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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Associação de Mútuo Auxílio dos
Moradores de Kau Ou Chun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 1 號 36/2007 。

澳門九澳村民互助會

章程

名稱、會址和宗旨

第一條——本會之中文定名為：“澳
門 九 澳 村 民 互 助 會 ” ， 葡 文 名 稱 為

“Associação de Mútuo Auxílio dos
Moradores  de  Kau  Ou Chun  de
Macau”。

第二條——本會設於：澳門路環九澳
村道 14 號。

第三條——本會為非牟利機構，宗旨
為扶助、援助本村村民，團結所有會員推
動組織文娛活動。

會員之權利義務

第四條——所有九澳村原居民而又接
受本會宗旨者均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申請入會者只需本村居民
年滿十八歲，並由理事會通過後，均可吸
納成為會員。

第六條——會員之權利：

a）參與會員大會；

b）選舉和參選擔任本會職務；

c）參與由本會組織的活動；

d）享受給予會員的福利。

第七條——會員之義務：

a） 遵守本會章程，服從會員大會和
理事會之決議案；

b）盡力設法提高本會名譽及推動會
務。

紀律程序

第八條——當會員違反本會章程或作
出損失本會聲譽的行為時，將按照理事會
的決議，處予以下的制裁：

a）口頭警告；

b）書面譴責；

c）開除會籍；

d）甚至不得享受本會所有福利。

會員大會

第九條——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的權

力機關，由全體會員組成，並完全地行使

其所擁的權力；會員大會的普通會議於每

年召開一次，但必須提前 14 天召集。

第十條——特別會議由理事會負責召

開。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的決議由絕對

多數票通過，除非法律有更高的要求。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權限：

a） 通過、修改本會章程，並解散本

會；

b）選出本會的理事會及監事會成

員；

c） 確定本會之會務方針；

d）決定本會財產的用途；

e） 審查和通過由理事會制定年度報

告。

理事會

第十三條——理事會每兩年由會員大

會選出，由單數人數組成，得一次或多次

連任。

1. 理事會的決議由絕對多數票贊成方

能通過生效；

2. 理事會成員互選產生一名理事長。

第十四條——理事會的普通會議每月

召開一次，當理事長認有需要時得召開特

別會議。

第十五條——理事會的職能：

a） 執行所有由會員大會通過的決

議；

b）管理會務和呈交工作報告；

c） 召集會員大會；及

d）代表本會。

監事會

第十六條—— 1. 監事會每兩年由會員
大會選出，由三人組成，得一次或多次連
任。

2. 監事會成員互選產生一名監事長。

第十七條——監事會成員職責：

監事會職責：

1. 監察理事會之行政活動；

2. 查閱賬目及財政收支狀況；

3. 就理事會所呈交的年度帳目給予意
見。

經費

第十八條——本會經費來自社會福
利、會員或其他實體的捐贈。

會徽

第十九條——以下為本會會徽：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馮瑞國

（是項刊登費用為 $1,80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801,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中華漢文化學會

英文名稱為“Chinese Han Culture
Association of Macao”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三日，存檔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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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之 2007/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50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中華漢文化學會章程

第一章

名稱及會址

（一）定名：

（中）澳門中華漢文化學會；

（英）C h i n e s e  H a n  C u l t u r e
Association of Macao 。

（二）會址：澳門黑沙環斜路 9 號新益
花園第 4 座 10 樓 A 。

第二章

宗旨及目的

（一）宗旨：

宏揚中華傳統文化，復興漢文化傳統
及加深社會各階層對漢文化之認識。

（二）目的：

a. 推廣漢族文化以及漢服文化，提高
市民文化素質修養及對中國傳統漢文化之
認識；

b. 促進及宣揚漢文化，推動不同種族
的文化交流及建立與各民族和諧關係；

c. 聯繫本澳及國際的國學藝術團體，
通過舉辦交流及推廣漢文化禮儀活動，讓
他們認識中國傳統禮儀及節日文化。

第三章

性質

性質：

1 . 本會為非牟利機構及文化藝術團
體。

第四章

會員、義務及權利

（一）會員分類：

名譽會長：對本會有貢獻之人士，由
理事會提名，經議決而聘任。

普通會員：對漢文化或漢服有興趣，
及無被逐出本會記錄者。

（二）義務：

1. 須為推動及宣揚漢文化作出貢獻；

2 . 參與本會活動及查詢本會會務活
動；

3. 每年度須繳交二十元澳門元，作為

會費以支持本會營運。

（三）權利：

1. 任何會員皆擁有對協會作出批評及

提出意見的權利；

2. 在理事會同意下，會員可自行組織

或舉行推動漢文化之活動；

3. 有選舉權及被選權；

4. 參與會員大會，參與討論及投票。

（四）會員之言行若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議決得開除會籍。

第五章

組織

（一）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為本會最

高權力機關，制定本會發展方針、路向。

凡法律或章程並未規定屬社團其他機關職

責範圍之事宜，大會均有權限作出決議。

由會員大會選出理事會及監事會，任期三

年，可連任。正常情況下，由會員選出會

長一人、副會長二人及秘書一人主持大

會，任期三年，可連任。每年最少召開一

次普通會議，超過五分之一會員的建議或

正當目的的前提下，也得召開特別會議。

特別會議召集方式：以書面、書信及簽收

方式提前八天通知會員，召集書內將列明

會議的日期，地點以及議程。決議取決於

出席會員的絕對多數票。但修改章程之決

議，須出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

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資產負債表之通

過，社團之消滅，以及社團針對行政管理

機關成員在執行職務時所作出之事實而向

該等成員提起訴訟時所需之許可，必屬大

會之權限之決議，須獲全體四分之三之贊

同票。為推動會務發展，理事會可聘請有

關人士為顧問。

（二）理事會：

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二人，秘書

一人，財政一人，委員四人，人數須為單

數，負責執行本會決議，處理會務及組織

本會活動，提交年度管理報告，履行法律

及章程所載之其他義務，任期三年，可連

任。

（三）監事會：

設監事長一人，委員二人，監督法人

行政管理機關之運作、查核法人之財產；

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履行法律及章程

所載之其他義務，負責查核本會賬目，任

期三年，可連任。

第六章

經費

本會經費來自會費收入及各名譽會

長、會長、顧問及對本會熱心人士捐助。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treze de Abril de dois mil e sete. — O
Ajudante, Filipe Maria Rodrigues Me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82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820,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閩大專人士協會

中文簡稱為“澳閩專協”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os Gradua-
dos em Cursos de Ensino Superior

de  Macau e Fokkin”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七日，存檔於本

署之 2007/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51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性質及期限

本會名稱為“澳閩大專人士協會”，

葡文名稱：“Associacao dos Graduados
em Cursos de Ensino Superior de Macau
e Fokkin”（以下之簡稱“本會”），本會之

簡稱：“澳閩專協”，本會屬非牟利、具

有法人地位的社會社團。其存續不設期

限。本會將受本章程及澳門現行有關法律

條款管轄。

第二條

住所及辦事處

本會設於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600E

第一國際商業中心1808室，可根據需要設

立辦事處。經理事會批准，本會會址可遷

至澳門任何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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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宗旨

本會的宗旨為：愛國愛澳愛鄉，團結

旅澳閩籍大專以上學歷人士，以進取、奉

獻的精神努力參與澳門社會的發展建設，

推進澳門建構和諧社會與可持續發展的方

針；加強澳門與福建之間政治，經濟以及

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實踐使命，為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為促

進祖國統一和維護世界和平作貢獻。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

凡申請加入本會的個人會員需具備以

下各項條件：

居澳閩籍居民及關心福建澳門兩地交

往的熱心人士，具有大專或以上學歷者，

均可申請入會，經理事會批准後，可成為

會員。

第五條

會員之權利

1. 可參加本會會員大會。

2. 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3. 有對會務作出建議及批評之權利。

4. 可參加本會舉辦之任何活動。

5. 會員有退出本會的自由。會員退會

應向理事會提出書面通知。

第六條

會員之義務

1. 遵守本會章程及會員大會通過之決

議案；

2. 推動本會會務開展；

3. 參與、支持及協助本會舉辦之各項

活動；

4. 依期繳付會費；

5 . 不得作出任何有損本會聲譽的行

動。

第七條

榮譽會員

經邀請並徵得其本人同意，可成為本

會榮譽會員。

第八條

榮譽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可出席本會會議，並有發言權。

第九條

凡會員倘嚴重違反會章，破壞本會名
譽或損害本會信用與利益，經理事會議，
按情節輕重分別給予勸告，警告，革除會
籍之處分。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十條

本會的機關為：

1. 會員大會；

2. 理事會；

3. 監事會；

4. 諮詢委員會。

第十一條

會員大會

（一）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利機構。

（二） 會員大會的會議由大會主席團主
持，主席團是由一名會長、若干名副會長
和一名秘書組成。每屆任期三年， 連選得
連任一次，如需屆中調整主席團成員，由
會員大會決定並制定有關規定。

（三） 會員大會閉會期間，主席團行使
最高權力。會長為本會會務最高負責人，
召集和主持會員大會，對外代表本會，對
內策劃各項會務。副會長之職責在於協助
會長及會長因事缺席時代行會長職務。秘
書之職責在於協助會長及副會長工作及作
大會之會議記錄。

第十二條

（一）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在必要的情況下應理事會或不少於二
分之一會員以正當目的提出之要求，亦得
召開特別會議。

（二） 會員大會由會長負責召開，若會
長不能視事時，由副會長代任。

（三） 召集須以傳真、電郵或書信的形
式提前至少八天寄往會員的住所或透過由
會員簽收之方式代替，該召集書內應註明
會議召開的日期、時間、地點和議程。

（1）第一次召集時，最少一半會員出
席；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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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

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一）修改本會章程及內部規章；

（二）  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
監事會之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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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聘請榮譽會員；

（七）聘請諮詢委員會成員；

（八）聘請名譽會長及名譽顧問。

第十四條

理事會

（一）  理事會成員若干名，由會員大會
選出，其總數目必須為單數。

（二）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
長、常務理事、理事若干名，司庫及秘書
各一人，其任期與主席團任期相同，連選
得連任一次。必要時可增免理事會個別成
員，再提請下次會員大會會議追認。

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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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會員大會的一切準備工作；

（四）  向會員大會提交年度管理報告；

（五）  根據工作需要，決定設立專門委
員會及工作機構，並任免其領導成員；

（六）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其他義
務。

第十六條

本會設常務理事會，以便執行理事會
決議及處理本會日常會務。常務理事會由
理事會成員互選產生，由理事長一人、副
理事長若干人和常務理事若干名組成，其
成員必須為單數。

第十七條

理事會閉會期間，由常務理事會研究
決定理事會有關事宜。常務理事會的職權
是：

（一）負責召集理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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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理事會閉會期間主持本會會
務；

（三）  向理事會建議常務理事的增補或
去職；

（四）  必要時可增免常務理事會個別成
員，再提請下次理事會會議追認。

第十八條

本會的簽名方式

（一）  凡需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或各有關
機構簽署文件時，得由會長與理事長代
表；或經由理事會會議決定推派代表簽
署。

（二）  對於普通文書，須理事長或副理
事長中任何一位簽名即可。

第十九條

監事會

（一）  監事會成員若干名，由會員大會
選出，其數目必須為單數。

（二）  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
及監事若干人，其任期與主席團、理事會
任期相同，連選得連任一次。必要時可增
免監事會個別成員，再提請下次監事會會
議追認。

第二十條

監事會為本會會務的監察機構，其職
權如下：

（一）監察會員大會的決議的執行；

（二）  監督理事會的運作及各項會務工
作的進展；

（三）稽核理事會財政報告；

（四）  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或
對其他事項提出書面意見；

（五）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

（六）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其他義
務。

第二十一條

諮詢委員會

諮詢委員會由社會知名人士、澳門福
建社團的負責人組成，其旨在為本會提出
建議和意見，諮詢委員會成員不得參與本
會職務選舉。

第四章

經費及修改會章

第二十二條

本會章程若有遺漏之處，由會員大會
討論，修訂及通過。

第二十三條

本會經費來源：

（一）會費；

（二）  政府機關和海內外各界人士和團

體的捐助；

（三）其他。

Está confor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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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項刊登費用為 $3,60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608,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社會文化發展研究學會

中文簡稱為“社文發研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七日，存檔於本

署之 2007/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52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社會文化發展研究學會章程

第一條

會名、地址和宗旨

一、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社會文化

發展研究學會”，簡稱為“社文發研會”。

二、本會地址為澳門仔海洋花園第

五街紅桃苑 17 樓 L 座。

三、本會以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推
廣和研究社會文化發展，是非牟利的社

團。

第二條

組織

一、本會設有會員大會、理事會和監
事會。

二、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關，

每年召開一次。負責制定及修改本會章
程、選舉各部門的成員，制定、通過及檢

查理事會每年的工作報告和財務報告。會
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設有會長一人、
副會長二人和秘書一人，任期三年。

三、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負責制
定及執行每年的工作報告、財務報告和會
員大會決議，管理會務及行政工作。理事
會設有理事長一人、理事三人和財務一
人，任期三年。

四、監事會為本會監督機關，負責監
促理事會的各項工作，設有監事長一人，
監事二人，任期三年。

第三條

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有權
參加本會的會議和活動，並對會務發表意
見。

二、會員有義務遵守本會各部門的決
定，繳付會費，積極參加本會各項工作和
保護本會的名譽。

三、任何熱心研究澳門社會文化發展
的人士，經理事會批准後，均可成為會
員。

第四條

財政收入

本會經費來源為會員會費、政府及社
會機構的贊助。

Está confor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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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項刊登費用為 $95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95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南山太極、柔力球會

中文簡稱為“南山太極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Bola
Rítmica Nam San Tai Chi”

英文名稱為“Nam San Tai Chi
Rhythmball Association”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七日，存檔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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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之 2007/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53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第一條

名稱、會址及宗旨

（一）本會定中文名為 “南山太極、柔
力球會” ，簡稱為 “南山太極會” ，葡文
名為“Associação de Bola Rítmica Nam
San Tai Chi”，英文名“Nam San Tai Chi
Rhythmball Association”。

（二）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雅廉訪大馬
路 48 號雅廉花園 20 樓 E 座。

（三）本會為不牟利機構，收入來自會
員會費。本會成立之宗旨為進一步推動大
眾體育發展，積極 開展多元化大眾體育活
動，增強市民體質，共建團結和諧社會，
創造健康城市作出應有之貢獻。

第二條

會員

（一）任何人士喜愛太極或柔力球運
動，承認本會章程，履行申請入會手續，
經本會理事會決議通過，即可成為會員。

（二）會員的權利為參加本會所舉辦
的所有活動。

（三）會員的義務為繳交會費，履行
章程及維護本會之聲譽。

第三條

組織及職權

（一）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設
有會長一名，副會長兩名，任期三年，可
連選連任。會員大會由會長每年召開兩次
會議，召集書內列出會議日期、時間、地
點及議程。會員大會有權議決章程、規章
及其修改，選舉會長、理事會及監事會。

（二）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
二名、秘書一名，財務一名、任期三年，
可連選連任。理事會之職權是執行會員大
會決議和促使遵守本會之宗旨。提交每年
工作及財務報告。

（三）監事會由監事長一名及監事兩
名所組成，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監事
會由監事長領導，負責核查帳目及監督會
務工作。

（四）本會設內部規章，規範領導機
構轄下的各部門組織，行政管理及財務運
作細則等事項，有關條文由理事會制定。

Está confor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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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項刊登費用為 $95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950,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國際人才才位認證協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九日，存檔於本
署之 2007/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57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國際人才才位認證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中文定名為：“國際
人才才位認證協會”，是國際性的、公開
性的成人教育機構的協會。

第二條——會址：澳門雅廉訪 70 號 A
座幸運閣 18 樓 G 座。

第三條——本會宗旨：嚴格遵守所屬
國家及特區政府法制和教育機制，嚴禁一
切違法活動，聯繫世界各地公開性的成人
教育機構，共同推展“人才才位認證”新
型教學模式，以人才就業為導向，以目標
崗位需求為重心，為社會培養運用性、技
能型、零距離、高素質的實用人才。為社
會核心生產力的高速發展，為教育事業興
旺發達捐資獻力。其運作由以下的章程規
範。

第四條——本會章程以中文為主，具
有法律實效。大會公章以中文字體為主。

第二章

會員的權利與義務

第五條——世界各地公開性的成人教
育機構，只要接受本會的章程，經過理事
會辦理登記，即可成為本會會員。

第六條——本會會員有選舉權和被選
舉權；有樹立、維護本會聲譽和按時繳納
會費的權利和義務。

第七條——本會將透過“國際人才才
位認證協會”大力表彰、推展“人才才位
認證”新型教學模式及其輝煌教育成就。

第三章

組織

第八條——本會的會務機構設：

（1）會員大會，（2）理事會，（3）監
事會。理監事會成員通過選舉產生，每屆
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會員大會

第九條——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
力機構，設會長一名，若干名常務副會
長、副會長；設秘書長一名，若干名常務
副秘書長、副秘書長，成員必須是單數；

會長兼任會員大會召集人，若會長出
缺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由常務副會長代
行職務。

第十條——基於以下原因可召開全體
會員特別會議：

A）應會長要求；

B）應理事會和監事會半數以上成員
要求。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的職權：

A）制定本會的活動方針；

B）審核批示修改本會章程；

C）審核批示理事會年度工作報告書
和年度財政報告書。

第十二條——召開會員大會，最少提
前八天通知所有會員，通知書內須列明會
議的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理事會

第十三條——理事會由一名理事長，
若干名常務副理事長、副理事長及理事組
成，成員必須為單數。若理事長出缺或因
故不能執行職務，由常務副理事長代行職
務。

第十四條——理事會職權：

A ）根據會員大會制定的方針，領
導、管理體制和主持會務活動；

B）招收會員；

C）製作年度工作報告書和財務報告
書；

D）委任本會代表；

E）訂定入會費。

監事會

第十五條——監事會由一名監事長，
若干名常務副監事長及監事組成，成員必
須為單數。若監事長出缺或因故不能執行
職務，由常務副監事長代行職務。

第十六條—— 監事會職權：

A）監督本會行政管理機關的運作；

B）查核本會的財務；

C）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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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履行法律及本會章程式賦予的其
他義務。

第四章

會議

第十七條——本會的會慶日定為十月
一日，每年十月一日前夕召開一次會員大
會。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八條——本會章程的解釋權屬會
員大會。

第十九條——本會會員應自覺嚴格遵
守國家及地區法律，嚴禁一切違法活動。
倘有觸犯本條款，即作自動退會處置，其
所有之一切違法活動均由其個人承擔，與
本會無關。

第二十條——本章程若有未完善之
處，由會員大會四分之三出席人數通過修
正。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ezanove de Abril de dois mil e sete. — A
Ajudante, Fátima Lau Matia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82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820,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青松聯誼會

英文名稱為“Green Pine Friendship
Association”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日，存檔於本
署之 2007/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59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青松聯誼會組織章程

Green Pine Friendship Association

第一章

名稱，會址及宗旨

第一條——本會命名為“青松聯誼
會”；

英文為：Green Pine Friendship
Association 。

第二條——本“青松聯誼會”地址設在

澳門台山新街16號翠怡花園翠暉閣12樓K

座（法人地址同上）。

第三條——本會宗旨：是一群想成立

“青松聯誼會”的，不斷學習新事物的中老

年人士，都願建立“終生學習”的概念，

要做到“老有所學”“老有所為”經常相互

交流，提高自己身心健康的素質，學習怎

樣進一步和下一代溝通和相處，以利於更

能迎合現今社會的發展，不與社會脫節，

例如參加義工活動、婦聯工作、參與選舉

等。

第四條——凡贊同本會宗旨，願意遵

守本會會章者，均可申請入會。

第二章

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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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領導機構

成員。

丙：參與本會舉辦的所有綜合性活

動。

丁：享用本會各項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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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律

第七條——會員如有違反本會規章或

損害本會聲譽之言行，理事會得視情節輕

重予以告誡或徹消其會籍。

第四章

會員大會

第八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

機構，主席團由大會選舉產生，成員包括

會長壹名、副會長壹名及秘書長壹名組

成。每三年改選一次，連選可連任。

第九條——每年召開會議一次，在必

須的情況下，理事可隨時建議會長召開特

別會議，并最少要提前八天以郵件掛號方

式，或最少要提前八天透過簽收之方式而

為之。通知上須注明日期、時間、地點及

議程。

會員大會之職權

第十條——甲：批准及修改章程及內

部規章。

乙：選出及擺免理事會及監事會成

員。

丙：通過理事會提交每年的工作計劃

及財務預算，并訂下本會工作方針。

丁：審查及核准理事會所提交每年會

務報告及賬目結算。

第五章

理事會

第十一條——理事會由七名成員組

成，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設理事長壹

名、副理事長壹名、秘書長壹名及常務理

事。每三年改選壹次，連選可連任。

第十二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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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理事會的職權為

甲：執行會員大會所有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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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

每年會務報告及賬目結算。

丁：召開會大會。

第六章

監事會

第十四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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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三年改

選壹次，連選可連任。

第十五條——監事會之職權

甲：監督法人行政管理機關之運作。

乙：查核本會之財務。

丙：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丁：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其他義

務。

第七章

經費、內部規章及修改會章

第十六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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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方熱心人士之樂意損贈，公共實體之贊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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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本會設內部規章、規範
領導機構轄下的個別組織，行政管理及財
務運作細節等事項。有關條文由會員大會
通過後公佈執執行。

第十八條——本會章程如有遺漏之
處，由會員大會討論修訂及通過解決。

Está confor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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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8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87,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國際油畫學會

英文名稱為“Macao International Oil
Painting Society”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日，存檔於本
署之 2007/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58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國際油畫學會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名稱中文為“澳門國
際油畫學會”；

英文為：Macao International Oil
Painting Society 。

第二條——本會會址於澳門花王堂街
2B 富運大廈 P 地下。

第三條——本會是不牟利專業人員組
織，以專業知識創作互相研究提高專業，
及聯絡本澳和國內外具有專業水準人員切
磋，相互達到提高油畫創作及理論專業水
準。

第四條——具有油畫專業一定水準，
大專院校畢業，均可申請入會。

第二章

結織與職權

第五條——會員大會為本會之最高權
利機構，主席團設有會長一名，副會長二

名，常務副會長一名，由大會選舉產生，
會員大會職權為：

A）批准及修改本會會章；

B）決定及檢討本會一切會務；

C）選出理事會成員九人及監事會成
員三人；

D）通過及核准理事會提交之年報。

第六條——會長負責領導本會一切工
作，常務副會長協助會長工作，副會長協
助會長處理一般事務工作。倘會長缺席
時，由其中一名常務副會長或副會長暫代
其職務。

第七條——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
由會長或常務副會長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得由理事會通過半數會員聯名要求召開，
但須提早在十五天前發函通知全體會員，
出席人數必須過半數，會議方為合法。會
員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任期為二年。

第八條——由理事會成員選出理事長
一名，副理事長三名，常務副理事長一
名，秘書一名，學術一名，財務一名，總
務一名。任期為二年。理事會由理事長領
導，倘理事長缺席時則由其中一名常務副
理事長代其職務。

第九條——理事會職權為：

A）執行大會所有決議；

B）規劃本會之各項活動；

C）監督會務管理及按時提交工作報
告；

D）負責本會日常會務及制訂本會會
章。

第十條——理事會每二個月舉行例會
一次，特別會議得由理事長臨時召集。

第十一條——由監事會成員互選出監
事長一人，常務監事二人及候補監事兩
人，任期為貳年。監事會由監事會領導。

第十二條——監事會之職權為：

A）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決策；

B）審核財務狀況及賬目；

C）就監察活動編寫年度報告。

第十三條——本會為推廣會務，可聘
社會賢達及聘請國內外著名油畫家擔任名
譽會長或副會長，及名譽顧問、特邀油畫
家。

第三章

權利與義務

第十四條——凡本會會員有權參加會
員大會，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及參加本

會主辦之一切活動及享有本會一切福利及
權利。

第十五條——凡本會會員有遵守本會
會章及大會或理事會決議之義務，並應於
年初一月交會費。

第四章

入會及退會

第十六條——凡申請加入者，須依手
續填寫表格，由理事會審核批准，才能有
效。

第十七條——凡會員因不遵守會章，
未經同意以本會名義作出一切活動而影響
本會聲譽及利益，如經理事會過半數事理
通過，得取消其會員資格，所交之任何費
用，概不發還。凡本會會員超過六個月或
以上未交會費，則喪失會員資格及一切會
員權利。

第五章

經費

第十八條——本會之經濟收入來源及
其他：

A）會員費；

B）任何對本會的贊助補助及捐贈。

第十九條——本會會員福利及其他各
項事務，由理事會另定細則補充。

第二十條——本會章程未盡善之處，
由會員大會修訂。

Está confor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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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3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32,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

葡文為“Centro de Pesquisa Estratégica
para o Desenvolvimento de Macau”

英文為“Macau Development Strategy
Research Centre”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章
程之修改文本已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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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存檔於本署之 2007/ASS/M1 檔案組

內，編號為54號，有關修改之條文內容如

下：

根據“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葡

文名為“Centro de Pesquisa Estratégica
para o Desenvolvimento de Macau”，英

文名為“Macau Development Strategy
Research Centre”二零零六年度會員大會

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七日的決議，以理事長

代表該中心修改該中心章程第三章（組織

架構）第十條（會員大會主席團），其修

改內容如下：

第十條

（會員大會主席團）

一、會員大會主席團設會長一名，副

會長若干名，秘書一名，會員大會主席團

人數必為單數。

Está confor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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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項刊登費用為 $54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48,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動物福利會

英文名稱為“Macau Animal Welfare
Association”

英文簡稱為“MAWA”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章

程之修改文本已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九

日，存檔於本署之 2007/ASS/M1 檔案組

內，編號為55號，有關修改之條文內容如

下：

改會章第一條，其修改內容如下：

（一）名稱及地址：

中文名稱：澳門動物福利會；

英文名稱：Macau Animal Welfare
Association；

英文簡稱：MAWA；

地址：澳門士多紐拜斯大馬路 24-26
號富華閣 2 樓 AA 座。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ezanove de Abril de dois mil e sete.  — A
Ajudante, Fátima Lau Matias.

（是項刊登費用為 $49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9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Convenções
e Exposições de Macau ”

英文名稱為“Macao Convention &
Exhibition Association ”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章
程之修改文本已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九
日，存檔於本署之 2007/ASS/M1 檔案組
內，編號為56號，有關修改之條文內容如
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訂定之中文名稱為
「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葡文名稱為

Associação de Convenções e Exposições
d e  M a c a u ，英文名稱為「M a c a o
Convention & Exhibition Association」，
以下簡稱為「本會」。

第二條——本會目前會址設在澳門羅
理基博士大馬路223-225號南光大廈8字樓
E 室。

第三條——本會為一存續期為無限的
非牟利團體，本會之宗旨是：

1. 加強會員間的溝通與聯繫。

2. 向政府有關部門反映多數會員的意
見及訴求。發揮行業與政府間的橋樑作
用。配合政府、服務企業、維護會員的合
法權益。

3. 配合政府對澳門會展工作者進行專
業培訓。

4. 在條件成熟時，制訂在澳門展會的
評估體系與資格認定。同時制訂本會會員
職業道德守則。

5. 宣傳推廣澳門會展業，開展國際間

交流。

第二章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會員資格：

凡從事會議展覽業之團體，認同本會

宗旨並願意遵守本會會章者，均可申請入

會，經理事會審批和正式通過後即可成為

本會會員。

會員分為基本會員和境外會員。

基本會員：凡持有澳門特別行政區發

出之有效營業牌照，並從事會展或與會展

相關的行業的團體，均可申請加入本會為

基本會員。

境外會員：凡持有境外地區政府發出

之有效營業牌照，並從事會展或與會展相

關的行業的團體，均可申請加入本會為境

外會員。

第五條——會員權利：

1. 出席會員大會，並在會上參與討論

會務，對會務有批評和建議權；

2. 參與本會所辦的一切活動，享受本

會所提供的各種優惠和福利；

3. 按本會章程之規定申請召開特別會

員大會；

4. 所有會員享有在會員大會的選舉權

與表決權。基本會員除享有選舉權與表決

權外，尚享有被選舉權。

第六條——會員義務：

1. 出席會員大會；

2. 遵守本會會章、內部規章以及執行

和服從會員大會和理事會的決議事項；

3. 維護本會的聲譽及參與推動會務之

發展；支援與協助協會所舉辦之各項活

動；

4. 按期繳交會費。

第七條——處分：

對違反本會會章、損害本會權益及聲

譽的會員，理事會在查證屬實後，將按事

件的嚴重程度而對其施以警告、勸諭退會

或開除會籍等處分。

第八條——退會：

會員無故欠交會費超過一年，即停止

享受會員權利，經催收仍不繳納者作自動

退會論；而主動要求退會者，應提前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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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以書面形式通知理事會，並須繳清欠交

本會的款項。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九條——本會組織結構為：

1. 會員大會；

2. 理事會；

3. 監事會。

第十條——組織選舉：

會內各管理機關的成員均在常年會員

大會中，在全體享有權利之正式會員當中

選出，任期均為兩年，除會長及理事長只

可連任一次外，其他管理機關成員任滿連

選得連任，次數不限。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

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大會，其職

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 選舉會長和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3. 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工作計劃及

重大事項；

4. 審查及批准理事會之工作報告。

會員大會的召集及運作：

1. 會員大會由會長召集，須在所建議

的會議日期前八天以書面形式通知各會

員，召集書內須載明會議的日期、時間、

地點及有關之議程。

2. 會員大會的召開，須在超過半數會

員出席的情況下方為有效。

3. 對議案及對管理機關成員之選舉進

行表決，採取一人一票的投票方式，除本

章程或法律另行規定的情況外，任何議案

均須得到與會會員之半數以上同意通過，

方為有效。

4. 會員如不能參與大會，可依法律規

定委託其他會員代表出席。

第十二條——會長與副會長：

本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二至五人，

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會長任期兩年，可

連任一次。會長為本會會務最高負責人；

主持會員大會；對外代表本會；對內監督

理事會工作，審查理事會提出的年度工作

報告。副會長協助會長工作。正、副會長

可出席理事會議，常務理事會議，理、監

事聯席會議，有發言權和表決權。

第十三條——理事會與理事長：

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會，由會員大會
在基本會員中選出理事 21 名至 45 名組成

之，人數必須為單數。理事任期兩年，連
選得連任。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

長2至8人。理事長只可連任一次。理事長
協助會長處理對外事務；負責領導理事會

處理本會各項會務，總結與財務預算、結
算。副理事長協助理事長工作，如理事長

無暇，由副理事長依次代行理事長職務。
正、副理事長及常務理事由理事會互選產

生。理事會認為必要時，得增設專責委員
會，由理事會通過聘任若干委員組織之。

理事會職權如下：

1. 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2. 計劃發展會務；

3. 籌募經費；

4.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提出建議；

5. 在徵得會長同意下依章召開會員大

會。

第十四條——理事會設常務理事 15 至
23名，處理日常會務。除正、副理事長為

當然常務理事外，不足之數，由理事會推
選。

第十五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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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條——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

會，由會員大會就基本會員之代表人選出
監事3至5名組成之，人數必須為單數。其

職權如下：

1. 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2. 定期審查帳目；

3. 得列席理事會議或常務理事會議；

4. 對有關年報及帳目製定意見書呈交
會員大會。

第十七條——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

副監事長一人；正、副監事長由監事會互
選產生。

第十八條——本會聘請往屆之會長、
副會長等對本會有卓越貢獻之人士及社會

各界知名人士等為創會會長、榮譽會長、
名譽會長、名譽顧問。必要時聘請海內外

知名人士擔任本會顧問。

第十九條——本會設秘書處處理日常
具體事務，其工作向理事會及監事會負

責。秘書處成員，得聘用專職工作人員出
任。

第四章

財務管理

第二十條——本會之收入：

本會經費主要來源於：

1. 會員會費；

2. 本會設立基金，接受會員及社會各
界熱心市民與團體企業的捐助；

3. 政府資助；

4. 其他收入。

第二十一條——收益、資產及結餘：

本會之收益、資產和結餘，只能運用
於實現本會宗旨之事宜上。

第二十二條——財務帳簿：

本會須設置財務開支帳簿，理事會須
確保所有開支帳目受註冊核數師監察，並
須將財務帳簿每年一次上呈會員大會查
核。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三條——章程的修改和本會的
解散：

本會章程的修改權和本機構的解散權
屬會員大會的權力範圍。該等會員大會除
須按照本章程第十一條的規定召集外，還
必須符合以下要件：

1. 在會議召集書上必須闡明召開會議
的目的；

2. 章程之修訂議案，須在會員大會或
特別會員大會中方可表決，且必須得到不
少於四分之三與會會員的贊成票數通過，
方為有效；

3. 解散本會之議案，須在會員大會或
特別會員大會中方可表決，且必須得到不
少於四分之三全體會員的贊成票通過，方
為有效；及

4. 在通過解散本會之會議上，會員須
同時議決資產的處理方案，清盤工作由應
屆的理事會負責，按澳門特別行政區規定
程式進行。

第二十四條——內部規章：

本會設有內部規章，規範本會在行政
管理及財務運作上的細則事項，有關條文
經會員大會討論及通過後，將公佈執行。

第二十五條——章程之解釋：

本章程各條款之解釋權歸會員大會所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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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條——遺缺：

本章程若有任何遺缺之處，一概在會
員大會中以適用之現行澳門特別行政區法
例補充。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ezanove de Abril de dois mil e sete.  — A
Ajudante, Fátima Lau Matias.

（是項刊登費用為 $3,60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608,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仔坊眾教育促進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組織社團
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 4/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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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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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仔坊眾教育促進會

章程

名稱、宗旨及會址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澳門仔坊眾教育促進
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Promo-
ção Educativa de Moradores da Taipa de
Macau”，英文名稱為“ Education Pro-
motion Association for Taipa Inhabitants,
Macau”，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旨在促進澳門
仔坊眾的基礎教育和成人教育發展，並確
保仔坊眾學校的運作，以貫徹執行“傳
播知識，培育德、智、體、群、美全面發
展的一代新人，為澳門的未來作出貢獻”
的辦學宗旨；並管理該校的財產及物業。

第三條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仔沙維斯街仔
坊眾學校，經理事會決議，本會會址可遷
往本澳其他地點。

會員、會員的權利和義務

第四條

一、本會會員分為當然會員和普通會
員，各會員均以個人身份參與本會會務。

二、本會當然會員包括仔坊眾聯誼
會推薦之六名人士、仔各業工人互助會
推薦之四名人士、造船工會仔分會推薦
之兩名人士、仔村民聯誼會推薦之兩名
人士、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推薦之兩名人
士、仔炮竹工會推薦之兩名人士、以及
仔坊眾學校推薦之三名所屬教職員。獲
推薦之上述團體的人士或教職員，在填妥
經適當推薦之入會申請表並經理事會通過
後即成為本會會員。

三、此外，凡有意為達成本會宗旨作
出貢獻，尤其是熱心教育事業及關心愛護
仔坊眾學校之其他人士，經上款所指之
任一團體推薦，在填妥經適當推薦之入會
申請表格並獲理事會通過後，均可成為本
會普通會員。

第五條

會員有以下權利：

（1）參加會員大會並進行表決；

（2）選舉和被選舉擔任本會職務；

（3）向本會提出批評及建議；

（4）參加本會舉辦的活動；

（5）享有會員獲給予的福利。

第六條

會員有以下義務：

（1）遵守本會章程及執行會員大會、
理事會的各項決議；

（2）積極支持本會發展及盡力維護本
會聲譽。

紀律

第七條

會員違反本會章程或作出損害本會聲
譽之行為時，由理事會按情節輕重科處書
面警告、書面譴責及開除會籍之處分。

會員大會

第八條

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關，由
完全行使會員權利的所有會員組成，其會
議由理事會召集或應半數以上會員向理事
會提出申請而召開。

第九條

一、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平常會
議，有需要時理事會得召集會員大會特別
會議。

二、會員大會之召集須至少於會議前
八日以掛號信或透過簽收方式通知各會

員，召集書內須載明會議的日期、時間、
地點及議程。

三、在不妨礙下款規定之情況下，如
召集會議之時間已到而出席的有投票權會

員未足半數，則不得作出任何決議。

四、如法定人數不足，則於召集書上
指定之召開會議時間一小時後視為第二次

召集會議，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寡，會員
大會均得開會，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第十條

會員大會有以下權限：

（1）通過及修改本會章程；

（2）通過資產負債表；

（3）制定本會活動方針；

（4）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5）審議及通過理事會的工作報告、
財務報告及監事會之工作報告及意見書；

（6）法律及本章程規定的其他權限。

理事會

第十一條

理事會負責處理會員大會休會期間的

各項會務工作，由會員大會投票選出之十
三名人士組成，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十二條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二
人、正副秘書長各一人、財務及稽核各一

人，各職位由理事會成員互選擔任。

第十三條

理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平常會議，

理事長認為有必要時，可召集特別會議。

第十四條

理事會有以下權限：

（1）執行會員大會的決議；

（2）管理本會事務及向會員大會呈交
工作報告、財務報告及建議；

（3）計劃、發展會務及處理日常各項
會務工作；

（4）按章程規定召集會員大會；

（5）對是否接受外界捐贈作出決定；

（6）審議通過仔坊眾學校年度工作

報告及財政決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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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任免仔坊眾學校校長；

（8）任免經校長推薦之學校行政人

員；

（9）法律及本章程規定之其他權限。

監事會

第十五條

監事會由三人組成，由會員大會選舉

產生，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十六條

監事會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兼秘書、

稽核各一人，由監事會成員互選擔任。

第十七條

監事會有以下權限：

（1）監察理事會的所有管理行為及決

議的執行；

（2）對理事會的報告及年度帳目發表

意見；

（3）查核本會帳目；

（4）列席理事會會議；

（5）向會員大會提交報告；

（6）法律及本章程規定之其他權限。

財產及收入

第十八條

本會的財產由以下者構成：

（1）本會在成立時擁有及嗣後取得的

財產；

（2）作為仔坊眾學校校舍及屬其所

有的物業及設施；

（3）依法可收取的任何其他財產。

第十九條

會員及任何其他公私實體對本會給予

的捐贈、資助或津貼，均構成本會的收

入。

過渡性規定

第二十條

本會首屆之理事會、監事會之機關成
員將由本會創立人組成之會員大會選出。
在本會成立後六個月內須依法律及本章程
的規定選舉本會的理事會和監事會。在選
出組成本會的管理機關之前，本會之一切
管理事宜由本會的創設會員共同確保。

章程之解釋權

第二十一條

會員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本章程之解
釋權屬理事會。

第二十二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善處，均按澳門法律
辦理。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於澳門特別
行政區

私人公證員 黃顯輝

（是項刊登費用為 $2,89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8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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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ESPÍRITO SANTO DO ORIENTE, S.A.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1 de Março de 2007

（是項刊登費用為$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O President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Francisco F. Frederico José Morg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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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 OF CHINA LIMITED

Sucursal de Macau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1 de Março de 2007

（是項刊登費用為$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O Administrador,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Wang Li-Jie Iun Fok-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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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豐銀行有限公司

試算表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是項刊登費用為$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O Administrador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Sio Ng Kan Chio Io 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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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de Desenvolvimento de Cantão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1 de Março de 2007

（是項刊登費用為$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O Presidente,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Guo ZhiHang Lucia Che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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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CO PBL GAMING (MACAU) LIMITED

新濠博亞博彩（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MELCO PBL JOGOS (MACAU) S.A.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6

MOP

Propriedade e Equipamento 327 594 936
Contrato de Subconcessão 7 069 058 603
Investimentos em sociedades subsidiárias 1 794 575 217
Depósitos realizados para a aquisição de propriedade e 6 132 003
Cauções pagas a título de contratos de arrendamento 3 643 154

9 201 003 913

Existências 1 572 190
Operações comerciais e outros devedores 8 428 086
Montantes devidos por sociedades irmãs 35 358 194
Montantes devidos por sociedades subsidiárias 1 014 431
Montantes devidos por sociedades relacionadas 900 000
Caixa e depósitos bancários 81 502 931

128 775 832

Operações comerciais e outros credores 65 086 423
Locações Financeiras — vencidas dentro de um ano 45 912
Montantes devidos a sociedades subsidiárias 9 840 320
Montantes devidos a sociedades irmãs 925 850
Montantes devidos a sociedades relacionadas 44 375 136

120 273 641
8 502 191

9 209 506 104

Obligations under finance leases — due after one year 84 787
Montantes devidos à sociedade-mãe 4 502 912 365

4 502 997 152
4 706 508 952

Capital social 1 000 000 000
2 246 427 000
1 846 557 698
(386 475 746)
4 706 508 952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Referente ao período de 10 de Maio 2006 (data da constituição)
a 31 de Dezembro de 2006

MOP

Receitas de Jogo 153  123  615
Imposto Especial de Jogo e Taxas pagas ao Governo (59  935  777)

93  187  838
Outros rendimentos 9  039  318
Despesas com marketing e despesas promocionais (6  467  200)
Despesas administrativas e com as operações (100  883  581)
Amortização do contrato de subconcessão (143  001  397)
Custos financeiros (238  350  724)
Perda pelo período (386 475  746)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para o exercício de 2006

Em 10 de Maio de 2006 foi constituída a sociedade designada por Melco PBL Jogos (Macau), S.A. (a «Sociedade») (originalmente
constituída como «PBL Diversões (Macau), S.A.) tendo como objecto a prestação de serviços de consultadoria na área do entretenimento.
Posteriormente, a Sociedade procedeu ainda à alteração da designação social, bem como ao seu objecto social a fim de incluir a exploração
de jogos de fortuna ou azar e outros jogos de cas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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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nte sucessivas operações realizadas principalmente entre a Melco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imited e a Publishing and
Broadcasting Limited, a Sociedade registou um investimento em capital no valor de MOP 5,1 mil milhões, os quais incluíram mil milhões
de patacas na cifra do capital social registado. Os investimentos em capital efectuados pelos accionistas foram realizados em dinheiro, em
investimentos nas «slot lounges», bem como nos projectos em curso.

Em Setembro de 2006, o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autorizou a aquisição pela Sociedade à sociedade Wynn
Resorts (Macau) S.A. de uma subconcessão de jogo. Efectiva com a referida aquisição, a Sociedade iniciou as suas operações dos Mocha
Clubs. Durante o exercício, os rendimentos provenientes das operações de jogo da Mocha Clubs foram de MOP 153 milhões.

Foram ainda transferidos para a Sociedade outros projectos que incluem o Crown Macau, o City of Dreams e ainda um terceiro projecto
na península de Macau. Durante o exercício, a Sociedade envidou e concentrou todos os seus recursos no design, construção e preparação
da abertura dos seus projectos em casino, bem como na contratação de um grupo de gestão e de empregados qualificados. A construção do
primeiro projecto da Sociedade, o Crown Macau, está prestes a ser terminada e a sua abertura está prevista para 2007.

Durante o exercício de 2006, a Sociedade sofreu um prejuízo de MOP 386,6 milhões, sobretudo devido ao financiamento da aquisição da
subconcessão de jogo, a amortização dos custos relacionados com a subconcessão de jogo, bem como com os custos relacionados com o Crown
Macau. Os resultados negativos deverão ser inscritos na conta de resultados transitados.

A Sociedade inicia o exercício de 2007 bem capitalizada, uma vez que tem capital e reservas que cifram MOP 4,7 mil milhões ao qual
acrescem as reservas prevendo-se, ainda, a expansão dos Mocha Clubs, a abertura do Crown Macau, a construção do City of Dreams, bem
como do terceiro projecto.

Parecer do Fiscal Único

Da Sociedade MELCO PBL JOGOS (MACAU), S.A., em inglês MELCO PBL GAMING (MACAU) LIMITED, elaborado nos termos
e para os efeitos do Código Comercial e demais disposições aplicáveis.

1. Foram-me presentes o Balanço e 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da referida Sociedade, relativos ao exercício iniciado na data de
constituição da Sociedade, 10 de Maio de 2006, e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o mesmo ano, documentação que examinei, tendo obtido da
Administração todas as informações que solicitei.

2.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em causa são acompanhadas do Relatório dos Auditores Externos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em que
se declara que as mesmas representam de forma verdadeira e apropriada a situação financeira da Sociedade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6
e, também, do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onde está devidamente sumarizada a actividade da Sociedade durante o referido
período.

3. Nesta conformidade, dou aos Senhores accionistas um parecer favorável à aprovação dos

— Balanço e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da Sociedade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6;

— Relatório Anual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 Relatório dos Auditores Externos.

Macau, aos 28 de Fevereiro de 2007.

O Fiscal Único,

José da Guia Rodrigues dos Santos
Auditor de Contas
Alvará n.º 0078.

Parecer dos auditores

A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a Melco PBL Jogos (Macau), S.A.

Examinámos,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de Auditoria aprovadas pelo Chefe do Executiv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e as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aprovadas pelo Secretário para a Economia e Finança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Melco PBL
JOGOS (Macau), S.A. (a «Sociedade»),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que terminou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6, e a nossa opinião sobr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está expressa, sem reservas,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27 de Fevereiro de 2007.

Em nossa opinião, as contas financeiras resumidas estão de acordo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trás referidas das quais elas
resultaram.

Para um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e dos resultados das operações da Sociedade, durante o exercício, as conta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analisadas em conjunto com as correspondentes demonstrações auditadas do ano.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Macau, aos 27 de Fevereiro de 2007.

Lista dos accionistas qualificados, detentores de 5% ou mais do capital social da Melco PBL Jogos (Macau), S.A., durante o ano de 2006

10 de Maio de 2006 — CAPITAL SOCIAL: MOP 1 000 000,00
PBL Asia Investments Limited — 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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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de Agosto de 2006 — CAPITAL SOCIAL: MOP 1 000 000,00
PBL Asia Limited — 89,99%
Manuela António — 10%

12 de Setembro de 2006 — CAPITAL SOCIAL: MOP 200 000 000,00
PBL Asia Limited — 89,99%
Manuela António — 10%

5 de Outubro de 2006 — CAPITAL SOCIAL: MOP 1 000 000 000,00
PBL Asia Limited — 18%
Manuela António — 10%
MPBL Investments Limited — 72%

15 de Dezembro de 2006 — CAPITAL SOCIAL: MOP 1 000 000 000,00
PBL Asia Limited — 18%
Ho, Lawrence Yau Lung — 10%
MPBL Investments Limited — 72%

Nome dos titulares dos órgãos sociais da Melco PBL Jogos (Macau), S.A., durante o ano de 2006

Assembleia Geral:

James Douglas Packer — Presidente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10 de Maio de 2006
Administradores:
James Douglas Packer;
John Henry Alexander;
Geoffrey Raymond Kleemann;
Anthony Cornelus Klok; e
Rowen Bruce Craigie.

18 de Agosto de 2006
• Grupo A:

• James Douglas Packer
• John Henry Alexander

• Grupo B:

• Geoffrey Raymond Kleemann;
• Rowen Bruce Craigie;
• Arminda Manuela da Conceição António (que também usa e é conhecida por Manuela António), na qualidade de

Administradora-Delegada.

6 de Outubro de 2006
• Grupo A:

• James Douglas Packer;
• John Henry Alexander;
• Geoffrey Raymond Kleemann;
• Rowen Bruce Craigie.

• Grupo B:

• Ho, Lawrence Yau Lung (que também usa e é conhecido por Lawrence Ho);
• Tsui, Che Yin Frank (que também usa e é conhecido por Frank Tsui);
• Chan, Ying Tat (que também usa e é conhecido por Ted Chan);
• Chung, Yuk Man (Clarence Chung);
• Arminda Manuela da Conceição António (que também usa e é conhecida por Manuela António), na qualidade de

Administradora-Delegada.

15 de Dezembro de 2006
• Grupo A:

• James Douglas Packer;
• John Henry Alexander;
• Geoffrey Raymond Kleemann;
• Rowen Bruce Crai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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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upo B:

• Ho, Lawrence Yau Lung (que também usa e é conhecido por Lawrence Ho), na qualidade de Administrador-Delegado;
• Tsui, Che Yin Frank (que também usa e é conhecido por Frank Tsui);
• Chan, Ying Tat (que também usa e é conhecido por Ted Chan);
• Chung, Yuk Man (Clarence Chung);
• Simon Edward Thomas Dewhurst.

b) Fiscal Único da Sociedade:

José da Guia Rodrigues dos Santos.

c) Secretário:

Francisco Pinto Fraústo de Mascarenhas Gaivão.

新濠博亞博彩（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澳門幣

非流動資產
機器與設備 327,594,936
博彩轉批給專營合同 7,069,058,603
子公司之投資 1,794,575,217
為購買機器與設備所付之訂金 6,132,003
租借訂金 3,643,154

9,201,003,913

流動資產
存貨 1,572,190
營業及其他應收賬款 8,428,086
應收關聯子公司之貸款 35,358,194
應收子公司之貸款 1,014,431
應收關聯公司之貸款 900,000
銀行結餘及現金 81,502,931

128,775,832

流動負債
營業及其他應付賬款 65,086,423
融資租賃—— 於一年內到期 45,912
應付子公司之借款 9,840,320
應付關聯子公司之借款 925,850
應付關聯公司之借款 44,375,136

120,273,641

淨流動負債 8,502,191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9,209,506,104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 一年以後到期 84,787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之借款 4,502,912,365

4,502,997,152
4,706,508,95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00,000,000

2,246,427,000
1,846,557,698

（386,475,746）
4,706,508,952

損益表
由二零零六年五月十日（成立日）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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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幣

博彩收益 153,123,615
博彩特別稅及澳門政府特別徵稅 （59,935,777）

93,187,838
其他收益 9,039,318
市場及推廣費用 （6,467,200）
營運及行政費用 （100,883,581）
博彩轉批給專營合同之攤折 （143,001,397）
財務費用 （238,350,724）
本期損失 （386,475,746）

二零零六年度董事會業務報告

新濠博亞博彩（澳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公司”）（前為百寶來娛樂（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日在澳門設
立，主要業務為提供娛樂及顧問服務。隨公司更改名稱，其主要業務亦改為經營娛樂場幸運博彩或其他方式的博彩。

公司主要資金由新濠國際發展有限公司及 PUBLISHNG AND BROADCASTING LIMITED 的一系列交易積纍而成。股東投
入資本總額為澳門幣五十一億元（包括澳門幣十億元的股份資本）。股東投入的資本包括角子老虎機場所及娛樂場發展項目的投資
及現金。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於二零零六年九月許可公司與永利渡假村（澳門）有限公司簽署轉承批給合同。自獲轉承批給合同後，公司
開始經營摩卡角子老虎機廊。二零零六年度從摩卡角子老虎機廊所得的娛樂收益達澳門幣一億五仟三百萬元。

轉移到公司的娛樂場發展項目包括澳門皇冠、夢幻之城及一幅位於澳門半島的地皮。本年度，公司主要致力於娛樂場發展項目中
的設計，建設及開業前的籌備工作和組織富經驗的管理層及精練的員工。公司首個娛樂場發展項目—— 澳門皇冠已接近完成，估計於
二零零七年開業。

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度虧損澳門幣三億八仟六佰五十萬元，主要為獲取轉承批給合同的財務開支、攤還轉承批給合同所需的一切費
用及澳門皇冠開業前的籌備開支。公司保留及結轉虧損。踏入二零零七年，公司擁有澳門幣四十七億元之股份資本及儲備，展望
摩卡角子老虎機廊的擴展、澳門皇冠的開業、夢幻之城的建設工程以及第三個發展項目。

獨任監事意見書

本監事根據商法典所載條例及其他適用之法律，完成此新濠博亞博彩（澳門）有限公司的獨任監事意見書。

1. 公司向本監事提交了公司自設立日開始即二零零六年五月十日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之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並從董事會
取得一切所需資料以作審核。

2. 此等財務報告同時附予外部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的審核報告，本監事認為該報告真確無誤及恰當地反映公司直至二
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其董事會報告同時扼要闡述了公司於此段期間的業務。

3. 有鑑於此，本監事批准下列文件：

‧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的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
‧董事會年度報告
‧外部核數師的意見書

澳門
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獨立監事
辛德禮
註冊核數師

外部核數師的意見書

致 新濠博亞博彩（澳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本核數師行已按照由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核准的核數準則及由經濟財政司司長核准的核數實務準則完成新濠博亞博彩（澳門）
股份有限公司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之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就該等財務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
的報告。

本行認為隨附的賬項撮要與上述經審核定額財務表相符。

為更全面了解該公司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賬項撮要應與相關的審計年度賬項一併參閱。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澳門
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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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濠博亞博彩（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擁有5%或5%以上公司資本的主要股東名單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日—— 公司資本：澳門幣一百萬元
PBL Asia Investments Limited —— 99.98%

二零零六年八月十八日——公司資本：澳門幣一百萬元
PBL Asia Limited —— 89.99%
Manuela António 安文娜—— 10%

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二日—— 公司資本：澳門幣二億元
PBL Asia Limited —— 89.99%
Manuela António 安文娜—— 10%

二零零六年十月五日—— 公司資本：澳門幣十億元
PBL Asia Limited —— 18%
Manuela António 安文娜—— 10%
MPBL Investments Limited —— 72%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公司資本：澳門幣十億元
PBL Asia Limited —— 18%
何猷龍——10%
MPBL Investments Limited —— 72%

在二零零六年度新濠博亞博彩（澳門）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機關據位人的姓名

股東會：

James Douglas Packer ——主席

董事會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日
董事：
James Douglas Packer,
John Henry Alexander,
Geoffrey Raymond Kleemann,
Anthony Cornelus Klok 及
Rowen Bruce Craigie.

二零零六年八月十八日

‧ A 組：
‧ James Douglas Packer
‧ John Henry Alexander

‧ B 組：
‧ Geoffrey Raymond Kleemann
‧ Rowen Bruce Craigie
‧ Arminda Manuela da Conceição António （又名 Manuela António 及安文娜），常務董事

二零零六年十月六日

‧ A 組：
‧ James Douglas Packer
‧ John Henry Alexander
‧ Geoffrey Raymond Kleemann
‧ Rowen Bruce Craigie

‧ B 組：
‧何猷龍（Ho, Lawrence Yau Lung 又名 Lawrence Ho）；
‧徐志賢（Tsui, Che Yin Frank 又名 Frank Tsui）；
‧陳應達（Chan, Ying Tat 又名 Ted Chan）；
‧鍾玉文（Chung,Yuk Man 又名 Clarence Chung）；
‧ Arminda Manuela da Conceição António （又名 Manuela António 及安文娜），常務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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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 A 組：
‧ James Douglas Packer
‧ John Henry Alexander
‧ Geoffrey Raymond Kleemann
‧ Rowen Bruce Craigie

‧ B 組：
‧何猷龍（Ho, Lawrence Yau Lung 又名 Lawrence Ho），常務董事；
‧徐志賢（Tsui, Che Yin Frank 又名 Frank Tsui）；
‧陳應達（Chan, Ying Tat 又名 Ted Chan）；
‧鍾玉文（Chung,Yuk Man 又名 Clarence Chung）；
‧ Simon Edward Thomas Dewhurst 。

B）獨任監事：辛德禮

C）祕書：Francisco Pinto Fraústo de Mascarenhas Gaivã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44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3 4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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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利渡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娛樂場幸運博彩或其他方式的博彩經營批給合同第五十九條，永利渡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特此公佈
以下文件：

Nos termos e para os efeitos do previsto na Cláusula Quinquagésima Nona do Contrato de Concessão para a Exploração de Jogos de
Fortuna e Azar ou outros Jogos em Casino n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a sociedade Wynn Resorts (Macau) S.A. vem
publicar:

1. 業務綜合報告

董事局報告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組織

永利渡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永利澳門）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註冊之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註
冊地址為澳門宋玉生廣場 335-341 號獲多利大廈 9 樓，而其主要商務往來地址為澳門外港填海區仙德麗街。

本公司的主要股東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註冊之 Wynn Resorts (Macau) Limited ，而最終股東則是美國上巿之
Wynn Resorts, Limited 。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para o an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6

Organização

A sociedade Wynn Resorts (Macau) S.A. é uma sociedade detida maioritariamente de forma indirecta pela sociedade Wynn Resorts,
Limited, dirigida por Stephen Alan Wynn. A Sociedade celebrou em Junho de 2002 um Contrato de Concessão para a Exploração de Jogos
de Fortuna e Azar ou outros Jogos em Casino n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營運總結

本公司與澳門政府於 2002 年 6 月 24 日簽訂了一份為期 20 年的博彩經營合約，在澳門經營一所或多所包括酒店及博彩活動之娛
樂場酒店。該博彩經營合約由 2002 年 6 月 27 日生效，至 2022 年 6 月 26 日為止。

永利澳門於 2006 年 9 月 6 日正式對外開放，第一期工程共用了 16 英畝批地之 11 英畝，包括 100,000 平方呎的娛樂場， 600 間酒
店套房，220張博彩桌及380台角子老虎機，7間餐廳，26,000平方呎之購物中心，理療及美容中心，會議場所。自開幕以來，本公
司不斷爭取達致完善以適應巿場及顧客之需求。

在第一期項目的基礎上，本公司正在餘下的 5 英畝批地興建第二期項目。在 2007 年 2 月，本公司新增了一定數目的博彩桌及角
子老虎機，共有 256 張博彩桌及 477 台角子老虎機。另外，本公司將在 2007 年開放第二期設施，第二期將新增約 123, 000 平方呎的
娛樂場，屆時（第一期與第二期）將共有 420 張博彩桌及 1,280 台角子老虎機。

本公司現正籌建另一所酒店大樓及博彩娛樂設施。此項目的預算及設計藍圖正在進行中。

以下財務報告摘要總結截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財務狀況。對財務報告有重大影響之事項包括：

‧由經營所產生之收益為澳門幣 24 億，博彩淨收益佔其中之 21 億，而所繳交之博彩稅為 11 億。

‧經與澳門政府協議，本公司獲得博彩經營轉批給收益為澳門幣 72 億，其中預留 6.98 億為澳門政府所得補充稅項徵收稅款。

‧約 2.4 億澳門幣的一次性現金派發給本公司的 B 股及 C 股股東，這些現金來自上述出讓之博彩經營轉批給收益。

 二零零七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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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ção

A Sociedade é concessionária para exploração de jogos de fortuna ou azar ou outros jogos em casino em Macau, ao abrigo do contrato
de concessão assinado com o Governo de Macau em 24 de Junho de 2002 e é proprietária e opera o «Wynn Macau», um hotel/casino/resort.
O período de concessão teve início em 27 de Junho de 2002 por um prazo de 20 anos, terminando em 26 de Junho de 2022.

O «Wynn Macau» abriu ao público em 6 de Setembro de 2006. Na sua primeira fase o «Wynn Macau» utilizou, aproximadamente 45 000m2

de uma área total aproximada de 65 000m2 de terra. Quando o «Wynn Macau» abriu era constituído por 600 quartos e suites de hotel, 220
mesas de jogo e cerca de 380 máquinas de jogo (slot machines), sete restaurantes e de áreas para retalho, um Spa, um salão de diversões e
instalações para organização de reuniões. Desde a sua inauguração, a Sociedade tem desenvolvido e continuará a melhorar o «Wynn Macau»
em resposta à procura das preferências do mercado e dos seus clientes.

A segunda fase do «Wynn Macau»  está a ser construída na restante área da sua propriedade. Em Fevereiro de 2007, o «Wynn Macau»
adicionou mais mesas de jogo e máquinas de jogo (slot machines) o que levou ao total actual de, aproximadamente, 256 e 477 respectivamente.
A Sociedade prevê a abertura da nova expansão, que irá resultar num total de 420 mesas de jogo e 1 280 máquinas (slot machines) o que
representará um aumento significativo da área de jogo do «Wynn Macau» .

A Sociedade planeia também a construção e exploração de uma segunda torre hoteleira, zona de jogo adicional e outras facilidades
relacionadas com este tipo de empreendimento, que serão integradas na oferta actual do «Wynn Macau». Os trabalhos de orçamento e
«design» desta nova extensão estão em curso.

Os relatórios financeiros abaixo indicados resumem os resultados do an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6. Os items com impacto
financeiro especial incluem:

Receitas operacionais de aproximadamente MOP 2,4 mil milhões, dos quais MOP 2,1 mil milhões resultam dos jogos de casino; tendo sido
pagos cerca de MOP 1,1 mil milhões a título de imposto sobre o jogo;

A transmissão do direito a negociar com o Governo de Macau uma subconcessão, para permitir que outra sociedade opere casinos em
Macau, resultou em ganhos, líquidos de custos associados, de MOP 7,2 mil milhões.

A Sociedade reteve MOP 698,4 milhões para fazer face ao Imposto Complementar relativo àquela transmissão.

A distribuição de um dividendo intercalar de aproximadamente MOP 240,6 milhões foi pago aos accionistas da classe B e da classe C pelos
resultados obtidos pela transmissão do direito a negociar com o  Governo de Macau a subconcessão acima referida.

30 de Março d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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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零零六年度資產負債表、損益表

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算

澳門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及設備 4,458,454
土地長期使用權益 420,639
在建渡假村工程 1,073,686
物業及設備訂金 62,250
其他非流動資產 70,771

6,085,800

流動資產
存貨 119,428
應收帳款 157,572
預支費用及其他 43,134
應收聯號款項 65,878
現金及現金等值 5,328,801

5,714,813

資產總值 11,800,613

資產及負債

資產

股本 200,100
其他儲備 65,857
損益滾存 4,999,623

5,265,580

非流動負債

銀行信貸 3,976,765
應付工程款預留 21,885
應付土地溢價 94,539
利率掉期 11,746
預備稅項 3,251

4,108,186

流動負債

應付帳款 665,436
應付土地溢價 59,509
其他應付款項 913,023
應付聯號款項 93,695
應付稅項 695,184

2,426,847

資產及負債總額 11,80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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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澳門幣（千元）

營運收益

博彩收益 2,132,373
其他收益 229,899

2,362,272

營運費用

博彩稅 1,069,330
人事費用 704,802
其他營運費用 733,269
折舊及攤折 179,721
其他開支 85,480

2,772,602

營運損失 (410,330)

財務及其他收入（開支）

利息收入 103,594
財務費用 (131,558)
博彩經營轉批給收益 7,205,339
利率掉期公平值減少 (11,746)
外幣兌換損失 (1,292)

7,164,337

稅前收益 6,754,007

稅項支出 (698,435)

稅後收益 6,055,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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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O

Imobilizado

(valores em MOP000s)

Imobilizações corpóreas 4 458 454
Prémio de concessão 420 639
Empreendimento em curso 1 073 686
Mobilização, adiantamentos para aquisição de propriedades e equipamentos 62 250
Outro imobilizado 70 771

6 085 800

Activo Circulante (ou corrente)
Existências 119 428
Clientes 157 572
Adiantamentos a fornecedores e outros activos 43 134
Dívidas de associadas 65 878
Disponibilidades 5 328 801

5 714 813

Total do activo 11 800 613

CAPITAIS PRÓPRIOS E PASSIVO
Capitais próprios

Capital social 200 100
Reservas 65 857
Resultados transitados 4 999 623

5 265 580

Passivo de longo prazo
Empréstimos bancários 3 976 765
Retenções para construção 21 885
Prémios a pagar 94 539
Taxas de juro swaps 11 746
Impostos diferidos 3 251

4 108 186

Passivo a curto prazo
Fornecedores 665 436
Prémio a pagar 59 509
Outras dívidas e acréscimos de custos 913 023
Dívidas a associadas 93 695
Impostos de rendimento a pagar 695 184

2 426 847

Total de capitais próprios e passivo 11 800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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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eitos operacionais
Casino 2 132 373
Outros proveitos 229 899

2 362 272

Custos operacionais
Impostos sobre o jogo e prémio 1 069 330
Custos com pessoal 704 802
Outros custos operacionais 733 269
Amortizações e depreciações 179 721
Outros custos 85 480

2 772 602

Resultados operacionais (410 330)

Despesas financeiras e outras despesas
Juros de aplicação 103 594
Custos financeiros (131 558)
Ganhos líquidos de vendas de direitos de subconcessão 7 205 339
Decréscimo no valor justo da taxa swap (11 746)
Diferenças de câmbio desfavoráveis (1 292)

7 164 337
Resultados antes de impostos 6 754 007
Impostos (698 435)

Resultados líquidos do exercício 6 055 572

3. 獨任監事意見書

根據永利渡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公司章程，董事局已將二零零六年度之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交予本監事發表
意見。而外部核數師之審計報告及公司年度報告亦一併遞交。

經審查公司之年度運作及一切認為必要的管理層及董事局之解釋後，本人認為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清晰地披露及反映了公司二
零零六年度之財政狀況；董事局年度報告說明於二零零六年公司之運作，而外部核數師確認帳目遵循會計原則編寫清楚，並在各重
大方面顯示公司 2006 年 12 月 31 日的財務狀況及該年度經營成果之真確狀況。

因此，本監事建議股東批准下列文件：

‧公司 2006 年度的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

‧董事局年度報告

‧外部核數師報告

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八日於澳門

獨任監事

Parecer do Fiscal Único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a Wynn Resorts (Macau) S.A. submeteu a parecer o Balanço, as Contas, o Relatório Anual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e o Relatório dos Auditores Externos da Sociedade.

Analisei os documentos financeiros relativos ao ano de 2006 e constato que os documentos reflectem de forma adequada a situação das
contas da Sociedade e traduzem correctamente a situação financeira da Sociedade.

O Relatório Anual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sumaria de maneira clara as actividades da Sociedade durante o ano de 2006 e o
Relatório dos Auditores Externos declara que os documentos financeiros da Sociedade apresentam de forma verdadeira e apropriada, a
situação financeira da Sociedade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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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m, o Fiscal Único dá parecer favorável aos senhores accionistas para que aprovem:

Os documentos financeiros da Sociedade relativos ao período que finda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6;

O Relatório Anual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O Relatório dos Auditores Externos.

Fiscal Único

Macau, aos 28 de Março de 2007.

4. 外部核數師的意見書撮要

本核數師已完成審核永利渡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以及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本核數師已按照由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所核准第 23/2004 號行政法規下的《核數準則》，由經濟財政司司長所核准第 68/2004 號

《核數實務準則》，及國際核數準則進行審核工作，並已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

本核數師認為隨附的帳目撮要與上述經審核財務報表相符。

為更全面了解該公司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帳目撮要應與相關的經審核年度賬目一併參閱。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澳門註冊核數公司

Síntese do parecer dos auditores externos

Aos accionistas da Wynn Resorts (Macau), S.A.

Examinámos,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Internacionais de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Wynn Resorts (Macau), S.A. para
o exercício de 31 de Dezembro de 2006, e a nossa opinião sobr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está expressa, sem reservas,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28 de Fevereiro de 2007.

Ernst & Young - Auditores

Macau, aos 28 de Fevereiro de 2007.

5. 於全年任何期間擁有承批公司 5% 或 5% 以上公司資本的主要股東名單及有關百分率

Wynn Resorts (Macau) Limited Hong Kong — 持有 51% 公司資本

Wynn Resorts International Limited  — 持有 39% 公司資本

Mr. Wong Chi Seng — 持有 10% 公司資本

Lista dos accionistas qualificados, detentores de valor igual ou superior a 5% do capital social

Wynn Resorts (Macau) Limited Hong Kong — Titular de 51% do capital social realizado.

Wynn Resorts International Limited — Titular de 39% do capital social realizado.

Wong Chi Seng  —  Titular de 10% do capital social realizado.

6. 公司機關據位人的姓名

股東會

Cynthia Mitchum — 股東會主席 / Presidente

董事會

Stephen Alan Wynn — 董事會主席

Wong Chi Seng — 常務董事

Marc Dennis Schorr —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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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任監事

John William Crawford

公司秘書

Alexandre Correia da Silva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日

Nome dos titulares dos órgãos sociais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Stephen Alan Wynn – President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Wong Chi Seng – Administrador-Delegado

Marc Dennis Schorr – Administrador

Assembleia Geral

Cynthia Mitchum – Presidente

Fiscal Único

John William Crawford

Secretário

Alexandre Correia da Silva

Macau, aos 20 de Abril de 2007.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8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2 8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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