組織會議，必須要半數以上
成員參加，方可作出決議。

六、會員權利和義務：

（1） 會員有選舉和被選舉權；

（2）會員可享有參與本會舉辦的培訓
和各項活動以及被選作本會代表對外作賽
的權利；

（3）會員有遵守會章，執行決議，支
持會務工作及繳納入會基金及會費的義
務。

七、經費：本會可接受會員或社會熱
心人士捐助經費。

八、處分：凡會員違反會章，不執行
決議，影響本會聲譽者，經勸告無效，本
會有權予以警告或開除會籍之處分。

九、附則：

（1）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會員大會；

（2）本章程未訂明之處，將按澳門特
區現行有關法律，以及一九九九年八月三
日第39/99/M號法令核准之《民法典》之規
定辦理。

本章程如有未盡善處，將由會員代表
大會修改之。本章程之解釋權屬理事會。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cinco de Junh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
dante,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0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0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祐漢青年義工協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os Juvens
Voluntários dos Serviço Social de Iao

Hon de Macau”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六月六日，存檔於本署
之2006/ASS/M2檔案組內，編號為109號，
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祐漢青年義工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定名“澳門祐漢青年
義工協會”。葡文為“Associação dos
Juvens Voluntários dos Serviço Social de
Iao Hon de Macau”。

第二條—— 本會會址設為“澳門祐漢
市場街永添新村第一期 278 號 K 地下”。

第二章

宗旨

第三條—— 本會宗旨是發揚團結合作
精神，發掘自我潛能，從而建立自信，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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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他們關注社區，參與社會和服務社
群。

第三章

會員

第四條—— 凡年齡在十四歲至四十五
歲之本澳青年，有志服務社會者，均可申
請加入本會，經理事會審批，即可成為會
員。

第五條—— 會員享有選舉權、被選舉
權和表決權，可參加本會所舉辦的各項活
動，享有本會的福利。

第六條—— 本會會員需繳納會費，要
自覺遵守會章，執行決議，致力推動本會
會務發展，維護本會聲譽。

第七條—— 凡會員（包括永久會員）違
反會章、不執行決議，損害本會聲譽，經
勸告無效，本會有權予以警告或開除會籍
之處分。

第四章

組織

第八條——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
機構，負責制定和修改會章；選出會長、
副會長、理事、監事成員；審議和通過
理、監事會工作報告和財務報告，決定本
會工作方針和重要事項。

第九條—— 由會員大會選出會長一名、
副會長若干名，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
唯會長只可連任一次。正、副會長對外代
表本會，對內領導本會。

第十條—— 理事會為本會最高執行機
構，負責制定年度計劃，執行會員大會之
決議，每年提交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
告。理事會由會員大會成員選出至少十九
名成員組成理事會（理事會成員必須單
數），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惟理事長
只可連任一次。

第十一條—— 常務理事會為本會處理
日常事務之機構，由理事會選出理事長一
名、副理事長二至四名及常務理事四至六
名共同組成（總人數必須為單數），負責
處理本會日常會務工作。

第十二條—— 理事會下設會員發展
部，對外聯絡部、文康活動部，社會事務
部、學術培訓部及秘書處。

第十三條—— 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
構，由會員大會選出監事五人，監事會互
選產生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人、監事
三人，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主要職權
監察理事會之運作，審計帳目、列席會議
及提供會務發展意見。

第十四條—— 本會可聘請名譽會長，
名譽顧問、顧問及其他名譽職銜，以配合
本會會務發展需要。

第五章

會議

第十五條——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
次，由理事會召集。在特殊情況下可由會
長提出，經理監事會同意或由超過半數會
員聯署，可提前召開會員大會。

第十六條—— 常務理事會議每二月召
開一次，理事會會議每月召開一次，由理
事長召集。在理事長認為必要時，可召開
臨時會議。

第十七條—— 會員大會，理事會議以
出席人數過半數方為合法，所作決議須為
出席人數過半數通過方為有效。

第六章

附則

第十八條—— 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
後實行。

第十九條—— 本章程解釋權屬理事
會。

第二十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善處，
由會員大會修改或按澳門現行有關法例處
理。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seis de Junh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dante,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
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5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57,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新來澳人士義務工作者協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os Voluntários
dos Recém-Chegados a Macau”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六月六日，存檔於本署
之2006/ASS/M2檔案組內，編號為110號，
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新來澳人士義務工作者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新來澳人士義
務工作者協會”。

葡文為“Associação dos Voluntários
dos Recém-Chegados a Macau”。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為“澳門祐漢
市場街永添新村第一期 278 號 K 地下”。

第二章

宗旨

第三條——本會以發揮義工潛能，服
務社群（服務範圍廣及全澳），協助新來
澳人士盡快適應澳門的生活，融入社會為
宗旨。

第三章

會員

第四條——凡年滿十四歲，有志服務
社會者，均可申請加入本會，經理事會審
批，即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會員享有選舉權、被選舉
權和表決權，可參加本會所舉辦的各項活
動，享有本會的福利。

第六條——本會會員需繳納會費，要
自覺遵守會章，執行決議，致力推動本會
會務發展，維護本會聲譽。

第七條——凡會員違反會章、不執行
決議，損害本會聲譽，經勸告無效，本會
有權予以警告或開除會籍之處分。

第四章

組織

第八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
機構，負責制定和修改會章；選出會長、
副會長、理事、監事成員；審議和通過
理、監事會工作報告和財務報告，決定本
會工作方針和重要事項。

第九條——由會員大會選出會長一
名、副會長若干名，任期二年，連選得連
任，唯會長只可連任一次，正、副會長對
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本會。

第十條——理事會為本會最高執行機
構，負責制定年度計劃，執行會員大會之
決議，每年提交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
告。理事會由會員大會成員選出至少九名
成 員 組 成 理 事 會 （ 理 事會 成 員 必 須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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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唯理事長
只可連任一次。

第十一條——常務理事會為本會處理
日常事務之機構，由理事會選出理事長一
名，副理事長二至四名及常務理事二至四
名共同組成（總人數必須為單數），負責
處理本會日常會務工作。

第十二條——理事會下設會員發展
部、對外聯絡部、文康活動部、社會事務
部、學術培訓部及秘書處。

第十三條——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
構，由會員大會選出監事五人，監事會互
選產生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人，監事
三人，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主要職權
監察理事會之運作，審計帳目、列席會議
及提供會務發展意見。

第十四條——本會可聘請名譽會長、
名譽顧問、顧問及其他名譽職銜，以配合
本會會務發展需要。

第五章

會議

第十五條——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
次，由理事會召集。在特殊情況下可由會
長提出，經理監事會同意或由超過半數會
員聯署，可提前召開會員大會。

第十六條——常務理事會議每二個月
召開一次，理事會會議每月召開一次，由
理事長召集。在理事長認為必要時，可召
開臨時會議。

第十七條——會員大會，理事會議出
席人數過半數方為合法，所作決議須為出
席人數過半數通過方為有效。

第六章

附則

第十八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
後實行。

第十九條——本章程解釋權屬理事
會。

第二十條——本章程如有未盡善處，
由會員大會修改或按澳門現行有關法例處
理。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seis de Junh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dante,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2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1 62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濠江體育會

葡文名稱為“Clube Desportivo Hou
Kong”

英文名稱為“Hou Kong Sports Club”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章
程之修改文本已於二零零六年六月六日，
存檔於本署之2006/ASS/M2檔案組內，編號
為 111 號，有關修改之條文內容如下：

濠江體育會

章程

第一章

中文名：濠江體育會。

葡文名：Clube Desportivo Hou
Kong 。

英文名：Hou Kong Sports Club 。

本會會址：澳門雅廉訪大馬路52號東
方花園福星閣 1 樓 G 座。

性質：本會為非牟利組織。

（一）宗旨：推動本地體育運動的發
展，提升本地運動員的競技水平。促進本
澳居民與外地的體育活動交流。

（二）會員：本會可接受個人加入成
為會員，凡有興趣的人士願意接受本會章
程，均可加入本會，及參加本會舉辦之一
切活動，享有本會一切福利與權利。

第二章

（一）會員權利：

1 、會員可出席參加本會的會員大
會。

2 、根據章程選舉或被選進入領導機
構。

（二）會員的義務：

1 、維護本會的聲譽，促進本會的進
步和發展。

2 、遵守本會所有章程的規定。

3 、遵守領導機構的決議。

4 、按時繳交會費。

第三章

本會設以下幾個機構：會員大會，理
事會，監事會。其中的成員是在會員大會
上由選舉產生，任期三年，可選連任。

會員大會對法律或章程未規定屬體育
會職責範圍之事項，有權作出決議。屬會
員大會之權限。

（一）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會
長二名，常務副會長一名，秘書一名。

（二）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或在
必要的情況下由理事會主席或者會員大會
會長召開，但需提前十五天通知，並以書
面簽收之方式或掛號信通知各會員清楚列
明時間，地點及議程等。若有五分之三全
體會員以上以正當目的提出要求也可召開
會員大會。

第四章

理事會是本會的執行機構，由七位或
以上成員組成，成員總數永遠是單數，理
事會中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二名，秘
書一名，理事五名。

（一）理事會權限為：

1 、管理本會。

2 、提交年度管理報告。

3 、履行章程所載義務。

第五章

監事會由五位或以上成員組成，成員
總數永遠是單數，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
一名，監事三名。

監事會權限為：

1 、監督本會行政管理機關之運作。

2 、查核本會之財務。

3 、履行章程所載義務。

第六章

（一）本會主要財政來源是會費，捐
贈，贊助和公共機關資助。

（二）本會章程未盡之處，得由理事
會提出修改議案，交會員大會審議修改
之。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seis de Junh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dante,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
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42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4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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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保險業僱員協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更正
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六月二日起，存放
於本署之50/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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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號，該修改章程內容載於附
件之證明書內並與原件一式無訛。

澳門保險業僱員協會

更正章程

鑑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三日簽署的本會
設立憑證之章程中因疏漏而將本會之英文
名稱誤寫為“Macau Insurance Employ-
ees’s Association”，為此，茲將本會章程
第一條更正如下：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定名為“澳門保險業僱員協會”，
葡文名稱：“Associação dos Empregados
do Sector de Seguro de Macau”，英文名
稱：“Macau Insurance Employees’
Association”（下簡稱“本會”）。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日於澳門特別行政
區

私人公證員 黃顯輝

（是項刊登費用為 $49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99,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民政總署司機互助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組織社團
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六月二日起，存
放於本署之51/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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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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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民政總署司機互助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定名為“澳門民政總署司機互助
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Mútua dos
Condutores do IACM”（下稱本會）。

第二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荷蘭園二馬路十一
號荷蘭園大廈三樓 A 單位，本會亦可根據
需要，通過理事會之決議將會址遷至澳門
任何其他地方。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以促進會員的團
結，倡導互助友愛及敬業樂業的精神，維
護會員合理權益，舉辦各項文教、康體、
培訓及交流活動為宗旨。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任職於澳門民政總署的司機，如承
認本會章程及履行入會申請手續且經理事
會批准，在繳納入會費後即可成為本會會
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

本會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一）參加會員大會；

（二）選舉及被選舉擔任會務；

（三）對本會會務提出建議及批評；

（四）參與本會舉辦的一切活動；

（五）退出本會的自由。

第六條

會員義務

本會會員具有以下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並執行本會各機
關的決議；

（二）協助本會發展會員，推動本會
會務開展；

（三）參與、支持及協助本會舉辦的
各項活動；

（四）按時繳納會費，方可享受個人
會員權利；

（五）不得作出任何有損本會聲譽的
行動。

第七條

紀律處分

凡違反本會章程、內部規章的條款及
損害本會聲譽利益的會員將受紀律處分。

第三章

組織

第八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並由
主席團主持會議。

二、主席團由會員大會選出三名正式
會員組成，設主席一名、秘書二名，由主
席團互選產生，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在必要的情況下或應不少於二分之一
會員以正當目的提出的要求，亦得召開特
別會議。

四、會員大會由主席召集，於會議前
十天以掛號信或書面之方式下達各會員，
召集書內須載明會議的日期、時間、地點
和議程。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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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足半數，
則半小時後在同一地點召開之會議視為第
二次召集之會議。

六、經第二次召集之會員大會，不論
出席會員人數多少均可依法行使會員大會
職權。

七、會員大會的決議必須獲得過半數
出席會員的同意才能通過，但法律另有規
定的事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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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會員大會職權

在不妨礙法律、本會章程及內部規章
所訂之其他職權下，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一）修改本會會章，制訂及修改本
會內部規章；

（二）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
會、監事會的成員；

（三）審議、通過理事會的年度工作
報告和財務報告，以及監事會的相關年度
報告；

（四）決定本會會務方針及作出相應
決議；

（五）審議、通過翌年度的活動計劃
和預算。

第十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七名會員
組成，其數目必定為單數。

二、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
二名、司庫及理事若干名，由理事會成員
互選產生，任期為二年，連選得連任。

第十一條

理事會職權

理事會為本會會務執行機關，在不妨
礙法律、本會章程及內部規章所訂之其他
職權下，其職權如下：

（一）管理本會並執行會員大會決
議；

（二）處理會員大會休會期間之各項
會務工作；

（三）安排會員大會的一切準備工
作；

（四）向會員大會提交年度工作報
告、翌年度的活動計劃和預算；

（五）在法庭內外代表本會或指定其
中一名或若干名理事會成員代表本會。

第十二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三名會員
組成。

二、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由監事會
成員互選產生，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

第十三條

監事會職權

監事會為本會會務監察機構，在不妨
礙法律、本會章程及內部規章所訂之其他
職權下，其職權如下：

（一）監察會員大會決議的執行；

（二）監督理事會之運作及各會務的
進展；

（三）查核本會之財產；

（四）向會員大會提交相關年度報
告。

第四章

其他規定及過渡性規定

第十四條

經費

本會的經費來源如下：

（一）會員入會費及年費，具體徵收
金額及辦法由理事會訂定；

（二）本會開展各項活動的各種收
入；

（三）歷年滾存基金的利息收入；

（四）本會接受的符合本會宗旨的贊
助、資助、津貼及捐贈。

第十五條

內部規章

本會設內部規章，訂定各機關成員的
推選辦法，規範領導機關轄下的各部分組
織、行政管理及財務運作細則和會員紀律
制度等事項，有關條文由理事會提交會員
大會通過後公佈執行。

第十六條

修改章程

本會會章如有未盡善處，可由理事會
提出修改議案，交由會員大會審議修改
之。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日於澳門特別行政
區

私人公證員 黃顯輝

（是項刊登費用為 $3,02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025,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茲證明本文件共十四頁與存放於本署
“2006年社團及財團文件檔案組”第1卷第

1 號文件之“澳門國際文化藝術交流協會”
章程原件一式無訛。

Certifico, que o presente documento de
catorze folhas,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
exemplar dos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澳門
國際文化藝術交流協會”, depositado, neste
Cartório, sob o número um no maço número
um de documentos de associações e funda-
ções do ano de dois mil e seis.

澳門國際文化藝術交流協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名稱為澳門國際文化藝術交流協
會。英文名稱“Macau International
Culture Art Exchange Association”。

第二條

（宗旨）

本會宗旨為：以澳門為平臺，弘揚中
華文化。面向內地、香港、澳門、臺灣、
東南亞及世界華人社會，在文化藝術交流
中發揮紐帶和橋樑作用，使全世界華人加
強對中華文化藝術的瞭解和認同。

第三條

（會址）

一、本會會址位於澳門南灣大馬路
405 號中國法律大廈 24 樓 C 座。

二、經本會理事會決議，本會會址可
遷往澳門任何地方。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成為會員）

一、申請成為本會會員之必要條件：

1. 志願加入本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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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擁護和遵守協會章程；

3. 熱心於文化藝術事業；

4. 願意履行協會會員義務。

二、該申請須經理事會審批及決定。

第五條

（會員的權利）

本會會員擁有以下權利：

a）在會員大會表決，以及有選舉權
和被選舉權；

b）參加本會組織的活動；

c）對本會工作有批評、建議、監督
權；

d）獲得本會提供服務的優先權；

e）會員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有權
要求本會幫助；

f）自由申請退會。

第六條

（會員之義務）

本會會員有以下之義務：

a）遵守本會章程及執行一切決議事
項；

b）維護本會的合法權益；

c）協助推動本會之發展及促進本會
會員間之合作；

d）按規定交納會費。

第七條

（會員之退會）

凡會員擬退出本會者，應書面通知理
事會，並向其交回會員證。會員如果不交
納會費一年或以上，亦視為自動退會。

第八條

（開除會籍）

一、會員有下列任一情況者，經理事
會決議，即被開除會員會籍：

a）違反本會章程之規定，且作出嚴
重損害本會聲譽及利益之行為者；

b）個人會員違反國家有關法律、法
規，被剝奪公民權利或受到其他嚴厲制裁
者。

二、被開除會籍之會員須繳清尚欠本
會之款項。

第三章

組織機關

第九條

（機關）

本會組織機關包括：

a）會員大會；

b）理事會；

c）監事會。

第一節

會員大會

第十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二、會員大會由其選出的一名主席、
一名副主席及一名秘書所組成的主席團主
持，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主席團主席的權限：

a）主持會員大會；

b）檢查會員大會和理事會決議的落
實情況。

四、副主席協助主席履行其權限，及
當主席因故不能視事或缺勤時，由副主席
履行上款之權限，直至選舉新的主席為
止。

五、秘書負責撰寫會議記錄。

六、倘主席團成員任期屆至，在未甄
選新一屆主席團成員前，由現任主席團成
員繼續出任主席團之工作。

第十一條

（會員大會權限）

會員大會的權限為：

a）制定和修改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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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和通過本會活動計劃和年度預
算；

e）決定其他重大事宜；

f）解散本會。

第十二條

（召集）

一、會員大會通常每年舉行一次，由
理事會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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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理事會應召集大會而不召集，
任何會員均可召集。

四、會員大會之召集，至少應於會議
召開前八天以郵寄、傳真或簽收方式通知
各會員。召集書內須載明會議日期、時
刻、地點及議程。

第十三條

（運作）

一、屬首次召集之會員大會會議，出
席會員須足二分之一以上，會員大會方可
進行決議。

二、如果第一次召集之出席會員不足
二分之一以上，則於該次召集所定時間逾
一小時後進行會議，視為第二次召集。此
時，只要有會員或其代表出席，會員大會
即可進行決議。

三、會員大會之表決，採取每個會員
一票的投票方式決定。除法律或章程另有
規定外，任何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的絕對
多數票。

四、倘會員不能參加會議，可委託其
他會員代表出席。有關委託須以書面為
之，並須在會議召開二十四小時將之送達
本會會址。

第二節

理事會

第十四條

（性質及組成）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組織。

二、理事會成員必須為單數，經會員
大會選出下列成員組成：

a）理事長一人；

b）副理事一至三人；

c）秘書長一人；

d）理事數人。

三、理事長、副理事長及秘書長由理
事會成員間相互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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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理事會成員任期為三年，可連選
連任。

第十五條

（權限）

理事會權限為：

a）執行會員大會的決議；

b）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c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d）決定會員的加入及除名；

e）決定設立辦事機構、分支機構和
代表機構及指派各機構之負責人；

f）制定內部管理制度；

g）根據工作或聯誼之需要或為著充
分發揮理事作用之目的，可設立若干專責
委員或專責小組，以聯絡情誼、交流資
訊、研究問題、協調事項及提出建議；

h）行使法例或章程沒有賦予其他機
關之其他權力。

第十六條

（運作）

一、理事會每一年召開一次至兩次平
常會議，由理事長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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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理事會須有二分之一以上成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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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倘票數相同，理事長有權再投一
票。

第十七條

（理事長的權限）

理事長的權限為：

a）對外代表本會；

b）領導理事會的工作；

c）召集及主持理事會會議。

第十八條

（副理事長的權限）

副理事長的權限為：

a）協助理事長管理本會事務；

b ）在理事長缺席或因事暫時缺席
時，代行理事長一職。

第十九條

（秘書長的權限）

秘書長的權限為：

a）組織本會年度工作計劃；

b）協調各倘有之辦事機構、分支機
構和代表機構之工作；

c）提名各倘有之辦事機構、分支機
構和代表機構主要負責人，交理事會決
定；

d）決定辦事機構、代表機構和代表
機構專職工作人員的聘用；

e）處理理事會其他日常事務。

第三節

監事會

第二十條

（性質）

一、監事會為本會的監察機關，由三
名成員組成。

二、監事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發表意
見。

第二十一條

（組成）

一、監事會由下列成員組成：

a）監事會主席一名；

b）監事兩名。

二、監事會各成員的任期為三年，並
得以連任。

三、監事會主席由監事會成員間相互
選出。

第二十二條

（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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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對本會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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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條

（運作）

一、監事會每年召開平常會議一次，
由監事會主席召集。監事會主席認為必要
時或多數成員提出請求時，則召開特別會
議。

二、監事會會議須有過半數成員及監
事會主席出席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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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監事會主席有
權再投票。

第四章

財產管理

第二十四條

（收入）

一、本會經費來源：

a）會費；

b）會員或非會員之捐贈；

c）政府或其他機構資助；

d）其他合法收入。

二、本會經費除用作支付本會專職工
作人員的工資保險及福利待遇外，必須用
於本章程規定的目標，不得在會員中分
配。

第二十五條

（會費）

一、會費的額度和交納方法由理事會
規定；

二、本會對於已繳交的會費及捐款在
任何情況下均不退還。

第二十六條

（帳目報告）

本會須設置財務開支簿，每年一次由
理事會根據上述帳簿作成報告呈交會員大
會。

第二十七條

（本會解散後之財產處理）

本會解散後，財產歸屬按會員的決議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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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八條

（章程之解釋權）

本會章程之解釋權歸理事會。

第二十九條

（章程之修改）

一、修改本會章程需在會員大會中進
行。

二、本會章程之任何修改，必須得到
出席會員之四分之三票數贊同方可通過。

第三十條

（大會主席團、理事會及監事

會成員之罷免）

大會主席團、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之
罷免，必須得到出席會員之四分之三票數
贊同方可通過。

第三十一條

（本會之解散）

一、本會按法律之規定消滅。

二、會員大會有關解散本會之決議，
必須由理事會提出動議，得到全體具投票
權之會員中四分之三之贊成票通過。

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私人公證員 馮建業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seis de Mai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Fong Kin Ip.

（是項刊登費用為 $5,51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 5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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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公共汽車有限公司
SOCIEDADE DE TRANSPORTES COLECTIVOS DE MACAU, S.A.R.L.

二零零五年度損益表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de 2005

資產負債表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Balanço d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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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董事會的報告書

遵照法律及澳門公共汽車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澳巴） 組織章程的規定，把二零零五年經營年度業務報告及賬目，提交各位審議
及表決。在二零零五年裡，董事會及執行委員會遵照上次股東大會的指示，繼續執行及推動各項既定計劃，進行各方面工作，謹報
告如下：

為了配合業務發展，公司於二零零五年購置了15部大巴，並為二零零六年訂購了42部大巴，配合市場的運作，不斷更新營運車
隊。二零零五年公司展開員工注重交通安全、遵守交通條例和待客禮貌等各方面的培訓，以期提高服務質素。

近年澳門經濟快速發展，各行各業人力資源不足眾所皆知。巴士司機方面，由於轉往其他特別高薪的公司，以至本公司司機不
足，營運非常吃力。由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五年，油價不斷上升，增幅超過 60% ，零件購置、維修費用亦不斷增加。而巴士服務收
費，自一九九八年以來，未有調整票價。因此，總結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營運結果，公司淨虧損為澳門幣 10,559,632 。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致力促進經濟建設，強化優質旅遊城市的形象，完善各項道路網絡和配套設施，澳巴會一如既往，盡力配合
澳門城市發展，提供公共巴士服務。

董事會謹向所有直接或間接支持本公司的人士致謝，更感謝政府駐澳巴代表李燦烽工程師，不斷跟進澳巴的營運發展。

董事會

吳福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於澳門

核數師報告撮要

本行審計了附上有關澳門公共汽車有限公司本年度之財務報告，包括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及有關的損益表
和現金流量表。

意見

本行認為，附上之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已真實及公平地反映  貴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及截至該日止
年度之虧損及現金流量。

鮑文輝註冊核數師樓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於澳門

Síntese do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Nos termos da lei e de acordo com os estatutos da Sociedade de Transportes Colectivos de Macau, S.A.R.L. (adiante designada por
«TCM»), submetemos à vossa apreciação e votação o Relatório e as Contas,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de 2005.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e a Comissão Executiva, de conformidade com as orientações da última Assembleia Geral, continuaram a tomar, ao longo do ano de 2005,
as medidas para a execução e implementação do plano traçado.

Assim, para se adequar ao desenvolvimento das suas actividades, a TCM adquiriu, em 2005, 15 autocarros e encomendou mais 42 para o
ano de 2006, a fim de conjugar com o funcionamento do mercado, renovando, desse modo e continuamente, a sua frota. Durante o ano de
2005, a TCM reforçou os trabalhos de formação do pessoal, incidindo sobre os aspectos da segurança na condução e cumprimento das leis
de trânsito, nas boas maneiras de atender o passageiro, a fim de elevar a qualidade do serviço.

Como é do conhecimento geral, nos últimos anos a economia de Macau desenvolveu-se a um ritmo muito rápido, criando para todas as
actividades comerciais situações difíceis, em virtude do problema da insuficiência dos recursos humanos. Quanto à questão dos condutores
dos autocarros, porque muitos transitaram para as empresas que pagam melhores salários, a TCM viu-se a braço com a falta de um número
suficiente de condutores, pelo que enfrentou muitas dificuldades no exercício findo. De 1998 até 2005, o preço do combustível progrediu
exponencialmente, tendo-se verificado, desde então, um aumento superior a 60%. Por outro lado, efectuaram-se aquisições de mais peças
sobressalentes e as despesas de manutenção também aumentaram. No entanto, as tarifas dos autocarros não sofreram qualquer actualização
desde 1998. Por essas razões, a TCM apurou,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5, como resultado da exploração, um déficit de MOP 10 559 632.

Devido ao grande empenhamento do Governo da RAEM no crescimento económico e nas obras de construção, que irão de certeza
reforçar e beneficiar a imagem da cidade na área do turismo e melhorar a rede viária e os respectivos equipamentos, a TCM continuará a
envidar esforços no sentido de se adequar e complementar ao desenvolvimento urbanístico, bem como elevar a qualidade dos seus serviços
de transporte.

Os Administradores desejam reiterar os seus agradecimentos a todos os que, directa ou indirectamente, têm vindo a apoiar a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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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mente, o agradecimento é dirigido às entidades governamentais, na pessoa do Delegado do Governo junto da TCM, Engenheiro
Canfeng Li, pelo seu acompanhamento no desenvolvimento da TCM.

Macau, aos 29 de Março de 2006.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Ng Fok

Síntese do relatório dos auditores

Auditámo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nexas da Sociedade de Transportes Colectivos de Macau, SARL, as quais compreendem o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5, as demonstrações de resultados e dos fluxos de caixa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na mesma data.

OPINIÃO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nexas apresentam, de forma verdadeira e apropriada,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l-
mente relevantes, a situação financeira da empresa,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5, bem como o resultado do exercício e dos fluxos de caixa,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na mesma data.

Macau, aos 27 de Março de 2006.

Basílio e Associados

Auditores Registados

（是項刊登費用為 $5,178.00）

(Custo destas publicações $ 5 1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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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高（澳門）有限公司

（根據八月十二日第 14/96/M 號法律第一條第一款之公告）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資產負債表

          澳門幣

2005 2004 2005 2004
資產 負債
流動資產及放款 短期債務
現金及活期存款 4,150,242 4,652,514 供應商 5,631,193 5,505,669
客戶往來 3,238,735 1,504,941 銀行借款 1,200,000 1,200,000
其他債務人 90,115 57,838 其他債權人 1,295,274 410,659
可疑賬項備用金 (155,531) (103,050) 所得補充稅備用金 91,994 62,916

7,323,561 6,112,243 8,218,461 7,179,244
資本資產 中期及長期債務
有形資產 6,977,296 8,005,215 銀行借款 5,000,000 6,200,000
未完成資產 656,214 653,714 5,000,000 6,200,000

7,633,510 8,658,929
預付費用 349,619 101,795 負債總額 13,218,461 13,379,244

資本淨值
股本 1,000,000 1,000,000
法定公積金 123,432 50,967
損益滾存 370,291 152,896
損益淨值 594,506 289,860

資本淨值總額 2,088,229 1,493,723

資產總額 15,306,690 14,872,967 負債及資本淨值總額 15,306,690 14,872,967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承董事會

常務董事 董事

S.B.A. Dirkin                  殷理基有限公司

                                                代表人 Frederico Marques Nolasco da Silva

董事會報告書

董事會謹將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報告及公司帳目呈覽。

公司年中沒有改變業務，主要從事廣告服務。公司的財務狀況及業績載於隨附之年度帳目；年度純利為澳門幣594,506元、年結
日資本淨值為澳門幣 2,088,229 元。

董事會建議從年度純利提撥澳門幣 148,627 元為法定公積金，餘額澳門幣 445,879 元轉結損益滾存。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承董事會命

常務董事 董事

S.B.A. Dirkin                  殷理基有限公司

                                                代表人 Frederico Marques Nolasco da Silva

核數師報告書

德高（澳門）有限公司股東（於澳門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我們審核了貴公司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的帳目。這些帳目由貴公司董事負責。我們的責任是根據我們審核工作的結
果，對這些帳目發表意見。

我們是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所頒佈之《核數準則》及《核數實務準則》進行審核工作。該準則要求我們在策劃和進行審核工
作時，能獲得充份的憑證，就這些帳目是否存有重大錯誤陳述，作合理的確定。審核範圍包括以抽查方式查核與帳目所載數額及披
露事項有關的憑證，亦包括評估董事於編製這些帳目時所作之重大估計，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整體帳目的陳述。我們相信，我們的
審核工作已為下列意見建立合理的基礎。

我們認為，上述的帳目按照載於帳目附註2之會計政策編製，真實兼公平地顯示貴公司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財政狀況和
該年度的經營結果。

信達會計師事務所
註冊核數公司

代表人 João José Rodrigues Monteiro 核數師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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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Decaux (Macau), Limitada

(Publicações, ao abrigo do n.º 1 do artigo 1.º da Lei n.º 14/96/M, de 12 de Agosto)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5

2005 2004 2005 2004
MOP MOP MOP MOP

Activo Passivo

Disponibilidades e créditos Débitos a curto prazo
Caixa e depósitos à ordem 4.150.242 4.652.514 Fornecedores 5.631.193 5.505.669
Clientes 3.238.735 1.504.941 Empréstimos bancários 1.200.000 1.200.000
Outros devedores 90.115 57.838 Outros credores 1.295.274 410.659
Provisão para créditos de Provisões para impostos
cobrança duvidosa (155.531) (103.050) s/lucros 91.994 62.916

7.323.561 6.112.243 8.218.461 7.179.244

Imobilizações Débitos a médio e a
Imobilizações corpóreas 6.977.296 8.005.215 longo prazo
Imobilizações em curso 656.214 653.714 Empréstimos bancários 5.000.000 6.200.000

7.633.510 8.658.929 5.000.000 6.200.000

Despesas antecipadas 349.619 101.795
Total do passivo 13.218.461 13.379.244

Situação líquida
Capital 1.000.000 1.000.000
Reserva legal 123.432 50.967
Resultados transitados 370.291 152.896
Resultados líquidos 594.506 289.860
Total da situação líquida 2.088.229 1.493.723

Total do passivo e
Total do activo 15.306.690 14.872.967 situação líquida 15.306.690 14.872.967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aos 27 de Abril de 2006.

Administrador Executivo,

S.B.A. Dirkin

Administrador,

H. Nolasco e Companhia, Limitada, representada por Frederico Marques Nolasco da Silva.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vem apresentar o relatório e contas da Companhia d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5.

Não houve mudança na natureza das principais actividades da Companhia, que continuaram a ser relativas à publicidade. A situação
económica e resultados estão expressos nas contas anuais anexas, tendo o resultado líquido atingido, MOP 594.506 e a situação líquida
MOP 2.088.229.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propõe a aplicação dos resultados seguintes: MOP 148.627, para a reserva legal e a transferência do valor
remanescente de MOP 445.879, para resultados transitados.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aos 27 de Abril de 2006.

Administrador Executivo,

S.B.A. Dirkin

Administrador,

H. Nolasco e Companhia, Limitada, representada por

Frederico Marques Nolasco da Sil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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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務 局
Imprensa Oficial

每 份 價 銀 $196.00

PREÇO DESTE NÚMERO $ 196,00

Relatório dos auditores

Aos Accionistas do JCDecaux (Macau), Limitada
(sociedade constituída em Macau, de responsabilidade Limitada)

Examinámos as contas da sociedade para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5. A elaboração das referidas contas é da
responsabilidade da gestão da sociedade. A nossa responsabilidade é a de expressarmos uma opinião sobre essas contas, baseada na nossa
auditoria.

O nosso exame foi realizado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promulgadas pelo Governo da Região
Autónoma Especial de Macau. Essas normas requerem que a auditoria seja planeada e executada de forma a obtermos razoável segurança
sobre se as contas, contém ou não distorções materialmente relevantes. Uma auditoria inclui a verificação, por amostragem, da evidência
de suporte dos valores e informações constantes das referidas contas, bem como a sua apresentação, e também a apreciação, sobre se os
princípios contabilísticos adoptados e os critérios utilizados são adequados, tendo em conta as circunstâncias. Entendemos que o exame
efectuado proporciona uma base razoável para a emissão da nossa opinião sobre as contas referidas.

Em nossa opinião, as citadas contas apresentam, de forma verdadeira e apropriada, a situação financeira da sociedade,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5, bem como 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nessa data, de acordo com a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relacionadas na Nota 2.

Gabinete de Fiscalidade e Auditoria
Sociedade de Auditores, representada por
João José Rodrigues Monteiro
Macau, aos 27 de Abril de 2006.

（是項刊登費用為 $5,178.00）

(Custo destas publicações $ 5 17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