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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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環保建築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六

日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

件內，檔案組2號103/2010。

 “澳門環保建築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1 . 本會定名為“澳門環保建築協
會”。

2. 宗旨：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
是加強澳門環保建築業聯絡，促進環保

建築的發展。

3. 本會地址：澳門商業大馬路99號
南灣半島4座GF樓P室。經理事會同意可
更改。

第二章

會員

4. 凡從事和有意向投身於綠色經濟
產業的人士，願意遵守會章，經本會會

員介紹，經理事會通過，可成為正式會

員。

5. 會員權利及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遵守會章及決議；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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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組織架構

7.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其職權如下：

（1）設會長一名、副會長一名或多
名、秘書一名，管理機構人數總體數目

最多為17名。每屆任期三年；

（2）制定或修改會章；

（3）選舉理監事；

（4）決定會務方向。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
如下：

（1）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
一名或多名，理事一名或多名（總人數

必須為單數），每屆任期三年。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
項工作，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一名

或多名、監事一名或多名，（總人數必

須為單數），每屆任期三年。

第四章

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最少
提前八日以簽收或掛號方式郵寄通知會

員，召集書內載明會議日期、時間、地

點及議程。如有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

大會。另外，如有三分之一理事會成員

或三分之二基本會員聯名要求，便可召

開特別會員大會。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運作

（1）首次召開大會必須要半數以上
會員參加，方可作出決議；

（2）決議取決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
票。但不影響以下各款規定之適用；

（3）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
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4）解散協會或延長協會存續期
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

票。

第五章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第六章

附則

15. 本章程之解釋權屬理事會。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六日於第一公

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50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507,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池畔書藝研習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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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六

日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

件內，檔案組2號104/2010。

澳門池畔書藝研習社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

（中文）澳門池畔書藝研習社；

（葡文）Associação de Aprendi-
zagem da Caligrafia Chinesa Chi Pun 
（Macau）；

（英文）Chi Pun Chinese Calligra-
phy Learning Association （Macau）。

第二條——宗旨：

1. 本會為不牟利團體；

2. 弘揚中國傳統文化藝術，專注研
習中國書法藝術，推動澳門書法藝術發

展，促進本澳居民與外地的書法活動交

流；

3. 愛國、愛澳，推動兩岸四地文化
交流。

第三條——本會經在澳門政府註冊

為合法團體。

sandy
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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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經費：本會經費來源為

會員會費、捐助、籌募或其他收入。

第五條——本會會址設在澳門鮑思

高圓形地63號海富花園22樓D座。

第二章

組織

第六條——本會的內部管理機構為：

1.  會員大會；

2.  理事會；

3.  監事會。

第七條——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決策權力機
構，有制定和修改會章，選舉理事會及

監事會成員，決定本會性質及本會方針

的權利；

2. 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參與組成，
每年召開一次，召開會員大會須最少提

前十五日書面通知，並載明會議日期、

時間、地點及議程。到時若出席者不足

法定人數，會議將會順延一小時後召

開，屆時任何決議須獲出席會員絕對多

數票通過，但法律另有規定除外；

3. 會員大會可由理事會及監事會聯
名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4. 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
若干名（其成員數目為單數），在會員

大會上即席選出，任期與應屆理事會一

致。

第八條——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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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會設理事若干人，由理事會
成員選舉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二人，

並設秘書、財務、總務、康樂、聯絡、

宣傳、技術、公關等部，各設部長一人

及委員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

5. 日常會務工作由理事長主持，副
理事長協助，理事長缺席時由副理事長代

表其職務。理事長對外代表本會，參加社

會活動；

6. 理事會每屆三年，連選得連任；
理事長不得連任超過兩屆。

第九條——監事會：

1. 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向
會員大會負責，在會員大會閉幕期間，

監察理事會工作，並向會員大會報告；

2. 監事會可查核本會財政賬目；

3. 監事會可派出代表出席理事會會
議，可發表意見，但無表決權；

4. 新一屆的監事會成員由應屆理事
會及監事會聯合提名，交會員大會選舉

產生；

5. 監事會由主席一名、副主席、監
事若干名組成（其成員數目為單數）；

6. 監事會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

7. 監事會成員在任期內不能履行職
務時，監事會主席得提名會員出任代之。

第三章

會員

第十條——贊同本會宗旨，願意遵

守本會章程，由兩名會員介紹，經理事

會批准，方可成為本會會員。

第十一條——會員有選舉及被選舉

權，對會務建議和批評權，參與本會各

項活動權和享有福利的權利。

第十二條——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

議、不損害本會聲譽、積極參與本會活

動及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十三條——會員可自由退會。

第四章

附則

第十四條——名譽職務：理事會可

按會務的需要，邀請社會知名人士或專

業人士擔任名譽職務或顧問，任期由應

屆理事會決定。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六日於第一公

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6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62,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青少年群益會

英文名稱為“Association for the Well-being 
of Macao Youth”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二日，存

檔於本署之2010/ASS/M4檔案組內，編
號為219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青少年群益會

Association for the Well-being of Macao 
Youth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中文名稱為“澳門青少

年群益會”，英文名稱為“Association 
for the Well-being of Macao Youth ”。

第二條——會址設於氹仔布拉干薩

街107號華寶花園第四座19樓S座。經理
事會決議，本會會址可遷往本澳任何地

方。

第三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

第四條——本會宗旨：

1.  關注兒童及青少年身心均衡發展；

2.  培育兒童及青少年成為良好的公
民；

3.  加強家庭的功能；

4.  促進家長和社會人士對兒童及青
少年的關注，特別是處於不利環境的組

群，與服務對象及社會人士攜手為他們

爭取應有的權利和福利。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凡居住本澳的18歲或以
上人士，均可申請加入本會，及參加本

會舉辦之一切活動，享有本會一切福利

與權益及應盡之義務。

第六條——會員之權益：

1. 可參加本會之會員大會；

2. 有選舉與被選舉權；

3. 對會務作出建議及指導；

4. 參與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

第七條——會員之義務：

1. 遵守本會之章程及會員大會通過
之決議案；

2. 支持和參與本會各項活動；

3. 繳納入會費。

第八條——入會費：

1. 本會會員的入會費，經理事會提
議，由會員大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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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組織

第九條——本會之組織架構包括：

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組成，理事

會及監事會各領導成員均由會員大會中

選出，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選舉

形式是以不記名投票進行。

第十條——會員大會由所有會員組

成，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構，其職權如

下：

1. 通過及修改章程，章程之修改及
決議須按以下方式進行：

1）第一次召集時，最少須有一半會
員出席，決議方為有效；

2）而第一次召集的時間已屆滿，如
法定人數不足，則於半小時後視為第二

次召集，屆時則無論出席之會員人數多

少均以當時四分之三出席會員決議方為

有效；

3）有關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
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

票方為有效。

2. 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或革除
其職務。

3. 討論及通過理事會之年度工作報
告及財務報告，及其他重要事項。

4. 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一
名及大會秘書一名，負責大會的主持及

召開；當會長不能履行其職責時，由副

會長代理之。

5. 會員大會，例行大會每年舉行一
次，由會長召集，而特別會員大會由理

事會視需求召集，或因應不少於五分

之一全體會員要求下而召開，並於會

議召開前八天以書面或簽收方式通知各

會員，並說明日期，時間，地點，及議

程。

第十一條——理事會是本會行政及

執行機構，設理事長一名，秘書長一

名，副理事長及理事若干名所組成（但

理事會成員必須為單數），理事會成員

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其職責如下：

1. 負責處理本會的日常行政工作及
所有相關活動；

2. 決定及辦理新會員入會及革除會
籍之事宜；

3. 決定及辦理對本會有特殊貢獻之
人士給予名譽會籍；

4. 在會員大會做會務報告及財務報
告；

5. 理事長對外依照本會宗旨代表本
會。

第十二條——監事會成員由會員大

會選舉產生，包括監事長一名和監事若

干名（但監事會成員必須是單數），其

職責如下：

1. 監察理事會之行政活動；

2. 查核本會之財務及收支狀況。

第四章

財政收支

第十三條——本會之收益作為本會

活動之經費。

第十四條——公共或私人實體的作

任何資助及捐獻。

第十五條——本會所有支出須由理

事會協商決定。

第十六條——理事會認為有必要時

可對外募捐。

第十七條——本會章程未列明之條

文，一概依澳門現行《民法典》辦理。

第五章

其他

（章程之修改）

第十八條——本章程如有未盡善之

處，得按本澳有關社團法人的法律規

定，經理事會建議交由會員大會通過進

行修改。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oze de Novembro de dois mil e dez. — A 
Ajudante, Fátima Lau Matias.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6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6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中華世界文化遺產交流協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二日，存

檔於本署之2010/ASS/M4檔案組內，編
號為218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中華世界文化遺產交流協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性質及期限

本會名稱為“澳門中華世界文化遺產

交流協會”，（以下簡稱“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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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及辦事處

本會設於“澳門台山巴波沙大馬路

新城市花園第二十期地下AV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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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條

宗旨

本會宗旨為“積極參與中華世界文

化遺產交流及公益事業。作為中華世界

文化遺產交流的橋樑，立足澳門，輻射

全國，影響世界。構築澳門與中國大

陸、香港、臺灣，乃至與世界各地的世

界文化遺產交流平臺，促進中華民族的

融和，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為中華

文化的振興和發展而貢獻力量。”

第四條

活動

本會主要從事以下活動：

一、開展符合宗旨要求的學術研究

及交流活動；

二、舉辦或參加符合宗旨要求的研

討會、講座、參觀訪問等活動；

三、接受個人、社團、政府部門的

委託，承擔、組織與宗旨相符的研究任

務和各項交流活動。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

會員

一、本會會員以個人身份參加；

二、凡認同本會宗旨及願意遵守本

會章程的自然人，填妥入會表格及繳納

會費後，均可成為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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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員有退出本會的自由，但須

向理事會作出書面通知。

第六條

會員權利

一、參加會員大會；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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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本會。

第七條

會員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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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

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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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會員

將由理事會作出處分。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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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會員大會主席團設會長一名、

副會長若干名及一位秘書，任期各為三

年，連選得連任。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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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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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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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會議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過半
數贊同票，但法津另有規定者除外。

第十一條

會員大會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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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庫及秘書長各一

名；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十三條

理事會職權

理事會除擁有法律賦予之職權外，

尚需負責：

一、根據會員大會制定的方針，領

導、管理和主持會務活動；

二、審批入會申請；

三、制作年度工作報告書和財務報

告書；

四、根據會務進展需要聘請社會人

士擔任本會的名譽職務或顧問；

五、正、副理事長可代表本會出席

及舉行各項之團體活動。

第十四條

本會的簽名方式

關於具法律效力之行為及文件，由

理事長與理事會授權之任何一名理事會

成員之共同簽名代表本會，但不妨礙理

事會可議決指定文件之簽署方式。

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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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

及監事若干人，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十六條

監事會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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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七條

經費來源

一、本會的收入包括會員之會費、

來自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的收益，以

及將來屬本會資產有關之任何收益；

二、本會得接受政府、機構及各界

人士捐獻及資助，但該等捐獻及資助不

得附帶任何與本會宗旨不符的條件。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oze de Novembro de dois mil e dez. — A 
Ajudante, Fátima Lau Matias.

（是項刊登費用為 $3,04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0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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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黑白攝影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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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一

日起，存放於本署之“2010年社團及財
團儲存文件檔案”第2/2010/ASS檔案組
第56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黑白攝影學會

會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黑白攝

影學會”，中文簡稱“黑白攝影學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Fotógrafos a 
Preto e Branco de Macau”，葡文簡稱為
“AFPBM”，英文名稱為“The Black-
And-White Photographic Society of 
Macao”，英文簡稱為“TBWPSM”。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大樓斜

巷9號地下內。

第三條——本會的宗旨以加強各會員

之間的團結及聯系，匯集黑白菲林攝影愛

好者，推廣傳統黑白菲林冲放相片文化，

關心和支持菲林攝影風氣的延續及發展。

第四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

會員

第五條——凡愛好黑白菲林攝影及傳

統冲放技術者，認同本會宗旨，願意遵守

本會會章，須依手續填寫表格，繳納入會

費及年費，經理事會審核批准，且定期繳

交會費及各項費用，均可成為本會會員。

按所繳交會費之類別，本會會員分為

基石會員、永久會員、普通會員及學生會

員。

第六條——會員的權利

a. 參加全體會員大會，有發言權及表
決權；

b. 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c. 參加攝影及菲林冲放相片展覽活
動，享受會員福利及權益；

d. 除法定之權利外，會員尚有參加本
會舉辦之各項活動，在會址開放期間使用

本會之服務和設備，及向本會提出建議的

權利。

第七條——會員的義務

會員除應遵守法定之義務外，尚應：

a. 遵守會章，執行決議，積極參與本
會的活動及工作，發揚本會之宗旨。

b. 普通會員及學生會員須按時繳納會
費，逾期不繳納者本會視作自動退會論，

所繳一切費用概不發還。

第八條——任何會員如有違背本會會

章或有意圖損害本會之權益及聲譽者，經

理事會審查證實，本會有權予以警告或開

除會籍，所繳一切費用概不發還。

組織

第九條——會員大會

a. 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有權制
訂及修改會章、選舉和任免理事會及監事

會成員、訂定會費；

b.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提前八天
以書面召集；

c. 在特殊情況下及指明事由，經五分
之一以上的會員要求可召開特別會員大

會；

d. 會員大會須在超過一半以上會員出
席方為有效，如遇流會，於半小時後重新

召集，無論多少會員出席均為有效。

第十條——理事會

a. 理事會為最高執行機構；

b. 理事會由5–31名單數成員組成，包
括理事長、副理事長、秘書長、財務部及

多名理事等，理事長為理事會主席；

c. 理事會有權召開會員大會、執行會
員大會的所有決議、管理會務、發表工作

報告、評審及通過新會員入會；

d. 理事會每兩月召開一次，由理事長
或副理事長召集，若有必要時，可提前三

天通知召開；

e. 理事會的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

第十一條——監事會

a. 監事會為本會最高監督機構，負責
監督理事會工作及稽核理事會收支帳目及

財產，並有權要求召開會員大會；

b. 監事會由3–7名單數成員組成，包
括監事長、副監事長及監事，監事長為監

事會主席；

c. 監事會可隨時列席理事會會議，但
無表決權。監事會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

其他

第十二條——修改章程的決議，經理

事會提出，會員大會出席會員人數四分之

三或以上通過方可修改會章。

第十三條——本會得接受會員、社會

各界人士、政府機關的捐贈及贊助，必要

時還得臨時籌募經費。

第十四條——本會的所有支出費用，

須由兩位以上的理事會成員（財務部部

長、理事長或副理事長）簽署方為有效。

第十五條——本會可聘請對本會有傑

出貢獻或社會上的知名人士加入本會，成

為榮譽會長、名譽會長或學術顧問，以指

導及匡助會務之進行。

第十六條——會內如有重大事項或資

源調撥分配，須經理事長及監事長共同商

議後提交會員大會通過。

第十七條——監事會及理事會屬下各

部門之職權細則，由各組織自行制定及執

行。

第十八條——本章程如有未盡善處，

得由會員大會修改之，解釋權屬會員大

會。

第十九條——以下為本會會徽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一日於海島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束承玫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6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67,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e Amizade de Nanyin 
 (Quanzhou Xianguan) de País  

Interior e Exterior

Certifico, por extracto, que por documen-
to autenticado, outorgado em onze de Maio 
de dois mil e nove, arquivado neste Cartório 



13858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 第 47 期 —— 2010 年 11 月 24 日

e registado sob o número cinco do Maço de 
Documentos Autenticados de Constituição 
de Associações e de Instituição de Funda-
ções e Alterações dos Estatutos número um 
barra dois mil e dez traço B, foi constituída 
a associação com a denominação em epí-
grafe, que se regerá pelos estatutos cons-
tantes da cópia anexa e que vai conforme o 
original a que me reporto.

【南音（泉州弦管）海內外聯誼會】

第一條——中文為“南音（泉州弦

管）海內外聯誼會”；葡文為“Associa-
ção de Amizade de Nanyin (Quanzhou 
Xianguan) de País Interior e Exterior”
及英文為“Nanyin (Quanzhou Xian-
guan) Inbound and Outbound Friend-
ship Association”。

第二條——會址設在：澳門祐漢新

村第一街10號興隆樓地下。

第三條——宗旨：發揚愛國、愛

鄉、愛澳優良傳統，加強海內外南音團

體聯絡，促進中華優秀文化的發展。本

會為非牟利組織。

第四條——內部章程：本會另設內

部章程，規範理、監事會的內部組織，

運作。

第五條——會員義務和權益：出席

會員大會，遵守本會會章及決議，維護

本會的聲譽及參與推動會務之發展，支

援與協助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本會

會員享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只要認同

本章程及本機構之決定便可申請成為會

員。

第六條——機構：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為會員大會，每三年進行一次換屆選

舉。設會長一名及副會長若干名，主持

會務工作，會長對外代表本會，並負責

本會一切領導工作。

第七條——理事會：本會設立理事

會，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由三名或以

上成員組成。設理事會會長一名，副會

長若干名，以單數會員組成，任期三

年，可連任。本會須受任何三名理事會

成員共同簽名約束，並由任何三名理事

員共同作為本會之法人代表。

第八條——監事會：本會設立監事

會，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由三名或以

上成員組成。設監事長一名，監事兩

名，以單數會員組成，任期三年，可連

任。除了法律及章程賦予之職權外，監

事會可對理事會提交之賬目，報告和資

產負債表提出意見。

第九條——經費來源：本會為非牟

利之機構，經費均來自會員和社會各界

人士的樂意贊助和饋贈。

第十條——會員大會的召集：每年至

少召開一次，召開會員大會必須提前八

天，以書面通知，載明開會日期，時間，

地點及會議之議程：有五分之一會員為合

法的目的，有權要求召開會員大會。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決議及權

限：會員大會的任何決議應超過半數之

會員通過方能有效；其權限：

a）修訂和通過章程修改案（修改章
程應有四分之三出席之會員通過方能有

效）。

b）選舉和通過本會的一切決議。

c）審議通過每年的工作報告、財務
報告、明年預算。

d）解散應有四分之三的全體會員通
過，視為有效。

私人公證員 蘇雅麗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dezas-
seis de Novembro de dois mil e dez. — A 
Notária, Ana Soar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5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5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清蓮（吳家）太極拳健身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Tai Chi 
Qing Lian (Wu Jia) de Macau”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章

程之修改文本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一

日，存檔於本署之2010/ASS/M4檔案組
內，編號為216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根據澳門清蓮（吳家）太極拳健身

會會員大會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六日的

決議，代表該會修改該會章程第二條，

其修改內容如下：

第二條——本會設於澳門連勝馬路

44號添永大廈2樓B座。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onze de Novembro de dois mil e dez. — A 
Ajudante, Fátima Lau Matias.

（是項刊登費用為 $38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82,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發一崇德文教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章

程之修改文本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一

日，存檔於本署之2010/ASS/M4檔案組
內，編號為217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發一崇德文教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性質及期限

本會定名為：澳門發一崇德文教會。

（以下簡稱“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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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設在澳門祐漢第四街50號祐成工
業大廈第一座六樓A座，可根據需要設立
辦事處。經理事會批准，監事會審核後，

本會會址可遷至澳門任何其他地方。

第三條——宗旨

本會宗旨：宣揚儒家思想、提倡固

有倫理道德、注重修心養性、增進家庭

和諧、社會安定、世界和平。

第四條——任務

本會的主要任務是：

（一）引導市民增進對中華傳統文

化的了解和認同，加強自身修養；

（二）弘揚“孝、悌、  忠、信、
禮、義、廉、恥”中華民族傳統八德之

精神，提升市民的心身素養；

（三）提倡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

諧相處，推進家庭和睦、街坊和諧、社

會安定、環境友好；

（四）加強與有關方面的聯繫與協

調，維護會員的合法權益。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個人會員

凡申請加入本會的個人會員需具備

以下各項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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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同本會宗旨及願意遵守本

會章程的人士，經申請獲得理事會批

准，並繳納入會費後，方可成為會員；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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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會員

凡申請加入本會的團體會員需具備

以下條件：

（一）認同本會宗旨及願意遵守本

會章程的團體，經理事會同意、監事會

審核後，可成為會員。

第七條——會員權利

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及其代表享有

以下權利：

（一）團體會員代表：有表決權、

選舉權、被選舉權、罷免權及其他一切

依章程應享之權利，每個團體會員選出

會員代表三人。現任理事長為當然代

表，另二名代表自行推派產生；

（二）個人會員代表：每五百人推

舉出一名代表參加會員代表大會。個人

會員推舉的代表具有表決權、選舉權、

被選舉權、罷免權及其他一切依章程應

享之權利；

（三）個人會員：具有選舉個人會

員代表的權利，不具有表決權、選舉

權、被選舉權及罷免權；

（四）會員都可以對本會會務提建

議及意見；

（五）會員都可以參與本會舉辦的

一切活動；

（六）會員都可以自由退出本會。

第八條——會員義務

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履行以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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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享受會員

權利；

（五）不得作出任何有損本會聲譽的

行動。

第九條——會員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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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會

員，將由理事會作出警告、嚴重警告以

及開除等處分。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十條——本會的機關為：

（一）會員代表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十一條——會員代表大會

（一）會員代表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利

機構。

（二）會員代表大會由大會主席團主

持，主席團是由一名主席、若干名副主

席和一名秘書組成。每屆任期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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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主席

團行使最高權力。主席為本會會務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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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之

職責在於協助主席及主席因事缺席時代

行主席職務。秘書之職責在於協助主席

及副主席工作及作大會之會議記錄。

第十二條——會員代表大會的召開

（一）會員代表大會每一年召開一次

平常會議；在必要的情況下應理事會、

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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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代表大會由主席負責召

開，若主席不能視事時，由副主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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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會員代表大會職權

會員代表大會職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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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年度的活動計劃及預算；

（六）處分本會的財產及訂明該等財

產的用途；

（七）聘請名譽主席及名譽顧問。

第十四條——會員代表大會的決議

（一）會員代表大會的任何決議應

超過半數之出席會員代表通過方能生

效，尤其包括以下：

1、選舉和通過本會的一切決議；

2、審議通過每年的工作報告、財務
報告、明年預算；

（二）如屬下列情況，決議應由出

席之會員代表的四分之三贊同票通過方

能生效：

1、修訂和通過章程；

2、不動產的買賣；

（三）如屬解散的情況，應有四分

之三之全體會員代表通過方為有效。

第十五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成員由會員代表大會

選出，成員人數最少三人或以上組成，

且其總數目必須為單數。

（二）理事會由一名理事長、若干

名副理事長、理事及司庫以單數成員組

成。其任期為三年。

第十六條——理事會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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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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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由主席與理事

長代表或經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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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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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成

員人數最少三人或以上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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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任期為三年。

第十九條——監事會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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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本會之財產；

（四）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五）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

（六）具有臨時動議權利，召開會

員代表大會，罷免主席、副主席及理事

會；

（七）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其他義

務。

第四章

經費

第二十條——經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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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一條——財產處置

本會財務運作、不動產買賣在會員

代表大會決議許可的前提下，可由主

席、理事長、監事長代理。

第二十二條——會徽

附於本章程後的徽章為本會會徽。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onze de Novembro de dois mil e dez. — A 
Ajudante, Fátima Lau Matias.

（是項刊登費用為 $3,71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7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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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MASSMUTUAL ASIA LIMITED — MACAU BRANCH

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9

 澳門幣
 Pat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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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幣
 Patacas

 會計 總裁 
 O Contabilista, Presidente,

 王健民 鄭文禮
 Jimmy Wong Kin Man Manly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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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度營業表

Conta de exploração do exercício de 2009

 澳門幣
 Patacas

 澳門幣
 Pat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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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度損益表

Conta de ganhos e perdas do exercício de 2009

 澳門幣
 Patacas

外部核數師意見書之概要

致 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各董事
  關於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澳門分行二零零九年度的財

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一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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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關會計賬目及簿冊的撮要內容，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的內

容，在所有重要方面，與已審核財務報表和相關會計賬目及簿冊的內容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澳門分行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

審核的財務報表以及獨立核數師報告一併閱讀。

李婉薇註冊核數師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一日，於澳門

Síntese do parecer dos auditores externos

Para os directores da MassMutual Asia Limited 
Referente a MassMutual Asia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MassMutual Asia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relativas ao ano de 2009, nos 
termos d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31 de Maio de 2010, expressámos uma opinião sem reservas relativamente à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presentes consti-
tu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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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capital próprio e a demonstração de fluxos de caixa relativas ao ano findo, assim como um resu-
mo da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relevante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reparadas pela gerência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nuais auditadas e dos livros 
e registos da Sucursal.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os livros e registos da Sucur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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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 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MassMutual Asia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
ções, no período e âmbito abrangido pela nossa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lidas conjuntamente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mesmas resultam e com o respectivo relatório de auditoria.

Lei Iun Mei, Auditor de Contas

KPMG

Macau, aos 31 de Maio de 2010.

二零零九年業務報告撮要

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美國萬通亞洲）澳門分公司2009年個人壽險及團體保險業務總保費收入為澳門幣2.77億元，當
中風險管理業務新造業務保費增長達34%；而退休策劃業務方面，非投資相連年金產品的新造業務保費更錄得超過140%的強勁
增長。

經歷了金融海嘯的衝擊，澳門市民普遍加強了對風險管理的意識。作為一間以風險管理為基礎業務的金融服務機構，美國萬

通亞洲一直鼓勵客戶首要做妥風險管理，為財富金字塔構建穩健基石。為配合客戶日益提升的保障需要，公司於去年推出了涵蓋

48種嚴重疾病及承保多達8種原位癌/初期癌症的「嚴重疾病多重保百分百保費回贈計劃」，以及全澳獨有的「癌症全面保」附加
保障計劃，提供全面癌症保障，包括初期癌症。一系列嶄新產品的推出，有助帶動業務增長，去年整體風險管理業務新造業務保

費錄得34%的強勁升幅，當中醫療及健康保障的新造業務保費上升近一倍。

雖然去年澳門市民的投資信心在金融巨變的陰霾下，仍未見完全回升，但對美國萬通亞洲的財富管理新造業務並未構成重大

影響，2009年財富管理新造業務保費與2008年相約。由於澳門市民越趨長壽，退休後所需的開支勢必因而大增。美國萬通亞洲窺
準時機，於去年首季推出了新版的退休策劃方案─「目標必達年金儲蓄計劃」，提供市場上少有的終身年金收入，甫一推出已取

得非常理想的反應。而去年非投資相連年金產品的新造業務保費錄得超過140%的強勁增長。

本公司一向以人為本，深明專業的顧問必須持續進修，才可與時並進，全力照顧客戶多方面的需要，因此，美國萬通亞洲投

放大量資源在培訓方面，致力不斷提升顧問的專業水平，在2009年，於港澳區提供予專業顧問的培訓時數全年便高達九萬小時。

預期2010年的經營環境仍然充滿挑戰，但會較去年樂觀。美國萬通亞洲將繼續全面優化風險管理業務，預期全年會推出多款
新產品，包括「財智之選投資萬用壽險計劃」、「嚴重疾病特級保100+保費回贈計劃」，以及提升「住院保障計劃」的保障額及
保障項目，以確保客戶能享有更臻全面的保障。同時，本公司繼續拓展財富管理業務，為「財智之選」系列新增多款極具實力的

投資選擇。此外，亦會為現有財富管理網頁進行大革新，引進多項全新的強勁功能，讓客戶可更快捷地掌握適時的投資數據與資

訊，運籌帷幄。  

總結2009年，經濟環境雖然較為波動，市場亦未完全復蘇，美國萬通亞洲憑藉全面的風險及財富管理產品和先進的理財策劃
及服務平台，在甚具挑戰的營商環境下仍能取得理想的業績增長。

「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美國萬通亞洲）」乃是「美國萬通金融集團」1的亞洲區旗艦公司，總部設於香港，並於澳門

設有分公司，其他亞洲區業務更包括日本「美國萬通生命保險株式會社」及台灣合資公司「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美國萬通金融集團」乃一家多元化國際金融服務機構，現時管理資產4,200億美元2，客戶人數達1,300萬。美國萬通自1851
年成立以來，憑藉其穩健的經營作風及業務策略，榮獲多家國際評級機構授予極高的財務評級，包括A.M. Best「A++」評級（優
秀；15個級別當中的最高評級）、惠譽國際「AA+」評級（很強；21個級別當中的第二最高評級）及標準普爾「AA+」評級
（很強；21個級別當中的第二最高評級）3。此外，美國萬通更名列國際知名《FORTUNE 500》「全美5大壽險公司」之一4。

鄭文禮

總裁

註：

1.「美國萬通金融集團」為「美國萬通人壽保險公司（美國萬通）」及旗下各附屬公司的統稱。

2. 資料乃截至2009年12月31日。

3. 所有財務評級乃授予美國萬通人壽保險公司及其附屬公司C.M. Life Insurance Company及MML Bay State Life Insurance 
Company。評級資料截至2010年11月1日。評級資料日後或會調整。

4.「全美5大壽險公司」乃按2010年5月3日《FORTUNE 500》公佈的「互惠壽險公司」及「上市股份壽險公司」2009年度收
入排名榜合併計算。

Síntese do relatório de actividades da MassMutual para o ano de 2009

A MassMutual Asia Ltd. (MassMutual Asia) — Sucursal de Macau, no ano 2009, o total dos prémios de seguro de vida pessoal e de gru-
po atingiram MOP277 milhões, enquanto que os prémios dos novos contratos derivados de administração de riscos registaram um aumento 
de 34% e os prémios dos novos contratos de produtos (sem ligação a anuidades) aumentaram mais de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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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ós o declíneo financeiro, o povo de Macau tornou-se mais cuidadoso na administração de riscos. Como uma instituição financeira, 
o seu ponto principal foca nos negócios de administração de riscos, MassMutual Asia aconselha os seus clientes, antes de tudo, a ter uma 
cobertura adequada de seguro de vida e construir uma forte fundação em pirâmide de planos financeiros. Para acomodar o aumento da 
exigência na administração de riscos, MassMutual Asia lançou então o «Critical Illness Plus 100% Premium Refundable Plan» com cober-
tura para 48 tipos de doenças críticas e oito tipos de carcinoma na situação de cancro primitivo. Adicionalmente, a MassMutual Asia lançou 
também um plano único «Comprehensive Cancer Benefit» fornecendo aos seus clientes uma extensiva cobertura de cancros, incluindo o 
período primitivo de cancro. A resposta do mercado a esses novos produtos tem sido irresistível, conduzindo a um substancial aumento re-
lativamente às vendas, com os prémios dos novos contratos derivados da administração de riscos a registarem um aumento de 34%, o qual, 
os novos contratos derivados dos planos medicinal e saúde, registaram o dobro.

Após as consequências do tsunami financeiro, o povo de Macau continuou hesitante nos seus investimentos. Contudo, nele tem um pe-
queno impacto no negócio de gestão de riqueza da MassMutual Asia. Os prémios dos novos contratos derivados da gestão de riqueza em 
2009 foram similares ao do ano 2008. A expectativa de vida do povo de Macau aumentou substancialmente os custos de reforma. Apro-
veitando esta oportunidade do mercado, a MassMutual Asia lançou uma nova versão na solução da reforma, provendo aos clientes um 
produto raramente oferecido no mercado. A «Target Annuity Saver» teve uma irresistível resposta após o seu lançamento, com prémios dos 
novos contratos a registarem um forte aumento de mais de 140%.

MassMutual Asia reconhece que é necessário suportar os seus consultores em continuar uma educação profissional a fim de manter em 
dia os últimos conhecimentos a fim de promover serviços de consultoria por profissionais para ir de encontro às necessidades dos clientes. 
Por esta razão, a Companhia investiu substancialmente recursos no treino e desenvolvimento de consultores profissionais, totalizando em 
2009, o montante de 90 000 horas de treino em Hong Kong e Macau.

No ano de 2010, no ambiente dos negócios é de esperar um contínuo desafio mas optimista comparado com o ano anterior. MassMutual 
Asia irá continuar com uma variedade de novos produtos, incluindo «Premier-Choice ULife InvestPlan» e o novo «Critical Illness Supreme 
100+ Premium Refundable Plan». A MassMutual Asia continua a elevar ao máximo os benefícios do «Hospital Benefit» a fim de prover 
uma cobertura total aos seus clientes. Entretanto a MassMutual continua a expandir o negócio de gestão de riqueza pelo aumento de nú-
meros de produtos de alta qualidade de investimentos da «Premium-Choice Series». Adicionalmente, a página da internet dos produtos 
da gestão de riqueza vai ser actualizado com mais poderosa interação de funções, habilitando os clientes do acesso em tempo aos dados de 
investimentos e informações. 

Conclusão: Apesar da economia global continuar volátil e o mercado ainda a recuperar, graças aos produtos de gestão de riqueza e avan-
çados planos de serviços nas plataforma das finanças, a MassMutual Asia ainda tem o sucesso de excelentes negócios. 

MassMutual Asia Ltd. (MassMutual Asia) é membro da MassMutual Financial Group1, sendo o padrão da companhia na Asia. MassMu-
tual Asia tem os seus escritórios-sede em Hong Kong e sucursal em Macau. A rede da MassMutual na Asia inclui «MassMutual Life Insu-
rance Company» no Japão e «MassMutual Mercuries Life Insurance Co., Ltd.» em Taiwan.

MassMutual Financial Group é uma organização financeira de negócios diversificados, gera activos acima de US$420 biliões2 e clientes 
acima de 13 milhões. Estabelecida em 1851, MassMutual mantém forte situação financeira apesar da mudança de condições do mercado 
nesses anos. Apesar do tsunami financeiro, MassMutual tem recebido altas possibilidades de avaliação pelos dois maiores agências nomi-
nados A.M. Best Company «A++» (Superior, categoria no topo 15) e Fitch Ratings «AA+» (Muito forte, Segundo na categoria de 21), bem 
como de Standard & Poor’s «AA+» avaliado (Muito forte, Segundo na categoria de 21).3 MassMutual também foi graduado e renovado 
FORTUNE 500 como um dos «Five Largest US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4

Manly Cheng

Presidente

Nota:

1. MassMutual Financial Group é designado no mercado por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Mutual) e seus afilia-
dos.

2. Dados actualizados até 31 de Dezembro de 2009.

3. Todas as avaliações financeiras a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e suas subsidiárias, C.M. Life Insurance Company e 
MML Bay State Life Insurance Company. Os dados são actualizados até 1 de Novembro de 2010 e poderão haver ajustamentos no futuro.

4. Avaliações de acordo ao total de rendimentos para 2009 na categoria de [Insurance: Life, Health (Mutual)] e [Insurance: Life, Health 
(Stock)], baseado no FORTUNE 500, publicado em 3 de Maio de 2010.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33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2 337,00)

印 務 局
Imprensa Oficial

每 份 價 銀  $130.00
PREÇO DESTE NÚMERO $  130,00


	C01) 13853-13860
	C02) 13861-138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