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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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晉江湖美同鄉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零年五月四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1號35/2010。

澳門晉江湖美同鄉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一、本會定名為“澳門晉江湖美同

鄉會”，位於澳門慕拉士大馬路92號利
添閣24樓R。是由祖籍為晉江湖美的澳門
人自願組成的群眾性聯誼團體。

二、本會屬民間公益性鬆散型組

織，其宗旨為：愛國愛澳，團結互助，

共同發展，回報家鄉，展現形象。

三、“湖美”所在地為：福建省晉

江市英林鎮，又稱：湖尾。

第二章

任務

四、加強祖籍晉江湖美的澳門人同

鄉之間的聯絡聯誼，促進交流，增進瞭

解，加強團結，互愛互助，同謀發展。

五、從生活和工作中關心每位同

鄉，提供會所讓同鄉進行業務交流及舉

行各種娛樂活動，使其解除後顧之憂，

更好的工作。

六、聯誼會將定期組織各項有益工

作和身心健康之活動。

第三章

組織

七、本會一切會務分別由下列組織

負責執行：會員大會、理事會、監事

會。

八、本會的最高權力機構是會員大

會。設有會長一名，副會長若干名。會

長兼任會員大會召集人。對外代表本

會，對內領導及協調本會工作。副會長

協助會長工作，若會長出缺或因故不能

執行職務，由其中一名副會長暫代其職

務。

九、每一個組織之成員均由會員大

會選舉產生，且人數必須為單數，每屆

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十、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且最少提前八日以書面形式通知會

員，會議由會長或副會長召開。在必要

情況下應理事會或不少於二分之一會員

以正當理由提出要求，亦得召開特別會

議。

十一、會員大會之職權為：

（一）修改本會章程及內部規章；

（二）制定本會的活動方針；

（三）審理理事會及監事會之年度

工作報告與提案。

十二、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

出。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若

干名，秘書長一名，副秘書長若干名，

理事若干名，且人數必須為單數，每屆

任期三年。

十三、理事會可下設若干個工作機

構，以便執行理事會決議及處理本會日

常會務；工作機構領導及其他成員由秘

書長提名，獲理事會通過後以理事會名

義予以認命。

十四、理事會之職權為：

（一）理事會每年召開一次工作會

議，討論安排每年會務活動，如有必要

可由理事長隨時召開特別會議；執行會

員大會之決議及一切會務；

（二）領導會員積極參與社會事務

及公益活動，處理其行政工作及維持其

所有活動；

（三）每年應作一年來會務活動報

告，向其提交工作（會務）報告，及接

受監事會對工作之查核。

十五、監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

出。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

監事若干名，且人數必須為單數，每屆

任期三年。

十六、監事會之職權為：

（一）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執行，

以及監察理事會的運作及查核本會之財

產；

（二）監督各項會務工作之進展，

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三）查閱帳目及財政收支狀況和

帳目；

（四）審查本會之一切會務進行情

形及研究與促進會務之設施。

第四章

會員

十七、凡祖籍晉江湖美的及熱心於

為本會做奉獻，竭誠為本會發展著想的

任何人士，本著自願的原則，承認本會

章程，願意參加本會活動的，經理事會

審核認可，均可成為本會會員。

十八、本會會員享有選舉權、被選

舉權、建議和批評權及參與本會內部事

務的管理權。

十九、會員有遵紀守法、執行決

議、承辦本會委託事務、及遵守本章程

和其他規定的義務。

二十、會員有退會的自由，但應向

理事會提出書面申請；凡會員違反、不

遵守會章及損害本會聲譽及利益，經理

事會決議後，得取消其資格。

第五章

經費

二十一、本會的經費主要來源於會

員及社會的捐款和贊助。經費的使用必

須基於本會之目的，並應本著勤儉節約

的辦事原則，建立合法有效地財務監督

機制，並對財務狀況不定期進行公開。

二十二、本會的財產、經費，任何

組織和個人不得侵佔、挪用和任意調

撥。

第六章

附則

二十三、本章程自通過之日起實

施。以後若需修改，則自新的章程通過

之日起，舊的章程同時廢止。

二零一零年五月四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1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16,00)

sandy
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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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建築裝飾協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Obras de 
Decoração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Macau Building Decora-
tion Association”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三十日，存檔

於本署之2010/ASS/M2檔案組內，編號
為60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建築裝飾協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協會名稱為“澳門

建築裝飾協會”，葡文名稱為“A s s o-
ciação de Obras de Decoração de Ma-
cau”，英文名稱為“Macau Building 
Decoration Association”。

第二條——本協會（以下簡稱協

會）是遵照中國建築裝飾協會提議在澳

門組建的建築裝飾行業的組織，是由本

澳從事建築裝飾行業的公司、商號、建

築裝飾藝術創作室以及行業專業人員和

高級管理人員組成的非牟利團體，協會

依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和協會章程開

展各項活動。

第三條——本會的宗旨；擁護一國

兩制，愛國愛澳、團結本澳建築裝飾工

程公司、商號和社會團體，提高澳門建

築裝飾行業素質，提倡適合澳門發展建

設的建築裝飾行業要求之行規行約、技

術標準和工程品質標準，為建築裝飾企

業和相關行業的商號或管理人員服務。 

第四條——本會會址設在澳門新口

岸宋玉生廣場258號建興龍廣場10樓A、
S、T座。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本協會會員有團體會

員、個人會員及名譽會員。

第六條——凡在本澳從事建築裝飾

工程公司、室內外裝飾設計、建築裝飾

產品生產與經營之企業、科研、技術開

發、資訊情報、教育等相關機構和社會

團體，承認本會章程，願意照章繳納會

費的，自願申請，並經理事會批准均可

成為團體會員。

第七條——凡在澳門從事建築裝飾

行業的商號、工廠等的僱主、董事、經

理、股東或企業專業技術和管理人員，

專家、學者、教授、科研人員，承認本

會章程、願意照章繳納會費的，自願申

請，並經理事會批准均可成為本會個人

會員。或根據會務需要，協會亦可聘請

名譽會員。

第八條——本協會會員享有下列權

利：

（一）委派會員代表人行使選舉

權、被選舉權、監督權和章程規定享有

的權利；

（二）參加協會舉辦的活動；

（三）享受協會提供的服務；

（四）對協會工作提出建議和批評；

（五）決定退會。

第九條——本協會會員應承擔下列

義務：

（一）遵守協會章程；

（二）履行協會決議；

（三）推動會務及促進會員之間的

互相合作；

（四）遵守行規行約；

（五）按規定繳納會費。

第十條——本協會的團體會員代表

人，可以是會員的法定代表人，也可以

由會員的法定代表人委託其他人員出

任。

第十一條——本協會會員有下列情

況之一的，協會可予以除名：

（一）違反本協會章程或破壞本協會

行為；

（二）觸犯刑事案或影響本會聲譽；

（三）停業或轉業；

（四）依法宣告破產；

（五）不履行會員義務，經協會勸告

拒不改正者。

第三章

任務

第十二條——協會的任務：

（一）維護同業會員正當合法權益

和行業共同利益，加強業界間的交流，

促進會員之間的聯繫，協調處理會員之

間的糾紛，為會員提供本行業國內外技

術，經濟情報和市場訊息，拓展行業商

機，促進本澳建築裝飾行業的發展；

（二）組織國際國內和香港特別行

政區、臺灣地區民間社團組織的聯繫和

友好往來、技術交流與合作；

（三）推廣應用環保建築裝飾新技

術、新工藝、新設備、新材料，舉辦專

業展覽，開展技術與管理人才的開發與

培訓，不斷提高行業素質；提高本澳建

築裝飾工程品質和技術；

（四）組織全澳建築裝飾工程品質

獎評選，向國家推薦本澳建築裝飾工程

優秀獎專案；

（五）根據行業發展需要，開展有

利於本行業的其他活動和公益事業。

第四章

組織

第十三條——協會的最高權利機構

是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為協會的執行

機構。

第十四條——會員代表大會每年召

開一次，必要時可提前或延期，但延期

換屆最長不超過一年。

第十五條——會員代表大會的職權

是：

（一）確定協會的方針和任務；

（二）審查和批准理事會的工作報

告；

（三）審查通過協會的財務預算和決

算報告；

（四）選舉理事會理事；

（五）修改協會章程。

第十六條——會員代表大會決議，

由全體出席會議的會員代表表決，獲得

半數以上票數同意方能有效。

第十七條——理事會為協會的執行

機構，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理

事會換屆選舉，也可採用通訊方式舉

行。

理事會每年召開一次。其職責是：

（一）執行會員代表大會決議；

（二）制訂協會工作計劃；

（三）向會員大會報告會務及提出

建議；

（四）依章程召開會員大會；

（五）吸收新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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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理事會由十五人組成，

理事會選舉產生常務理事十一人，組成常

務理事會。常務理事會產生理事長一人，

副理事長二人或四人，正、副秘書長由理

事長決定聘任。正副理事長及各部門之負

責人選由理事會互選產生，理事會休會期

間，由常務理事會行使理事會職權。理事

會下設總務、財務、福利、聯絡、高新技

術推廣、稽核等部門，由全體常務理事互

選分任各項職務。

第十九條——如理事長出缺，由副

理事長代之。理事長、副理事長的任

期，以兩屆為限；特殊情況經會員代表

大會表決同意，可以延長一屆。常務

理事會下設辦事機構，負責辦理日常事

務，並根據工作需要設立若干專業機

構。

第二十條——協會根據工作需要可

設名譽理事長和顧問，由常務理事會決

定。

第二十一條——本會監察組織為監

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監事七人組成

之，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惟監事

長連續任期最長為兩屆。其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之決

議；

（二）定期審查帳目；

（三）出席理事會會議或常務理事會

議；

（四）對有關年報及帳目制定意見書

呈交會員大會。

第二十二條——監事會設監事長一

人，副監事長一人，常務監事二人，監

事三人。正、副監事長及常務監事由當

選監事互選產生，監事會名額經確定，

在任何情況下出現空缺，均無須補選。

第五章

經費

第二十三條——經費來源：

（一）會費；

（二）資助和捐贈；

（三）其他合法收入。

第二十四條——經費開支：

（一）為實現協會任務開展活動的

開支；

（二）協會工作人員的工資、獎

金、保險、福利費用等；

（三）協會辦公設施所需費用及差

旅費、辦公費等開支；

（四）其他正當開支。

第二十五條——本協會的經費收入

和支出均應符合本會的財政規定。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六條——本協會章程在澳門

特別行政區公證署登記和報中國建築裝

飾協會備案。章程解釋權歸澳門建築裝

飾協會。

第二十七條——澳門建築裝飾協會

的終止由會員代表大會討論通過，報中

國建築裝飾協會備案，並報澳門特別行

政區公證署辦理註銷手續。

第二十八條——內部規章。本會設

內部規章，制定本會各級組織架構的具

體產生辦法，規範轄下各部份組織行政

管理及財務運作細則以及會員紀律、會

員大會選舉等事項，有關條文由理事會

制訂。

第二十九條——章程之修改及解

釋。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會員大會，由

理事會提交修章方案予會員大會審議通

過，而本章程之解釋權屬理事會。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trinta de Abril de dois mil e dez. — A Aju-
dante, 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3,285.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285,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天主教朝聖服務協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三十日，存檔

於本署之2010/ASS/M2檔案組內，編號
為59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天主教朝聖服務協會章程

第一條

名稱

1. 本會定名中文為：澳門天主教朝
聖服務協會。

第二條

會址

1.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南灣大馬路763
號聯邦大廈10樓D座。

第三條

期限及宗旨

1. 本會之存在期無限。

2. 本會為一非牟利性質之宗教團體，
宗旨是透過朝聖活動讓大眾認識天主教會

的歷史和文物。

第四條

目標

1. 推動朝聖活動，以開展大眾對天主
教歷史文化及建築的認識；

2. 促進了解天主教會在澳門社會發展
中的角色及功能。

第五條

組織架構，職能及條件

1. 會員大會。

2. 理事會。

3. 監事會。

4. 會員大會是本會之最高決策機構，
由全體會員組成。

5. 會員大會設主席一人、秘書一人，
當主席不能履行其職責時，由秘書代之。

6. 會員大會主席負責主持會員大會，
簽署會議記錄，以及按會員大會的決定授

予被選會員職務。

7. 會員大會秘書負責會議記錄，及處
理會員大會有關之所有文件。

8.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舉行一次，由理
事會於八日前書面通知會員召開。

9. 任何人均不得在本會中擔任超過一
席的職位。

10. 會員大會主席、秘書、理事會和
監事會成員的任期為兩年，主席、理事

長、監事長職位連選得連任。

11. 理事會：理事會由三位或以上之
單數成員組成，透過互選產生：理事長、

財政及秘書各一名。理事會負責推動會

務、釐定財政預算及聘請員工等事項。理

事會會議每年最少召開兩次。

12. 理事長負責主持理事會會議及其
他活動，對外代表本會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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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財政：管理本會一切財政收入及
開支；依時提交本會之會計賬目給理事會

及監事會，在會員大會作財務報告。

14. 秘書：負責本會的文書處理。

15. 監事會由三位成員組成，透過互
選產生：監事長一人及監事二人。

16. 監事會可列席理事會會議，審閱
理事會會議記錄，審核財政帳目；監督本

會工作。

17. 本會設指導神師一位，由理事
會、監事會推薦，經教區主教核准及任

命，任期為兩年。其職責為指導本會在教

會精神及規例下推行會務。

第六條

財政收支

1. 本會的收入包括：私人或機構之
捐贈；本身財產之收益；合法服務取得

之捐獻。

2. 本會的支出由所有與本會宗旨一
致的活動開支所構成。

3. 所有支出應由理事長及財政聯合
簽名。

第七條

解散

1. 本會可在明確為此目的而召開的
全體會員大會上，經至少全體會員的五

分之四通過，而決議解散。

2. 當通過解散的決議時，會員大會
將委任一個善後委員會，按照天主教教

律第三百二十六條第二項的規定，負責

處理本會之資產及負債。

第八條

附則

1. 本章程經由會員大會通過，並經
教區主教核准後方可生效。

2. 本章程有未盡善之處，得經會員
大會修訂，並經教區主教核准後方可生

效。

3. 本會會員大會按照規章程序而決
議解散，須經教區主教核准後方可解

散。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trinta de Abril de dois mil e dez. — A Aju-
dante, 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4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42,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中華炎黃文化產業協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Industria da 
Cultura Chinesa Yan Huang”

英文名稱為“Association for Industries 
of Chinese Culture Yan Huang”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三十日，存檔

於本署之2010/ASS/M2檔案組內，編號
為58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中華炎黃文化產業協會

章程

Associação de Industria da Cultura  

Chinesa Yan Huang

第一章

名稱、宗旨及會址

第一條——本會名稱：中文名稱為

“中華炎黃文化產業協會”，葡文名稱

為“Associação de Industria da Cultu-
ra Chinesa Yan Huang”，英文名稱為
“Association for Industries of Chinese 
Culture Yan Huang”，本會乃非牟利團
體。

第二條——本會宗旨為：通過澳

門——中西文化的交匯平臺，弘揚中

華民族優秀文化，振興民族精神，聯繫

海內外中華炎黃子孫，挖掘、整理、展

示、宣傳民族民俗文化，共謀澳門文化

市場的繁榮，立足澳門廣泛開展中華文

化產業的交流促進活動。

第三條——會址：本會會址設在澳

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223-225號南光大廈
十一樓BC座。本會得將總址遷移，並可
在任何地方設立辦事處和其他形式的代

表機構。

第二章

會員的資格、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一）凡認同本會宗旨

者，由兩名會員推薦，經理事會通過，

並繳交入會基金便可成為會員。動及享

有本會一切福利及權利；有權對本會的

會務提出批評和建議；會員有退會的自

由，但須向理事會提出書面申請。

（二）本會會員有權參加會員大

會；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參加本會

舉辦之一切活動及享有本會一切福利及

權利；有權對本會的會務提出批評和建

議；會員有退會的自由，但須向理事會

提出書面申請。

（三）會員有義務遵守本會的章程

並執行本會會員大會和理事會的決議；

積極參與、支持及協助本會舉辦之各項

活動，推動會務發展及促進會員間之合

作；按時繳納會費及其他應付之費用；

不得作出任何有損本會聲譽及利益之行

為。

（四）經理事會提議並由全體大會

通過，可委任有特殊貢獻的自然人或法

人，擔任本會顧問、榮譽領導職位或成

為本會榮譽會員。上述自然人和法人無

需繳交會費。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五條——本會的組織架構為：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六條——會員大會：（一）本會

的最高權力機構是會員大會。設會長一

名，副會長若干名，主席團組成人員必

須為單數，最少三人，最多不得超過五

人。會長兼任會員大會召集人。副會長

協助會長工作，若會長出缺或因故不能

執行職務，由其中一名副會長暫代其職

務。

（二）其職權為：修改本會章程及

內部規章；制定本會的活動方針；審議

理監事會之年度工作報告與提案。

（三）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

會議，由會長或副會長召開。在特殊情

況下經半數以上會員聯名要求，亦得召

開特別會議。會員大會主席團成員每屆

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七條——理事會：（一）理事會

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理事會設理事長

一名，副理事長及理事若干名，且人數

必須為單數，最少三人，最多不得超過

五人。每屆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二）理事會可下設若干個工作機

構，以便執行理事會決議及處理本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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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會務；工作機構領導及其他成員由任

一名理事提名，獲理事會通過後以理事

會名義予以任命。

（三）其職權為：執行會員大會之

決議及一切會務；主持及處理各項會務

工作；直接向會員大會負責，及向其提

交工作（會務）報告，及接受監事會對

工作之查核；理事會議決事宜，決議取

決於出席人過半數票，但必須有過半數

理事會成員出席方可議決事宜。

第八條——監事會：（一）監事會

由會員大會選出。監事會設監事長一

名，副監事長及監事若干名，且人數必

須為單數，最少三人，最多不得超過五

人，每屆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二）其職權為：監事會為本會會

務的監察機構。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執

行，以及監察理事會的運作及查核本會

之財產；監督各項會務工作之進展，就

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稽核理事會

之財政收支及查核帳目；審查本會之一

切會務進行情形及研究與促進會務之舉

措。

第四章

經費

第九條——本會之經費來源：一是

會員之會費收入；二是開展會務活動或

提供其他服務所得收入；三是任何對本

會的資助及捐獻。

第五章

章程修改

第十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

後施行。章程的修改，須獲出席會員四

分之三贊同票的代表通過方能成立。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一條——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

會員大會；本會章程由會員大會通過之

日起生效，若有未盡善之處，由會員大

會討論通過修訂。

第十二條——本章程所未規範事

宜，概依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trinta de Abril de dois mil e dez. — A Aju-
dante, 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歷奇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九

日起，存放於本署之“2010年社團及財
團儲存文件檔案”第1/2010/ASS檔案組
第21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歷奇會

第一章

名稱、會址及宗旨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定名為“澳門歷奇會”，英文

名為“Macau Adventure Club”，是一
個不牟利體育社團。

第二條

會址

本會法人之住所設於澳門氹仔廣東

大馬路濠景都會芊濠軒34樓B座。

第三條

宗旨

本會宗旨為推廣和發展歷奇運動，

並參與官方或民間所舉辦的比賽及其他

相關活動。

第二章

第四條

會員

一、 凡對歷奇運動有興趣者，並認
同本會章程，經向本會申請登記註冊即

可成為會員。

二、 會員的權利︰

a. 參加本會舉辦的一切活動；

b. 凡年滿十八歲者在會員大會享有選
舉權及被選權。

三、 會員的義務︰

a. 維護本會的聲譽，促進本會的進步
和發展；

b. 遵守章程的規定；

c. 遵守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的
決議；

d. 支持及參與本會所舉辦的活動。

四、 凡會員因違反或不遵守本會章
程，或者損害本會聲譽，經理事會通過

後，得取消其會員資格。

第三章

組織

第五條

組織架構及任期

本會設有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

會。當中成員在會員大會上由選舉產

生，任期兩年，連選得連任。

第六條

會員大會

一、 會員大會由所有會員組成，是
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主席一人、副主

席一人及書記一人。會員大會每年須召

開一次平常會議，由主席召集之，大會

的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以簽收或掛號信

方式通知所有會員，召集書內應指出會

議的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如理事

會認為有必要或有三分之一以上會員聯

署要求時得召開特別會員大會會議，但

提出此要求的會員必須年滿十八歲。

二、 會員大會的權限︰

a. 修改本會章程，須獲最少四分之
三出席的會員的贊同票；

b. 選舉會員大會、理事會成員及監
事會成員，選舉結果取決於出席成員的

絕對多數票；

c. 決定工作方針及計劃；

d. 審查及批准理事會工作報告。

第七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是本會最高的執行機

構，負責管理本會。

二、理事會由理事長一人、副理事

長一人、書記一人所組成，各成員經會

員大會選舉產生。

三、理事會的權限如下：

a. 執行會員大會的決議；

b. 向會員大會提交工作報告；

c. 負責處理會內一切日常事務，包括
行政及紀律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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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的監督機構，負

責監察理事會的運作及提供有關意見。

二、成員可參加理事會會議，但在

會議中無表決權。

三、監事會由監事長一人、副監事

長一人及書記一人所組成，各成員經會

員大會選舉產生。

第九條

理事會及監事會的會議召開及運作

一、理事會及監事會的會議分別由

理事長及監事長召開，且在有過半數據

位人出席時，方可議決事宜。

二、理事會及監事會的成員不得在

議決時放棄投票，而有關決議取決於出

席成員的過半數票。

第十條

會員大會主席、理事長及監事長的

權限轉移

如會員大會主席、理事長及監事長

因故未能視事時，其權限分別自動轉移

到會員大會副主席、副理事長及副監事

長。

第四章

第十一條

會徽

本會使用以下圖案作為會徽。

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九日於海島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Cardoso, Manuela
Virginia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當代之聲文化交流協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零年五月五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0年社團及財團
儲存文件檔案”第1/2010/ASS檔案組第
22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當代之聲文化交流協會

章程

第一章

名稱、會址及宗旨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當代

之聲文化交流協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
ção de Intercâmbio Cultural Voz Contem-
porâneo de Macau。英文名稱為 Macau 
Contemporary Voice of Cultural Exchange 
Association。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新口岸

宋玉生廣場258號建興龍廣場6樓T座。

經理事會批准，本會會址可遷至澳

門任何其他地方。

第三條――本會宗旨為：

一、立足澳門，向世界推廣中華文

化與澳門四百年中西交融文化。

二、發揮澳門的特殊優勢，舉辦多

元化文化交流活動。

三、繁榮澳門文化市場經濟，培養

及壯大澳門文化產業從業人員。

四、打造“澳門製造”文化作品，

通過葡語系國家向世界推廣。

五、引進國內著名影視頒獎典禮到

澳門，提升澳門的綜合知名度。

第二章

會員的資格、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申請成為本協會會員的必

要條件：

一、 志願加入本協會。

二、 認同本會宗旨及願意遵守本會
章程。

三、 熱愛及熱心于文化事業。

四、 願意履行本協會會員義務。

第五條――該申請須經理事會審批及

決定。

第六條――會員的權利：

一、出席會員大會並享有表決權。

二、對協會內職務有選舉權及被選

舉權。

三、對本會會務提建議及意見。

四、參與本會舉辦的一切活動。

五、自由申請退出本會。

第七條――會員的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並執行本會的決

議。

二、推動本會會務開展。

三、參與、支持及協助本會舉辦之

各項活動。

四、按時繳納會費及其他應付費用。

五、不得作出任何有損本會聲譽的

行動。

第三章

開除會籍

第八條――會員有下列任一情況者，

經理事會決議，即被開除會員會籍：

一、 凡違反本會章程、內部規章之條
款及參與損害本會聲譽或利益活動者。

二、 個人會員違反國家有關法律規
定，被剝奪公民權利或受到其他嚴厲制

裁者。

第四章

組織架構、職權、運作和會徽

第九條――本會組織架構：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十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由會員大會主席團主持工作。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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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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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員大會主席團設會長一名、

副會長若干名，秘書一名，成員必須為

單數，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四、會員大會由會長負責召開；若會

長不能視事或缺勤時，由副會長代任。

五、召集須以掛號信的形式提前至

少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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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最少一半會
員出席，才能作出任何決議，但法律另

有規定除外。

（2）召集通知書內可訂定若第一次
召集的時間已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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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之職權：

一、修改本會章程及內部規章。

二、選舉理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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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成

員人數不確定，其總數目必須為單數。

二、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

長及理事若干人，財務及秘書長各一

名；任期 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下設文化部、財務部、

康樂部、婦女部、外聯部，以便執行理

事會決議及處理本會日常會務。

第十三條――理事會之職權：

一、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二、主持及處理各項會務工作。

三、向會員大會提交工作報告。

四、聘請兩岸四地以及國外有卓越

貢獻人士、社會知名人士或權威專業人

士擔任永遠榮譽會長、永遠名譽會長、

榮譽會長、名譽會長、名譽顧問、名譽

學術顧問、名譽會員、顧問、學術顧

問、特約研究員、法律顧問等。

五、在法庭內外代表本會。

六、除本章程規定的其他權限外，

理事會亦負責本會日常行政事務、接納

及按理事會之決議開除會員。

第十四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成員

人數不確定，其數目必須為單數。

二、監事會設監事會主席一名、監

事若干人，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第十五條――監事會之職權：

一、監察會員大會的決議的執行；

監督理事會的運作及查核本會之財產。

二、監督各項會務工作的進展；就

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三、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

第五章

本會的簽名方式

第十六條――關於具法律效力之行

為，由理事長與理事會授權之任何一名其

他理事會成員之共同簽名代表本會，但不

妨礙理事會可議決指定之簽署方式。

第六章

經費來源

第十七條――本會經費來自：

一、會費。

二、政府機關和海內外各界人士和

團體的捐助。

三、其他合法收入。

第七章

附則

第十八條――本會章程之解釋權歸理

事會。

第十九條――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

經理事會建議，交由會員大會通過進行

修改。

第二十條――本會會徽如下：

二零一零年五月五日於海島公證署

二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2,86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864,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資源綜合利用協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零年五月五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0年社團及財團
儲存文件檔案”第1/2010/ASS檔案組第
23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資源綜合利用協會

章程

第一條——名稱，性質及期限

本會定名中文為「澳門資源綜合

利用協會」；葡文名為“A s s o c i a ç ã o 
de Utilização Sintético de Recursos de 
Macau”。英文名為“Macao Resourc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Associa-
tion”。屬具有法人地位的非牟利社團，
受本章程及澳門現行有關法律條款管

轄，其存續不設期限。

第二條——宗旨

本會宗旨：本會為一非牟利團體，

以促進資源綜合利用的人士及同業間之

團結及聯繫、維護會員的合理權益、提

高業界專業水平為宗旨。

第三條——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南灣大馬路762-
804號中華廣場13G。經理事會批准，
本會會址可遷至澳門特別行政區其他地

方。

第四條——會員

一、凡認同本會宗旨，願意遵守本

會章程，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從資源綜合

利用工作之人士，均可申請入本會。入

會申請經理事會審議通過後，方得生

效。

二、理事會可按會務需要，邀請若

干名榮譽會長、榮譽會員及名譽顧問。

第五條——會員權利

會員有以下權利：

a）參加會員大會；

b）選舉和被選舉擔任本會各機關之
成員；

c）參加會員大會及參與本會所舉辦
之各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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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會員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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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不得作出損害本會聲譽之行動。

第七條——喪失會員資格

在下列情況下，經理事會決議將喪

失會員資格：

a）凡違反本會章程及參與損害本會
聲譽或利益活動；

b）自行要求退會；

c）不履行會員義務。

第八條——機關

本會設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

第九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除行使法律及章程規定之職權外，

還負責修改章程，選舉會員大會主席

團、理事會和監事會的成員，審議、通

過理事會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以

及決定會務方針。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由三人組成，

設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秘書一人，

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三年。

三、會員大會每一年最少召開一

次，由會員大會主席負責召開並主持

會議，須最少提前十四天以掛號信或簽

收方式通知全體會員，並說明開會的時

間、地點及議程。

四、出席會員大會者須最少為全體

會員人數的二分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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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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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由理事會提出或至少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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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天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知全體會

員，並說明開會的時間、地點及議程。

第十條——會員大會的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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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會章。

第十一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是本會的行政管理機

構，除行使法律及章程規定之職權外，

還負責：

a）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及日常具體會
務工作；

b）審核及通過入會及退會事宜；

c）管理本會的財政及產業；

d）制定及通過本會的內部規章；

e）並向每年舉行的會員大會提交年
度會務報告和財務報告。

二、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三至九

名成員組成，但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

其中包括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及秘書

長各一名，理事長對外代表本會。

三、理事會的任期為三年，連選得

連任。

第十二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是本會監察機構，除行

使法律及章程規定之職權外，還監督理

事會工作，查核本會之財產及編制年度

監察活動報告。

二、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三至五

名成員組成，但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

其中包括監事長一名和監事若干名。

三、監事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對外

發表意見。

四、監事會的任期為三年，連選得

連任。

第十三條——本會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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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權

範圍內的收入。

第十四條——本會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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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條——一、本會章修改權屬

會員大會，由理事會提交修章方案予會

員大會依法審議通過。

二、本章程之解釋權屬理事會。

三、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會員大會

決定之。

二零一零年五月五日於海島公證署

二等助理員 束承玫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1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14,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濠江中央獅子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修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零年四月三十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1號34/2010。

Alteração de Estatutos 

Artigo primeiro 

A Associação adopta a denominação 
de «Lions Clube de Macau Central», em 
inglês «Lions Club Macau Central» e em 
chinês “濠江中央獅子會”, e tem a sua sede 
em Macau, na Avenida do Infante D. Hen-
rique n.º 16, edifício Kam Loi, 3.º andar. 

Artigo quarto 

A admissão far-se-á mediante a apresen-
tação de um sócio e o preenchimento do 
boletim de inscrição firmado pelo preten-
dente, dependendo a mesma da sua aprova-
ção, por 2/3 dos votos da Direcção. 

Artigo oitavo 

A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eleita 
anualmente, é constituída por um presi-
dente, um vice-presidente e um secretário. 

Artigo décimo primeiro 

A Direcção é constituída por um número 
de membros efectivos, com um mínimo de 
nove, eleitos anualmente pela Assembleia 
Geral, sendo um presidente e três vice-presi-
dentes. 

Artigo décimo sétimo 

O período fiscal tem início no dia um de 
Julho e termina no dia trinta de Junho do 
ano seguinte. 

二零一零年四月三十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68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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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福證券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試算表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澳門元

帳戶名稱
餘額

借方 貸方

現金

銀行結存

應收賬款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總公司之欠款

關連公司之欠款

固定資產

其他資產

銀行透支

銀行貸款

應付賬款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結欠總公司之款項

結欠關連公司之款項

稅項

股本

儲備

保留溢利/（損失）
總收入

總支出

 14,469,013.53

 97,193.14

 3,183,735.74
 206,424.73

5,340,549.83

 --

 1,501,692.08

--
 --
 --

22,304,007.96
 2,494,601.09

總額  24,798,609.05  24,798,609.05

 

 分行經理 財務主管

 林勁勇 盧偉浩

（是項刊登費用為 $1,07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0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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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分行

試算表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分行經理 會計主任

 林志鴻 羅美玉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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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華人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試算表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更正

 總經理 會計主管

 陳達港 廖國強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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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銀行——澳門分行

試算表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總經理 會計主管

 黃振鈞 江子威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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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永亨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試算表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董事兼總經理 財務總監

 李德濂 盧保康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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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儲金局

CAIXA ECONÓMICA POSTAL
試算表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1 de Março de 2010

借方 DEVEDORES 貸方 CREDORES
現金

Caixa
- 澳門元 1,813,689.90                     
   Patacas
- 外幣 1,000,923.10                     
   Moedas externas
AMCM 存款

Depósitos na AMCM
- 澳門元 10,438,954.22                   
   Patacas
應收賬項 87,078.00                          
Valores a cobrar
在本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24,527,776.32                   
Depósitos à ordem noutras instituições de crédito no Território
放款 166,864,767.32                 
Crédito concedido
在本澳信用機構拆放 690,335,800.64                 
Aplicações em instituições de crédito no Território
股票、 債券及股權 211,017.55                        
Acções, obrigações e quotas
債務人 677,463.98                        
Devedores
其他投資 81,500,000.00                   
Outras aplicações
活期存款

Depósitos à ordem
- 澳門元 16,079,221.92                   
   Patacas
定期存款

Depósitos a prazo
- 澳門元 400,300,000.00                 
   Patacas
公共機構存款 173,741,171.22                 
Depósitos do Sector Público
債權人 773,035.55                        
Credores
不動產 2,711,059.79                     
Imóveis
內部及調整賬 3,881,899.82                     14,282,368.79                   
Contas internas e de regularização 
各項風險備用金 6,711,284.57                     
Provisões para riscos diversos
股本 294,942,303.93                 
Capital
法定儲備 73,735,575.97                   
Reserva Legal
總支出 4,322,695.61                     
Custos por natureza
總收入 7,808,164.30                     
Proveitos por natureza
保證及擔保付款 (借方) 3,120,000.00                     
Devedores por garantias e avales prestados
保證及擔保付款 3,120,000.00                     
Garantias e avales prestados

總 額 TOTAIS 991,493,126.25                 991,493,126.25                 
行政委員會

A Comissão Administrativa: 
趙鎮昌、温美蓮、李貝濤

Chiu Chan Cheong, Van Mei Lin, 
Pedro Miguel Rodrigues Cardoso das Neves

電話 Tel : (853) 378138 圖文傳真 Fax : (853) 356729 電子郵件 Email : cep@macaupost.gov.mo
澳 門 大 堂 街 Rua da Sé, Macau

Lei Ka Kei

試算表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會計主任

李嘉琪

餘額 SALDOS
賬 戶 名 稱 DESIGNAÇÃO DAS CONTAS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1 de Março de 2010

A Chefe da Contabilidade 行政委員會 會計主任

 A Comissão Administrativa: A Chefe da Contabilidade, 
 趙鎮昌、溫美蓮、財政局代表 李貝濤 李嘉琪

 Chiu Chan Cheong, Van Mei Lin,  Lei Ka Kei
 Pedro Miguel Rodrigues Cardoso das Neves, representante da DSF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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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通股份有限公司

試算表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董事 會計主管

 高潤發 尉德君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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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INDUSTRIAL E COMERCIAL DA CHINA (MACAU), S.A.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1 de Março de 2010

 Administrador Executivo,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Shen Xiaoqi Chen Xiao Ling, Emma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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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INDUSTRIAL E COMERCIAL DA CHINA (MACAU), S.A. GROUP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1 de Março de 2010

 Administrador Executivo,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Shen Xiaoqi Chen Xiao Ling, Emma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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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DADE FINANCEIRA ICBC (MACAU) CAPITAL, S.A.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1 de Março de 2010

 Administrador Executivo,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Shen Xiaoqi Chen Xiao Ling, Emma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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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P PARIBAS
Balancete para publicação trimestral (Before taxation)

Referente a 31 de Março de 2010

 Administrador, Chefe da Contabilidade,
 Sanco SZE Eric Leu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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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NACIONAL ULTRAMARINO, S.A.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1 de Março de 2010
Patacas  

 A Chefe da Contabilidade, Presidente da Comissão Executiva,
 Maria Clara Fong Herculano Jorge de Sousa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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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 CHARTERED BANK, MACAU BRANCH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1 de Março de 2010
  

 O Gerente-Geral, O Chefe de Contabilidade,
 Simon Wong Kan Cheok Lam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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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S BANK (HONG KONG) LIMITED
Sucursal de Macau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1 de Março de 2010  

 Representante Principal, A Chefe da Contabilidade,
 Anthony Lau Carolina V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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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G SENG BANK LIMITED 
SUCURSAL DE MACAU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1 de Março de 2010

 O Gerente da Sucursal de Macau, A Chefe da Contabilidade,
 Charles Kwan Tracy Cheu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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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 HING BANK LTD., MACAU BRANCH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1 de Março de 2010

 O Administrador,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Lam Man King Wong Fong Fei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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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華人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BANCO CHINÊS DE MACAU, S.A. 
（根據七月五日第32/93/M號法令核准之金融體系法律制度第七十五條之公告）

(Publicação ao abrigo do artigo 75.º do RJSF, aprovado pelo Decreto-Lei n.º 32/93/M, de 5 de Julho)

資產負債表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Balanço anual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9

  澳門幣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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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幣

  MOP

備註：“其他儲備”項目內包含一筆按照金融管理局第18/93-AMCM號公告規定而增撥之各項風險備用金，金額為澳門幣
1,148,000元。

Nota: A rubrica «Outras Reservas» está incluído um valor de MOP1 148 000,00 de provisões genéricas adicionais constituídas em cumpri-
mento das regras do Aviso n.º 18/93-AM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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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營業結果演算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de 2009

營業賬目
Conta de exploração

  澳門幣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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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計算表
Conta de lucros e perdas

  澳門幣

  MOP

 行政委員會之委員 會計負責人
 O Administrador,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Chan Tat Kong Lio Kuok Keong

二零一零年三月九日於澳門

Macau, aos  9  de Março de 2009.

註：上列之資產負債表及營業結果演算是依據經已審核之帳冊編製
Nota: O balanço anual e 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foram preparados a partir dos registos contabilísticos audita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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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幣

  MOP

業務報告之概要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由美國次按危機所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令環球經濟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急速下滑。經濟危機迅速擴散，全球股市暴跌，致

使全球經濟步入衰退。澳門亦難倖免。在二零零九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第一季及第二季分別收縮12%及15.3%。隨着多國政府
採取貨幣寬鬆政策，全球經濟於二零零九年下半年開始穩定。澳門經濟展現快速恢復能力，生產總值在第三季錄得8.2%的強勁增
長。相信在旅遊博彩和本地消費等龍頭行業帶領下，澳門已走出全球金融海嘯的陰霾。然而，本澳出口表現繼續疲弱，全年出口

貨值下跌52%，這現象反映歐、美等地區經濟距離復甦階段尚遠。

在此期間，面對經濟不明朗的環境，澳門華人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調整業務發展策略，加強內部管理，嚴格控制

風險。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行各項業務維持穩定，錄得股東應佔溢利1,351,324澳門元。

展望未來，我們預計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澳門經濟可錄得單位數字的增長。宏觀方面，預期隨着各央行逐步退市和利率逐步回

昇，市場上寬鬆資金的局面將受影響。市場上對加息的預期，將引致資產價格變動的憂慮，影響業界加強對風險的管理。我行在

這些不明朗因素下，將着力加強信貸、利率和匯率風險管理及改善經營效率，加強內部監控以保持資產質量的穩定，通過完善公

司管治來增強持續發展的能力，以利爭取策略性的業務增長。

董事會主席

李聯偉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二日

Sumário do relatório de actividades 
a 31 de Dezembro de 2009

O maremoto da economia mundial resultante de crise do «subprime» ocorrido nos Estados Unidos da América provocou uma descida 
drástica da economia mundial no ano de 2009. A rápida expansão da crise económica e a grande quebra das transacções verificada nas 
Bolsas de todo o mundo, deram início ao processo de declínio da economia global. Macau não podia fugir à regra, e no ano de 2009, o 
valor do Produto Bruto Interno do 1.º e 2.º trimestres sofreu uma redução de 12% e 15,3%, respectivamente. Na sequência da política 
monetária de injecção de capitais (loose monetary policy) praticada por muitos países, a economia mundial começou a ficar mais estabi-
lizada a partir do 2.º semestre do ano de 2009. A economia de Macau voltou a demonstrar a sua capacidade de rápida recuperação, tendo-se 
registado forte crescimento, de 8,2% no 3.º trimestre do ano ora em análise. Crê-se que, impulsionado pelo sector principal de turismo e de 
jogos de fortuna e azar e pelo consumo interno, Macau ter-se-á já afastado da sombra do maremoto da economia mundial. No entanto, 
as exportações de Macau continuam estagnadas, o valor destas sofreu uma diminuição de 52% por ano, o que quer dizer, que a econo-
mia da Europa e dos Estados Unidos da América, bem como das demais principais economias mantêm-se ainda longe da recuperação 
económ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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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se período, devido à pouca clareza da conjuntura económica, o Banco Chinês de Macau, S.A.(adiante designado por «Banco») to-
mou a iniciativa de ajustar a estratégia de desenvolvimento da actividade, tendo intensificado a gestão interna e controlado com rigor o 
risco. Até ao dia 31 de Dezembro de 2009, as diversas actividades asseguradas por este Banco mantinham um desenvolvimento estável, 
sendo o lucro a ser distribuído pelos sócios de MOP$1 351 324,00. 

Prevê-se para o futuro que a economia de Macau poderá ter um crescimento de um dígito no 1.º semestre do ano de 2010. Do ponto 
de vista da macroeconomia, é de calcular que a situação criada por causa da política monetária de injecção de capitais (loose monetary 
policy) possa ser modificada com uma retracção do mercado a ser levada a efeito pelos diversos bancos centrais e a progressiva subida 
da taxa de juro. A expectativa do mercado sobre o aumento da taxa de juro poderá dar origem à preocupação de alteração do valor do 
activo, pondo-se em causa a intensificação da gestão de riscos. Perante a situação pouco clara, este Banco, assente na política de manter 
a estabilidade da qualidade de activo, vai empenhar-se na intensificação de gestão de riscos de crédito, da taxa de juro e da taxa de câm-
bio, bem como na subida da eficiência da exploração, além de reforçar a fiscalização e controlos internos. Através do aperfeiçoamento 
do método da gestão da empresa, este Banco vai reforçar persistentemente a sua capacidade de desenvolvimento, no sentido de atingir o 
alargamento estratégico das actividades comerciais.

Aos 22 de Março de 2010.

O President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Lei Luen Wai.

持有超過有關資本5%或超過自有資金5%之出資的有關機構

無

主要股東

Winwise Holdings Ltd. （於香港成立）
Discovery Planet Ltd. （於香港成立）

公司機構據位人

股東大會

主席：Albert Saychuan Cheok
秘書：侯達光

監事會

主席：陳念良

成員：崔世昌

      梁乃洲

董事局

董事長：李聯偉

董事：陳達港

      何文  

執行委員會

主席：陳達港

委員：何文

      李聯偉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二日於澳門

Instituições em que detém participação superior a 5% do respectivo capital ou superior a 5% dos seus fundos próprios:

Nenhuma

Accionistas qualificados:
Winwise Holdings Ltd. (constituída em Hong Kong)
Discovery Planet Ltd. (constituída em Hong Kong)

Nomes dos titulares dos órgãos sociais: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Presidente: Albert Saychuan Cheok
Secretário: Hau Tat Kwong, Andrew

Conselho Fiscal
Presidente: Chan Nim Leung, Leon
Vogal: Chui Sai Cheong
      Leung Nai Chau, Je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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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Presidente: Lee Luen Wai, John
Administrador: Chan Tat Kong
              Ho Man

Comissão Executiva
Presidente: Chan Tat Kong
Vogal: Ho Man
      Lee Luen Wai, John

Macau, aos 22 de Março de 2010.

監事會意見書

監事會於二零零九年一直緊密跟進銀行的業務及與董事會維持經常的接觸，獲得了較佳的資訊及合作，足以讓監事會履行其

職責。

在省覽分析了呈遞的文件後，監事會認為該等文件能清楚及真實反映了銀行之資產、經濟及財務狀況。

基此，監事會認為董事會所提交的財務報告可由股東大會審批。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二日

監事會主席

Parecer do Conselho Fiscal de 2009

Durante 2009, o Conselho Fiscal seguiu atentamente as actividades do Banco. Ao manter um estreito e frequente contacto com o Conse-
lho de Administração, o Conselho Fiscal obteve a melhor cooperação e informaçã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que lhe permitiu execu-
tar as suas tarefas e responsabilidades eficaz e eficientemente.

Após rever e analisar os documentos que lhe foram apresentados, o Conselho Fiscal é de opinião que esses documentos reflectem clara e 
verdadeiramente os bens e a situação económica e financeira do Banco.

Portanto, o Conselho Fiscal considera que as contas e relatório financeiros para o exercício de 2009 submetidos pelo Conselho de Admi-
nistração deveriam ser apresentados à Assembleia Geral de Accionistas para aprovação.

Presidente do Conselho Fiscal
Aos 22 de Março de 2010.

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報告

致澳門華人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澳門華人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二零零九年度的財務報表 ，
並已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九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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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已審核財務報表的內容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澳門華人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財

務報表以及獨立核數報告一併閱讀。

包敬燾註冊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一零年三月九日於澳門

Parecer de verificação emitido pelo auditor independente sobre o relatório de contas 

A todos os sócios da Sociedade do Banco Chinês de Macau, S.A.
(Sociedade anónima constituída e registada em Macau)

Em conformidade com as «Normas de Verificação das Contas» e as «Normas Práticas de Verificação das Contas» em vigor n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o auditor procedeu à verificação do Relatório Anual de Contas da Sociedade do Banco Chinês de 
Macau, S.A., relativo ao ano de 2009, tendo o mesmo auditor emitido no dia 9 de Março de 2010, sem reserva, o parecer de verificação 
sobre o referido Relatório de Con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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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zem parte integrante do já verificado Relatório de Contas o Balanço datado a 31 de Dezembro de 2009, os mapas de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de 31 de Dezembro de 2009, da Alteração dos Direitos dos Sócios e dos Movimentos de Caixa, bem como o sumário da 
política geral contabilística e a sua nota explicativa. 

Junto se anexa o extracto do Relatório de Contas elaborado pela administração da sociedade, o qual é o resumo do Relatório de Con-
tas já verificado. Em nosso entender, o extracto do Relatório de Contas está conforme ao Relatório de Contas que acabou de ser verifi-
cado em todos os seus aspectos importantes. 

Para compreensão mais abrangente da situação financeira, do resultado de exercício alcançado pelo Banco Chinês de Macau, S.A. e 
da área de intervenção do auditor, o extracto do Relatório de Contas em anexo deve ser visto e analisado juntamente com o Relatório 
de Contas já verificado e com o Parecer de Verificação emitido pelo auditor Independente. 

Macau, aos 9 de Março de 2010. 

Bao King To, Auditor registado.

Ernst & Young, Auditor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62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3 6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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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BANK SINOPAC COMPANY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資產負債表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Balanço anual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9

 
   澳門幣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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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幣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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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幣

MOP 

二零零九年營業結果演算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de 2009

營業賬目

 Conta de exploração
     

澳門幣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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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表

二零零九年度

Conta de lucros e perdas do exercício de 2009

 
 

             澳門幣

MOP

  
 總經理 會計

 Gerente-Geral,  A Chefe da Contabilidade,
 林志鴻  羅美玉 
  Scott Lin  Cecilia Lo
     

業務報告之概要

2009年度本分行各項業務均能穩健成長，存款方面較上一年度增長27%，放款方面持平，稅後盈利達澳門幣2,049萬元，在此
衷心感謝所有員工的努力及往來客戶的支持。

展望未來，本分行將繼續維持良好服務品質，以客為尊，提供更多元化之金融服務。

澳門分行 總經理
 林志鴻

Síntese do Relatório de Actividade

No ano financeiro de 2009, a actividade da Sucursal tem mantido um crescimento estável. Comparado ao ano anterior, os depósitos dos 
clientes aumentaram em 27% enquanto os empréstimos e adiantamentos a clientes permaneceram ao mesmo nível, o resultado após impos-
tos atingiu MOP 20 490 000. Estamos agradecidos a todos os nossos colaboradores e clientes pelo apoio prestado.

Olhando para o futuro, a Sucursal irá continuar a manter uma boa qualidade de serviços, direccionado aos clientes e prestar serviços fi-
nanceiros mais diversificados aos clientes.

O Gerente-Geral, Scott Lin.

外部核數師意見書之概要

致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總經理

本核數師行已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完成審核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截

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五日就該等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及截至該日止年度之收益表、總公司賬項變動表及現金

流量表組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概要及其他說明性附註。

隨附由管理層編制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的撮要內容，本行認為，摘要財務報表的內容，在所有重要方

面，與已審核財務報表的內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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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更全面了解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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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

馬健華

註冊核數師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澳門

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五日

Síntese do parecer dos auditores externos

Para o Gerente-Geral do Bank SinoPac Company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o Bank SinoPac Company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relativas ao ano findo 
de 31 de Dezembro de 2009, nos termos d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25 de Janeiro de 2010, expressámos uma opinião sem reservas relativamente às demonstrações finan-
ceiras das quais as presentes constituem um resum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 que acima se alude compreendem o balanço, à data de 31 de Dezembro de 2009, a demonstração de re-
sultados, a demons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da conta corrente com a sede e a demonstração de fluxos de caixa relativas ao ano findo, assim como 
um resumo da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relevante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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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 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o Bank SinoPac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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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juntamente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mesmas resultam e com o respectivo relatório de auditoria.

Quin Va
Auditor de Contas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 Sociedade de Auditores

Macau, aos 25 de Janeiro de 2010.

（是項刊登費用為 $9,51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9 5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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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務 局
澳 門 法 例

IMPRENSA OFICIAL
Legislação de Macau

1979 訓令 $  15.00

1979 法令 $  50.00

1980 法令 $  30.00

1981 法令 $  30.00

1982 法令 $  70.00

1983 法令 $  70.00

1984 法令 $  90.00

1985 法令 $120.00

1986 法令 $  90.00

1987 法律、法令及訓令 $120.00

1988 法律、法令及訓令 $230.00

1989 法律、法令及訓令 $300.00

1990 法律、法令及訓令 $280.00

1991 法律、法令及訓令 $250.00

1992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10.00

及訓令 下半年 $180.00

1993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80.00

及訓令 下半年 $250.00

1994 法律、法令 上半年 $200.00

及訓令 下半年 $450.00

1995 法律、法令 上半年 $360.00

及訓令 下半年 $350.00

1996 法律、法令 上半年 $220.00

及訓令 下半年 $370.00

1997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70.00

及訓令 下半年 $200.00

1979 Portarias $   15,00
1979 Decretos-Leis $   50,00
1980 Decretos-Leis $   30,00
1981 Decretos-Leis $   30,00
1982 Decretos-Leis $   70,00
1983 Decretos-Leis $   70,00
1984 Decretos-Leis $   90,00
1985 Decretos-Leis $ 120,00
1986 Decretos-Leis $   90,00
1987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120,00
1988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230,00
1989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300,00
1990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280,00
1991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250,00
1992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110,00
$ 180,00

1993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180,00
$ 250,00

1994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200,00
$ 450,00

1995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360,00
$ 350,00

1996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220,00
$ 370,00

1997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170,00
$ 200,00

1998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170,00
$ 350,00

1999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 250,00

印 務 局
Imprensa Oficial

每 份 價 銀 $271.00

PREÇO DESTE NÚMERO $ 271,00

1998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70.00
及訓令 下半年 $350.00

1999 法律、法令及訓令 上半年 $250.00
1999 法律、法令及訓令 第三季 $180.00
1999 法律、法令及訓令

（中文版） 十月一日至十二月十九日 $220.00
1999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十二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 $ 90.00
2000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90.00
2001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120.00
2002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90.00
2003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100.00
2004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90.00

下半年 $130.00
2005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80.00
2006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80.00

下半年 $  90.00
2007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90.00
2008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90.00
2009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90.00

下半年 $  90.00
1993 對外規則 批示 $120.00
1994 對外規則 批示 $150.00
1995 對外規則 批示 $200.00
1996 對外規則 批示 $135.00
1997 對外規則 批示 $125.00
1998 對外規則 批示 $260.00
1999 對外規則 批示 $300.00

1999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II Trimestre $ 180,00

1999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versão portuguesa) 1 Out. a 19 Dez. $ 220,00

1999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20 a 31 Dez. $  90,00

2000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90,00

2001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120,00

2002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90,00

2003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100,00

2004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90,00
$ 130,00

2005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80,00

2006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80,00
$   90,00

2007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90,00

2008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90,00

2009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90,00
$  90,00

1993 Despachos Externos $ 120,00
1994 Despachos Externos $ 150,00
1995 Despachos Externos $ 200,00
1996 Despachos Externos $ 135,00
1997 Despachos Externos $ 125,00
1998 Despachos Externos $ 260,00
1999 Despachos Externos $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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