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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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數字電視推廣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72/2014。

澳門數字電視推廣協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名稱：本組織中文名稱為“澳門

數字電視推廣協會”，以下簡稱本會。本

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Promoção 
de Televisão Digital de Macau”，英文
名稱為“Macao Digital TV Promotion 
Association”。本會以推廣數字電視在澳
門的普及，協助全澳居民獲取各項接收數

字電視的權利為目標。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組織，其存續不設期

限，並依法在澳門特區政府註冊登記為合

法組織，所有活動將依據澳門特別行政區

法例而進行。

本會的宗旨如下：

一、促進及推廣本澳數字電視的發展

和普及；

二、協助全澳居民獲取各項接收數字

電視的權利，包括由各個電信營運者免費

提供作電視接收用途的免費頻寬；

三、協助政府建立“基本頻道”電視

頭端系統以及運用免費頻寬傳送“基本

頻道”電視節目到全澳樓宇，供民衆接

收、觀賞；

四、協助政府運作和維護“基本頻

道”電視頭端和傳送系統；

五、協助會員進修及發展；

六、向政府、學術團體及其他機構表

達本會的觀點及意見；

七、協助及辦理其它機關團體委託之

有關活動；

八、聯絡會員之感情以及維護會員合

法之權益；

九、辦理其它事項。

第三條

會址

本會的會址設在澳門嘉野度將軍街

3A號地下E座，如更改會址，必須獲得理
事會通過批准。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籍

4.1 本會共設立六種會員資格：

a）名譽會員資格是根據理事會有關
規定，授予對本澳數字電視作出貢獻的人

士；

b）終身會員資格是由理事會成員投
票一致通過，授予對本會作出貢獻的人

士；

c）專業會員是掌握數字電視技術理
論和擁有5年以上具體實踐經驗的人士；

d）基本會員；

e）團體會員是一組基本會員的集體
代表，如建築物的合法業主管理委員會

或聯誼會，主要替基本會員集體地行使權

利；

f）准專業會員是參加由本會和本澳
合法大專院校合辦5年制半工讀課程的在
讀學生。

4.2 申請會籍：

4.2.1 申請者必須以澳門特別行政區
為其通常居住地。申請人填寫規定表格，

並由理事會審批、確定會員類別、更新會

籍或拒絕接受申請。經批核後，申請者須

繳交定額會費，會籍方開始生效。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5.1 本會全體會員之權利：

5.1.1 會員之會籍於任何情況下不得
轉移；

5.1.2 如會員因任何原因終止會籍，包
括退會、死亡或被終止會籍，其會員權利

隨即終止。

5.2 名譽會員之權利：

5.2.1 名譽會員無需繳付會費；

5.2.2 名譽會員可享有基本會員之一
切權利，但不包括投票權及擔任職務之權

利。

5.3 終身會員之權利：

5.3.1 終身會員無需繳付會費；

5.3.2 終身會員可享有基本會員之一
切權利，但不包括擔任職務之權利。

5.4 基本會員之權利：

5.4.1 基本會員可享有以下權利：

a）獲通知出席所有會議及年度會議，
並有投票權；

b）有權擔任職務及參與委員會事
務；

c）基本會員有提案、表決、選舉、被
選舉及罷免權；

d）本會會員遭理事會處分時，可於一
個月內向監事會提請申訴。

5.5 團體會員之權利：

5.5.1 團體會員由所屬團體委派成員，
代表基本會員集體地行使權利。

5.6 專業會員之權利：

5.6.1 本會專業會員除了享有基本會
員相同權利之外，還享有以下權利：

a）參與協助政府建立“基本頻道”電
視頭端系統以及運用免費頻寬傳送“基

本頻道”電視節目到全澳樓宇的具體工

作，如計劃、建立、運作和維護等；當成為

本會專業會員時，該等人士必須同時中止

在任何商業機構內的活動和職務，尤其是

要嚴格禁止本會專業會員營運通信或電

視產業相關的企業，以示公正。

b）領取因執行5.6.1 a）所述職務時之
應得報酬。

5.7 准專業會員之權利：

5.7.1 本會准專業會員除了享有基本
會員相同權利之外，還享有以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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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本會專業會員指導下參與協助
政府建立“基本頻道”電視頭端系統以及

運用免費頻寬傳送“基本頻道”電視節目

到全澳樓宇的具體工作，如計劃、建立、

運作和維護等；當成為本會准專業會員

時，該等人士必須同時中止在任何商業機

構內的活動和職務，尤其是要嚴格禁止本

會專業會員營運通信或電視產業相關的

企業，以示公正；

b）領取因執行5.7.1 a）所述職務時之
應得報酬；

c）准專業會員完成由本會和本澳合
法大專院校合辦5年制半工讀課程並獲得
學士學位者可自動成為本會專業會員。

5.8 退出會籍：

5.8.1 會員必須以書面形式通知理事
會，申請放棄本會會籍。退出會籍者，不

獲發任何退款。

5.9 終止會籍：

5.9.1 理事會可根據下列情況，終止會
員之會籍：

a）會員違反法律、本會會章或損害本
會聲譽者；

b）理事會因維護本會利益而取消某
類會籍；

c）會員接獲繳費通知後三個月仍未
繳交會費。

5.10 本會全體會員之義務：

5.10.1 遵守本會會章、服從和執行會
員大會和理事會的決議；

5.10.2 按時繳納會費；

5.10.3 努力發展以達成本會宗旨及樹
立本會良好聲譽；

5.10.4 答覆本會諮詢及調查事項；

5.10.5 如有個人資料之更改，要主動
與本會聯絡，給予更正；

5.10.6 其它依法應盡之義務。

第六條

會費

6.1 年費：

6.1.1 除名譽會員及終身會員外，所有
會員必須繳交年費；

6.1.2 會員須於本會財政年度的第一
天預繳該年年費；

6.1.3 如遇會員年中加入本會，會費將
按比例計算。

第三章

組織架搆與職權

第七條

組織機關架構

7.1 本會由以下三個議會組成：

a）會員大會；

b）理事會；

c）監事會。

本會權力職能機構由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組成。會長對外代表本會，理

事長統理本會會務。

第八條

會員大會之組成及權限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由所

有會員組成，可通過按第十三條之程序修

改會章、或按第九條之職權選舉或罷免

架構成員及決定各會務工作。會員大會需

每年召開一次，至少提前八天以掛號信方

式或書面簽收方式召集。亦可由理事會成

員要求召開特別會議。召集書內應指出會

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如會議當

日出席人數不足，於半小時後作第二次召

集，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寡，亦可召開會

議。會員大會決議時除另有法律規定外，

須獲出席會員的三分之二多數票贊同方為

有效；會員大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

由會員大會在會員中選舉，以得票數多

者依序當選。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8.1 會長之職責：

a）代表本會；

b）確認本會章程；

c）積極執行本會宗旨。

8.2 副會長之職責：

a）協助會長履行其職務；

b）當會長缺席或無法執行職務時， 
作其代表；

c）積極執行本會宗旨。

第九條

會員大會職權

9.1 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a）制訂、修改及解釋章程；

b）選舉或罷免會長、理事會成員及監
事會成員；

c）議決年度工作計劃、報告及預算、
決算；

d）議決有關會員之權利義務事項；

e）議決財產之應用與分配；

f）議決團體之解散；

g）審批入會標準；

h）委任本會以外的審計員協助本會
的財政工作，以及確認經審核的財務報

表。

第十條

理事會之組成及權限

10.1 理事會由最少七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財務總

監、以及秘書各一名；常務理事及理事各

若干名，由會員大會在會員中選舉，以得

票數多者依序當選。每屆任期為三年，可

連選連任。理事會不定期召開會議，會議

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三分之二多數票贊同

方為有效。

10.2 理事會職權如下：

a）每年提交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
告。

b）執行法規及本章程所規定之任
務；

c）執行會員大會決議案；

d）擬定年度工作計劃並編列預算及
決算，並向會員大會提出報告；

e）財產之管理；

f）審查會員之入會；

g）議決及執行會員之處分。

10.3 理事長之職責：

a）處理本會一切事務；

b）確認本會章程；

c）主持本會舉行之所有會議；及

d）積極執行本會宗旨。

10.4 副理事長之職責：

a）協助理事長履行其職務；

b）當理事長缺席或無法執行職務
時，作其代表；及

c）積極執行本會宗旨。

10.5 秘書之職責：

a）建立及處理會員註冊事務；

b）記錄及分發理事會及其他會議的
會議記錄；

c）文書工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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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完成理事會分配之其他任務。

10.6 財務總監之職責：

a）建立及保存本會之財務記錄；

b）向理事會及監事會呈交收入及支
出報表；

c）根據本地的社團法例，建立及保存
由理事會及監事會議定的帳目；

d）完成由理事會安排的其他事務。

第十一條

監事會之組成及權限

11.1 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監事

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由會員大會在會員中選舉，以得票數多者

依序當選。當獲得政府或其他公法人資

助建立“基本頻道”電視頭端和分配系統

後，監事長可以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委

派；副監事長可以由出資建立、維持“基

本頻道”電視頭端和傳送系統的機構委

派。監事會不定期召開會議，監察會務運

作及查核會之財務，會議決議須獲出席成

員的三分之二多數票贊同方為有效。

11.2 監事會的權限：

a）審核財務總監呈交之年度預算和
稽核理事會之財務收支；

b）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以及向理
事會提出糾正事項；

c）聯絡由會員大會任命之外部審計
員；

d）受理會員申訴事件；

e）其它提請會員大會決議事項之提
出。

11.3 本會會長、副會長和理、監事會
成員中，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即時

解職：

a）喪失會員資格者；

b）因故請辭，經由理、監事會議決通
過者；

c）經會員大會議決罷免者。

第四章

 會議

第十二條

會議

12.1 本會會員大會分別為定期大會
及臨時大會兩種，均由會長召集之；定期

大會每年召開一次（詳見第十四條），臨

時大會於正、副理事長及監事長決議得請

會長召集之。

12.2 本會理、監事會議均不定期分別
由理事長、監事長召開。

12.3 理事長不應缺席任何會員大會
及理事會議，但在特殊情況下由副理事長

代之。

第十三條

修訂會章

13.1 如須修訂會章，必須獲出席年度
會議的四分之三會員通過贊同，並符合下

列條件：

a）修訂會章之議程及目的必須於會
員大會通知書上列明；及

b）必須按會員大會（詳見第十四條）
通知書方式通知各會員。

第十四條

年度會議

14.1 本會必須於每年及財政年度屆
滿之6個月內召開會員年度會議（參閱第
十二條）。

14.2 年度會議舉行的日期、時間及地
點，均由理事會議定。

14.3 年度會議的議題、日期、時間及
地點必須通知所有有權出席會議或有投

票權之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

日，以掛號信或書面簽收方式為之，召集

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

程。

14.4 年度會議除處理會議列明之其
他事務外，其職責還包括：

a）確認前次年度會議及特別會議之
記錄；

b）要求理事會提交前財政年度的活
動報告。

14.5 由大多數會員於年度會議中投
票議決之事項，將視作最後定案。

14.6 凡由會員大會、理事會或五分之
一會員舉行之會議均視為特別會議。

第五章

經費

第十五條

經費來源

15.1 本會財政來源包括會員所繳交
之入會費及年費，會員定期或非定期性之

捐獻，以及將來屬本會資產有關之任何收

益，如利息等。

15.2 本會得接受政府、機構、社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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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由政府資助作為購買、建立、運
作和維護“基本頻道”電視頭端和傳送系

統的款項必須專款專用，包括支付給從事

這些活動人士的報酬。

15.4 本會之會計年度自一月一日起至
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15.5 本會經費預算、決算，於每年度
前、後兩個月內編訂，提經會員大會通過

後公告。

15.6 若理事會成員一致認為本會不
能維持正常運作，可考慮解散本會。若決

定解散本會，本會餘下之所有資產將捐贈

給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或由特區政府指

定的另一非牟利法人組織。

15.7 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
決議，須獲全體社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六章

附則

第十六條

法律規範

16.1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
法令之規定辦理。

16.2 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並公佈
後施行之，修改時亦同。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6,04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 045,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當代藝術文創學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73/2014。

澳門當代藝術文創學會

章程

第一條

（名稱、性質及期限）

本會定名為“澳門當代藝術文創學

會”，英文名稱為：“Mo der n A r t a nd 
Cultural Creativity Association”，英文
簡稱為“MACCA”。本會屬非牟利，具有
法人地位社會社團，其存續不設期限。本

會將受本章程及澳門現行法律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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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住所及辦事處）

本會設於澳門黑沙環永華街53號僑
光大廈11樓C座，可根據需要設立辦事
處，理事會決議可將會址遷往澳門特別行

政區內之任何地點。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的宗旨為：

一、配合澳門特區政府有關文化產業

發展規劃的要求，整合當代藝術文創相關

資源，研究借鑒當代藝術文創產業發展方

向、策略和經驗，培訓培養澳門藝術文創

產業高級人才，提高人們對藝術和文創作

品的欣賞力水準，服務澳門藝術文創產業

發展，促進國際交流合作。

二、推廣世界各地當代藝術文創研究

成果，搭建國際藝術文創研究與交流合作

平臺；

三、促進會員間相互交流、相互瞭解

和相互合作；提高會員的專業水準、學術

水準和創造力；

四、開發、培育藝術文創人才及愛好

者，推動藝術品文創產業的發展。

第四條

（會員資格及入退會）

凡認同本會宗旨的各地藝術家和藝

術工作者、文學家及文創工作者、藝術文

創研究與愛好者、藝術品從業者、收藏

者，遞交入會申請表，並經理事會審核通

過後，均可成為本會會員。

一、入會：本會入會自願、退會自由。

會員須年滿18歲，以個人身份參加。凡
願意加入本會並願意遵守本會章程之人

士，依手續填寫會員申請表格，由理事會

審核認可，在繳納入會會費後，即可成為

本會會員。

二、註冊：會員每年註冊一次。

三、退會：（一）自動退會：如無合理

理由在接到三次註冊通知後，仍不進行註

冊並交納會費者，其會員資格自動失效。

（二）申請退會：會員退會應向理事會提

出書面通知。（三）革退：如會員不遵守會

規，令本會名譽受損，經理事會核實者。

四、確認：會員資格的取消以本會的

書面確認函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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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合作；按

時繳納會費及其他應付之費用；不得作出

任何有損害本會聲譽之行為。

第五條

（榮譽會員）

經理事會研究決定，向本人發出邀請

並徵得其同意，可成為本會榮譽會員。

第六條

（顧問）

一、本會顧問由會長（副會長）代表

本會在海內外有卓越貢獻人士、社會知名

人士、專業人士中邀請聘任，以輔助本會

會務的發展，有關人員的人數不確定。

二、顧問可出席理監事會召開的各次

會議，具有發言權，但不具有表決權。

第七條

（會員權利）

一、本會會員具有以下權利：

（a）選舉本會機關的成員；

（b）參加會員大會及表決；

（c）按照本會的章程及內部規章之
規定，請求召開會員大會；

（d）參與本會的一切活動及享有本
會所提供的各項福利；

（e）榮譽會員可擔任本會機關職務。

第八條

（會員義務）

本會會員有以下義務：

一、尊重、遵守及執行本會章程、內部

規章及本會機關所作的決議；

二、貫徹本會宗旨，促進會務發展及

提高本會聲譽；

三、參與、支持及協助本會舉辦之各

項活動；

四、按時繳交會費；

五、參加所屬機關的會議。

第九條

（紀律）

對違反章程及內部規章或作出有損

本會聲譽行為的會員，理事會經決議科下

列處分：

一、口頭警告；

二、書面譴責；

三、暫停或開除會籍。

第十條

（任期）

獲選為機關成員者，任期三年；獲選

之會長、理事長、監事長可連任。

第十一條

（組織機關）

本會機關為：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十二條

（會員大會的組成及運作）

一、會員大會為最高決議機關，決定

及檢討本會一切會務，選舉會長、副會長、

大會秘書、理監事及修訂本會章程及內部

規章。

二、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設會

長一名、副會長兩名及可設立大會秘書一

名，會長負責主持會員大會、對外代表本

會，並負責協調本會工作。副會長和大會

秘書協助會長工作，會長缺席時，由副會

長代其職務。必要時，會長、副會長列席

理監事會議。

三、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以討論理事會所提交的工作報告及年

度帳目，並通過之。

四、會員大會可在會長、理事會、監事

會或不少於四分之一的會員以正當目的提

出要求時，召開會員大會特別會議。

五、會員大會之召集將提前八日以掛

號信或書面簽收方式作出通知。通知書上

須列明開會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六、經第一次召集後，最少有一半會

員出席，方可議決；否則，一小時後作第二

次召集，不論出席人數多少，即可議決。

七、會員大會的決議取決於出席的會

員的絕對多數票，但須有特定多數票的情

況則除外。

第十三條

（會員大會職權）

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一、修改本會章程，須獲出席會員四

分之三之贊同票；

二、修改內部規章；

三、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監

事會之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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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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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決定本會會務方針及作出相應決

議；

六、通過翌年度的活動計劃及預算；

七、聘請榮譽會員；

八、聘請名譽會長及名譽顧問；

九、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須

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十四條

（理事會的組成及運作）

一、理事會由單數成員組成，包括理

事長一名、副理事長二名及理事若干名；

另可設有候補理事若干名，司庫及秘書各

一人，其任期與主席團任期相同，連選得

連任。

二、理事會在多數成員出席時方可議

決。如表決時票數相同，以理事長所作之

票為決定票。

三、為開展會務，理事會可透過決議

按職能下設若干部門，以及在不抵觸本章

程各規定的情況下修訂內部規章；候補理

事在理事不能視事時，依“內部規章”或

理事會制定的“操作細則”作填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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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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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向會員

大會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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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會員大會提交工作（會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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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監事會對工作之查核；履行

法律及章程所載之其他義務。

第十六條

（監事會的組成及運作）

一、監事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包括監

事長一名及監事兩名；另可設有候補監

事一名；候補監事在監事不能視事時，依

“內部規章”或理事會制定的“操作細

則”作填補，每屆任期三年。

二、監事會在全數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如表決時票數相同，監事長再作投

票。

三、（同步會議）理事會會議可以視

像同步會議或電話同步會議方式進行，但

在進行同步會議時，必須確認他們能同時

辨認出與在另一地方出席會議之理事會

成員的身份且各人均能同時直接和清楚

地對話。上述會議的紀錄內容，尤須清楚

載明同步會議的各地點、日期、時間和議

程，且須經在另一地方出席會議之人士在

該會議紀錄內補簽確認才為有效。

第十七條

（代表）

一、凡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各個行政機

關或任何團體 /社團簽署文件時，得由會
長或理事長代表；或經由會議決定推派代

表簽署。

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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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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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其他義

務。

第十九條

（收入）

本會的收入來源包括：

一、會員繳交的入會費及會費；

二、來自本會活動的收入；

三、政府機關和海內外各界人士和團

體的捐助；

四、各界人士及機構給予的資助、贈

與、遺贈及其他捐獻。

第二十條

（附則）

第十二條——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會

員大會；由會員大會通過之日起生效；由

會員大會討論通過之修訂部分與本章程

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三條——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

依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4,00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00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網絡商貿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七日

存檔於本署2014/A S S/M2檔案組內，編
號為118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網絡商貿協會章程

第一章

名稱、宗旨及會址

第一條——名稱：

澳門網絡商貿協會，葡文名稱為

Macau Rede Comérc io e Negóc ios 
Associação，英文名稱為Macau Network 
Commerce and Trade Association。英
文簡稱MNCTA

第二條——宗旨：

1. 推動澳門商戶、企業、機構、團體
利用網絡資訊平臺拓展商貿活動。

2. 利用網絡資訊平臺為澳門商戶、企
業、機構、團體創造價值，提升競爭力及

增強品牌價值。

第三條——會址：

1. 設於氹仔徐日昇寅公圓形地，72海
灣花園商舖地下V舖。

2. 經理事會批准，會址可遷往其他地
方。

第二章

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第四條——會員資格：

本澳個人或者機構可申請參加成為

會員，但須經理事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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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會員權利：

凡本會會員有權利參加會員大會，有

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並享有本會之福利和

權利。

第六條——會員義務：

凡本會會員有遵守會章及大會或理

事會決議之義務，準時繳交會費。為會做

義務勞動工作，會員互相合作。

第七條——會員資格之喪失：

凡會員不遵守會章，欠交會費，或以

本會名義所作出之一切影響損害本會聲

譽及利益，一經理事會審批通過得取消其

會員資格，所交之任何費用概不發還。

第三章

架構

第八條——本會組織架構包括：

1.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

設會長一人，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會長負責領導及召開會員大會。會員大會

每年召開一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

日以掛號信方式為之，或最少提前八日透

過簽收之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

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2. 理事會：

設理事長一人，理事若干人，理事會總

人數必須為單數。理事會由理事長領導，

理事會之職務為執行大會所有決議，規

劃本會之各項活動，監督會務，管理及按

時提交工作之報告，理事會每三個月舉行

一次例會。架構成員任期三年，可連選連

任。

3. 監事會：

設監事長一人，監事會總人數必須為

單數。監事會由監事長監督理事會行政決

策，審核財務狀況及賬目。架構成員任期

三年，可連選連任。

第四章

經費財政

第九條——經費來源：

1. 會員會費；

2 . 會員、社會人士及團體機構之捐
贈；

3. 接受政府資助；

4. 舉辦各項活動服務的收益；

5. 其他合法收益。

第五章

附則

第十條——本簡章經過會員大會通

過後施行。

第十一條——本簡章之修改權屬會

員大會。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成員

之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十二條——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

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

同票。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55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55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腰旗美式足球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七日

存檔於本署2014/A S S/M2檔案組內，編
號為123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腰旗美式足球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

腰旗美式足球會”，葡文“Associação de 
Fita Futebol de Macau”，英文“Macao 
Flag Football Association ”，以下簡稱
本會。

第二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以推

廣青少年美式足球文化，加強與鄰近地區

腰旗美式足球界之聯繫和溝通，推動和發

展美式足球運動為宗旨。

第三條——會址設在澳門水坑尾街

78號中建商業大廈19樓；本會亦可根據需
要設立辦事處或遷到澳門其他地方。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熱愛美式足球運動，願

意遵守本會章程之人士，均可申請加入本

會。

第五條——會員的權利：

（一）選舉及被選舉權；

（二）批評及建議之權；

（三）享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之權

利。

第六條——會員的義務：

（一）遵守會章和執行決議；

（二）推動會務；

（三）繳納會費。

第七條——本會會員及其球隊之職

員、球員如有違反本會章程，破壞本會之

情事，不服從本會的決議，得由理事會視

其情節輕重，分別予以勸告或開除會籍的

處分。

第三章

組織機關

第八條——組織機關：

本會組織機關由會員大會、理事會、

監事會組成。

第九條——會員大會之組成及權限：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由所

有會員組成，可通過及修改會章，選舉或

罷免架構成員及決定各會務工作。會員大

會需每年召開一次，至少提前八天以掛號

信方式或書面簽收方式召集。亦可由理事

會2/3成員要求召開特別會議。召集書內
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如會議當日出席人數不足，於半小時後作

第二次召集，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寡，亦

可召開會議。會員大會決議時除另有法律

規定外，須獲出席會員的絕對多數票贊同

方為有效；會員大會設主席一人（會長）

及副主席一人（副會長）。每屆任期三年，

可連選連任。本會可設榮譽會長，由理事

會提名，經會長同意後邀請，並由會員大

會通過，可連續聘任，享有會員的權利，

可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第十條——理事會之組成及權限：

（一）理事會由單數成員組成，設理

事長，副理事長各一名；常務理事及理事

各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理事會每三個月召開會議一次，會議

決議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票贊同方為

有效；

（二）負責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三）制定年度計劃；

（四）每年提交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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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監事會之組成及權限：

（一）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

若干人，由單數成員組成。每屆任期為三

年，可連選連任。監事會每三個月召開會

議一次，會議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

數票贊同方為有效；

（二）監察會務運作及查核會之財

務。

第十二條——附則：

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會員大會。修改章

程的決議須出席社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須獲

全體社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三條——經費：

（一）本會財政來源包括會員所繳交

之會費及年費，會員定期或非定期性之捐

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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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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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4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44,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中山文化藝術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七日

存檔於本署2014/A S S/M2檔案組內，編
號為120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中山文化藝術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中

山文化藝術協會”，中文簡稱“中山文藝

協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Cul-

tura e Arte de Chong San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Macau-Chong San Culture 
& Art Association”。

第二條——本會為一非牟利團體，宗

旨是以團結中山鄉親及其親屬，以愛國愛

澳，熱愛詩詞對聯、繪畫、書法、攝影、音

樂、茶藝等文化藝術活動為基礎，開展及

促進兩地文化、藝術活動交流，提昇會員

人文素質、促進社會和諧發展，以達致承

傳及弘揚中華民族優良文化傳統。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在澳門沙梨

頭海邊街99-107號興華閣6樓C座。如需
要可透過理事會決議遷往澳門特別行政

區內其他地點。

第二章

會員、權利及義務

第四條——會員：凡愛好詩畫藝術、

文化活動之澳門中山鄉親及其親屬，年滿

十八周歲，認同本會會章及決議，均可申

請入會，經批准即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權利及義務：（1）有選舉
和被選舉權；（2）有權參與本會舉辦之活
動和享有本會的福利；（3）遵守會章、關
心及協助推廣會務、繳納會費。

第三章

組織

第六條——本會組織架構包括會員

大會、理事會、監事會。

第七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

力機構，由全體會員組成，會員大會會議

由會長團主持，會長團設會長一人、副會

長及秘書若干人，成員總人數必須為單

數，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負責制定和

修改會章，選舉及罷免理事會、監事會成

員；審議和通過理事會、監事會工作報告

和財務報告，決定本會工作方針和重要

事項。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本會

及督促理事會工作。會長缺席或不能出席

時，由副會長或理事長依次代表。

第八條——理事會為本會最高執行機

構，負責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制定年度

計劃；處理日常會務及財務，並於每年向

會員大會提交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

議決通過申請入會、退會及停止會員資

格；執行職權範圍內之處分。理事會由會

員大會選出，成員總人數為單數，成員間

互選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常務理事及

理事各若干人，但必須為單數。任期三年，

連選得連任。理事長缺席或不能出席時，

由副理事長依次代表。

第九條——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

由會員大會選出，監事會互選產生監事長

一人、副監事長、監事若干人，但必須為單

數。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監事會主要職

權是監察理事會之運作、審計帳目、列席

會議及向理事會提供會務發展意見等。

第十條——本會得按實際需要經由

會員大會選聘社會人士為本會榮譽會長、

名譽會長、名譽顧問，顧問及其他名譽職

銜，以配合本會會務發展需要。

第十一條——會徽

第四章

會員大會之有效會議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每年必須召開

一次，由會長召集。在特殊情況下，經理事

會、監事會同意或由超過半數會員聯署提

出要求時，亦可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必須最少提前

八日，以掛號信函（以郵戳為憑）或透過

簽收方式召集。而召集書須載明會議之日

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第十四條——在會員大會會議既定

時間後的半小時，不論出席人數多少，會

員大會即被視為有效。

第十五條——如需通過修改章程，必

須獲得出席會員大會會議有效會員四分

之三的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十六條——如欲解散本會，必須獲

得本會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方為

有效。

第十七條——會員大會的決議應載

於會議紀錄簿冊內，以供會員查閱。

第五章

本會經費

第十八條——本會之經費由會員繳納

會費及舉辦活動之收入；同時接受社會人

士、本會榮譽及名譽領導和會員之捐款，

以及每年向政府有關部門申請資助。

第十九條——未經理事會同意，本會

會員不得私自向外籌募經費。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條——本章程如有未盡善處，

由會員大會修改或按澳門現行有關法例

處理。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4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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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關氏宗親聯誼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七日

存檔於本署2014/A S S/M2檔案組內，編
號為121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關氏宗親聯誼會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關氏

宗親聯誼會”，英文名稱為“T he Ku a n 
C la n smen’s So c ia l A s so c iat ion of 
Macau”。是一個非牟利且帶有宗親聯誼
性質的民間社團。

第二條——本會宗旨：締結澳門、中

國及世界各地的關氏宗親聯誼、互助合

作，協助政府推行社會公益事項。團結關

氏宗親，為澳門的經濟發展及社會和諧作

出貢獻，發揚愛國愛澳精神。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友誼

大馬路1023號南方大廈一樓A F座。經本
會理事會的決議，本會會址可遷至澳門任

何地方運作。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持有有效證件的居澳

關氏居民，年滿十六周歲，同意並履行本

會會章者，均可申請入會，成為會員。

第五條——居澳關氏宗親申請入會，

須有本會會員一人介紹，填寫申請表，提

交有關證件副本及一寸正面半身相片兩

張，經常務理事會通過，即成為本會會

員。

第六條——本會會員有下列權利：

一）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二）對會務有批評及建議之權。

三）有退會的自由，但已交之會費不

予退回。

四）享受本會所辦各種福利及參與各

項活動之權。

第七條——本會會員有下列義務：

一）遵守會章及執行理事會決議。

二）積極參與本會各項活動。

三）會員有繳納入會基金和會費的義

務。

第八條——入會基金和會費交由財務

部按社會實況訂定及修正，並經常務理事

會通過執行。

第九條——會員積欠會費超過兩年，

經催收仍不繳納者，作自動退會論。

第十條——會員如有違反會章，經理

事會決議，給予相應之退會處分。

第三章

組織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

權力機構，決定及檢討本會一切會務，選

舉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修訂

本會章程，聘請榮譽會長、名譽會長、名

譽顧問、會務顧問及法律顧問。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

事會成員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設會長一人，

副會長及秘書若干人，總人數必須為單

數。會長對外代表本會，並負責領導及協

調本會工作。副會長協助會長工作，會長

缺席時，由副會長依次代其職務，秘書負

責協助會員大會前後一切文件的安排及

確認工作。會長、副會長、大會秘書應出

席理事會及監事會會議。

第十四條——本會聘請德高望重的

社會賢達為本會榮譽會長、名譽會長、名

譽顧問及會務顧問，輔助本會會務之發

展。在大會閉會期間，必要時，得由理事

會增聘會務顧問，並請大會追認。

第十五條——為本會權益與利益，

可聘請律師、法律顧問和代理人，處理辯

護，妥協和解決任何控告、訴訟及起訴。

第十六條——本會設理事會、監事

會：

一）理事會設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

須為單數。在理事中推選理事長一人，副

理事長若干人。理事會設秘書處，聯絡部，

財務部，福利部，婦女部，青年委員會等

部門。秘書處設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若

干人，各部門設部長一人，副部長若干人。

正副理事長、正副秘書長及各部部長組成

常務理事會，總人數為單數。日常會務工

作，由理事長主持，副理事長協助；理事

長缺席時，由副理事長依次代其職務。

二）理事會具體負責開展各項會務工

作，如入會申請、決定重要會議之召開，

決定重大的人事安排，決定開展重大的會

務活動等。

三）監事會設監事若干人，總人數為

單數，互選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若干人。

監事會負責檢查日常會務工作，督促財務

部每季公佈收支賬目，按季度稽核全部收

支賬目。

第十七條——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得

設立特別工作委員會。

第四章

活動

第十八條——理事會可根據社會發展

和聯誼等工作需要，組織會員開展以下各

項活動：

一）參加世界關氏總會以及內地和世

界各國各地區的宗親聯誼及尋根揭祖活

動。

二）開展經貿交流及考察活動。

三）開展姓氏文化研究及學術交流活

動。

四）開展各項公益活動。

五）理事會認為有必要開展的有關活

動。

第五章

會議

第十九條——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

次，由會長召集。在特殊情況下可提前或

延期召開，如理事會認為必要時，得召開

臨時會員大會。會員大會之召開須最少提

前八日以掛號信方式或透過簽收方式而

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

地點及議程。須獲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贊

同票，決議方為有效。

第二十條——理事會議半年度舉行一

次，常務理事會議每季舉行一次，由理事

長召集之。必要時得召開理、監事聯席會

議。監事會議原則上每半年召開一次，視

具體情況而定。

第二十一條——理事會、監事會開會

的法定人數應為該會之過半數成員，此

時會議所做的決定方為有效。理事會、監

事會會議之決議，均須經出席人數的四分

之三以上同意，方得通過。如果表決結果

相等，會議的主席投第二票或決定性的一

票。

第二十二條——修改章程的決議，須

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贊同票通過生效。

第二十三條——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

存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

贊同票通過生效。

第六章

經費

第二十四條——會員繳納的入會基金

及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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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政府及公共機構給

予的資助，並在符合本會宗旨的情況下，

可接受各界人士及機構給予任何合法財

物之饋贈或捐獻。

第七章

清盤

第二十六條——若本會清盤時付清

所有欠款和債務後，尚有剩餘任何財產，

該財產不得分配予本會會員，本會解散前

的會員大會可以決定將其付給或轉讓給

內地以及其他國家（地區）關氏宗親組織

或捐贈作公益事業。

第八章

闡釋

第二十七條——任何有關本章程的

闡釋交由理事會作最後決定，如本章程未

有規範事宜，概依澳門現行法例執行。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7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7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福建科任同鄉聯誼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七日

存檔於本署2014/A S S/M2檔案組內，編
號為119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福建科任同鄉聯誼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二章 會員

第三章 組織

第四章 經費

第五章 附則

中文名稱為”澳門福建科任同鄉聯誼

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Nativos Fra-
ternal Keren Fujian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Keren Fujian Natives 
Fraternal Association of Macao”。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

本會定名為：澳門福建科任同鄉聯誼

會。

葡文為：Associação Nativos Frater-
nal Keren Fujian de Macau。

英文為：Keren Fujian Natives Fra-
ternal Association of Macao。 

第二條——本會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民間聯誼團體，努力維

護會員權益及促進團結友愛、共謀福利、

服務社會、積極參與澳門及福建科任兩

地經濟建設、文化教育、科學技術、體育

衛生與社會福利等事業的交流及增進友

誼，為祖國的建設及澳門安定繁榮作出貢

獻。

第三條——法人住所：

本會會址設在澳門祐漢第八街信託

廣場一樓A H座。在需要時經理事會決議
可遷往其它地方。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會員資格：

凡投資、促進、關心科任經濟繁榮建

設、與科任各界友好往來的鄉親及人士，

贊同本會宗旨，願意遵守本會章程，均可

申請為會員。

第五條——申請入會程式：

會員：凡申請加入本會者，經一位會

員介紹，填寫入會申請表格，提交有關證

件副本及正面半身一寸半相片二張，經理

事會開會通過批准，繳交會員年費後即成

為會員，由本會發給會員證。

第六條——會員權益及福利：

1、享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和表決權；

2、享有本會所有權益、義務及福利，
獲得本會服務的優先權；

3、對會務有建議批評權；

4、入會自願，退會自由。

第七條——會員義務：

1、遵守會章及會員大會決議；

2、積極參加本會各項會務及活動；

3、按規定繳納會費。

第八條——終止會籍：

1、會員如有嚴重違反會章行為或破
壞本會名譽，經由理事會3/4多數理事表
決通過，予以開除會籍，其名字將在會員

冊上被刪除及喪失會員資格。

2、任何原因被終止或開除會員資格
的會員，不得要求退回已經交付之會費或

任何其它錢款，並須付還在退會時所欠的

會費及其它錢款。

第三章

組織

第九條——機構類別：

本會機構為：會員大會，理事會和監

事會。

第十條——會員大會及職權：

1、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2、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訂及修改本會章程；

（2）選出各領導機構成員；

（3）接納財務審計報告，通過理事會
及監事會工作計劃及工作報告。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召開及程序：

1、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任期三年，
負責會員大會的召開及主持工作。

2、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由理事長
召集，需提前十五日以掛號信方式通知，

列明開會地點、時間、日期及議程。特殊

情況下可提前或延遲召開。

3、會員大會須有半數以上之會員出
席方為有效。若不足法定人數，會議可延

後半小時作第二次召集，屆時沒有法定人

數出席，享有表決權的出席會員即為法定

人數可處理會議事項。

4、會員大會表決議案，以每個享有表
決權的出席會員一票的投票方式決定，任

何議案均須有表決權出席會員的過半數

通過，方為有效。

5、若有理事會或監事會半數以上成
員聯席之書面要求，可召開會員特別大

會，處理非常事務。

6、修改章程的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大
會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7、解散本會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
分之三之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十二條——理事會之組成及許可

權：

1、理事會設理事長1人，副理事長和
理事若干人，但總人數須為單數。



N.º 18 — 30-4-2014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II SÉRIE 6017

2、理事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和
協調本會各項日常會務工作。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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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職務。

4、全體理事成員，任期三年，連選得
連任。理事長及副理事長若干人由理事成

員互選產生。

5、本會第1屆理事會成員是由本會章
程大多數的發起人互選產生。

6、理事會職權為：

（1）本會常務執行機構，執行會員大
會決議。

（2）規劃及組織本會之各項活動，處
理日常會務工作。

（3）理事會按會務工作需要得成立
委員會協助推動工作。

（4）代表本會簽訂法律文件。

第十三條——監事會之組成及職權：

1、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及
監事若干人，但總人數須為單數。

2、全體監事成員，任期三年，連選得
連任。監事長及副監事長若干人由監事成

員互選產生。

3、監事會工作由監事長主持，副監事
長協助，監事長缺席時由副監事長代其職

務。

4、監事會職權負責監督日常會務工
作，核查收支專案及財產，就其監察活動

編制年度報告，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訂之義

務。

第十四條——榮譽會長、名譽會長、

名譽顧問之設立：

為推動及發展會務，經理事會建議，

本會可敦聘社會賢達、熱心人士為本會之

各級榮譽職銜，提請會員大會追認。

第十五條——本會為拓展會務，得附

設屬會及各種福利性培訓屬會。

第四章

經費

第十六條——本會的收入：

本會的收入如下：

1、會費；

2、社會熱心人士及團體企業捐助；

3、政府機構資助。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七條——本章程的解釋權在於

理事會。

第十八條——候補法律：

本章程未盡事宜概依澳門現行法律

執行。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65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65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五洲影視藝術文化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七日

存檔於本署2014/A S S/M2檔案組內，編
號為122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五洲影視藝術文化協會

章程

第一章

名稱、宗旨及會址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定為“澳門

五洲影視藝術文化協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Macau 
Wu Zhou Fi lme & Televisão Arte e 
Cultura”。

英文名稱為“M a c a u  W u Z h o u 
F i l m & Tel ev i s io n A r t s C u l t u r a l 
Association”。 

第二條——本會為非牟利的民間影

視藝術文化團體。  

第三條——本會的宗旨是：

（一）將影視演藝業最重要的演藝業

務「專業化」、「制度化」、「國際化」，以

發揚中華文化、推廣表演藝術；提升影視

演藝專業技能，健全會員福利互助，爭取

及保障影視演藝工作者之權益；促進國際

及兩岸四地影視演藝與文化交流。

（二）本會任務為：

（1）發揚並推展影視演藝文化，策劃
並推動澳門本土、傳統民俗等文化多樣性

之表演藝術。

（2）提升會員影視演藝專業技能，規
劃長期教育訓練設立各項表演藝術、演

員、歌唱、司儀等演藝人員整套的專業培

訓課程以培育優秀演藝人才。

（3）整合各地的演藝資源，爭取學員
及會員演出機會並激發表演者的表演專

才，提供學員及會員間演藝資訊交流的平

台。 

（4）保障學員及會員各種權益，並促
進會員福利互助。凝聚會員力量，參與或

舉辦各種公益慈善活動回饋社會及扶助

弱勢團體。  

（5）規劃辦理各種演藝與文化藝術
推廣活動、節日慶典表演活動等。 

（6）積極開拓中國大陸、香港、澳
門、台灣、新加坡等演藝市場，促進國際

及兩岸四地影視演藝文化的交流。

（7）積極舉辦各種演藝文化業、民俗
文化推廣之專題專才座談會、展覽會、演

唱會、舞台劇、影視演藝促銷會等。

（8）本會辦理受政府及其他機關之
委辦等相關活動。本會配合政府演藝人才

培育計劃及因應會員需求，針對全澳的會

員及演員、歌唱、跳舞、司儀、童星等演藝

事業有興趣之男女青年，成立表演藝術相

關之培訓課程，給予專業教授，為電影、

電視、舞台劇等儲備人才之長期訓練機

構。目的是為提升會員演藝專業技能，及

為澳門影視演藝方面培養專才，扶持培育

文藝產業新秀。結訓後成績優異者，由本

會推薦給其它演藝公司或與本會有關的

公司提供學員及本會會員未來更寬闊的

影視演藝之路。也為加速澳門文化創意產

業之基礎上成就專業人才而作出良好的

貢獻。    

第四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十月初

五日街168號信基商業大廈一樓，如果有
需要，會址可遷往澳門其它地方。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本會會員有兩類：單位會

員（包括商號會員和團體會員）及個人會

員二種類別。

第六條——凡是對影視藝術文化有興

趣的人士，向本會提出申請，經本會理事

會批准，即可成為會員。

第七條——凡申請加入本會的單位會

員和個人會員，必須具備下列條件： 

（一）擁護本會章程；

（二）有加入本會的意願；

（三）本人無犯罪紀錄（本會有權要

求良民證明）；

（四）在本會會務領域內具有一定的

影響、熱心會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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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會員入會程式：

（一）提交入會申請書；

（二）經本會理事會討論通過；

（三）由本會理事會發給會員證。

第九條——會員享有下列的權利義

務：  

（一）本會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和表

決權；

（二）參加本會的活動；

（三）獲得本會服務的優先權；

（四）對本會工作的批評建議權和監

督權；

（五）入會自願，退會自由；

（六）承擔會務經費。

第十條——會員應遵守以下義務：

（一）按章程繳納會費；

（二）遵守會章及會員大會決議；

（三）參與、協助及支援本會工作；

（四）若當選為本會組織架構成員，

須履行任內之職責；

第十一條——會員退會應書面通知本

會，並交回會員證。  

第十二條——會員在外如有行為不當

嚴重影響本會聲譽及違反本章程的行為，

經理事會或常務理事會表決通過，予以除

名，解除會籍、會務職銜。

第三章

組織機關

第十三條——本會組織架構為：會員

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 

第十四條——本會組織機構之成員

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三年，連選得

連任。    

第十五條——經理事會提名，本會得

聘請澳門以外社會知名人士、專業人士

為榮譽會長、名譽會長、名譽顧問或研究

員，以及參與本會工作。  

第十六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的組成；

（1）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由全體會員組成；

（2）會員大會設主席一人，副主席一
人及秘書一人，如有需要，可增加大會領

導成員；

（3）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本
會工作，會長為最高領導層。理事長協助

會長工作，會長不能視事時，由常務副會

長或理事長代其職務。  

（二）會員大會的許可權

（1）會員大會由主席負責召開；

（2）除其它法定職責外，會員大會有
權：

（2.1）討論、表決及通過修改本會會
章；

（2.2）選舉和罷免理、監事會成員；

（2.3）審議和批准理事會的工作報告
和財務報告；

（2.4）決定終止事宜；

（2.5）決定其它重大事宜。

（三）會員大會的運作及有效會議

（1）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會議，特
別會議由理事會、監事會或五分之三全體

會員提議召開，但法律另有規定除外。

（2）會員大會開會日期最少提前八
天通知；召集須以掛號信的形式為主，召

集書內容包括開會日期、時間、地點及議

程。

（3）會員大會在會議既定開始時間
之後的半小時，不論出席人數多少，均

為有效會議，會議內所有表決事項，必

須有出席人數以絕對多數票通過方為有

效。 

第十七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的組成——本會理事會

設理事長一人，常務副理事長、副理事長

和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須為單數。

（二）理事會職能

（1）理事會是會員大會的執行機構，
在開會期間領導本會開展日常工作，對會

員大會負責；

（2）執行會員大會通過決議；

（3）策劃、組織及安排本會之各種活
動；

（4）決定會員的吸收或除名；

（5）制定內部管理制度，財務開支，
以及其他重大事項；

（6）領導本會各機構開展工作，處理
日常會務及履行法律規定之其他義務。

（三）理事會會議由理事長負責召開

和主持。

（四）理事會必須有三分之二以上理

事會成員出席，人數不夠順延半小時方能

召開，其決議須經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

表決通過方能生效。  

（五）理事會每半年至少召開一次會

議，情況特殊時也可以採用通訊形式召

開。

第十八條——常務理事至少每季召開

一次會議，情況特殊時也可以採用通訊形

式召開。

第十九條——會長行使下列職權

（1）召集和主持理事會和常務理事
會；

（2）檢查會員大會、理事會、常務理
事會決議的執行情況；

（3）代表本會簽署有關重要文件；

（4）決定其他有關重要大事宜。

第二十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的組成——本會監事會

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及監事若干人，總

人數必須為單數。

（二）監事會許可權

（1）負責監察理事會之運作；

（2）查核本會之財政帳目；

（3）就其監事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4）履行法律規定之其他義務。

第四章

經費

第二十一條——本會經費來源

（1）會費收入；會員、熱心人士、政
府資助、公共或私人實體贊助及捐獻；

（2）本會宗旨所規限的範圍內開展
活動或服務的收入及其他合法的收入。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二條——本會章程解釋權屬會

員大會。

第二十三條——本會章程如有未盡善

處，得由理事會提請會員修改。

第二十四條——本會修改章程，須會

員大會出席會員3/4之贊同票通過。而解
散本會須經會員大會全體會員3/4之贊同
票通過。 

第二十五條——本章程所未規範事

宜，概依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Kam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3,44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4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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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高登騎術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六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2014年社團及財團儲存
文件檔案”第1/2014/ASS檔案組第31號，
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社團之設立

高登騎術會

章程

（一）名稱、宗旨、會址

1. 本會定名為高登騎術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為會
員組織體育活動。參加各項體育運動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馬術運動的發展。

3. 本會地址：澳門漁翁街388號南豐
工業大廈第一期地下A舖，得理事會通過
可遷往本澳其他地方。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體育運動及支持參與
馬術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請，

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6.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
譽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

格。

（三）組織架構

7.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一人，任期三

年，連選得連任。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本會各機關成員；

（3）決定會務方向。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須為單數，任期

三年，連選得連任。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
項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人、監

事一人，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
有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大會之召

集須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或透過簽收

方法而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

期、時間、地點及議程，而大會決議取決

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但法

律另有規定者除外。修改章程的決議，須

獲出席社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解散法人

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社員

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
次會議，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五）經費

13.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六日於海島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4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45,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留學人員聯誼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七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2014年社團及財團儲存
文件檔案”第1/2014/ASS檔案組第34號，
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社團之設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 條 ——本會中文名稱定 為

“澳門留學人員聯誼會”，葡文名

稱為“A s s o c i a ç ã o d e A m i z a d e d e 
Est ra ngei ros-Educado Estuda ntes 

e E st ud io so s de M ac au”，英文名稱
為“Macao Fr iendsh ip A ssoc iat ion 
of Overseas-Educated Students and 
Scholars”。

第二條——本會宗旨是團結和服務澳

門的海內外留學人員，繼承發揚留學報國

的愛國主義傳統，秉持修學、遊藝、敦誼、

勵行的理念，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社會可持

續發展服務，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服

務，為完成祖國完全統一大業服務，為維

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服務。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在澳門新口岸

上海街175號中華總商會大廈12樓B座，
在需要時可遷往其他地方，及設立分區辦

事處。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同意本會之宗旨，經本

會會員介紹，及經會長或理事長批准得成

為正式會員。

第五條——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

權；享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

利。

第六條——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

以及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

大會、理事會、監事會。

第八條——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

大會，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

會主席團和理事會、監事會成員；決定會

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作報告。

第九條——會員大會設主席（會長）

一人、副主席（副會長）若干人、秘書一人。

第十條——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會，

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及理事若干人，理

事會總人數必須為單數，負責執行會員大

會決策和日常具體會務。

第十一條——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

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及監事若干

人，監事會總人數必須為單數，負責監察

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理事會、監

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三

年，連選得連任。

第四章

會議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

次，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會員

大會。會員大會的召集，至少提前八天透

過掛號信方式召集。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

之日期、時間、地點和議程。如會議當日

出席人數不足半數，於半小時後作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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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寡，亦可召開

會議。會員大會決議時除另有法律規定

外，須獲出席會員絕對多數票贊同方為有

效。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

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或延長法人

存續期的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

贊同票。

第十四條——理事會議、監事會議每

三個月召開一次。

第十五條——會員大會、理事會會

議、監事會會議分別由會員大會主席、理

事長、監事長召集和主持。

第十六條——理事會議須經半數以

上理事同意，始得通過決議。

第五章

經費

第十七條——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

或各界人士贊助，倘有不敷或有特別需用

款時，得由理事會決定籌募之。

第六章

附則

第十八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

後執行。

第十九條——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於會

員大會。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七日於海島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1,46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468,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中國澳門歐美同學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七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2014年社團及財團儲存
文件檔案”第1/2014/ASS檔案組第33號，
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社團之設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定為“中國

澳門歐美同學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

ção de Europeu & Americana Educado 
Estudantes e Estudiosos de Macau, 
C h i n a”，英文名稱為“C h i n a-M a c a o 
Association of European & American 
Educated Students and Scholars”。

第二條——本會宗旨是團結和服務澳

門的海內外留學人員，繼承發揚留學報國

的愛國主義傳統，秉持修學、遊藝、敦誼、

勵行的理念，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社會可持

續發展服務，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服

務，為完成祖國完全統一大業服務，為維

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服務。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在澳門新口岸

上海街175號中華總商會大廈12樓B座，
在需要時可遷往其他地方，及設立分區辦

事處。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同意本會之宗旨，經本

會會員介紹，及經會長或理事長批准得成

為正式會員。

第五條——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

權；享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

利。

第六條——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

以及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

大會、理事會、監事會。

第八條——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

大會，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

會主席團和理事會、監事會成員；決定會

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作報告。

第九條——會員大會設主席（會長）

一人、副主席（副會長）若干人、秘書一人。

第十條——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會，

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及理事若干人，理

事會總人數必須為單數，負責執行會員大

會決策和日常具體會務。

第十一條——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

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及監事若干

人，監事會總人數必須為單數，負責監察

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理事會、監

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三

年，連選得連任。

第四章

會議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

次，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會員

大會。會員大會的召集，至少提前八天透

過掛號信方式召集。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

之日期、時間、地點和議程。如會議當日

出席人數不足半數，於半小時後作第二次

召集，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寡，亦可召開

會議。會員大會決議時除另有法律規定

外，須獲出席會員絕對多數票贊同方為有

效。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

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或延長法人

存續期的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

贊同票。

第十四條——理事會議、監事會議每

三個月召開一次。

第十五條——會員大會、理事會會

議、監事會會議分別由會員大會主席、理

事長、監事長召集和主持。

第十六條——理事會議須經半數以

上理事同意，始得通過決議。

第五章

經費

第十七條——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

或各界人士贊助，倘有不敷或有特別需用

款時，得由理事會決定籌募之。

第六章

附則

第十八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

後執行。

第十九條——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於會

員大會。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七日於海島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1,51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517,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流浪犬樂園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4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1/2014/A S S檔案組第35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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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流浪犬樂園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

流浪犬樂園”，英文名稱為“Paradise for 
Homeless Dogs”（簡稱P.H.D.）。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新口

岸布魯塞爾街219號南岸花園M地舖。

第三條——本會為一慈善團體，以

拯救流浪或被遺棄犬隻，提倡不殺不棄，

尊重生命，推廣愛護動物，以領養代替購

買，致力減少流浪犬隻為宗旨。

第二章

會員資格

第四條——所有愛護動物人士如同

意本會宗旨，並承諾履行本章程及會內領

導部門的決議，經理事會通過，可成為本

會會員。

第五條——凡會員因違反及不遵守會

章或損害本會聲譽及利益，經理事會議決

後，得取消其會員資格，所繳交之任何費

用，概不發還，凡欠本會會費超過三個月

者，則喪失會員資格及一切會員權利。

第六條——凡本會會員有權參加會員

大會，有選舉及被選舉權，可參加本會舉

辦之一切活動及享有本會一切福利之權

利。

第七條——本會會員須按時繳交會

費，遵守會章，致力發展本會會務及維護

本會聲譽。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八條——（1）本會組織機構有：

a）會員大會；

b）理事會；

c）監事會。

（2）本會各組織機構成員由會員大
會選舉產生，任期三年，並可連選得連

任。

第九條——（1）會員大會為本會之最
高權力機構，由完全享有權利的所有基本

會員組成，決定及討論本會一切會務，設

會長一名，副會長若干名，組成人員必須

為單數。

（2）會員大會每年進行一次，由會長
召開，特別會員大會得由理事會過半數會

員聯名要求召開，但須提早在十五天前發

函通知全體會員，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

知，出席人數須過會員半數，會議方為合

法。

（3）會員大會之職權為：

a）制定及修改本會會章；

b）決定及檢討本會一切會務；

c）選舉領導機構成員；

d）通過及核准理事會提交之年報。

（4）大會的決議須獲出席會員的絕
對多數票贊成方為有效。

第十條——（1）理事會設理事長一
名，副理事長及理事若干名組成，組成人

員必須為單數。

（2）理事會之職權為：

a）執行大會所有決議；

b）規劃本會之各項活動；

c）審定基本會員入會資格；

d）草擬年度報告和賬目。

（3）理事會每月舉行例會一次，特別
會議得由理事長臨時召集。

（4）理事會會議須有過半數成員出
席，且經半數以上出席成員同意，始得通

過決議。

第十一條——（1）監事會為本會之
監察機關，負責監察理事會之運作，查核

帳目及提供有關意見，並設監事長一名，

副監事長及監事若干名，組成人員必須為

單數。

（2）監事會職權主要為：

a）監察理事會一切行政決策；

b）審核財政狀況及賬目。

（3）監事會會議須有過半數成員出
席，且經半數以上出席成員同意，始得通

過決議。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二條——本會之經費來源：

a）本會會員之入會基金及會費；

b）任何對本會之贊助及捐贈。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三條——本會的解散之決議，須

經理事會討論，並提交會員大會表決，再

經全體會員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贊同票

方可通過，而修改章程的決議，須獲出席

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方可通過。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於海島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6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64,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se encontra arquivado neste Cartório, sob 
o n.º 2, a fls. 21 do maço de documentos 
autenticados de constituição de associa-
ções e de instituição de fundações e suas 
alterações, referente ao ano de 2014, o 
contrato de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sem 
fins lucrativos, denominada, em português, 
Associação Chinesa para Cuidados de 
Saúde de Macau, em abreviatura, ACCSM, 
em chinês, 澳門中華醫療保健協會, e em in-
glês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Health Care 
of Macao, em abreviatura, CAHCM, com 
sede em Macau, na Rua de Pedro Couti-
nho, n.º 53, Edifício Coutinho, 1.º andar 
«J», a qual se rege pelos seguintes Estatu-
tos:

澳門中華醫療保健協會章程

第一章

法律性質和宗旨

第一條

名稱

本協會的中文名稱為澳門中華醫

療保健協會，葡文名稱為A s s o c i a ç ã o 
Chinesa para Cuidados de Saúde de 
M a c a u，簡稱A C C S M，英文名稱為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Health Care of 
Macao，簡稱 CAHCM。

第二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高地烏街53號高
地烏大廈1樓J，可透過會員大會決議，將
會址變更為任一其他地址。

第三條

法律性質和存續期

本會為一非牟利法人且存續期為不

確定。如因法律規定而導致本會消滅，

其財產將按會員大會之決議給予任一實

體。

第四條

宗旨

本會主要宗旨如下：

a）促進澳門衛生保健及推動澳門的
醫療衛生服務；



6022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 第 18 期 —— 2014 年 4 月 30 日

b）與其他具有類似宗旨的組織和機
構合作；

c）組織活動、會議、研討會、展覽、培
訓及其他活動，以促進澳門衛生保健及推

動澳門的醫療衛生服務；

d）與其他致力於將澳門發展成為健
康領域科學發展中心的實體合作；

e）開展健康領域的科學、慈善和教育
活動；

f）保障和維護會員利益，並拓展任何
其他協助會員活動的形式。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

入會條件

1. 所有自然人或法人在提出明確申請
後，被確認符合本章程規定者，均可被接

納為本協會會員。

2. 會員可以是創會會員、普通會員及
名譽會員。

3. 創會會員是簽署協會設立憑證的
會員。

4. 普通會員是指所有認同本會宗旨，
提出入會申請及獲理事會决議接受的自

然人或法人。

5. 名譽會員是指獲會員大會決議賦
予此資格的自然人或法人，以便其可透過

特別方式協助本會實現其宗旨。

第六條

會員的權利和義務

1. 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a）參加協會活動； 

b）參加會員大會； 

c）對協會章程規定之機關的職位具
有投票權、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d）對與本會章程所定宗旨有關之舉
措的實施提出建議；

e）參加及支持本會所組織的活動。

2. 本會會員具有以下義務： 

a）參加協會活動； 

b）遵守本章程的規定，以及本會內部
規章及本會機關作出的决定；

c）維護本會利益，不得作出任何有損
本會聲譽的行為；

d）認真行使因選舉或任命而獲得的
職務或職能；

e）及時繳納會費及須承擔的費用。

第七條

會員資格的喪失

通過以下方式失去會員資格：

a）主動放棄；

b）嚴重或屢次違反法律、本會章程
或規章制度規定的義務，經會員大會按照

本會章程中的規定作出决議後喪失會員

資格。

第三章

機關

第八條

機關

1. 本會設有以下機關： 

a）會員大會； 

b）理事會；

c）監事會。

2. 本會機關成員由會員大會選舉產
生，任期三年，可連任。

第九條

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關，
由所有充分享有權利的會員組成。

2. 每個會員具有一票投票權。

3. 會員大會的職權如下：

a）通過及修改章程；

b）選舉協會機關成員；

c）解任協會機關據位人；

d）核准每一財政年的年度報告、帳
目、資產負債表、財政預算和活動計劃；

e）確定協會入會費和會費；

f）對會員身份的喪失作出决議；

g）通過協會的內部規章；

h）對協會的消滅作出决議；及

i）就本協會其他機關的法定或章程
所規定的職責中未涵蓋的任何問題作出

决議。

第十條

主席團

1. 會員大會由三名成員組成之主席
團領導，包括一名主席、一名副主席及一

名秘書。

2. 如果主席缺席或因故不能視事，將
由副主席代替。

3. 如果確定主席和副主席同時缺席
或因故不能視事，將由監事會主席主持會

員大會，如果後者同樣缺席，將選出一個

在場的會員主持會員大會。

4. 如果秘書缺席大會，將由主席從在
場的會員中選出一人，執行其職能。

第十一條

主席團主席

主席團主席的職權如下：

a）召集會議，並指導會員大會的運
行；

b）在三十天的期限內，主持機關成員
就職儀式；

c）批示並簽署主席團文書。

第十二條

會議

1. 會員大會的平常會議：

a）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議，對預算和
活動計劃進行投票，並通過資產負債表和

賬目；

b）每隔三年召開一次，以便在協會機
關任期最後一年財政年度的年度報告、資

產負債表和賬目獲通過之後，進行選舉；

2. 會員大會的特別會議：

a）由主席召集；

b）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提出請求召
開；

c）應五分之一具有充分享有會員權利
的會員申請召開。 

第十三條

會議

1. 會員大會的召集應至少提前八天
通知所有正選會員，可通過掛號信、傳

真、電子郵件或任何其他可證明會員已收

取召集的書面方式作出。

2 . 在會議召集通知書中，應載明日
期、時間和地點，以及會議議程，且若在

會址有供查閱的文件，應一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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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運作

1. 第一次召集會員大會，若本會正選
會員多數出席會議，即可召開。第二次召

集會員大會，不論人數多少，在既定開始

會議議程之時一個小時後，即可召開會員

大會。

2. 當主席團主席認為必要，或應要
求，可在該日的工作內容之前或之後，留

出一段時間，介紹與本會利益相關的信息

通報。

第十五條

多數

1. 會員大會的决議由現場出席或委
派代表出席的正選會員之絕對多數明示

投票來作出。

2. 如果决議是關于協會章程的修改、
合併或領導人員的解任，需要有出席會員

人數四分之三的特定多數通過，如果决議

是關于協會的消滅，需要所有會員投票的

四分之三才可通過。

第十六條

理事會

1. 理事會由一名理事長及若干名副
理事長和理事組成，總人數須為單數。

2. 理事長負責確保本會的日常運轉，
副理事長和理事共同協助理事長執行其

職務。

第十七條

職權

1. 理事會負責管理本會日常事務，其
職權如下：

a）在法庭內外代表本會；

b）根據本章程確定之宗旨組織本會
之活動。

c）接收符合章程和規章要求的會員，
並對取消會員身份的申請作出决定；

d）製作平常預算、每一財政年度的活
動計劃及或有的補充預算並提交會員大

會通過。此外，還應向會員大會提交年度

報告、資產負債表及賬目； 

e）管理本會之資金，並就借貸和擔保
作出決議；

f）執行會員大會的决議；

g）向會員大會建議會員應繳納之會
費之金額；

h）招聘及解僱人員；

i）執行所有其他符合本會宗旨但又
不屬於本會其他機關職權範圍的管理行

為。

2. 理事會兩名成員共同簽署之文件，
方對本會產生約束力，其中一名成員應為

理事長，或當理事長缺席或因故無法視事

時，應由一名副理事長簽署，另外一名成

員可為任何一名副理事長。

第十八條 

監事會

1. 監事會是本協會的監察機關。

2. 監事會由三至十五名成員組成，包
括一名監事長、一至七名副監事長和一至

七名監事，總人數須為單數。

第十九條

職權

監事會的職權如下： 

a）監察本會的日常活動及財務管
理；

b）對理事會的年度財務報告提出意
見；

c）一旦發現在本會的管理中存在不
當事情，提出召集會員大會。

第二十條

任期

1. 本會的年度與歷年一致。

2. 協會機關職務的任期，不論選舉和
就職日期是何時，均於三年任期最後一年

的12月31日終止。

3. 但是這些機關的據位人將留任其
各自的職位直至選出他們的代任者為止。

第四章

財產和收入

第二十一條

財產

本會的財產由行使其職能過程中所

收到或取得的財物、權利及債務構成。

第二十二條

收入

本會收入來源包括會員入會費、會費

以及私人或公共實體進行的捐款、認捐、

捐贈、償付和資助，或任何以本協會為受

益人的其他合法形式的收入。

第五章

附則及過渡規定

第二十三條

解釋

有關本章程解釋之疑問，由理事會决

議解决，並須經下一次會員大會批准。

第二十四條

其他

本章程未列明之事宜，概依澳門特別

行政區現行法律規定執行。

私人公證員 白立基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Chinesa para Cuidados de 
Saúde de Macau

CAPÍTULO I

Natureza Jurídica e Fins

Artigo primeiro

Denominação

A a s s o c i a ç ão é d e s i g n a d a e m 
português Associação Chinesa para 
C u idado s de Saúde de M ac au, em 
abreviatura ACCSM, em chinês, 澳門
中華醫療保健協會, e em inglês,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Health Care of Macao, 
em abreviatura CAHCM. 

Artigo segundo

Sede

A Associação tem a sua sede em 
Macau, na Rua Pedro Coutinho, n.º 53, 
Edifício Coutinho, 1.º andar «J», a qual 
poderá ser transferida para qualquer 
outro local, mediante deliberação da 
Assembleia Geral.

Artigo terceiro

Natureza jurídica e duração

A Associação é uma pessoa colectiva 
sem fins lucrativos, que se constitui por 
tempo indeterminado e, no caso de se dis-
solver pelos motivos previstos na lei, o seu 
património reverterá a favor de qualquer 
entidade, conforme deliberação da Assem-
bleia Geral.

Artigo quarto

Fins

A Associação visa os seguintes objecti-
vos principais:

a) Promover os cuidados de saúde e ser-
viços de saúde em 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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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ooperar com outras organizações e 
instituições com objectivos similares;

c) Organizar eventos, conferências, sim-
pósios, exposições, treinos, entre outras 
actividades, com vista à promoção dos 
cuidados de saúde e serviços de saúde em 
Macau;

d) Cooperar com outras entidades no 
desenvolvimento de Macau como centro 
de desenvolvimento científico na área da 
saúde;

e) Desenvolver actividades científicas, 
filantrópicas e educacionais na área da saú-
de;

f ) Assegurar e defender os interesses 
dos Associados, bem como desenvolver 
quaisquer outras formas de auxílio à sua 
actividade.

CAPÍTULO II

Dos Membros

Artigo quinto

Condições de admissão

Um. Podem ser admitidos como Asso-
ciados todas as pessoas singulares ou co-
lectivas que, após expressa solicitação para 
o efeito, sejam admitidos como membros 
de harmonia com os presentes Estatutos.

Dois. Os Associados podem ser funda-
dores, ordinários e honorários.

Três. São Associados fundadores os que 
tiverem subscrito o título constitutivo da 
Associação.

Quatro. Associados ordinários são todas 
as pessoas singulares ou colectivas que, 
identificando-se com os fins da Associação, 
requeiram a sua inscrição, e esta seja aceite 
por deliberação da Direcção.

Cinco. São Associados honorários as 
pessoas singulares ou colectivas que a As-
sociação, por deliberação da Assembleia 
Geral, atribua essa qualidade, em virtude 
de poderem, de forma especial, ajudar a 
Associação na prossecução dos seus fins. 

Artigo sexto

Direitos e deveres dos associados

Um. Os Associados têm o direito de:

a) Participar na vida da Associação;

b) Participar na Assembleia Geral;

c) Votar, eleger e ser eleito para os car-
gos dos órgãos estatutários da Associação;

d) Formular propostas para a realização 
de iniciativas que se integrem nos objecti-
vos estatutários;

e) Participar e apoiar as actividades or-
ganizadas pela Associação.

Dois. Os Associados têm o dever de: 

a) Participar na vida da Associação; 

b) Respeitar as disposições destes Es-
tatutos e bem assim, os Regulamentos In-
ternos e as decisões dos órgãos sociais da 
Associação;

c) Zelar pelos interesses da Associação, 
não podendo praticar quaisquer actos que 
prejudiquem o seu bom-nome;

d) Desempenhar com zelo os cargos ou 
funções para os quais tenham sido eleitos 
ou designados;

e) Satisfazer atempadamente as quotas e 
os encargos a que estejam obrigados.

Artigo sétimo

Perda da qualidade de associado

A qualidade de membro perde-se por:

a) Renúncia;

b) Violação grave ou reiterada dos deve-
res legais, estatutários ou regulamentares, 
após deliberação da Assembleia Geral de 
acordo com os termos constantes dos Esta-
tutos.

CAPÍTULO III

Dos órgãos

Artigo oitavo

Órgãos

Um. São órgãos da Associação: 

a) A Assembleia Geral; 

b) A Direcção;

c) O Conselho Fiscal. 

Dois. Os membros dos órgãos sociais são 
eleitos pela Assembleia Geral para manda-
tos de três anos, renováveis.

Artigo nono

Assembleia Geral

Um. A Assembleia Geral é o órgão su-
premo da Associação, e é constituída por 
todos os Associados em pleno uso dos seus 
direitos.

Dois. Cada membro tem direito a um 
voto.

Três. À Assembleia Geral compete: 

a) Aprovar e alterar os Estatutos;

b) Eleger os membros dos órgãos sociais; 

c) Destituir titulares dos órgãos sociais;

d) Aprovar o relatório anual, contas, ba-
lanço, orçamento e plano de actividades de 
cada exercício;

e) Fixar jóias e quotas da Associação;

f) Deliberar sobre a perda da qualidade 
de associado;

g) Aprovar os regulamentos internos da 
Associação; 

h) Deliberar sobre extinção da associa-
ção; e

i) Deliberar sobre quaisquer matérias 
que não estejam compreendidas nas atri-
buições legais ou estatutárias de outros 
órgãos da Associação.

Artigo décimo

Mesa

Um. A Assembleia Geral é dirigida por 
uma mesa constituída por três elementos, 
um Presidente, um Vice-Presidente e um 
Secretário.

Dois. O Presidente será substituído, nas 
suas faltas ou impedimentos, pelo Vice-
-Presidente.

Três. Verificando-se a falta ou impe-
dimento simultâneos do Presidente e do 
Vice-Presidente, presidirá à Assembleia 
Geral o Presidente do Conselho Fiscal ou 
faltando este, o associado presente que for 
para o efeito escolhido.

Quatro. Se faltar o Secretário o Pre-
sidente convidará de entre os presentes, 
quem deva desempenhar as funções.

Artigo décimo primeiro

Presidente da Mesa

Compete em especial ao Presidente:

a) Convocar as reuniões e dirigir o fun-
cionamento da Assembleia Geral;

b) Empossar os associados para os ór-
gãos sociais, no prazo de 30 dias; e

c) Despachar e assinar o expediente da 
mesa.

Artigo décimo segundo

Reuniões

Um. A Assembleia Geral reunirá ordi-
nariamente:

a) Uma vez por ano, para votação do or-
çamento e plano de actividades, bem como 
para aprovação do balanço e contas; 

b) De 3 em 3 anos, após a aprovação do 
relatório anual, balanço e contas referente 
ao último exercício do mandato dos órgãos 
sociais, para eleições.  

Dois. A Assembleia Geral reunirá extra-
ordinariamente:

a) Por iniciativa do Preside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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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Por solicitação da Direcção ou do 
Conselho Fiscal;

c) A requerimento de um quinto dos 
membros em pleno gozo de direitos.

Artigo décimo terceiro

Reuniões

Um. As convocatórias das reuniões da 
Assembleia Geral serão feitas através de 
carta registada, fax, correio electrónico, ou 
qualquer outro meio escrito, que permita 
comprovar a recepção da convocatória, di-
rigidas a todos os associados efectivos com 
a antecedência mínima de oito dias. 

Dois. Das convocatórias constarão o dia, 
a hora e o local, assim como a ordem de 
trabalhos e a indicação dos documentos 
que se encontram na sede para consulta, se 
existirem. 

Artigo décimo quarto

Funcionamento

Um. A Assembleia Geral funcionará em 
primeira convocatória quando estejam pre-
sentes a maioria dos seus associados efec-
tivos e em segunda, com qualquer número, 
decorrida uma hora da designada para o 
início dos trabalhos.

Dois. Quando o entender, ou a requeri-
mento, pode o presidente da mesa, antes 
ou depois da ordem do dia, conceder um 
período de tempo, que fixará, para serem 
apresentadas comunicações de interesse 
para a Associação.

Artigo décimo quinto

Maiorias

Um . As deliberações da Assembleia 
Geral são tomadas por maioria absoluta de 
votos expressos dos associados efectivos, 
presentes ou representados.

Dois. Caso as deliberações respeitem à 
alteração dos estatutos, à fusão ou à des-
tituição de dirigentes, exigir-se-á maioria 
qualificada, de três quartos do número de 
associados presentes, ou de três quartos dos 
votos de todos os associados, se a delibera-
ção respeitar à dissolução da Associação.

Artigo décimo sexto

Direcção

Um. A Direcção é constituída por um 
número ímpar de membros entre três a 
quinze membros, sendo um Presidente, um 
a sete Vice-Presidentes e um a sete Vogais.

Dois. O Presidente da Direcção assegu-
ra o regular funcionamento da Associação, 
sendo que os Vice-presidentes e os Vogais 
coadjuvam o Presidente no exercício das 
suas funções. 

Artigo décimo sétimo

Competência

Um. Compete à Direcção gerir os assun-
tos ordinários da Associação, designada-
mente: 

a) Representar a Associação, em juízo e 
fora dele;

b) Coordenar a actividade da Associa-
ção de acordo com os fins definidos nos 
presentes Estatutos;

c) Admitir os associados que preencham 
os requisitos estatutários e regulamentares 
e decidir sobre os pedidos de exoneração;

d) Elaborar e submeter à aprovação da 
Assembleia Geral o orçamento ordinário 
e plano de actividades de cada exercício e 
eventuais orçamentos suplementares, bem 
como apresentar-lhe o relatório anual, o 
balanço e as contas;

e) Administrar os fundos da Associação 
e deliberar sobre a contracção de emprésti-
mos e prestação de garantias;

f) Dar cumprimento às deliberações da 
Assembleia Geral;

g) Propor à Assembleia Geral o montan-
te das quotas a pagar pelos Associados;

h) Admitir e despedir pessoal;

i) Praticar todos os demais actos de 
gestão adequados aos fins da Associação 
e que não sejam da competência de outros 
órgãos.

Dois. Para que a Associação fique obri-
gada, são necessárias as assinaturas de 
dois membros da Direcção, uma das quais 
deverá ser a do Presidente, ou, na sua falta 
ou impedimento, a de um Vice-Presidente, 
em conjunto com qualquer outro Vice-
-Presidente.

Artigo décimo oitavo

Conselho Fiscal

Um. O Conselho Fiscal é o órgão fiscali-
zador da Associação.

Dois. O Conselho Fiscal é constituído 
por um número ímpar de membros entre 
três a quinze membros, sendo um Presi-
dente, um a sete Vice-Presidentes e um a 
sete Vogais.

Artigo décimo nono

Competência

Compete ao Conselho Fiscal:

a) Fiscalizar as actividades e a gestão 
financeira corrente da Associação;

b) Formular parecer sobre o relatório de 
contas anual da Direcção;

c) Requerer a convocação da Assembleia 
Geral, sempre que verifique irregularidade 
na gestão da Associação.

Artigo vigésimo

Mandatos

Um. O ano social coincide com o ano 
civil.

Dois. O mandato dos órgãos associativos 
termina em 31 de Dezembro do último ano 
do triénio para que sejam eleitos, indepen-
dentemente das datas da eleição e tomada 
de posse.

Três. Os titulares manter-se-ão, no en-
tanto, nos respectivos cargos até à eleição 
dos que os hajam de substituir.

CAPÍTULO IV

Património e Receitas

Artigo vigésimo primeiro

Património

O património da Associação é constituído 
pelos bens, direitos e obrigações que re-
ceba ou adquira no exercício das suas fun-
ções.

Artigo vigésimo segundo

Receitas

Constituem receitas da Associação as 
jóias, quotas e quaisquer donativos, subs-
crições, contribuições, doações, compar-
ticipações e subsídios atribuídos por enti-
dades privadas ou públicas, ou quaisquer 
outros meios legais em seu benefício. 

CAPÍTULO V

Disposições Finais e Transitórias

Artigo vigésimo terceiro

Interpretação

As dúvidas de interpretação relativa-
mente a estes Estatutos são resolvidos por 
deliberação da Direcção, sujeita a ratifica-
ção na primeira Assembleia Geral seguin-
te. 

Artigo vigésimo quarto

Outros

Nos casos omissos nos presentes Estatu-
tos aplicam-se as normas legais vigentes n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15 de 
Abril de 2014. — O Notário, Pedro Bran-
co.

（是項刊登費用為 $9,29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9 2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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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地產經紀人協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組織社團

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五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3/2014檔案組內，並登記第
1號“獨立文書及其他文件登記簿冊”內，
編號為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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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地產經紀人協會 

章程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一條

（名稱，性質及期限）

“澳門地產經紀人協會”，葡文名

稱：Associação de Agentes Imobiliários 
de Macau（以下簡稱“本會”），屬非牟
利社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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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設於澳門氹仔米尼奧街393鴻發
花園商場地下A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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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的宗旨為：

1）聯合和團結澳門地產經紀人及其
業界，擁護、支持“一國兩制”和“愛國愛

澳”； 

2）聯合和團結澳門地產經紀業之行
政管理人員、經紀人及其業界，推動澳門

地產業的發展，為澳門的經濟繁榮、社會

穩定作貢獻；

3）作為會員的溝通渠道，維護會員合
法、合理權益；

4）推動澳門地產經紀人及其業界參
與澳門慈善、公益事業，並提高澳門地產

經紀業之行政管理人員、經紀人及其業

界的社會地位。

第二章

組織與會員資格

第四條

（會員）

一、凡在澳門持有房地產經紀人准照

的個人，均可申請加入本會會員；

二、申請時應填具入會申請書，並繳

納會費，經理事會審核通過。

第五條

（組織）

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六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除行使法律所賦予之權限及章程規定之

權力外，亦負責制定和修改本會章程；選

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和監事會的成

員；審議理事會和監事會所提交之年度工

作報告、財務報告及意見書，以及決定會

務方針。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設會長一人、副會

長若干人，由會員大會選舉選任，每屆任

期為三年，並可連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平常會

議，由會長召集和主持會議。會員大會之

召集須最少會議前八天以掛號信或書面

簽收方式給予會員通知，召集書內須載明

會議日期、時間、地點和議程。

四、在必要的情況下，應會員大會會

長、理事會或不少於三分之一會員聯名之

請求，亦得召開特別會議。

五、會員大會必須在至少半數會員出

席的情況下方可作出決議，如不足半數，

則三十分鐘後在同一地點召開之會議視

為第二次召集之會議。

六、經第二次召集之會員大會，不論

出席會員人數多少均可依法行使會員大

會職權。

七、會員大會的決議必須獲得過半數

出席會員的同意才能通過，但法律另有規

定的事項除外。

第七條

（理事會）

一、除行使法律所賦予之權限及章程

規定之權力外，理事會還負責本會行政管

理執行機關，並向會員大會負責。

二、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五人或以

上成員組成，但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其

中包括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和理事若干

名。

三、理事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對外作

出行為或發表意見，但理事長或經理事長

授權的一名或若干名成員除外。

四、理事會的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第八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是本會監察機構，除行使

法律所賦予之權限及章程規定之權力外，

還監督理事會工作，查核本會之財產及編

製年度監察活動報告。

二、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三人或以

上成員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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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出行為或發表意見。

四、監事會的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第九條

（經費）

本會經費財政收入來自會員會費、第

三者給予的贊助、不附帶任何條件的捐獻

以及公共或私人機構和實體的資助。

第十條

（附則）

一、在本會章程之修改及解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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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章程如有未盡善處，均按澳門

法律辦理。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私人公證員 黃顯輝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9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97,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地產中介人推廣協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組織社團

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五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2/2014號檔案組內，並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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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1號“獨立文書及其他文件之登記簿
冊”內，編號為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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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地產中介人推廣協會 

章程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一條

（名稱，性質及期限）

“澳門地產中介人推廣協會”，葡文

名稱：Associação de Promoção de Me-
diadores Imobiliários de Macau（以下簡
稱“本會”），屬非牟利社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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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設於澳門氹仔米尼奧街393鴻發
花園商場地下A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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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的宗旨為：

1）聯合和團結澳門地產中介人及其
業界，擁護、支持“一國兩制”和“愛國愛

澳”； 

2）聯合和團結澳門地產中介業之行
政管理人員、中介人及其業界，推動澳門

地產業的發展，為澳門的經濟繁榮、社會

穩定作貢獻；

3）作為會員的溝通渠道，維護會員合
法、合理權益；

4）推動澳門地產中介人及其業界參
與澳門慈善、公益事業，並提高澳門地產

中介業之行政管理人員、中介人及其業界

的社會地位。

第二章

組織與會員資格

第四條

（會員）

一、本會會員分為團體會員及個人會

員。

二、本會會員申請資格如下：

1）個人會員：凡在澳門持有房地產中
介人准照的個人，均可申請加入本會為個

人會員；

2）團體會員：凡在澳門持有房地產
中介准照的法人，均可申請加入為團體會

員。

三、申請時應填具入會申請書，並繳

納會費，經理事會審核通過。團體會員應

推派代表一人，以行使會員權利。

  
第五條

（組織）

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六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除行使法律所賦予之權限及章程規定之

權力外，亦負責制定和修改本會章程；選

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和監事會的成

員；審議理事會和監事會所提交之年度工

作報告、財務報告及意見書，以及決定會

務方針。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設會長一人、副會

長若干人，由會員大會選舉選任，每屆任

期為三年，並可連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平常會

議，由會長召集和主持會議。會員大會之

召集須最少會議前八天以掛號信或書面

簽收方式給予會員通知，召集書內須載明

會議日期、時間、地點和議程。

四、在必要的情況下，應會員大會會

長、理事會或不少於三分之一會員聯名之

請求，亦得召開特別會議。

五、會員大會必須在至少半數會員出

席的情況下方可作出決議，如不足半數，

則三十分鐘後在同一地點召開之會議視

為第二次召集之會議。

六、經第二次召集之會員大會，不論

出席會員人數多少均可依法行使會員大

會職權。

七、會員大會的決議必須獲得過半數

出席會員的同意才能通過，但法律另有規

定的事項除外。

第七條

（理事會）

一、除行使法律所賦予之權限及章程

規定之權力外，理事會還負責本會行政管

理執行機關，並向會員大會負責。

二、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五人或以

上成員組成，但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其

中包括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和理事若干

名。

三、理事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對外作

出行為或發表意見，但理事長或經理事長

授權的一名或若干名成員除外。

四、理事會的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第八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是本會監察機構，除行使

法律所賦予之權限及章程規定之權力外，

還監督理事會工作，查核本會之財產及編

製年度監察活動報告。

二、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三人或以

上成員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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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出行為或發表意見。

四、監事會的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第九條

（經費）

本會經費財政收入來自會員會費、第

三者給予的贊助、不附帶任何條件的捐獻

以及公共或私人機構和實體的資助。

第十條

（附則）

一、在本會章程之修改及解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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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章程如有未盡善處，均按澳門

法律辦理。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私人公證員 黃顯輝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6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63,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旅澳泰國人仕佛教協會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documento n.º 12 arquivado neste Car-
tório no maço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f)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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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do Notariado 
com o n.º 1/2014/ASS, foi constituída neste 
Cartório a Associação com a denominação 
em epígrafe, conforme consta do documen-
to anexo.

旅澳泰國人仕佛教協會

章程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旅澳泰國人仕佛教

協會”。

第二條

宗旨

本會宗旨：弘揚泰國佛教信仰，通過

舉辦相關的交流活動，凝聚澳門各界，大

力推動、弘揚泰國佛教文化，關懷社群，

參與社會服務，發展社會團結活動。

第三條

會址

會址設於澳門南灣里16號海天大廈
地下。

第四條

會員類別

本會會員分有正式會員及普通會員兩

種類別。

第五條

普通會員

凡認同本會宗旨及願意遵守本會章

程之人士，均可申請成為本會普通會員，

經本會理事會審核認可，在繳納入會會費

後，即成為普通會員。

第六條

普通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普通會員有權參加本會舉辦之

一切活動，有權對本會的會務提出批評和

建議，會員有退會的自由，但應向理事會

提出書面申請。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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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合作，

按時繳納會費及其他應付之費用，不得作

出任何有損害本會聲譽之行為。

第七條

正式會員

本會創會首屆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

事會所有成員，均為本會正式會員。

第八條

加入正式會員

任何人士加入本會成為普通會員滿三

年後，由三位正式會員推薦，經本會理事

會審核認可，交會員大會通過批准後，可

成為正式會員。

第九條

正式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正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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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應向理事會提出書面申請。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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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合作，

按時繳納會費及其他應付之費用，不得作

出任何有損害本會聲譽之行為。

第十條

組織架構

本會的組織架構為包括會員大會、理

事會及監事會。

第十一條

法律規範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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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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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之職權為：修改本會

章程及內部規章；制定本會的活動方針；

審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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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必要情況下

應理事會或不少於五分之一會員以正當理

由提出要求，亦得召開特別會議，會員大

會據位人或主席團成員每屆任期三年。

（四）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以

掛號信方式為之，或最少提前八日透過簽

收之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

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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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屆任期三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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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之職權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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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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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屆任期三年。

（二）監事會之職權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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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收支及檢查一切賬目及單據之查對；審

查本會之一切會務進行情形及研究與促

進會務之設施。

第十四條

經費

本會經費的主要源於會費或各界人士

的贊助捐款，有需要時得由理事會決定籌

募之。

第十五條

章程修改

本章程的修改，須獲全體正式會員四

分之三贊同票方能通過。

第十六條

解散

解散本會的決議，須獲全體正式會員

四分之三贊同票。

第十七條

法律規範

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概依澳門現行

法律執行。

私人公證員 潘民龍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16 
de Abril de 2014. — O Notário, Manuel 
Pint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31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317,00)



N.º 18 — 30-4-2014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II SÉRIE 6029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泰國佛教聯誼協進會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documento n.º 11 arquivado neste Car-
tório no maço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f)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do Notariado 
com o n.º 1/2014/ASS, foi constítuida neste 
Cartório a Associação com a denominação 
em epígrafe, conforme consta do documento 
anexo. 

澳門泰國佛教聯誼協進會

章程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泰國佛教聯誼

協進會”。

第二條

宗旨

本會宗旨：弘揚泰國佛教文化，通過

舉辦相關的交流活動，凝聚澳門各界，促

進及進行一切社會公益活動及宗教工作。

第三條

會址

會址設於氹仔北京街湖畔大廈第三

座26樓E。

  第四條

會員類別

本會會員分有正式會員及普通會員兩

種類別。

第五條

普通會員

凡認同本會宗旨及願意遵守本會章

程之人士，均可申請成為本會普通會員，

經本會理事會審核認可，在繳納入會會費

後，即成為普通會員。

第六條 

普通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普通會員有權參加本會舉辦之

一切活動，有權對本會的會務提出批評和

建議，會員有退會的自由，但應向理事會

提出書面申請。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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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合作，

按時繳納會費及其他應付之費用，不得作

出任何有損害本會聲譽之行為。

第七條

正式會員

本會創會首屆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

事會所有成員，均為本會正式會員。

第八條

加入正式會員

任何人士加入本會成為普通會員滿三

年後，由三位正式會員推薦，經本會理事

會審核認可，交會員大會通過批准後，可

成為正式會員。

第九條

正式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正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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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應向理事會提出書面申請。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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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合作，

按時繳納會費及其他應付之費用，不得作

出任何有損害本會聲譽之行為。

第十條

組織架構

本會的組織架構為包括會員大會、理

事會及監事會。

第十一條

法律規範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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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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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之職權為：修改本會

章程及內部規章；制定本會的活動方針；

審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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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必要情況下

應理事會或不少於五分之一會員以正當理

由提出要求，亦得召開特別會議，會員大

會據位人或主席團成員每屆任期三年。

（四）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以

掛號信方式為之，或最少提前八日透過簽

收之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

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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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屆任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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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之職權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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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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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屆任期三年。

（二）監事會之職權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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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收支及檢查一切賬目及單據之查對；審

查本會之一切會務進行情形及研究與促

進會務之設施。

第十四條 

經費

本會經費的主要源於會費或各界人士

的贊助捐款，有需要時得由理事會決定籌

募之。

第十五條 

章程修改

本章程的修改，須獲全體正式會員四

分之三贊同票方能通過。

第十六條 

解散

解散本會的決議，須獲全體正式會員

四分之三贊同票。

第十七條 

法律規範

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概依澳門現行

法律執行。

私人公證員 潘民龍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11 de 
Abril de 2014. — O Notário, Manuel Pin-
t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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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友誼桌球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六日起，

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

案組1號68/2014。

澳門友誼桌球會之修改章程

（一）宗旨

1. 維持不變

2. 維持不變

3. 本會地址：澳門友誼大馬路1023號
南方大廈2樓A-D室。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六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30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04,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悠閒桌球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六日起，

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

案組1號67/2014。

澳門悠閒桌球會之修改章程

（一）宗旨

1. 維持不變

2. 維持不變

3. 本會地址：澳門友誼大馬路1023號
南方大廈2樓A-D室。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六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30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04,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洪湖體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1號70/2014。

澳門洪湖體育會之修改章程

（一）宗旨

1. 維持不變

2. 維持不變

3. 本會地址：澳門友誼大馬路1023號
南方大廈2樓A-D室。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30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04,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廣西欽州聯誼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1號71/2014。

澳門廣西欽州聯誼會修改章程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沙梨

頭麻子街19號B煒華大廈地下。

第四條——本會為配合會務發展需

要，經理事會同意，會址可遷往澳門任何

地方。

第六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主席團設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人，最

少三人單數成員組成。

（二）維持不變。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由會

長負責召開，大會之召集須至少提前8天
以掛號信或以簽收方式通知各會員，召

集書應載明開會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

程。如有需要，理事會可要求或不少於三

分之一會員以書面要求，而召開特別會員

大會，但出席會員大會會員人數，必須超

過半數以上方能生效。

（四）維持不變。

（五）維持不變。

（六）維持不變。

（七）維持不變。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58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88,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曙光體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1號69/2014。

澳門曙光體育會修改章程

（一）宗旨

1. 維持不變

2. 維持不變

3. 本會地址：澳門慕拉士大馬路238-
251號富大工業大廈1樓A-G座。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30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04,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中藥研究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74/2014。

澳門中藥研究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訂定之中文名稱為

“澳門中藥研究會”；葡文名稱為“A s-
sociação dos Profissionais da Farmaco-
peia Tradicional Chinesa, de Macau”，
以下簡稱「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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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本會會址：澳門高士德大

馬路71號德敏大廈一樓B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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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政府相關部門制定有關澳
門中醫藥的法例、法規，並為衛生局及立

法部門在訂定中醫藥法規時提供專業意

見；

（2）策劃中醫藥人員培訓課程，定期
向社會推廣中醫藥訊息；

（3）在本澳開展中醫藥的宣傳及學
術交流，與各有關學術團體或其他組織緊

密合作，從而促進和推廣澳門的中醫藥活

動，對外加強與國際間同類型組織或團體

學術交流；

（4）加強會員之間的溝通，促進互
助，促進業界友誼與發展；

（5）定期舉辦學術研究會及參加其
他同類型組織或團體舉辦的中醫藥研究

活動；

（6）出版相關中醫藥研究刊物。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會員資格：凡中醫藥的專

業研究者，在中藥房工作者，經營中藥房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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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分為個人

會員、商店會員。

第五條——會員權利：

（1）出席會員大會，並在會上參與討
論會務與進行表決；

（2）組成會內各部門的成員，享有投
票權，以及被選舉擔任會內任何職務；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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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對會務有批評和建議權。

第六條——會員義務

（1）遵守本會會章、內部規章以及執
行和服務會員大會和理事會的決議事項；

（2）維護本會的聲譽，參與推動會務
之發展及按規定繳納會費。

第七條——處分：

對違反本會會章、損害本會權益及聲

譽的會員，理事會經查證核實後，將按事

件的嚴重程度而對該會員施以警告、勸諭

退會或開除會籍等處分。

第八條——主動要求退會者，應提前

一個月以書面形式通知理事會，並須繳清

欠交本會的款項；停交一年會費或以上

者，則作退會論。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九條——本會組織：

本會的內部管理部門為：

（1）會員大會

（2）理事會

（3）監事會

第十條——組織選舉：

會內各管理部門的成員均在會員大

會中享有選舉及被選舉出之權利，經選出

之管理部門成員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次數不限。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組成及運作

方式：

（1）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
關，由全體享有權利之正式會員所組成；

（2）會員大會由主席團主持，而主席
團則設會長一名，副會長若干名及秘書一

名。會長負責主持會員大會工作；

（3）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以審議
及表決理事會所提交之工作報告帳目，並

聽取監事會意見，以及按時選出會內各部

門的成員；

（4）必要時經理事會提出，可召開特
別會員大會；

（5）會員如不能參加大會，可依法律
規定委託其他會員代表出席；

（6）大會之召集需最少提前八日以
掛號信方式或透過簽收方式而為之，召集

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

程。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的權限：

（1）擬定會務方針及討論與決定重
大事務；

（2）選定產生各管理部門的成員；

（3）通過、修訂及更改會章及內部規
章；

（4）商討、審議及通過理事會所提交
之工作報告，以及聽取監事會相關之意

見。

第十三條——理事會組成、召集及運

作：

（1）理事會由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
若干名，理事若干名，總人數為單數；

（2）理事會每月召開平常會議一次；

（3）理事會會議由理事長負責通知
和召集；

（4）理事會會議須在多於半數成員
出席時，方進行議決；

（5）會議之任何議案，須獲得與會者
的絕對多數票贊成方能通過。

第十四條——會長特定職權為：

（1）在理事會議表決時，當贊成與反
對票數相同，具有決定性之一票；

（2）執行一切在本會宗旨範圍內的
事宜，對外代表本會代言；

（3）如會長出勤時，由一位副會長代
表上述職權。

第十五條——理事長的特定職權為：

（1）召集和主持所有理事會會議；

（2）領導本會的各項行政工作；

（3）與秘書共同簽署會議記錄；

（4）履行與本身職位相稱之一切工
作；

（5）如理事長出勤時，由一位副理事
長代表上述職權。

第十六條——監事會的組成：

監事會為本會的監察部門，由三名或

以上之單數成員組成。

第十七條——監事會的召集及運作：

（1）監事會每年召開常務會議一次。

（2）監事會會議須有過半數成員及
監事長出席時，方可進行議決。議決結果

須有出席者絕對多數票贊成方可通過。

第十八條——監事會的權限：

（1）督導理事會之一切工作；

（2）監督會員遵守本機構章程內部
規章；

（3）定期審查本會的帳目和核對本
會的資產；

（4）監督會員大會決議案的執行情
況；

（5）就理事會所提交的帳目及編制
年度報告制定意見呈交會員大會。

第四章

帳務管理

第十九條——收入：

會費，並接受會員、政府機關及社會

各界熱心市民與團體企業的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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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收益、資產及結餘：

本會會費之收益、資產和結餘，只能

運用於推廣其宗旨上。

第二十一條——賬務帳簿：

本會須設置財務開支帳簿，理事會須

確保所有開支帳目受監事會成員監察，並

須將財務帳簿每年一次呈交監事會查核。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二條——章程的修改和本會的

解散：

本會章程的修改權和本會的解散權

屬會員大會的權力範圍。該等會員大會按

照本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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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修訂議案之決議，必須得到
出席會員人數四分之三贊成票數通過，方

可有效；

（3）解散本會之議案，必須得到全體
會員人數四分之三贊成票數通過，方可有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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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條——內部規章：

（1）本會設有內部規章，規範本會在
行政管理及帳務運作上的細則事項，有關

條文經會員討論和通過後，將公佈執行。

（2）章程之解釋：本章程各條款之
解釋權歸理事會所有。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2,99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992,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祥和體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75/2014。

澳門祥和體育會之修改章程

（一）宗旨

1. 維持不變

2. 維持不變

3. 本會地址：澳門友誼大馬路1023號
南方大廈2樓A-D室。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30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04,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濠江釣魚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76/2014。

澳門濠江釣魚會之修改章程

（一）宗旨

1. 維持不變

2. 維持不變

3. 本會地址：澳門慕拉士大馬路238-
251號富大工業大廈1樓A-G座。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30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04,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綠川體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77/2012。

澳門綠川體育會之修改章程

（一）宗旨

1. 維持不變

2. 維持不變

3. 本會地址：澳門友誼大馬路1023號
南方大廈2樓A-D室。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30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04,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成功體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79/2014。

澳門成功體育會之修改章程

（一）宗旨

1. 維持不變

2. 維持不變

3. 本會地址：澳門友誼大馬路1023號
南方大廈2樓P-V室。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30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04,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世豪體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80/2014。

澳門世豪體育會之修改章程

（一）宗旨

1. 維持不變

2. 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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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會地址：澳門青洲河邊馬路跨境
工業區跨境工業大樓5樓I座。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30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04,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黃河釣魚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81/2014。

澳門黃河釣魚會之修改章程

（一）宗旨

1. 維持不變

2. 維持不變

3. 本會地址：澳門慕拉士大馬路238-
251號富大工業大廈1樓A-G座。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30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04,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成就體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78/2014。

澳門成就體育會之修改章程

（一）宗旨

1. 維持不變

2. 維持不變

3. 本會地址：澳門連勝街白鴿巢麗豪
花園6-8號地下。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30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04,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專業導遊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一日

存檔於本署2014/A S S/M2檔案組內，編
號為114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一章

第一條——名稱和會址

本會定名為“澳門專業導遊協

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Guia 
Tu r í s t i c o d e M a c a u”，英文名稱為
“Macau Tourist Guide Association”
（簡稱M ATGA），為一不牟利社團，受
本組織章程及本澳適用於法人現行法例

管轄。

會址：澳門羅理基博士大 馬路

6 0 0 B - 6 0 0 C第一國際商業中心一樓
P106；

第二章

第五條——會員類別

A. 正會員：

凡具第四條所指的資格，得為正會

員。

B. 名譽會員：

凡從事旅遊，導遊行列人士，年滿

十八歲，不分國籍、地區，有志同德同心，

共同發展導遊業人士，均可申請入會。一

經批核，可即成為名譽會員。

第七條——會籍之取消

1）不變。

2）不變。

3）對破壞本會聲譽，損害本會利益及
以權謀私者。

4）在規定繳交會費之期間，逾期三個
月者，經書面通知或通告聲明，但於收到

通知書後七天期內仍不予理會者。取消會

員之會籍需由理事會建議及表決通過並

由會長作出確認，即時生效。不服從裁決

者，必須於裁決後十五天內向監事會提出

書面上訴。對故意破壞本會聲譽及損壞本

會利益者，本會有權採取法律行動進行追

究。

第四章

第九條——本會由下列機構組成

1）永遠創會會長、主席及副主席；

2）不變。

3）不變。

4）不變。

第十條——永遠創會會長、主席及副

主席

主席及副主席由對本會有特殊貢獻，

有影響力的人士擔任。主席及副主席為終

身制。其職責為：對外依照本會宗旨，代

表本會，參加社會活動。

為表達對創會會長之巨大貢獻，特設

立此職位以期繼續協助本會發展，其職能

包括指導會員大會各成員工作，協調社會

各界，對外代表本會。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

1）不變。

2）a）不變。

b）不變。

c）不變。

d）當會長缺席時，由永遠創會會長、
副會長按序代其職責；缺席須以書面確

實。

第十三條——監事會

1）不變。

2）不變。

3）監事會由三人或以上組成，設監事
長一名，副監事長一名，秘書一名。由監

事會成員互選產生，秘書當然兼任會員大

會秘書。

4）不變。

5）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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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一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40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400,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粵方言學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六日

存檔於本署2014/A S S/M2檔案組內，編
號為117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六條第一款——理事會為會員大會

休會期間之執行機構，由理事會成員互選

產生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兩名及理事數

名而組成，總人數為單數，下設秘書、財

政、學術等部。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33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3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博彩企業員工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七日

存檔於本署2014/A S S/M2檔案組內，編
號為124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二條——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黑沙環馬場海邊馬路

64號利昌工業大廈一樓，本會亦可根據需
要，通過理事會之決議將會址遷至澳門任

何其他地方。

第八條——會員大會

二 .  會員大會主席團由三人或以上
組成，但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設主席

一名，副主席若干名，由會員大會選舉產

生，任期兩年，並由正、副主席召集和主

持會議。

第十條——監事會

二. 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不少於三
名成員所組成，但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

其中包括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和監事若

干名。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49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99,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青年工商研創促進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修改

章程的文本自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七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2014年社團及財團儲存
文件檔案”第1/2014/ASS檔案組第32號，
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青年工商研創促進會

修改社團章程

根據澳門青年工商研創促進會2013
年度會員大會於2013年10月20日的決議，
修改該會章程之第一條、第二條、第三條

及第十三條，其修改內容如下：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青年創

意創業協進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Juvenil para o Avanço do Empreende-
dorismo Inovador de Macau”，英文名
稱為“Macao Yout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Innovative Entrepre-
neurship”。

第二條——本會宗旨是是致力啟發

青年創意創業思維，開展中小企工商業專

題研究工作，鼓勵青年與成功創業人士交

流，組織參與本澳、外地的會議展覽，增

加對各行業的了解，支持特區政府扶助中

小企業發展的施政方針，配合澳門產業適

度多元的發展方向，透過多元化發展的交

流平台讓青年人自強，努力提昇自我，以

創意創造事業，創造充實豐富的人生。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在澳門黑沙灣

海邊馬路45號保利達中心5樓D座，在需要
時可遷往其他地方及設立分區辦事處。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

次，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會員

大會。會員大會的召集，至少提前八天透

過掛號信方式召集。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

之日期、時間、地點和議程。如會議當日

出席人數不足半數，於半小時後作第二次

召集，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寡，亦可召開

會議。會員大會決議時除另有法律規定

外，須獲出席會員絕對多數票贊同方為有

效。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

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或延長法人

存續期的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

贊同票。

其餘章程不變。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七日於海島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76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764,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Maria Amélia António, notária priva-
da com escritório na Avenida da Praia 
Grande, n.º 429, 25.º andar,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deliberação 
aprovada na Reunião da Assembleia Geral 
da «Associação Comercial França - Ma-
cau», realizada no dia 11 de Abril de 2013, 
constante do respectivo livro de actas, que 
me foi exibido, foram alterados os estatu-
tos da associação, cuja redacção actual, na 
sua versão em língua Chinesa, se anexa ao 
presente certificado.

章程

第一條

（名稱）

本商會的名稱為「法國——澳門商

會」，葡文名稱“Associação Comercial 
França-Macau”，法文名稱“Association 
Commerciale France-Macao”，英文名稱
“France-Macau Business Association”
（簡稱“FMBA”）。

第二條

（宗旨）

F M BA乃非政治性及非以牟利為目
的之組織。其目的為促進澳門與法國之間

的經濟和企業利益，以及會員所關注的其

它共同權益。FMBA的宗旨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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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為會員和其合作夥伴的相互利益，
促進澳門特別行政區和法國的商業聯繫

繫；

b）在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當局緊密合
作下，建立商業框架以便發展澳門的經濟

和法國與澳門的業務關係；

c）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有關當局保
持聯繫及就共同利益的事宜交換意見；

d）推廣、鼓勵、支持、代表以及維護
法國與澳門間的商業利益。

第三條

（會址）

一、本會設於澳門宋玉生廣場263號中
土大廈20樓，並可根據需要設立辦事處。

二、經理事會決議，本會會址可遷移

至澳門任何其它的地方。

第四條

（會員）

一、為實現商會之宗旨，凡符合本章

程和理事會所訂定之準則的所有自然人

或法人，均得被接納成為FMBA之會員。

二、所有有關FMBA的入會申請的分
析和決定，為理事會的職權範圍，具有排

他性和完全的自由裁量權，除非涉及授予

榮譽會員的頭銜。

三、根據下列規定，在法人會員、小企

業會員和個人會員的分類下，及榮譽會員

的頭銜下作出接納：

a）法人會員：任何公司或商業機構得
申請成為FMBA的法人會員。法人會員有
權在任何時刻，並以書面形式任命兩名的自

然人作為其代理人。任何法人會員的代理人

一經批准，將被視為該法人會員的代表，和

享有一切賦予個人會員的相應特權；

b）小企業會員：任何由持有人獨自代
表的企業；

c）個人會員：任何自然人；

d）榮譽會員：F M BA榮譽會員的頭
銜得被授予於任何對F M BA及為其宗旨
作出貢獻的人。榮譽會員免除繳納一切會

費，不享有投票權和選舉權，除非在會員

大會例外地賦予的情況下。

四、所有的會員均有被召集出席和參

與F M BA的會員大會的權利。個人會員
和小企業會員有一票的投票權，法人會員

有兩票的投票權，同時這三個類別的會員

有選舉權，和所有的會員有被選舉成為會

員機關的權利。所有的會員和法人代表有

權享受由F M BA提供的一切利益，及參
與由FMBA組織的一切活動。

五、所有FMBA的會員均有義務繳付
由理事會訂出的會費。拖欠會費的會員不

能行使自己的投票權，亦不能享有被選舉

為F M BA的會員機關或與此相關的一切
的利益。

六、在不影響第八條二款d）項所規定
的情況下，理事會得決議開除任何，其行

為已違反了本章程的規定或與F M BA利
益相違背的FMBA會員。

第五條

（機關）

一、F M BA的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
事會、執行委員會，監事會和秘書長。

二、理事會、執行委員會和監事會的

機關據位人不能對在會議上提出的決議

草案投棄權票。

第六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的職責為選任理事會和

監事會的機關據位人，以及決議有關任何

其它列入工作議程的事項，其中包括：

a）批准帳目、年度財務報表及行政管
理；

b）在理事會的提案下，授予或撤銷榮
譽會員的頭銜；並在例外的情況下，授予

或撤銷指定的榮譽會員之投票權；

c）委任榮譽監事；

d）解除商會的機關據位人；

e）修改章程；

f）解散商會；

g）於相關會議舉行前的14（十四）
天， 由理事會或執行委員會透過書面形
式提出的任何其它提案；及，

h）任何其它不包含在其它會員機關
的法定或章定職責的事項。

二、 通過會員大會的FMBA會員及秘
書長，選舉出一名主席和一名副主席所組

成的大會主席團，主持會員大會的會議。

三、理事會應當每年向大會主席團要

求召開平常會議；和得要求召開特別會

議，只要有需要討論任何特別或例外的事

宜。

四、具至少1/5（五分之一）的FMBA會
員簽署的書面申請，會員大會仍得召集。

五、不論出席會員人數的多寡，在第

一次召集的30（三十）分鐘後證實為法定
人數不足的情況下，會員大會的第二次召

集將被視為有效 。

六、會員大會的決議由出席成員的多

數票通過；除非有關修訂章程的決議，要

求具出席會議之會員中的3/4（四分之三）
贊成票才能通過。解散商會的決議必需獲

得全體F M BA會員的3/4（四分之三）的
贊成票才能通過。

第七條

（理事會）

一、F M BA的行政管理為理事會的
職責範圍。由會員大會通過選舉形式，選

出人數為奇數至最多15（十五）名的據位
人組成。

二、理事會對有關F M BA的交易、管
理、財產和事宜等進行一般控制和監督，
及在會員大會的會議中，有相當於總顧問
的行動權，給予的權力有：

a）委任執行委員會和任命秘書長；

b）批准活動計劃和年度預算；

c）批准年度會費的數額；

d）批准的年度賬目和行政管理，並建
議會員大會批准；

e）建議會員大會批准授予榮譽會員
的頭銜；

f）審議入會申請和每一名會員之狀
況，並按照合法的規定或章程開除任何的
會員；

g）批准要開展的活動指引，包括慈善
活動和贊助；及

h）設立暫時性或永久性的代表處。

三、理事會的機關據位人是通過會員
大會上的會員，對每一名候選人行使相關
的投票權，以書面和保密的形式選出。

四、理事會由得票最多的候選人所組
成；當證實候選人間存在相同得票數目之
情況下，以抽簽決定最後一個可供選舉的
職位。

五、理事會的機關據位人應當在他們
之中互選出理事長、副理事長、出納和秘
書長。

六、理事長應當召開和主持理事會的
會議，並在理事長認為適當的時間和地
點，至少每半舉行一次會議。

七、在不影響第十一條的規定下，理事
會僅能召集至少有一半成員，相關被通過的
決議取決於出席據位人的大多數同意。倘
票數相同時，理事長有決定性的表決權。

八、F M BA的榮譽會員、監事會的機
關據位人和榮譽監事能夠列席理事會的
會議，但不具有投票權。

九、倘若理事長請辭或出現空缺的情
況下，剩餘的據位人可委任任何合資格的
F M BA的成員填補空缺，直至下屆年度
機關據位人的選舉為止。

第八條

（執行委員會）

一、執行委員會由理事長和任何2名
（兩）或4（四）名從理事會的據位人中選
出的成員組成。理事長同時行使執行委員

會主席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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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委員會的職責為管理行政、
財產和FMBA的事務，其中包括：

a）FMBA的代表；

b）日常管理、永久性代表組織和內部
事務組織；

c）規劃活動、推廣和特別計劃；

d）批准入會申請；中止和開除會員，
因未於到期日後90日內（九十）內繳納會
費，除非存在任何應予重視的理由，引致
期間的延長；

e）將預算規劃、活動計劃、財務報告
及年度行政等，提交至理事會批准或認
可；及

f）其它任何現存的事務和行政事項。

三、應當由執行委員會主席召開和主
持會議；應在主席認為適當的時間和地
點，至少每兩（2）個月舉行一次會議。

四、在不影響第十一條的規定下，執
行委員會僅能在滿足至少兩名成員出席
的情況下召集，相關決議以出席據位人
的多數票通過；倘若出現相同票數的情況
下，主席具有決定性的表決權。

第九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是由三名在會員大會上，
通過選舉形式產生的成員組成；監事會主
席應當在他們之中互選產生。

二、FMBA的行政監督被交托予監事
會，其職責有：

a）監督行政部門；

b）核實FMBA的資產；

c）編制有關監督活動的年度報告；及

d）履行所有其定法律和章程規定的
義務。

三、為了F M BA的宗旨，會員大會得
在任何作出貢獻之人中，以特殊的形式任
命榮譽監事；其在履行自己義務的過程
中，如同商會任何機關的據位人。

四、監事會的會議應當由主席召集和
主持，並應在主席認為適當的時間和地
點，至少每年舉行一次會議。

五、榮譽監事可出席和參加審計委員
會的會議，但不具有投票權。

第十條

（秘書長）

一、秘書長由理事會的據位人任命，

並服從其指令，且由執行委員會監督之；

應在各會員間、F M BA的機關據位人和
任何其他在FMBA的活動中，具有正當利
益之人間，擔當官方聯絡人。

二、秘書長應參與所有的行動和履

行所有與秘書長職務有關的任何事宜，

負責處理書信來往和致F M BA所有的通
訊， 並仍須通知所有會員和商會會議中
的FMBA機關據位人。

三、秘書長應平等地參與所有的

F M BA會議和相應的機關，其職責為在
FMBA的簿冊中記錄會議記錄。

四、F M BA的一般文件由秘書長保
存。

第十一條

（同步會議和書面表決）

一、FMBA之機關得以視像會議或其
他類似方式，實時在不同地方進行，但須

確保在不同地方出席會議之成員能適當

參加會議及直接對話。

二、FMBA的機關都得在不召開會議
的情況下以書面形式進行議決，只要所有

的據位人以書面形式聲明自己的投票意

向，且在文件中包含一份議決提案、正式

日期、簽署和透過郵寄、傳真或電郵寄至

FMBA。

三、按前款的規定，F M BA以接收最
後一份文件之日，視為以書面方式議決之

日。

四、決議一經作出，秘書長或相關機

關的主席應當在相關的活動簿冊中進行

記錄，通過摘要，告知所有涉及的機關據

位人。

第十二條

（委任）

FMBA的理事會、執行委員會和監事
會，以及秘書長的委任，為期三年，可連續

連任。

第十三條

（代表）

F M B A主動為理事會的任何兩名
據位人的聯署或因符合本決議而承擔責

任。

第十四條

（通知）

一、 在必須向F M BA或合作夥伴作
出的公告和通知中，能夠採取任何傳送的

方法，包括電子郵箱，公告和通知應當被

寄發到相應的地址或登記的號碼。

二、會員應當及時通知F M BA，有關
任何信箱或電郵地址，以及電話號碼和傳

真的變動；不能以此聲稱不知悉寄發到其

信箱或電郵地址，或電話號碼和已登記傳

真的任何公告或通知。

三、致FMBA或會員的函件應總是以
掛號郵遞方式發送。

四、召開會員大會的通知應至少提前

8（八）天，以掛號信或以簽收之方式召
集；通知內須註明開會日期，時間和地點

及相關工作議程。

第十五條

（適用的法律）

倘若存有分歧和本章程未規定之情

況，均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的法

律。

私人公證員 安瑪莉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28 de 
Março de 2014. — A Notária, Maria Amé-
lia Antón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4,30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303,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e Dança Clássica de 
Macau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certifico um 
exemplar do acto de alteração total dos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supra denomina-
da, do teor em anexo, cujo instrumento de 
onde foi extraído se encontra arquivado 
neste Cartório, sob o número dois do maço 
número um de documentos referentes à 
criação de associações e à instituição de 
fundações do ano de dois mil e catorze:

澳門標準舞蹈協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Dança 
Clássica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Macao Classical Dance 
Association”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會名及會址

一、澳門標準舞蹈協會，葡文名稱

為“Associação de Dança Clássica de 
Macau”，英文名稱為“Macao Classical 
Dance Association”（以下稱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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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址為澳門新口岸高美士街鴻安

中心2座11樓N；

三、為實現宗旨，本會可在認為適宜

及有需要時，設立代表處或任何其他形

式的代表機構或將總址遷至澳門其他地

方。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社團，宗旨是推廣標準

舞蹈，促進會員的互助和積極參與社會活

動，並關注及維護本會會員的合法權益。

第二章

會員資格

第三條

入會

凡熱愛標準舞蹈，並承認本會的宗旨

者，可履行入會申請手續，並經理事會同

意後即可成為成員。

第四條

權利

本會會員有下列權利：

a）有選舉和被選舉擔任會內各個部
門職位的權利；

b）參與會員大會；

c）參加本會舉辦的活動；

d）享受本會給予的其他福利。

第五條

義務

本會會員有以下義務：

a）遵守本會的章程，以及會員大會和
理事會的決議；

b）努力促進本會的發展和提高本會
聲譽；

c）按時繳交月費。

第六條

違反紀律

一、會員如違反其應遵守的義務或違

反本章程，作出損害本會聲譽或妨礙落實

本會宗旨的行為，通過理事會議決及按情

節之輕重，可對其作出以下處分：

a）勸告；

b）書面告誡；

c）開除會籍。

二、被處以本條第一款a）項及/或b）
項處分的會員，有權在收到理事會所發出

的通知日起計算三十天內，向理事會提出

上訴。

第七條

賠償

不論是自願退會或被開除會籍的會

員，均無權要求任何賠償金或獲得屬於本

會財產的資產。

第三章

組織及運作

第八條

組織

一、本會設有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

事會；

二、本會各組織機構成員由會員大會

選舉產生，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第九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由全體享有全權的會員

組成，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關；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由會長一名，副

會長一名及秘書一名組成；

三、除其他法定職責外，會員大會有

以下職權：

a）制訂和修改章程；

b）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及監
事會成員；

c）決定本會的工作計劃、方針和任
務；

d）審查及批准理事會工作報告；

e）審查本會的財政收支報告。

第十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由五名至十一名成員組

成，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關；

二、理事會設理事長、副理事長、秘

書、財政各一名，理事一名至七名，由理事

會推選產生；理事會總人數必須為單數；

三、理事會的職權如下：

a）執行會員大會的決議；

b）負責處理會內一切日常事務；

c）向會員大會提交工作報告及財政
報告；

d）召開會員大會的特別會議。

第十一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三名成員組成，為本會

的監督機關；

二、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及監事二

名，由監事會推選產生；

三、監事會的權限如下：

a）監督理事會的所有行政行為；

b）定期查核出納帳目和記帳簿冊；

c）對理事會的年度帳目和年度報告
發表意見。

第十二條

會議

一、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議，

特別會議可由理事會以正當目的提出要求

時召集；會議的召集須最少提前十四日以

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知全體會員，召集書

內應載明開會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二、會員大會的第一次召集須有過半

數會員出席方可作出決議；如開會時出席

會員不足上述之法定人數，大會得於半小

時後經第二次召集後舉行，屆時無論出

席會員人數多少，大會都可以合法及有效

地進行決議；但若沒有具投票權之會員出

席，則大會上不能進行任何決議；

三、會議通過之決議：

a）普通議程必須得出席會員大會之
會員的絕對多數票通過方可形成決議，但

須有特定多數票的情況除外；

b）章程的修改必須經理事會提出提
案，才能發出召集會員特別會議的通知，

並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通過方

能成立；

c）本會的解散必須經理事會提出提
案，才能發出召集會員特別會議的通知，

並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通過方

能成立；

d）上述會議，會員如未能出席可授權
與出席之會員代其行使其權利；

四、理事會每季召開會議一次，由理

事長召集，並僅在有過半數成員出席時，

方可作出決議；

五、監事會每年召開會議一次，由監

事長召集，並僅在有過半數成員出席時，

方可作出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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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簽名方式

任何具法律效力之行為文件，由本會

會長或由副會長、理事長、副理事長中任

何二人共同簽名代表本會，但不妨礙理事

會可議決指定文件之簽署方式。

第四章

附則

第十四條

經費

本會的經費來源包括：

a）會員繳交的入會費和月費；

b）來自本會活動的收入；

c）各界人士及機構給予的資助、贈
與、遺贈及其他捐獻。

第十五條

章程之解釋

本章程之解釋權歸理事會。

第十六條

最後規定

一、在未選出各組織機關之成員前，

任何一位設立文件簽署人有權開立本會

所使用的任何會議錄簿冊。

二、本章程內一切未盡事宜，依照澳

門現行法律辦理。

私人公證員 艾維斯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15 de 
Abril de 2014. — O Notário, Rui Afonso.

（是項刊登費用為 $3,19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197,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Grupo de Xadrez de Macau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deliberação da Assembleia Geral de 
19 de Janeiro de 2013, a associação deno-
minada Grupo de Xadrez de Macau, abre-
viadamente GXM, registada sob o número 
320 na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Identifica-
ção, procedeu à mudança da sua sede para 
Alameda Dr. Carlos d’Assumpção, número 
258, Edifício «King Heng Long Plaza», 12.º 
andar M, em Macau.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24 de 
Abril de 2014. — O Notário, António Pas-
seira.

（是項刊登費用為 $29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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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發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試算表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行長 會計主管

 胡敏 范本宜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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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COMERCIAL PORTUGUÊS, S. A. 
Sucursal de Macau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1 de Março de 2014

 

 O Técnico de Contas, O Director Geral,
 António Lau José João Pãosinh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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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BPI S.A. — Sucursal Offshore de Macau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1 de Março de 2014

MOP

 

 O Director da Sucursal, O Director da Contabilidade,
 Bento Granja Luís Silva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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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試算表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總經理 會計主管

 譚志清 朱瑩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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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Macau,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Macau,

 Lau Pak Hung Wong Sio Che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 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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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隆銀行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試算表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分行總經理 會計主管

 郭志航 湯影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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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試算表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澳門元

 

 行政主席 財務管理

  副總經理

 江耀輝 黃捷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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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O Administrador,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Lau Hing Keung Choi Ka Chi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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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試算表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經理 會計主管

 張健南 辛春美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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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DA CHINA LIMITADA — SUCURSAL DE MACAU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1 de Março de 2014

 O Administrador,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Wang Lijie Leong Iok Kit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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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

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澳門元百萬元為單位）

金額

總非流動資產 14,876 

加：總流動資產 17,147 

減：總流動負債 （17,132）

減：總非流動負債 （3,123）

資產淨值 11,768 

股本 300 

法定儲備 76 

不可分派儲備 1,000 

投資重估儲備 1,261 

保留溢利 9,40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2,045 

少數股東權益 （277）

總權益 11,768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澳門元百萬元為單位）

金額

博彩、酒店、餐飲及相關服務收益 90,280 

博彩收益 89,565 

特別博彩稅、特別徵費及博彩溢價金 （34,428）
5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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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餐飲及相關服務收入 715 
酒店、餐飲及相關服務的銷售及服務成本 （301）
其他收入 395 
市場推廣及宣傳開支 （39,613）
經營及行政開支 （8,351）
融資成本 （59）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6 
應佔一間合資企業溢利 6 
除稅前溢利 7,935 

稅項 （12）
年度溢利 7,923 

應佔：
   - 本公司擁有人 7,871 
   - 少數股東權益 52 

7,923 

綜合保留溢利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澳門元百萬元為單位）

金額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5,137 

年度溢利 7,871 
已付股息 (3,600)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9,408 

2013年度董事局業務報告摘要

2013年，澳門博彩業錄得可觀的增長，全年的博彩收益達3,607億元（澳門元，下同），較2012年（3,041億元）增加18.6%，再創
新高。

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澳博」）於2013年的博彩收益為896億元，再創新高，繼續在澳門的博彩市場保持領先地位，
佔澳門整體博彩市場的24.8%，其中佔整體中場博彩收益的26.0%，以及整體貴賓廳博彩收益的25.2%。

澳博繼續集中優化企業管理，積極拓展貴賓博彩及中場博彩業務，並不斷提升公司的經營效益和競爭力。公司業績穩步增長，財

政狀況維持穩健。

澳博於2013年度的博彩收益為896億元，較2012年度增加83億元，增幅為10.2%。澳博的年度綜合賬總收益為903億元，全年向
政府繳交的幸運博彩稅為317億元，再加上依照博彩合約向澳門基金會、城市建設及旅遊推廣等公共撥款27億元，總數合計344億
元。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扣除利息及資本性開支分攤前之盈利（EBITDA）為82億元，除稅後純利為78億元。澳博集團綜合除稅
後純利為79億元。

展望2014年，雖然澳門的外部環境仍存在許多不明朗的因素，但澳門受惠於其持續繁榮穩定的社會環境，配合周邊地區的基建
設施及橫琴島的開發，正邁向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同樣地，澳博也正邁向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路氹「上葡京」工程啓動，見證了澳博將業務由澳門半島擴展至路氹的新里程，從中

可體現澳博對促進澳門經濟及改善民生的不變承諾。鑒於通往澳門的交通基建設施不斷完善，以及亞洲地區經濟普遍欣欣向榮，加

上澳博具策略性分佈之娛樂場網絡及穩健之財政狀況，澳博預期集團的前景將會十分亮麗。

澳博將按既定策略，在穩固的基礎上，繼續擴展在澳門的娛樂場及相關業務，同時致力於促進和提升現有中場博彩及貴賓博彩

的營運效率，以達至長遠而持續的業績增長。

與此同時，澳博秉持「愛國愛澳」精神，繼續大力支持澳門的公益慈善、文化教育等事業，致力構建和諧穩定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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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意見書

列位股東：

1. 根據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監事會已檢閱由董事局所呈交予各股東省覽、批准及發表意見之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報告及已經由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審核之公司及綜合賬目(包括所採用之計價標準及其適當性)。

2. 因此，經檢閱由董事局呈交之報告及已經審核之公司及綜合賬目後，監事會注意到該等文件與現實相符及符合法律，並且正
確，完整及盡量提供真實、簡易和清楚反映有關公司之財產狀況及符合法律及章程之規定，不當事情或不法行為並無發現。

3. 有關董事局對公司盈餘運用及派發部份年度溢利之建議，根據經審核的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公司及綜合賬目
所列之溢利，監事會同意董事局的建議完全符合所有適用的規則和標準。

4. 由上述而觀，監事會經採取適當之措施，進行一般之審閱後之意見是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報告及已經審核之公
司及綜合賬目，盈餘分配及派息之建議乃在可以批准狀況。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監事會

葉炳仁（主席）

謝孝衍

Miguel Queiroz

摘要綜合財務報表的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 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本核數師(以下簡稱「我們」已按照由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核數準則»及«核數實務準則»完成審核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 三
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日就該等綜合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綜合財務報表由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資產負債表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綜合收益表、綜合權益變動

表及綜合現金流量表組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概要及其他附註。

隨附由管理層編制的摘要綜合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的綜合財務報表的撮要內容，我們認為，摘要綜合財務報表的內容，在所

有重要方面，與已審核綜合財務報表的內容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的綜合財務狀況和綜合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綜合財務報表應與已

審核的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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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夥人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澳門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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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5%或5%以上公司資本的主要股東名單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公司資本：澳門幣300,000,000.00元

股東姓名 持股量（A/B 組）（1） 種類 總值 組別百分率 公司資本百分率
澳門博彩控股有限公司（2） A組 - 2,699,999 普通股 澳門幣 269,999,900.00元 99.999963% 89.999967%
澳博控股（代理人）有限公司 A組 - 1 普通股 澳門幣 100.00元 0.000037% 0.000033%

梁安琪（3） B組 -    300,000 普通股 澳門幣 30,000,000.00元 100% 10%

備註：
（1） 股量 種類 總值 組別百分率

A組 - 2,700,000 普通股 澳門幣 270,000,000.00元 100%
B組 -    300,000 普通股 澳門幣 30,000,000.00元 100%

（2）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十六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公司。

（3）B組股份的持有人可參與的每年股息分發權利最高金額衹為澳門幣壹圓。

公司機關的成員名單

2013

股東大會主席團

主席 ：蘇樹輝

秘書 ：官樂怡

董事局

主席 ：蘇樹輝

常務董事 ：梁安琪

董事 ：何鴻燊

            鄭家純

            吳志誠

            官樂怡

            岑康權

            陳婉珍

            霍錦明

            何超蕸

            江 陽

監事會

主席 ：葉炳仁

成員 ：Miguel António Dias Urbano de Magalhães Queiroz

成員／核數師 ：謝孝衍

公司總秘書處

秘書長 ：官樂怡

副秘書長 ：郭淑莊

外部核數師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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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5%或5%以上公司資本的主要股東名單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公司資本：澳門幣300,000,000.00元

股東姓名 持股量（A/B 組）（1） 種類 總值 組別百分率 公司資本百分率
澳門博彩控股有限公司（2） A組 - 2,699,999 普通股 澳門幣 269,999,900.00元 99.999963% 89.999967%
澳博控股（代理人）有限公司 A組 - 1 普通股 澳門幣 100.00元 0.000037% 0.000033%

梁安琪（3） B組 -    300,000 普通股 澳門幣 30,000,000.00元 100% 10%

備註：
（1） 股量 種類 總值 組別百分率

A組 - 2,700,000 普通股 澳門幣 270,000,000.00元 100%
B組 -    300,000 普通股 澳門幣 30,000,000.00元 100%

（2）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十六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公司。

（3）B組股份的持有人可參與的每年股息分發權利最高金額衹為澳門幣壹圓。

公司機關的成員名單

2013

股東大會主席團

主席 ：蘇樹輝

秘書 ：官樂怡

董事局

主席 ：蘇樹輝

常務董事 ：梁安琪

董事 ：何鴻燊

            鄭家純

            吳志誠

            官樂怡

            岑康權

            陳婉珍

            霍錦明

            何超蕸

            江 陽

監事會

主席 ：葉炳仁

成員 ：Miguel António Dias Urbano de Magalhães Queiroz

成員／核數師 ：謝孝衍

公司總秘書處

秘書長 ：官樂怡

副秘書長 ：郭淑莊

外部核數師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Sociedade de Jogos de Macau, S.A.
Balanço consolidado do exercício termina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3

(Em milhões de Patacas)

Quantia

Total de Activos não correntes 14 876
Mais: Total de activos correntes 17 147
Menos: Total de passivos correntes (17 132)
Menos: Total de passivos não correntes (3 123)
Activos líquidos 11 768

Capital social 300
Reserva legal 76
Reserva não distribuível 1 000
Reserva de reavaliação do investimento 1 261
Resultados transitados 9 408

Capital dos accionistas da Sociedade 12 045
Interesses minoritários (277)

Total de capital próprio 11 768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consolidados
para o exercício termina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3

(Em milhões de Patacas)

Quantia

Receitas do Jogo, hotel, alimentos e bebidas e respectivos serviços 90 280

Receitas do Jogo 89 565

Imposto especial sobre o Jogo, cobrança especial à RAEM e prémio (34 428)

55 137

Rendimentos do hotel, alimentos e bebidas e respectivos serviços 715
Custo de venda e prestação de serviços (301)
Outros rendimentos 395
Despesas de Marketing e publicidades (39 613)
Despesas de operação e administrativas (8 351)
Gastos financeiros (59)
Divisão de resultados de uma empresa associada 6
Divisão de lucros de uma entidade conjuntamente controlada 6
Lucros para o ano antes do imposto 7 935

Imposto (12)
Lucros para o ano 7 923

Atribuível para:
- os accionistas da Sociedade 7 871
- os interesses minoritários                  52

7 923

Mudança dos lucros transitados consolidada para o exercício termina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3
(Em milhões de Patacas)

Quantia
A 1 de Janeiro de 2013 5 137
Lucros do ano 7 871
Dividendos já distribuídos (3 600)
A 31 de Dezembro de 2013 9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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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íntese do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relativo ao ano de 2013

Em 2013, a indústria do jogo n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doravante designada por RAEM) tem apresentado bons 
resultados, atingindo um total de receita bruta anual sobre o jogo no montante de 360,700 milhões de Patacas, atingindo um novo recor-
de em Macau com o crescimento de 18.6% (304,100 milhões de Patacas) em relação ao ano de 2012.

No ano de 2013, as receitas dos jogos de fortuna ou azar da Sociedade de Jogos de Macau, S.A. (doravante designada por SJM) têm 
vindo a atingir novos recordes, num total de receita bruta sobre o jogo no montante de 89,600 milhões de Patacas, mantendo assim a sua 
liderança no mercado da indústria de jogos de fortuna ou azar em Macau, detendo 24.8% dos mercados globais, perfazendo a receita glo-
bal proveniente das salas comuns de jogos de 26.0% e das salas VIP de jogos de 25.2%. 

A SJM tem vindo continuamente a concentrar-se na optimização da sua gestão empresarial, dando maior esforço no desenvolvimento 
dos serviços prestados nas salas comuns de jogos e nas salas VIP de jogos, com vista a aumentar a eficiência operacional da Sociedade e 
a sua competitividade. Os resultados obtidos pela Sociedade e a sua situação financeira foram de crescimento contínuo e estável.

No ano de 2013, o rendimento de exploração de jogos de fortuna ou azar cativado pela SJM foi apurado em 89,600 milhões de Patacas, 
verificando um aumento de 8,300 milhões de Patacas em relação ao ano de 2012, um aumento de 10.2%. Conform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nuais consolidadas, as receitas totais ascenderam a 90,300 milhões de Patacas. O imposto anual sobre o jogo de fortuna ou 
azar pago ao Governo está calculado em 31,700 milhões de Patacas, ao que acrescem ainda as contribuições contratuais para a Fundação 
Macau e para o Fundo destinado à construção urbana e promoção de turismo que está calculado em 2,700 milhões de Patacas, perfazen-
do um total de 34,400 milhões de Patacas. No exercício terminado a 31 de Dezembro de 2013, após a dedução dos juros e despesas de 
capital (EBITDA), a Concessionária obteve um lucro de 8,200 milhões de Patacas do que resultou depois da dedução de impostos, um 
lucro líquido de 7,800 milhões de Patacas, o resultado do «Grupo SJM», após a dedução dos impostos, é de 7,900 milhões de Patacas.

Quanto às perspectivas de futuro para o ano de 2014, apesar de existir ainda vários factores inadequados no ambiente externo, a 
RAEM, beneficiada do seu contínuo, próspero e estável ambiente social, combinada com as infra-estruturas das regiões vizinhas e do 
desenvolvimento da Ilha da Montanha, encontra-se a caminho para uma nova fase de desenvolvimento.

Da mesma forma, a SJM encontra-se igualmente a caminho para uma nova fase de desenvolvimento. As obras do «Lisboa Palace» 
no COTAI foram inauguradas, testemunhando um novo marco, no que diz respeito à expansão dos negócios da SJM, da Península de 
Macau para o COTAI, reflectindo a promessa inalterada da SJM em relação à promoção da economia da RAEM e no aperfeiçoamento 
da vida dos cidadãos desta Região. Devido ao aperfeiçoamento contínuo das infra-estruturas de transportes destinadas à RAEM e do 
florescimento da economia da região asiática em geral e, para além disso, da distribuição estratégica da rede de jogos de fortuna ou azar 
e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sólida da SJM, esta Concessionária prevê um futuro notável  do seu Grupo.

A SJM, combinada de uma base estável e de estratégias estabelecidas, irá continuar a expandir a operação de jogos de fortuna ou azar 
e os relevantes negócios na RAEM, visando promover e aumentar, simultaneamente, a eficiência operacional das salas comuns de jogos 
e salas VIP de jogos, por forma a atingir um crescimento de resultados contínuo e de longo prazo.

Ainda a esse respeito, a SJM irá continuar a promover o espírito de «Amor à Pátria e à Região», continuando a dar o maior apoio à 
RAEM no que diz respeito à caridade, cultura, educação, etc., visando estabelecer uma sociedade harmoniosa e estável.

Parecer do Conselho Fiscal

Aos Ex.mos Senhores Accionistas:

1. De acordo com os Estatutos da Sociedade de Jogos de Macau, S.A., este Conselho analisou o relatório, o balanço e as contas a nível 
da Sociedade e Consolidado de resultados relativos ao período findo a 31 de Dezembro de 2013 que tinham sido entregues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a fim de serem submetidos aos accionistas para apreciação, opinião e aprovação, auditadas e aprovadas pela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Sociedade de Auditores (incluindo o critério adoptado no cálculo dos preços e a sua adequação).

2. Assim, examinados o relatório, o balanço e as contas a nível da Sociedade e Consolidado, submetidos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
tração, constatou-se que tais documentos estão em conformidade com a realidade e com a lei e completos, e, tanto quanto possível, dão a 
conhecer, verídica, fácil e claramente, a situação patrimonial da Sociedade, e que os mesmos satisfazem as disposições legais e estatutá-
rias, não tendo sido detectadas quaisquer irregularidade ou actos ilícitos.

3. Relativamente à proposta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quanto à aplicação dos resultados e distribuição parcial de lucros da 
Sociedade, de acordo com os lucros registados nas contas auditadas da Sociedade, de 31 de Dezembro de 2013, a nível da Sociedade e 
Consolidado, o Conselho Fiscal concorda com a proposta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a qual se encontra em total cumprimento com 
todas as normas legais e critérios aplicáveis.

4. Face ao exposto, e após ter tomado as necessárias medidas para efectuar a verificação geral dos relevantes documentos, é o parecer 
do Conselho Fiscal que o relatório, o balanço e as contas a nível da Sociedade e Consolidado referentes ao período findo a 31 de Dezem-
bro de 2013, bem como a referida proposta quanto à aplicação dos resultados e distribuição de dividendos da Sociedade estão em condi-
ções de serem aprovados pelos órgãos sociais competen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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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au, aos 21 de Fevereiro de 2014.

O Conselho Fiscal,

Yip Ping Yan (Presidente)

Tse Hau Yin

Miguel Queiroz

   

Relatório de auditores independentes sobre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consolidadas resumidas

Para os accionistas da Sociedade de Jogos de Macau, S.A.
(Sociedade Anónima registada em Macau)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consolidadas da Sociedade de Jogos de Macau, S.A. relativas ao ano de 2013, 
nos termos d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20 de Fevereiro de 2014, expressámos uma opinião sem reservas relativamente à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consolidadas das 
quais as presentes constituem um resum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consolidadas a que se acima se alude compreendem o balanço consolidado, à data de 31 de Dezembro 
de 2013, 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consolidados, a demons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o capital próprio consolidado e a demonstração de 
fluxos de caixa consolidados relativas ao ano findo, assim como um resumo da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relevantes e outras notas explica-
tiv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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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 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consolidada da Sociedade de Jogos de Macau, S.A. e dos resultados consolid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no período e âmbito abrangido pela nossa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consolidadas resumidas devem ser 
lidas conjuntamente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consolidadas das quais as mesmas resultam e com o respectivo relatório de audi-
toria.

Quin Va

Auditor de Contas

Associado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 Sociedade de Auditores

Macau,  aos 20 de Fevereiro d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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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3)

Capital Social: MOP300 000 000,00

Nome do Accionista
Número de Acções 

(Categoria A/B) (1)
Tipo Valor total

Percentagem da 
categoria

Percentagem do 
capital social

SJM Holdings Limited (2) A - 2 699 999 Ordinárias MOP 269 999 900,00 99,999963% 89,999967%
SJM Holdings (Nominee) Limited A - 1 Ordinárias MOP 100,00 0,000037% 0,000033%

Leong On Kei, Angela (3) B - 300 000 Ordinárias MOP 30 000 000,00 100% 10%

Obs: 

(1) ACÇÕES TIPO VALOR TOTAL Percentagem da Categoria
Categoria A - 2 700 000 Ordinárias MOP270 000 000,00 100%
Categoria B - 300 000 Ordinárias MOP30 000 000,00 100%

(2) Sociedade cotada na Bolsa de Valores de Hong Kong no dia 16 de Julho de 2008. 

(3) As acções de categoria B conferem ao respectivo titular o direito ao recebimento anual único de MOP 1,00 a título de divide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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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ros dos Órgãos Sociais 2013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Presidente: So Shu Fai, Ambrose

Secretário: Rui José da Cunha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Presidente: So Shu Fai, Ambrose

Administrador-Delegado: Leong On Kei, Angela

Administrador: Stanley Hung Sun Ho 

 Cheng Kar Shun 

 Ng Chi Sing

 Rui José da Cunha

 Shum David Hong Kuen

 Chan Un Chan, Ina

 Fok Kam Ming

 Ho Chiu Ha, Maisy

 Kong Ieong, Connie

Conselho Fiscal

Presidente: Yip Ping Yan

Membro: Miguel António Dias Urbano de Magalhães Queiroz

Membro/Auditor: Tse Hau Yin

Secretariado da Sociedade

Secretário-Geral: Rui José da Cunha

Vice-Secretário: Kwok Shuk Chong

Auditor Externo: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 Sociedade de Auditor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58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6 5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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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河娛樂場股份有限公司

綜合損益表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

二零一三年
澳門幣（千元）

經營博彩之毛收入 67,301,667

扣除服務供應商協議之博彩收益淨額 (3,838,022)

其他收入 2,065,343

總收益 65,528,988

其他收益——淨額 84,689

向澳門政府支付的博彩特別稅及其他相關稅項 (24,938,353)

博彩業務合作夥伴的佣金及津貼 (21,015,672)

員工福利支出 (4,042,113)

經營租賃租金——土地和建築物 (10,025)

攤銷及折舊 (1,753,778)

其他營運費用 (2,958,448)

財務費用 (485,531)

除稅前溢利 10,409,757

所得稅 (145)

本年度溢利 10,409,612

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澳門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22,426,408
租賃土地 3,708,187
無形資產 67,100
應收融資租賃款 4,750
其他非流動投資 190,058
已付按金 44,064

26,440,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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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產
存貨 64,614
應收賬款及預付款 1,037,611
應收一股東款項 4,837,667
應收同系公司款項 179,280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 27,632
其他現金等價物 1,433,389
現金及銀行結餘 6,565,363

14,145,556
 

總資產 40,586,123

權益
　股本 951,900
　儲備 20,364,478
　最終控股公司貢獻 3,944,900
　擬派股息 3,500,000

總權益 28,761,278

負債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付款 168
　應付保固金 159,657
　其他非流動應付賬款 669,500

829,32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0,965,428
　應付同系公司款項 12,102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12,259
　融資租賃付款之現期部份 5,731

10,995,520
 

總負債 11,824,845
 

總權益及負債 40,586,123

澳門博彩市場概覽

澳門博彩市場的按年增幅高於二零一二年，博彩收益總額按年增加接近19%至澳門幣3,605億元（二零一二年：澳門幣3,039億
元，較二零一一年增加14%）。入境旅客增加4%至2,930萬人次，其中內地旅客增長率較快，增加10%至1,860萬人次，佔訪澳旅
客總人次64%，而二零一二年則佔60%。

貴賓廳博彩繼續成為市場的最大分部，佔博彩收益總額66%，收益按年增加13%至澳門幣2,390億元。

隨著澳門積極多元發展休閒及娛樂產品以吸引形形色色的顧客，市場焦點繼續轉向利潤較高的中場業務，中場業務收益增長

35%至澳門幣1,082億元，佔澳門博彩收益總額30%。銀河娛樂場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合稱「銀娛」）及其最終控股
公司，銀河娛樂集團有限公司（以下合稱「集團」）不斷完善兩大娛樂場的產品組合，積極把握增長機遇，加上在已規劃的路氹

新發展項目配合下，相信銀娛已蓄勢待發，在是次市場重心轉移中受惠。

主動改善中國內地往返澳門交通及澳門內部連繫的措施，預料將徹底改變區內的旅遊業局面，為澳門及其周邊地區帶來新一

波的旅遊觀光熱潮。此外，毗連澳門的橫琴島在支持澳門發展成為世界旅遊渡假中心方面亦將擔當一重要角色。

二零一三年，角子機博彩收益增長9%，目前佔博彩市場總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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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博彩及娛樂業務

「澳門銀河™」

財務及營運表現

「澳門銀河™」於二零一三年五月開業兩周年，再創驕人成績，至末季連續第十季錄得盈利增長。全年收益較去年增長21%
至澳門幣412億元，經調整EBITDA增加36%至澳門幣91億元，過去十二個月投資回報率為51%。

在中場收益持續改善及各項業務的營運效率提升帶動下，根據澳門公認會計原則計算經調整EBITDA利潤率由二零一二年的
20%升至二零一三年的22%，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計算經調整EBITDA利潤率由28%升至31%。

貴賓廳博彩表現

全年貴賓廳轉碼數總額為澳門幣7,972億元，收益達澳門幣273億元，按年增加15%。

「澳門銀河™」以強勁的第四季度表現為年終作結，第四季度貴賓廳博彩收益按年上升37%至澳門幣83億元。

中場博彩表現

二零一三年，中場博彩收益為澳門幣108億元，按年增長44%。第四季度收益為澳門幣30億元，按年增加40%。

角子機博彩表現

二零一三年，角子機博彩收益為澳門幣15億元，按年增加25%。

非博彩業務表現

非博彩收益與去年相若於澳門幣15億元。

渡假城內三間豪華酒店的全年平均入住率達98%。

路氹的土地儲備發展–第二、三及四期

「澳門銀河™」第二期的建設工程正在順利推進，可望於二零一五年中前按預算如期落成，成為澳門下一個開幕的主要項
目。第二期與第一期聯合起來，將提供最多元化的美食佳餚選擇、近200間高級零售店、可容納3,000人的會議、活動及宴會場
地，以及約3,600間五星級豪華酒店客房、套房和別墅。

銀娛於路氹第三及第四期的中長期設計規劃亦進入最後階段，預計最快於二零一四年末動工。這個耗資澳門幣515至618億元
的龐大項目將會把首兩期的版圖倍增，摘要包括：

• 總樓面面積約100萬平方米，非博彩設施將佔總樓面空間95%

• 額外提供數千間豪華酒店客房

• 一個以舉辦世界級娛樂及體育盛事的多用途場館

• 一個大型的會議中心

銀娛相信，隨著澳門發展成為全球最具活力的旅遊及休閒勝地，銀娛將可憑藉此項萬眾矚目的嶄新發展項目，吸引大批新訪

澳旅客。

策略性收購金都綜合樓群

於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七日，集團以澳門幣33.4億元收購金都綜合樓群100%權益。金都綜合樓群與「澳門銀河™」的位置策略
性地相連，將可互補集團的路氹項目集中家庭顧客。其翻新計劃已在籌備階段，預計於二零一四年中揭盅。

澳門星際酒店

財務及營運表現

收益按年增加9%至澳門幣242億元，經調整EBITDA攀升至澳門幣38億元，較二零一二年上升14%。年內，根據澳門公認會
計原則計算經調整EBITDA利潤率由15%改善至16%，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計算經調整EBITDA利潤率維持於25%（二零一二
年：25%）。澳門星際酒店過去十二個月投資回報率達105%（二零一二年：94%）。至第四季度經調整EBITDA首度衝破澳門
幣10億元大關。

澳門星際酒店優秀的業績可歸功於多項因素，其中包括下半年中場業務表現拋離市場及貴賓廳業務強勁回彈等，尤其是末

季，貴賓廳轉碼數創出歷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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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廳博彩表現

澳門星際酒店貴賓廳於二零一三年轉碼數較去年增加5%至澳門幣6,819億元，收益為澳門幣197億元（二零一二年：澳門幣
190億元）。第四季度收益按年增長21%。

澳門星際酒店於年中完成了多項有關翻新貴賓廳設施的增長方案。

管理層將繼續翻新酒店內的其他範圍，確保客人能夠在舒適愜意的環境下，獲得最優質的貴賓廳產品及服務。

中場博彩表現

中場博彩仍然是澳門星際酒店增長最快的博彩業務，全年收益增長59%至接近澳門幣40億元，第四季度收益按年增加69%，
較上季度增長18%。

角子機博彩表現

角子機博彩收益為澳門幣2.15億元，較去年下跌15%，主要由於年內投注額及淨贏率有輕微減少所致。

非博彩業務表現

非博彩收益為澳門幣3.75億元（二零一二年：澳門幣4.29億元）。收益下跌主要由於旅遊相關收益的會計原則改變，以及一間
餐廳因為裝修而停業。

全年酒店入住率維持於接近客滿的99%。

城市娛樂會

城市娛樂會的經調整EBITDA按年增加11%，為銀娛帶來澳門幣1.86億元的盈利貢獻。

最新事項

橫琴島的發展

集團近日達成框架協議，以推進在橫琴島一幅2.7平方公里之土地發展世界級渡假勝地的計劃。項目擁有長約2.5公里之海岸
線。集團計劃投資100億元人民幣於所計劃之渡假項目，將可與集團的澳門業務優勢互補，讓集團在同業中突圍而出，並在支持
澳門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公司機關據位人——2013年12月31日

董事會 

  ：呂志和——主席

  ：華年達——常務董事

  ：呂耀東——董事

  ：呂耀南——董事

  ：程裕昇——董事

  ：Anthony Thomas Christopher, Carter——董事

獨任監事

  ：崔世昌核數師事務所（由陳玉瑩核數師代表）

秘書

  ：司徒景麗

主要股東名單——2013年度

Canton Treasure Group Ltd.——89.9999%

華年達——10%

二零一三年度獨任監事之年度報告書及意見書

本獨任監事已對 貴公司行政管理機關所編製二零一三年度之財務報表及獨立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對有關帳目之
報告書進行了審閱及分析性程序，本人之意見認為：

1. 公司二零一三年度之財務報表已經按照《財務報告準則》適當編製，並能反映公司之活動及財產狀況；

2. 建議通過董事會年報；

3. 建議通過獨立核數師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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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於澳門。

獨任監事

崔世昌核數師事務所

（由陳玉瑩核數師代表）

摘要財務報表的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 銀河娛樂場股份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銀河娛樂場股份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合稱「貴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隨附

的摘要財務報表乃撮錄自貴集團截至同日止年度的已審核財務報表。摘要財務報表由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資產負債

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綜合損益表組成，貴公司董事須對該等摘要財務報表負責。我們的責任是對摘要財務報表是否在所有重

要方面均與已審核財務報表符合一致，發表意見，僅向全體股東報告，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我們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

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布的《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貴集團及貴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一四年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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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及公司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綜合損益表、綜合權益

變動表和綜合現金流量表組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符合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貴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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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育基

註冊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澳門，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GALAXY CASINO, S.A.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consolidados
d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3

2013
MOP’000

Proveitos de jogo brutos 67,301,667

Ganhos do jogo líquidos excluídos por acordo com Prestadores de Serviços
 

(3,838,022)

Outros proveitos 2,065,343

Total proveitos 65,528,988

Outros ganhos, líquidos 84,689

Imposto especial sobre o jogo e outros impostos para o Governo de Macau (24,938,353)

Comissões e subsídios para contrapartes do jogo (21,015,672)

Custos com o pessoal (4,042,113)

Rendas — terrenos e edifícios (10,025)

Depreciações e amortizações (1,753,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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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ras despesas operacionais (2,958,448)

Custos financeiros (485,531)

Resultados antes de imposto 10,409,757

Imposto sobre os lucros (145)

Resultado líquido 10,409,612

Balanço consolida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3

2013
MOP’000

ACTIVO
Activos não-correntes

Propriedades, edifícios e equipamentos 22,426,408
Direitos sobre terrenos concessionados 3,708,187
Activos intangíveis 67,100
Recebimentos de locações financeiras 4,750
Outros activos não-correntes 190,058
Cauções 44,064

26,440,567

Activos correntes
Existências 64,614
Outros devedores e pagamentos adiantados 1,037,611
Dívidas de accionistas 4,837,667
Dívidas de sociedades subsidiárias 179,280
Dívidas de partes relacionadas 27,632
Outros equivalentes de caixa 1,433,389
Caixa e depósitos bancários 6,565,363

14,145,556
 

Total do Activo 40,586,123

CAPITAL PRÓPRIO
 Capital social 951,900
 Reservas 20,364,478
 Contribuição da sociedade-mãe 3,944,900
 Dividendo proposto 3,500,000

Total do Capital Próprio 28,761,278

PASSIVO
Passivos não-correntes 

Responsabilidades com locações financeiras 168
Retenções a pagar 159,657
Outros credores 669,500

829,325

Passivos correntes
Outros credores e acréscimos 10,965,428
Dívidas a sociedades subsidiárias 1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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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ívidas a partes relacionadas 12,259
Responsabilidades com locações financeiras 5,731

10,995,520
 

Total do Passivo 11,824,845
 

Total do Passivo e do Capital Próprio 40,586,123

Perspectiva geral do mercado do jogo em Macau

O mercado do jogo em Macau registou um ano de maior crescimento em relação ao ano de 2012. As receitas totais do jogo atingiram o 
valor de MOP360.5 mil milhões, representando um crescimento de quase 19% face ao ano anterior (2012: MOP303.9 mil milhões, um acrés-
cimo de 14% em relação a 2011). O número total de visitantes durante o ano cresceu 4% num total de 29.3 milhões, tendo a proporção de 
visitantes da China Continental aumentado a maior ritmo, de 10%, num total de 18.6 milhões de visitantes. Os visitantes da China Conti-
nental constituem agora 64% da totalidade dos visitantes, comparado com 60% em 2012.

O sector de jogo VIP constituiu 66% das receitas totais do jogo e continua a ser o maior segmento do mercado. As receitas brutas cresce-
ram 13% face ao ano anterior com o valor a atingir MOP239.0 mil milhões.

À medida que Macau diversifica a oferta de entretenimento e lazer com o objectivo de atrair um maior leque de visitantes, o segmento de 
massas superior continua a evoluir, com um aumento de 35% das receitas com o valor a atingir MOP108.2 mil milhões, representando 30% 
dos valores totais das receitas do jogo em Macau. A Galaxy Casino, S.A. e as suas subsidiárias (em conjunto, «GCSA») e a respectiva socie-
dade dominante, a Galaxy Entertainment Group Limited, (em conjunto, o «Grupo») continuam a refinar a oferta de produtos em ambas as 
suas propriedades de referência para captar esta oportunidade de crescimento e acredita que, em conjugação com os planos de desenvolvi-
mento no COTAI, se encontra bem posicionada para beneficiar desta mudança fundamental no mercado. 

É esperado que o melhoramento dos acessos a Macau a partir da China Continental e das ligações dentro de Macau alterem profunda-
mente o panorama do turismo na região, trazendo uma nova vaga de turistas para Macau e para as áreas vizinhas. A Ilha de Hengqin, adja-
cente a Macau, irá também desempenhar um papel muito importante na ambição de Macau se tornar o centro mundial de turismo e lazer.

As receitas do mercado do jogo electrónico aumentaram 9% em 2013 e representam agora 4% das receitas totais do jogo. 

PERSPECTIVA DAS OPERAÇÕES

DIVISÃO DE JOGO E ENTRETENIMENTO

Galaxy Macau™

Desempenho Financeiro e Operacional

A Galaxy Macau™ celebrou o seu segundo aniversário em Maio de 2013 e registou um desempenho bastante positivo tendo o último tri-
mestre do ano representado o décimo trimestre consecutivo de crescrimento de ganhos. As receitas anuais foram de MOP41.2 mil milhões, 
um acréscimo de 21% quando comparado com o ano anterior, o que traduziu um aumento de 36%, com EBITDA Ajustado de MOP9.1 mil 
milhões. Nos últimos doze meses do ano o ROI foi de 51%.

A margem do EBITDA Ajustado nos termos dos princípios de contabilidade de Macau (GAAP Macau) subiu de 20% em 2012 para 
22% em 2013, e de 28% para 31% de acordo com as GAAP dos Estados Unidos da América (GAAP EUA), o que se deveu ao contínuo 
aumento das receitas do segmento de jogo de massas e ao aumento transversal da eficiência da operação. 

Desempenho do Jogo VIP

O volume total de circulação de fichas durante o ano foi de MOP797.2 mil milhões gerando receitas de MOP27.3 mil milhões, o que repre-
senta um aumento de 15% em relação ao ano anterior. A propriedade fechou o ano com um desempenho muito positivo no último trimes-
tre, com ganhos líquidos VIP de 37% em relação ao ano anterior, num valor de MOP8.3 mil milhões no último trimestre.

Desempenho do Jogo de Massas

Em 2013, as receitas de jogo no segmento de massas foram de MOP10.8 mil milhões, um acréscimo de 44% comparativamente com o ano 
anterior. As receitas do quarto trimestre foram de MOP3.0 mil milhões, um acréscimo de 40% quando comparado com o ano anterior.

Desempenho do Jogo Electrónico

As receitas do jogo electrónico em 2013 foram de MOP1.5 mil milhões, um acréscimo de 25% em relação ao ano anterior. 

Desempenho Extra-Jogo

As receitas extra-jogo não sofreram alteração em relação ao ano anterior, no valor de MOP1.5 mil milhões. 

A taxa de ocupação hoteleira nos três hotéis de luxo do resort foi de 98% para o ano intei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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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envolvimento do Terreno no COTAI — Fases 2, 3 e 4

A GCSA está bastante adiantada na construção da Fase 2 do Galaxy Macau™. O projecto está a cumprir o orçamento e os prazos de fi-
nalização, que se encontra marcada para meados de 2015 como o próximo grande projecto a inaugurar em Macau. Em conjunto com a Fase 
1, irá oferecer uma selecção gastronómica sob o mesmo tecto sem paralelo; com aproximadamente 200 lojas de luxo; salas para reuniões, 
eventos e banquetes com capacidade global para 3.000 convidados; e aproximadamente 3.600 quartos, suites e villas de luxo em hotéis de 
cinco estrelas.

Os projectos das Fases 3 e 4, integradas no plano de crescimento de médio e longo prazo da GCSA, estão também em fase final de con-
clusão e é expectável que as obras de construção comecem a partir de finais de 2014. O projecto com valor de investimento de MOP51.5 — 
MOP61.8 mil milhões irá duplicar a área de implantação das duas primeiras fases. São de salientar as seguintes características do projecto:

 •  Aproximadamente um milhão de metros quadrados de área total, 95% dos quais serão ocupados por espaços não relacionados com 
Jogo

 •  Milhares de quartos de hotel de luxo

 •  Uma arena multi-usos moderna para eventos de entretenimento e desportivos de classe mundial

 •  Um centro de convenções de grandes dimensões

A GCSA está confiante que este entusiasmante novo projecto irá permitir à GCSA atrair a nova vaga de visitantes no contexto do desen-
volvimento de Macau enquanto um dos destinos turísticos e de lazer mais dinâmicos do mundo.

Aquisição Estratégica do Complexo Grand Waldo

Em 17 de Julho de 2013, o Grupo adquiriu 100% do Complexo Grand Waldo pelo valor de MOP3.34 mil milhões. O Complexo Grand 
Waldo fica estrategicamente situado junto ao Galaxy Macau™ e irá complementar o projecto de desenvolvimento do Grupo no COTAI 
com o foco nas famílias visitantes. As obras de alteração já estão a decorrer e o Grupo planeia divulgar os seus planos para este complexo 
em meados de 2014.

StarWorld Macau

Desempenho Financeiro e Operacional

As receitas aumentaram 9% para um valor de 24.2 mil milhões com a subida do EBITDA Ajustado de MOP3.8 mil milhões, um acréscimo 
de 14% em relação a 2012. A margem do EBITDA Ajustado do ano melhorou de 15% para 16% de acordo com as GAAP Macau, e manteve-
-se nos 25% nos termos das GAAP EUA (2012: 25%). O StarWorld Macau registou nos últimos 12 meses um ROI de 105% (2012 : 94%). O 
EBITDA Ajustado no último trimestre do ano ultrapassou o valor de MOP1.0 mil milhões pela primeira vez. 

Os excelentes resultados do StarWorld Macau devem-se a diversos factores, incluindo um desempenho no segmento de massas superior 
ao do mercado e um aumento significativo do segmento VIP no segundo semestre do ano, especialmente no último trimestre em que o vo-
lume de negócios VIP atingiu níveis históricos.

Desempenho do Jogo VIP

O segmento VIP do StarWorld Macau registou um volume de circulação de fichas de MOP681.9 mil milhões em 2013, um acréscimo de 
5% em relação ao ano anterior, traduzindo-se em receitas de MOP19.7 mil milhões (2012: MOP19.0 mil milhões). As receitas no último tri-
mestre cresceram 21% em relação ao ano anterior.

As iniciativas com vista ao reforço da oferta e crescimento do segmento VIP na propriedade foram finalizadas sensivelmente a meio do 
ano.

A administração continua a remodelar outras áreas da propriedade para assegurar que esta possa continuar a oferecer os melhores pro-
dutos e serviços no segmento VIP, num ambiente cativante.

Desempenho do Jogo de Massas

O mercado de massas continua a ser o segmento de jogo com mais rápido crescimento no StarWorld Macau. As receitas anuais de jogo 
de massas aumentaram em 59% para um valor de quase MOP4.0 mil milhões, com um aumento de receitas de 69% em relação ao ano ante-
rior e um aumento de 18% sequencialmente.

Desempenho do Jogo Electrónico

O negócio dos Jogos Electrónicos do Starworld Macau gerou receitas anuais de MOP215.3 milhões, um decréscimo de 15% em relação 
ao ano anterior, em resultado de um menor volume e uma menor taxa anual de ganhos.

Desempenho Extra-Jogo

As receitas extra-jogo foram de MOP374.9 milhões (2012: MOP428.5 milhões). O decréscimo deveu-se essencialmente à mudança das 
técnicas de contabilidade em relação às receitas geradas pelas viagens e ao encerramento de um restaurante para obras de renovação.

A taxa de ocupação hoteleira manteve-se durante todo o ano perto da capacidade, nos 99%.

City Clubs

Os City Clubs contribuíram receitas de EBITDA Ajustado de MOP186.4 milhões para a GCSA, um acréscimo de 11% em relação ao ano 
ante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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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ÇÃO ADICIONAL

Desenvolvimento na Ilha Hengqin

O Grupo celebrou recentemente um acordo de princípio com vista ao desenvolvimento de um projecto de um resort de nível mundial 
na Ilha de Hengqin num terreno com área de 2.7 quilómetros quadrados. O projecto inclui aproximadamente 2.5 quilómetros de frente 
marítima. O Grupo planeia investir RMB10.0 mil milhões no resort que irá complementar os negócios do Grupo em Macau, diferenciando 
significativamente o Grupo dos seus concorrentes e permitindo que desempenhe um papel-chave na transformação de Macau num centro 
mundial de turismo e lazer.

Lista dos titulares dos órgãos da sociedade — 31 de Dezembro de 2013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Lui Che Woo     - Presidente

Jorge Neto Valente     - Administrador-Delegado

Lui Yiu Tung, Francis     - Administrador

Lui Lawrence Yiunam    - Administrador

Cheng Yee Sing Philip     - Administrador

Anthony Thomas Christopher, Carter   - Administrador

Fiscal Único: 

CSC & Associados – Sociedade de Auditores (representada por Chan Yuk Ying )

Secretária: 

Seatwo King Lai Bess

Lista dos principais accionistas em 2013

Canton Treasure Group Ltd. — 89.9999%

Jorge Neto Valente — 10%

Parecer e relatório anual de Fiscal Único sobre o exercício de 2013

Para: Accionistas da Galaxy Casino, S.A.

Tendo o Fiscal Único apreciado e analisad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o Exercício de 2013 elaboradas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
tração da vossa Sociedade, assim como o Relatório do Auditor Independente, PricewaterhouseCoopers, é minha opinião que:

1.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e 2013 foram devidamente elaboradas conforme as Normas de Relato Financeiro, reflectindo as activi-
dades e situação financeira da Sociedade;

2. Proponho aprovar o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3. Proponho aprovar o Relatório do Auditor Independente.

Macau, aos 31 de Março de 2014.

O Fiscal Único

CSC & Associados — Sociedade de Auditores
(Representado pela Auditora Chan Yuk Ying)

Relatório do auditor independente sobr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os accionistas da Galaxy Casino, S.A.
(Sociedade anónima constituída em Macau)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nexas da Galaxy Casino, S.A. (a «Sociedade») e das suas subsidiárias (no seu conjunto, o «Gru-
po»)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3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do Grupo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Est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s quais compreendem o balanço consolida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3 e a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consolidada d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são da responsabilidade do Conselho de Admi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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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ção da Sociedade. A nossa responsabilidade consiste em expressar uma opinião, unicamente endereçada a V. Ex.as, enquanto accionistas, 
sobre s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
tadas, e sem qualquer outra finalidade. Não assumimos responsabilidade nem aceitamos obrigações perante terceiros pelo conteúdo deste 
relatório.

Auditámo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Sociedade e do Grupo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3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emitidas pelo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e ex-
pressámos a nossa opinião sem reservas sobre est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no relatório de 31 de Março de 2014.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compreendem o balanço individual e consolidado da Sociedade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3, e 
a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consolidada, a demonstração consolidada de alterações no capital próprio e a demonstração consolidada de 
fluxos de caixa d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e um resumo das principai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
ceiras audita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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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i Iok Kei
Auditor de contas

PricewaterhouseCoopers 

Macau, aos 31 de Março de 2014.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33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0 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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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尼斯人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Venetian Macau, S.A.

綜合資產負債表
Balanço consolidado 

   

（所有金額為百萬澳門幣）
(Todos os montantes são apresentados em milhões de MOP)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31 de Dezembro de 2013
資產 ACTIVOS

非流動資產 Activos não correntes

土地租賃權益淨額 Direitos sobre terrenos concessionados, líquidos  3,806 

物業及設備淨額 Propriedades e equipamentos, líquidos  52,651 

發展中物業 Propriedade em desenvolvimento  3,029 

無形資產淨額 Activos intangíveis, líquidos  161 

遞延融資成本淨額 Custos financeiros diferidos, líquidos  554 

遞延所得稅資產 Activos por impostos sobre o rendimento diferidos  1 

其他資產淨額 Outros activos, líquidos  260 

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預付款項淨額 Pré-pagamentos e outras dívidas comerciais a 

     receber, líquidos  123 

非流動資產總額 Total de activos não correntes  60,585 

流動資產 Activos correntes

存貨 Existências  107 

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預付款項淨額 Pré-pagamentos e outras dívidas comerciais a 

     receber, líquidos  6,556 

受限制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Fundos cativos e equivalentes de caixa  4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Caixa e equivalentes de caixa  22,856 

流動資產總額 Total de activos correntes  29,564 

資產總額 Activos totais  90,149 

權益 CAPITAL PRÓPRIO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Capital e reservas atribuíveis aos detentores do capital da
     Sociedade

股本 Capital social  200 

權益貢獻 Contribuições de capital  3,003 

法定儲備 Reserva legal  51 

以股份為基礎的補償儲備 Reservas para opções sobre acções  550 

滙兌儲備 Reserva de conversão cambial  2 

保留盈利 Resultados acumulados  18,335 

 22,141 

非控制性權益 Interesses não controlados  (200)

權益總額 Total do capital próprio  2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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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 PASSIVOS

非流動負債 Passivos não correntes

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Dívidas comerciais a pagar e outras  476 

借貸 Empréstimos  34,721 

非流動負債總額 Total de passivos não correntes  35,197 

流動負債 Passivos correntes

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Dívidas comerciais a pagar e outras  17,014 

應付股息 Dívidendos a pagar  14,375 

即期所得稅負債 Passivos por impostos sobre o rendimento correntes  1 

借貸 Empréstimos  1,621 

流動負債總額 Total de passivos correntes  33,011 

負債總額 Passivos totais  68,208 

權益及負債總額 Total de capital próprio e passivos  90,149 

流動負債淨額 Passivos correntes, líquidos  (3,447)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Total dos activos menos passivos correntes  57,138 

綜合損益表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consolidados 

  
（所有金額為百萬澳門幣）
(Todos os montantes são apresentados em milhões de MOP)

截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3

收益 Réditos

     娛樂場 Casino  77,907 

     其他收益 Outras receitas  7,817 

 85,724 

      減 : 折扣及回贈 Deduzido de: descontos e abatimentos  (14,176)

收益淨額 Réditos líquidos  71,548 

博彩稅 Imposto sobre jogos  (30,726)

已消耗存貨 Existências consumidas  (723)

僱員福利開支 Custos com o pessoal  (7,286)

折舊及攤銷 Depreciações e amortizações  (3,876)

博彩中介人／代理佣金 Comissões de agência/promotores de jogos  (2,985)

其他開支及虧損 Outras despesas e perdas  (7,263)

經營利潤 Lucro operacional  18,689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Rendimento de juros dos depósitos bancários  89 

經扣除資本化金額後的利息開支 Gastos com juros, líquido de montantes capitalizados  (869)

除所得稅前利潤 Resultados antes de impostos  17,909 

所得稅開支 Imposto sobre o rendimento  (1)

年度利潤 Resultado do exercício  17,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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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佔 Atribuíveis a: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Detentores do capital da Sociedade  17,914 

非控制性權益 Interesses não controlados  (6)

 17,908 

綜合現金流量表
Demonstração dos fluxos de caixa consolidados 

  

（所有金額為百萬澳門幣）
(Todos os montantes são apresentados em milhões de MOP)

截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3

來自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 Fluxos de caixa das actividades operacionais

經營所產生的現金 Fluxo gerado pelas operações  24,711 

已付所得稅 Imposto sobre o rendimento pago  (1)

經營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淨額 Fluxo líquido gerado pelas actividades operacionais  24,710 

來自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Fluxos de caixa de actividades de investimento

受限制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 Aumento dos fundos cativos e equivalentes de caixa  (9)

購置物業及設備 Aquisições de propriedades e equipamentos  (4,782)

購置發展中物業 Aquisições de propriedade em desenvolvimento  (19)

購置無形資產 Aquisições de activos intangíveis  (71)

處置物業及設備所得款項 Recebimentos pela alienação de propriedades e equipamentos  1 

已收利息 Recebimento de juros  85 

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Fluxo líquido utilizado em actividades de investimento  (4,795)

來自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Fluxos de caixa de actividades de financiamento

已付股息 Dívidendos pagos  (11,176)

償還融資租賃負債 Reembolsos de passivos de locação financeira  (14)

遞延融資成本的付款 Pagamentos de custos financeiros diferidos  (60)

已付利息 Pagamentos de juros  (494)

融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Fluxo líquido utilizado em actividades de financiamento  (11,74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Variação de caixa e de equivalentes de caixa  8,171 

年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Caixa e equivalentes de caixa no início do exercício  14,715 

滙率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Efeito cambial sobre caixa e equivalentes de caixa  (30)

年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Caixa e equivalentes de caixa no fim do exercício  22,856 

現金流量資料的補充披露 Informação adicional sobre fluxos de caixa:

建設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的變動 Variações em acréscimos e valores a pagar de construções  (339)

非現金投資及融資活動 Atividades de investimento e de financiamento sem fluxos de caixa:

資本化以股份為基礎的補償 Custos com opções com acções capitalizados  8 

根據融資租賃收購物業及設備 Propriedades e equipamentos adquiridos através de locação fianceira  19 

利息撥作應付關聯公司票據本金 Incorporação no valor nominal de juros de títulos a pagar a
     empresas relacionadas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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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應付中介控股公司款項償還關聯方應付票據 Liquidação do títulos a pagar a intercompanhias  87 
     através da compensação de valor devido à empresa holding intermediária

向本公司權益持有人宣派的股息 Dívidendos declarados aos detentores do capital da Sociedade  14,374 

   

編製基準
Bases de preparação

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九日公佈之第25/2005號行政法規核准的澳門財務報告
準則（「MFRS」）編製。本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歷史成本法編製，並因應衍生金融工具之重估作出修訂。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consolidadas do Grupo foram preparadas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de Relato Financeiro emitidas 
pelo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ao abrigo do Regulamento Administrativo n.º 25/2005 de 9 de Dezembro de 
2005 («MFR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consolidadas foram preparadas de acordo com a convenção do custo histórico, modifica-
do pela reavaliação dos instrumentos financeiros derivados.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流動負債淨額澳門幣34.5億元及重大資本承擔澳門幣260.3億元。根據內部編製的現
金流預算，本集團的中介控股公司金沙中國有限公司有能力且擬為本集團提供財務支援，以償還本集團的到期債務。此外，於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其信貸融資下擁有的可動用借款金額為5.0億美元。因此，綜合財務報表已依據持續經營基準，假定
（其中包括）資產及負債能夠在到期時得以變現及償還而編製。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3, o Grupo detinha passivos circulantes líquidos de 3,45 mil milhões de MOP e um compromisso de ca-
pital significativo de 26,03 mil milhões de MOP. Com base nos orçamentos de fluxos de caixa preparados internamente, a Sands China 
Ltd., na sua qualidade de holding intermediária do Grupo, tem a capacidade e a intenção de disponibilizar apoio financeiro ao Grupo, 
para que este cumpra as suas obrigações quando estas se vencerem. Além disso, o Grupo apresentava uma capacidade de endividamento 
disponível de 500,0 milhões de USD, ao abrigo da sua linha de crédit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3. Consequentemente, as demonstra-
ções financeiras consolidadas foram preparadas de acordo com o princípio da continuidade das operações, o que pressupõe, entre outras 
coisas, a realização de activos e o cumprimento dos passivos como e quando estes se vencerem.

董事會報告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威尼斯人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在澳門經營規模最大的綜合度假村。於二零一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擁有9,277間酒店客房及套房、121家餐廳、140萬平方呎零售樓面、150萬平方呎會展會議場地、兩家常設劇院、
一座15,000座位的綜藝館，以及多間全球最大的娛樂場。憑藉金沙城中心二期於二零一三年一月落成與我們在路氹的其他發展計
劃，本集團據有獨特優勢，未來多年將為澳門經濟的多元化發展提供重大推動作用。

A Venetian Macau, S.A.  (a «Sociedade») e as suas subsidiárias (colectivamente, o «Grupo») operam o maior conjunto de resorts 
integrados de Macau. A 31 de Dezembro de 2013, o Grupo tinha 9.277 quartos de hotel e suites, 121 restaurantes, 1,4 milhões de pés 
quadrados de áreas de comércio, 1,5 milhões de pés quadrados de salas de reuniões, dois teatros permanentes, uma arena com 15.000 
lugares e alguns dos maiores casinos do mundo. Com a conclusão da fase II do Sands Cotai Central em Janeiro de 2013, juntamente com 
outros planos de desenvolvimento que o Grupo tem para Cotai, o Grupo encontra-se numa posição única para ser um importante impul-
sionador da diversificação económica de Macau nos próximos anos.

財務摘要
Destaques Financeiros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淨收入為澳門幣715.5億元，較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澳門幣522.8億
元增加澳門幣192.7億元或36.9%。

As receitas líquidas ascenderam a 71,55 mil milhões de MOP n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3, um aumento de 19,27 
mil milhões de MOP, ou 36,9%, em comparação com os 52,28 mil milhões de MOP n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2.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營開支為澳門幣528.6億元，較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澳門幣416.6
億元增加澳門幣112.0億元或26.9%。

As despesas operacionais foram de 52,86 mil milhões de MOP n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3, um aumento de 11,20 
mil milhões de MOP, ou 26,9%, em comparação com os 41,66 mil milhões de MOP n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2.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為澳門幣179.1億元，較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澳門幣101.7億元增加澳門幣77.4億元或76.1%。

O lucro atribuível a detentores de capital da Sociedade n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3 foi de 17,91 mil milhões de 
MOP, um aumento de 7,74 mil milhões de MOP, ou 76,1%, em comparação com os 10,17 mil milhões de MOP n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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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金沙O Sands Macao

澳門金沙於二零零四年五月開業。澳門金沙是澳門第一家拉斯維加斯式娛樂場，目前備有分別為中場客戶、貴賓客戶及高端客戶

而設的不同博彩區，也提供文娛設施及食肆。澳門金沙位於澳門半島臨海地段，鄰近澳門新港澳碼頭，介乎拱北關閘與澳門商業中

心區之間，位處中樞，可接觸的客戶群非常龐大。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統計暨普查局的統計數據，二零一三年海路入境旅客約1,160
萬人次，分別從澳門氹仔臨時客運碼頭、內港碼頭或新外港碼頭登岸。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澳門金沙的總入場人

數約為580萬人次。

Abrimos o Sands Macao em Maio de 2004. O Sands Macao foi o primeiro casino ao estilo de Las Vegas em Macau e inclui, actual-
mente, um conjunto de áreas de jogo para o mercado de massas, jogadores VIP e de topo, assim como zonas de entretenimento e restau-
ração. O Sands Macao situa-se na península de Macau, junto ao Novo Terminal Marítimo, num terreno na zona portuária localizado en-
tre o posto fronteiriço de Gongbei e o coração do bairro financeiro de Macau. Esta localização permite que o Sands Macao tenha acesso 
a uma grande base de clientes, em especial aos cerca de 11,6 milhões de visitantes que chegaram a Macau por via marítima ao Terminal 
Temporário da Taipa (TTFT), ao porto interior ou ao Novo Terminal Marítimo de Macau em 2013, de acordo com as estatísticas da 
DSEC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statística e Censos). Durante o an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3, o Sands Macao teve, no total, 
cerca de 5,8 milhões de visitas.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澳門金沙提供289間客房，設施先進，裝潢華麗，全部以別具一格的黑檀木板裝飾，配備高級傢
具。這些客房主要供本集團的貴賓客戶或高端客戶享用，通常為免費提供。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澳門金沙亦提供約260,000
平方呎博彩區、260張博彩桌及929部角子機或類似的電子博彩設施。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3, o Sands Macao tinha 289 suites, dotadas de modernas e luxuosas comodidades e decoradas com um 
estilizado revestimento de madeira preta e mobiliário de elevada qualidade. Estes quartos encontram-se essencialmente disponíveis para 
os nossos jogadores VIP ou de topo, normalmente num regime gratuito. Em 1 de Dezembro de 2013, o Sands Macao tinha igualmente 
cerca de 260.000 pés quadrados de espaço para jogos e tinha 260 mesas de jogo e 929 slot machines ou dispositivos de jogos electrónicos 
semelhantes. 

除博彩設施及酒店住宿之外，澳門金沙亦提供餐廳、水療設施、文娛區域及其他康樂設施。食肆區提供不同地區的地道風味美

食，譬如粵菜酒樓及一家高雅的西式扒房。

Para além das instalações para jogos e acomodações de hotel, o Sands Macao inclui igualmente restaurantes, instalações de spa, zo-
nas de entretenimento e outras funcionalidades. Os locais de refeição apresentam uma cozinha regional popular e incluem um restauran-
te cantonês e uma sofisticada steakhouse ao estilo ocidental.

澳門威尼斯人 O Venetian Macao

本集團路氹金光大道發展項目的旗艦物業澳門威尼斯人，於二零零七年八月開幕。與澳門氹仔島上的氹仔臨時客運碼頭相距約

三公里。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澳門威尼斯人的娛樂場及博彩區面積約385,000平方呎，包括專用貴賓廳及寬敞的中場博彩
大堂。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澳門威尼斯人設有667張博彩桌及1,953部角子機或類似的電子博彩設施。中場博彩大堂分為四
個設計獨特的主題區，即赤龍殿、金鱗殿、鳳凰殿及帝王殿。澳門威尼斯人的設計主題與拉斯維加斯的The Venetian Las Vegas相
仿，仿建意大利威尼斯多個名勝，譬如聖馬可廣場（St. Mark’s Square）、鐘塔（Campanile Tower）及總督府（Doge’s Palace）等。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澳門威尼斯人的總入場人數約為3,070萬人次。

Em Agosto de 2007, abrimos o Venetian Macao, a principal propriedade do nosso empreendimento no Cotai Strip, localizado a 
cerca de três quilómetros do TTFT, na Ilha da Taipa em Macau.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3, o Venetian Macao tinha cerca de 385.000 
pés quadrados de áreas de jogo e casino espalhadas ao longo de salas VIP exclusivas e um amplo piso de jogos destinado ao mercado de 
massas.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3, o Venetian Macao apresentava 667 mesas de jogo e 1.953 slot machines ou dispositivos de jogos 
electrónicos semelhantes. O piso de jogos destinado ao mercado de massas está dividido em quatro áreas concebidas de modo único: Red 
Dragon, Golden Fish, Phoenix e Imperial House. O Venetian Macao, com uma temática semelhante à do Venetian Las Vegas, apresenta 
reproduções de muitos locais famosos em Veneza, Itália, incluindo a Praça de S. Marcos, a Torre do Campanário e o Palácio de Doge. 
Durante o an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3, o Venetian Macao teve, no total, cerca de 30,7 milhões de visitas. 

除博彩設施之外，澳門威尼斯人亦設有樓高39層的五星級酒店大樓，提供2,900多間套房。澳門威尼斯人亦提供多樣化的文娛活
動及康樂設施，既適合中場客戶攜同家人一同度假，也有為貴賓客戶及高端客戶而設的特別產品與服務，譬如御匾會等。澳門威尼斯

人的威尼斯人購物中心，零售及餐區面積超逾900,000平方呎，內有331家名店及50多家餐廳，其中包括一個美食廣場。

Para além das instalações para jogos, o Venetian Macao possui uma torre com um hotel de cinco estrelas de 39 pisos e mais de 2.900 
suites. O Venetian Macao disponibiliza igualmente uma vasta selecção de funcionalidades e opções de entretenimento, que vão ao en-
contro dos interesses dos clientes do mercado de massas, incluindo famílias, destinando-se também aos jogadores VIP e de topo, com 
produtos e serviços especiais, como o Paiza Club. O Venetian Macao possui mais de 900.000 pés quadrados de áreas de comércio e de  
restauração no Shoppes at Venetian, com 331 lojas e mais de 50 restaurantes, incluindo um food court (praça de alimentação).

澳門威尼斯人還設有面積約120萬平方呎的會議中心及會議室綜合大樓。這些會議獎勵旅遊設施地方寬敞，靈活性高，可間隔
為小型、中型或大型會議室，及/或舉行大型多媒體活動或貿易展覽。會議獎勵旅遊活動一般在平日舉行，而酒店入住率及房租的高
峰期，一般為週末假期消閒旅客前來之時，因此，會議獎勵旅遊活動可於澳門酒店及娛樂場需求較低的日子，發揮吸引人流的作用。

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承辦了51個貿易展覽，吸引訪客逾150萬人次，以及234個企業團體逾83,000名代表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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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Venetian Macao dispõe igualmente de um centro de convenções e de um complexo de salas de reuniões com cerca de 1,2 milhões 
de pés quadrados. Estas instalações para MICE (reuniões, incentivos, convenções e exposições) disponibilizam um espaço flexível e 
amplo que pode ser configurado para salas de reuniões pequenas, médias ou grandes e/ou receber eventos multimédia de grande escala 
ou feiras profissionais. Os eventos na área do MICE ocorrem normalmente durante a semana, atraindo movimento durante a parte da 
semana em que os hotéis e os casinos em Macau apresentam tipicamente uma procura mais baixa em relação aos fins-de-semana e feria-
dos, quando as taxas de ocupação e alojamento se encontram normalmente no pico, devido às viagens de lazer. Em 2013, recebemos 51 
feiras profissionais, atraindo mais de 1,5 milhões de visitantes e 234 grupos empresariais com mais de 83.000 representantes. 

澳門威尼斯人亦設有一個15,000座位的綜藝館，名為金光綜藝館，曾上演包羅萬有的文娛體育活動；另有一個1,800座位的劇院。

O Venetian Macao possui igualmente uma arena com 15.000 lugares, The CotaiArena, que já recebeu vários eventos desportivos e 
de entretenimento, bem como um teatro com 1.800 lugares. 

澳門百利宮O Plaza Macao

澳門百利宮於二零零八年八月開幕，與澳門威尼斯人相連互通，同屬本集團的路氹金光大道發展項目。本集團相信澳門百利宮

為高端客戶提供五星級豪華酒店及度假村服務，能與澳門威尼斯人配合互補。澳門百利宮包括由四季經營管理，共有360間套房的
四季酒店，以及由本集團經營的百利宮娛樂場（包括御匾豪園）、四季‧名店、多家餐廳與酒吧、健身中心、泳池與水療設施、以及會

議、宴會及其他相關設施。於二零零九年七月，澳門百利宮獨樹一幟的御匾豪園竣工，每座均為獨立設計，只接待獲邀貴賓。

Em Agosto de 2008, abrimos o Plaza Macao, adjacente e ligado ao Venetian Macao, no empreendimento do Cotai Strip. Acredita-
mos que o Plaza Macao complementa o Venetian Macao, proporcionando uma experiência de resort e hotel de luxo de cinco estrelas aos 
nossos clientes de topo. O Plaza Macao consiste no Hotel Four Seasons, que inclui 360 suites geridas e operadas pela cadeia hoteleira 
Four Seasons, o Plaza Casino (incluindo as mansões Paiza), The Shoppes at Four Seasons, vários restaurantes e bares, um centro de fit-
ness, piscina e spa, assim como instalações para conferências, banquetes e outras instalações de apoio que operamos. Em Julho de 2009, 
concluímos as nossas mansões Paiza ultra-exclusivas no Plaza Macao. Estas mansões foram concebidas individualmente e estão disponí-
veis apenas por convite.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本公司開設了一條全天候密封式步行橋，設有電梯及自動步道，令路氹金光大道物業之間更加緊密

連繫、四通八達。

A 20 de Dezembro de 2012, inaugurámos uma ponte pedonal climatizada, totalmente fechada, com escadas rolantes e passadiço 
móvel para melhorar a interligação e acessibilidade entre as nossas propriedades no Cotai Strip.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百利宮娛樂場提供約113,000平方呎博彩區、142張博彩桌及178部角子機或類似的電子博彩設
施，包括為貴賓客戶及高端客戶而設的專用貴賓廳。澳門百利宮的設計旨在為高端博彩桌客戶締造貼身豪華享受，提供特別產品與

服務，如獨有的御匾豪園。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澳門百利宮的總入場人數約為1,000萬人次。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3, o Plaza Casino compreendia cerca de 113.000 pés quadrados de espaço para jogos, com 142 mesas de 
jogo e 178 slot machines ou dispositivos de jogos electrónicos semelhantes, e incluía salas VIP exclusivas para jogadores VIP e de topo. O 
Plaza Macao foi especificamente concebido para oferecer uma experiência íntima de luxo aos clientes de topo, com produtos e serviços 
especiais, tais como as mansões exclusivas Paiza. Durante o an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3, o Plaza Macao teve, no total, cerca 
de 10,0 milhões de visitas.

金沙城中心 O Sands Cotai Central 

金沙城中心位於澳門威尼斯人及澳門百利宮對面，為本集團於路氹最大型的綜合度假村。金沙城中心包括三座酒店大樓，其中

有636間五星級康萊德品牌的客房及套房、1,224間四星級假日酒店品牌的客房及套房，以及3,863間喜來登品牌的客房及套房。金沙
城中心一期於二零一二年四月開幕，設有康萊德及假日酒店品牌的房間、多項零售選擇，並且建有逾300,000平方呎會議場地，另外
又設立多家飲食場所，加上喜雅娛樂場及貴賓客戶博彩區。二A期於二零一二年九月開業，當中設有1,796間喜來登品牌客房及套房，
加上凱運娛樂場以及其他零售、文娛、餐廳及會議設施。二B期於二零一三年一月開業，包括第二座喜來登大樓，額外提供2,067間客
房及套房。

O Sands Cotai Central está localizado no lado oposto ao Venetian Macao e ao Plaza Macao. É o nosso maior resort integrado em 
Cotai. O Sands Cotai Central é constituído por três torres de hotel, incluindo 636 quartos e suites de cinco estrelas da marca Conrad, 1.224 
quartos e suites de quatro estrelas da marca Holiday Inn e 3.863 quartos e suites da marca Sheraton. Em Abril de 2012, abrimos a primei-
ra fase do Sands Cotai Central, a qual incluía os produtos Conrad e Holiday Inn, uma diversidade de áreas comerciais, mais de 300.000 
pés quadrados de salas de reuniões, vários estabelecimentos de alimentos e bebidas, juntamente com o casino Himalaya e as áreas de 
jogo VIP. Inaugurámos a Fase IIA em Setembro de 2012, juntamente com 1.796 quartos e suites da marca Sheraton e um segundo casino 
— o casino Pacifica, e as restantes instalações de comércio, entretenimento, restauração e reuniões. Abrimos a Fase IIB em Janeiro de 
2013, a qual incluía a segunda torre da marca Sheraton e 2.067 quartos e suites adicionais.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金沙城中心設有346,000平方呎博彩區、466張博彩桌及1,493部角子機或類似的電子博彩設施，亦設
有專為貴賓及高端客戶而設的專用貴賓廳。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金沙城中心的總入場人數約為1,650萬人次。

A 31 de Dezembro de 2013, o Sands Cotai Central possuía 346.000 pés quadrados de espaço para jogos com 466 mesas de jogo e 1.493 
slot machines ou dispositivos de jogos electrónicos semelhantes, e incluía salas VIP exclusivas para jogadores VIP e de topo. Durante o 
an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3, o Sands Cotai Central teve, no total, cerca de 16,5 milhões de visi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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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獨任監事報告書
Parcer do órgão de fiscalização relativo ao ano fiscal de 2013

根據商法典之規定，本人謹將2013年12月31日年度獨任監事報告呈覽。

De acordo com o estabelecido no Código Comercial, apresento o relatório do fiscal único relativo ao an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3.

本人監察了威尼斯人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年度的管理。在監察工作的過程中，本人結合公司的實際情況，實施了包括向公司管理層

查詢，對提交給本人的會計資料進行分析性程序及其他本人認為必要的程序。

Acompanhei durante o exercício a actividad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a Venetian Macau, S.A. O trabalho de supervisão 
incluiu o inquérito a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a Sociedade, procedimentos analíticos aplicados à informação contabilística que me 
foi apresentada e outros procedimentos que considerei necessários em face das circunstâncias.

本人根據監察工作的結果，作出如下報告：

Baseado nos resultados do meu trabalho de supervisão, relato o seguinte:

1. 本人已取得一切認為必要的資料及解釋。

1. Obtive toda a informação e explicações que considerei necessárias.

2. 本人認為公司年度帳目遵循適合公司實際情況之會計原則編寫清楚，並在各重大方面顯示公司2013年12月31日的財務狀況及
該年度經營成果之真確狀況。

2. Na minh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nuais da Sociedade foram adequadamente preparadas aplicando os princípios 
contabilísticos adequados às circunstâncias e apresentam de forma verdadeira e apropriada 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Sociedade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3 e 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para 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3. 本人認為董事會報告書正確及完整，並簡易及清楚地闡述公司年度之經濟狀況及業務發展。

3. Em minha opinião, o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está correcto e completo, e apresenta a situação económica da So-
ciedade, assim como a evolução dos negócios ao longo do ano, de forma concisa e clara.

4. 本人沒有察覺年度有任何不當情事或不法行為。

4.  Não tomei conhecimento de qualquer acto irregular ou ilegal durante o exercício.

基此，本人建議股東常會通過董事會提交之2013年12月31日年度之公司帳目，董事會報告書和結果運用之建議。

Recomendo, por isso, aos accionistas que aprovem, na Assembleia Geral Ordiná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o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e a proposta de aplicação dos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3.

2014年2月25日於澳門——Macau, aos 25 de Fevereiro de 2014.

獨任監事——O Fiscal Único, 胡春生 Wu Chun Sang

註冊核數師——Auditor Registado

 

摘要綜合財務報表的獨立核數師報告
Relatório de Auditores Independentes sobre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Consolidadas Resumidas

致威尼斯人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全數股東
Para os accionistas da Venetian Macau, S.A.

（於澳門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Sociedade anónima registada em Macau)

本核數師（以下簡稱「我們」）已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核數準則》及《核數實務準則》完成審核 威尼斯人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就該等綜合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報告。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consolidadas da Venetian Macau, S.A. relativas ao ano de 2013, nos termos 
d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24 de Março de 2014, expressámos uma opinião sem reservas relativamente à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consolidadas das quais as pre-
sentes constituem um res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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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已審核的綜合財務報表由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資產負債表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綜合損益表、綜合權益變動

表及綜合現金流量表組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概要及其他附註。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consolidadas a que acima se alude compreendem o balanço consolidado, à data de 31 de Dezembro 
de 2013, 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consolidados, a demons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o capital próprio consolidado e a demonstração de 
fluxos de caixa consolidados relativas ao ano findo, assim como um resumo da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relevantes e outras notas explica-
tivas.

隨附由管理層編制的摘要綜合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的綜合財務報表的撮要內容。我們認為，摘要綜合財務報表的內容，在所

有重要方面，與已審核綜合財務報表的內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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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更全面了解 威尼斯人澳門股份有限公司的綜合財務狀況和綜合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綜合財務報表應
與已審核的綜合財務報表以及獨立核數師報告一併參閱。

Para 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consolidada da Venetian Macau, S.A. e dos resultados consolidados das suas ope-
rações, no período e âmbito abrangido pela nossa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consolidadas resumidas devem ser lidas con-
juntamente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consolidadas das quais as mesmas resultam e com o respectivo relatório de auditoria.

馬健華

Quin Va

註冊核數師

Auditor de contas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 Sociedade de Auditores

澳門，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Macau, aos 24 de Março de 2014

二零一三年度擁有威尼斯人澳門股份有限公司5%或5%以上公司資本的主要股東名單以及公司機關據位人名單

Lista dos accionistas qualificados, detentores de 5% ou mais do capital social da Venetian
Macau, S.A., e dos titulares dos demais órgãos sociais durante o ano de 2013

合資格股東——Accionista qualificados

a）Venetian Venture Development Intermediate Limited — 89.995%

b）胡順謙先生——10%
         António Ferreira—10%

董事會——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a）Edward Matthew Tracy先生
     Edward Matthew Tracy

b）胡順謙先生（董事總經理）
     António Ferreira (Administrador-Delegado)

c）Robert Glen Goldstein先生
    Robert Glen Goldstein

d）David Ross Sisk先生（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
     David Ross Sisk, até 30 de Setembro de 2013

e）卓河祓先生；及
     Toh Hup Hock; e

f）范義明先生（由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起）
        David Alec Andrew Fleming, a partir de 30 de Setembro d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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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Secretário

Ricardo José Garcia dos Santos e Silva先生，工作上亦使用簡稱Ricardo Silva
Ricardo José Garcia dos Santos e Silva, que também usa o nome profissional abreviado Ricardo Silva.

獨任監事——Fiscal Único

胡春生先生

Wu Chun S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65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7 6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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