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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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明麗音樂文化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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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九日起，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2號124/2014。

澳門明麗音樂文化協會

章程

第一章

名稱，會址，宗旨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明麗音樂文化

協會”，本會的存立並無期限。

第二條

會址

本會地址設於澳門新勝街70號麗珊
大廈3樓A。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為不牟利團體，宗旨為：

（1）團結澳門各行業愛好歌唱人士，
促進澳門熱愛歌唱達到水平的發展，推動

各區與人際關係了解聯繫。

（2）關注民眾生活，服務社群，支持
公益，參與社會各項活動。

第二章

會員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

會員

任何愛好歌唱人士或經常參與本會

活動演出者，經申請由理事會批准後獲成

為永久會員。

第五條

會員的權利

會員的權利如下：

（1）選舉及被選舉權；

（2）參加會員大會及表決；

（3）按照本會的章程，請求召開會員
大會。

第六條

會員的義務

（1）貫徹本會宗旨，促進會務發展及
維護本會聲譽；

（2）遵守本會章程及各項決議；

（3）積極參加本會的各項活動。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七條

各機關之權限

（1）會員大會由所有會員組成，為本
會的最高權力機關，負責制定或修改會

章。

（2）理事會為本會之執行機關，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的決策和日常具體事務，理

事會組成總人數為單數，設理事長一名，

副理事長一名及理事若干名。

（3）監事會為本會之監察機關，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財政、活動及

編制年度報告等，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

長一名，監事一名。

（4）上述機關成員由會員大會選舉
產生，任期為三年，期滿但工作良好，可以

再選連任。

第八條

會員大會

（1）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關，
有權通過與修改會章，選舉會長、副會長

及理、監事會成員，審查會務、財務及解

散本會。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

四分之三之贊同票。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

存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

贊同票。

（2）會員大會主席團設會長一名，副
會長若干名，每屆會長，副會長任期三年，

可連選連任，候任會長須曾任本會理、監

事或以上職務。

（3）任何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
對多數票，但章程另有規定除外。

（4）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並須於
最少八天前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知各

會員，通知書上須列明開會日期、時間、

地點及議程。

（5）會員大會以超過全體會員人數
1/2出席者為有效，若超過原定開會時間
半小時而出席人數不足半數，屆時會議法

定人數不受限制。

第四章

資產及經費

第九條

來源

（1）各界人士的贊助資金；

（2）會員會費。

二零一四年六月九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53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532,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勁歌金曲綜藝文化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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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九日起，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2號122/2004。

澳門勁歌金曲綜藝文化協會

章程

第一章

名稱，會址，宗旨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勁歌金曲綜藝

文化協會”，本會的存立並無期限。

第二條

會址

本會地址設於澳門氹仔海洋花園第

二街38號海洋花園牡丹苑7樓A。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為不牟利團體，宗旨為：

（1）團結澳門各行業愛好歌唱人士，
促進澳門熱愛歌唱達到水平的發展，推動

各區與人際關係了解聯繫。

（2）關注民眾生活，服務社群，支持
公益，參與社會各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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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會員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

會員

任何愛好歌唱人士或經常參與本會

活動演出者，經申請由理事會批准後，獲

成為永久會員。

第五條

會員的權利

會員的權利如下:

（1）選舉及被選舉權；

（2）參加會員大會及表決；

（3）按照本會的章程，請求召開會員
大會；

（4）參與本會的一切活動及享有本
會提供的各項福利。

第六條

會員的義務

（1）貫徹本會宗旨，促進會務發展及
維護本會聲譽；

（2）遵守本會章程及各項決議；

（3）積極參加本會的各項活動。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七條

各機關之權限

（1）會員大會由所有會員組成，為本
會的最高權力機關，負責制定或修改會

章。

（2）理事會為本會之執行機關，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的決策和日常具體事務，理

事會組成總人數為單數，設理事長一名，

副理事長一名及理事若干名。

（3）監事會為本會之監察機關，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財政、活動及

編制年度報告等，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

長一名，監事若干名，總人數為單數。

（4）上述機關成員由會員大會選舉
產生，任期為三年，期滿但工作良好，可以

再選連任。

第八條

會員大會

（1）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關，
有權通過與修改會章，選舉會長、副會長

及理、監事會成員，審查會務、財務及解

散本會。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

四分之三之贊同票。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

存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

贊同票。

（2）會員大會主席團設會長一名，副
會長若干名，每屆會長，副會長任期三年，

可連選連任，候任會長須曾任本會理、監

事或以上職務。

（3）任何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
對多數票，修改章程及解散法人除外。

（4）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並須於
最少八天前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知各

會員，通知書上須列明開會日期、時間、

地點及議程。

（5）會員大會以超過全體會員人數
1/2出席者為有效，若超過原定開會時間
半小時而出席人數不足半數，屆時會議法

定人數不受限制。

第四章

資產及經費

第九條

來源

（1）各界人士的贊助資金；

（2）會員會費。

二零一四年六月九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2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23,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麗星音樂文化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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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九日起，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2號123/2014。

澳門麗星音樂文化協會

章程

第一章

名稱，會址，宗旨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麗星音樂文化

協會”，本會的存立並無期限。

第二條

會址

本會地址設於澳門馬交石斜坡新益

花園第6座7樓A。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為不牟利團體，宗旨為：

（1）團結澳門各行業愛好歌唱人士，
促進澳門熱愛歌唱達到水平的發展，推動

各區與人際關係了解聯繫。

（2）關注民眾生活，服務社群，支持
公益，參與社會各項活動。

第二章

會員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

會員

任何愛好歌唱人士或經常參與本會

活動演出者，經申請由理事會批准後獲成

為永久會員。

第五條

會員的權利

會員的權利如下：

（1）選舉及被選舉權；

（2）參加會員大會及表決；

（3）按照本會的章程，請求召開會員
大會；

（4）參與本會的一切活動及享有本
會提供的各項福利。

第六條

會員的義務

（1）貫徹本會宗旨，促進會務發展及
維護本會聲譽；

（2）遵守本會章程及各項決議；

（3）積極參加本會的各項活動。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七條

各機關之權限

（1）會員大會由所有會員組成，為本
會的最高權力機關，負責制定或修改會

章。

（2）理事會為本會之執行機關，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的決策和日常具體事務，理

事會組成總人數為單數，設理事長一名，

副理事長一名及理事若干名。



N.º 25 — 18-6-2014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II SÉRIE 9637

（3）監事會為本會之監察機關，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財政、活動及

編制年度報告等，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

長一名，監事一名。

（4）上述機關成員由會員大會選舉
產生，任期為三年，期滿但工作良好，可以

再選連任。

第八條

會員大會

（1）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關，
有權通過與修改會章，選舉會長、副會長

及理、監事會成員，審查會務、財務及解

散本會。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

四分之三之贊同票。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

存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

贊同票。

（2）會員大會主席團設會長一名，副
會長若干名，每屆會長，副會長任期三年，

可連選連任，候任會長須曾任本會理、監

事或以上職務。

（3）任何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
對多數票，但章程另有規定除外。

（4）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並須於
最少八天前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知各

會員，通知書上須列明開會日期、時間、

地點及議程。

（5）會員大會以超過全體會員人數
1/2出席者為有效，若超過原定開會時間
半小時而出席人數不足半數，屆時會議法

定人數不受限制。

第四章

資產及經費

第九條

來源

（1）各界人士的贊助資金；

（2）會員會費。

二零一四年六月九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55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550,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人才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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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日起，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2號125/2014。

澳門人才發展協會章程

一、定名：

中文：“澳門人才發展協會”。

葡文：“Associação para o Desen-
volvimento de Talentos de Macau”。

二、宗旨：

1. 團結、凝聚及培育適應澳門社會經
濟發展需要的多元人才。

2. 透過舉辦相關的培訓、研討會及
交流活動協助澳門人才尋找未來發展方

向。

3. 推動完善澳門專業認證制度，協助
澳門人才向上流動與可持續性發展。

4. 發揚團結友愛精神，關心澳門城市
建設與發展。

三、性質：民間非牟利團體，其存續不

設期限。

四、會址：澳門黑沙環永華街37-53號
僑光大廈11樓C座。經理事會同意，會址
可以遷移至本澳其他地方。

五、組織結構：

1. 會員大會：

（1）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修改本會
章程，透過選舉或協商程序產生會員大

會、理事會及監事會之成員。會員大會、理

事會及監事會成員之每屆任期為三年，連

選可連任。

（2）每年必須召開一次會員大會，大
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或透

過簽收方式為之。召集書內須指出會議日

期、時間、地點及議程。若屬首次召集，如

出席的會員未足半數，半個小時後作第

二次召集，到時出席人數多寡亦可進行會

議；另外，決議則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

多數票。

（3）會員大會由會長主持，理事會召
集。另外，不少於總數五分之一的會員以

正當目的提出要求時，亦得召開會員大

會。

會長及副會長：

A. 會長一名，對外代表本會。副會長
若干名，協助會長工作。如有需要，可增

設常務副會長。常務副會長的職權由內部

章程確定。B. 會長根據會務需要，可決定
邀請各地社會知名人士在本會擔任各種

榮譽性質之職位。

2. 理事會：

（1）理事會全面落實及執行會員大
會制定的方針及決議；同時，可制定各種

內部規章。

（2）理事會根據工作需要，可設立多
個部門或專責委員會（或工作機構），也

可設立諮詢組織，具體運作模式及職能，

由內部規章確定。

（3）理事會成員人數不確定，其總數
目必須為單數。

（4）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
長及理事若干名，秘書長一名。理事長統

籌理事會工作，主持理事會會議。如有需

要，可設常務副理事長、常務理事或其他

職位，具體情況由理事會會議確定。

3. 監事會：

（1）監事會成員人數不確定，其總數
目必須為單數。

（2）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
及監事若干名。監事會與理事會成員不得

互相兼任。

（3）監事會主要職責為：監察會務運
作及查核本會財產。

4. 會員：

（1）凡認同本會宗旨及願意遵守本
會章程的人士，經申請獲得理事會批准

後，可成為會員。

（2）會員有維護本會聲譽的義務；亦
有退出本會的權利。

（3）會員的其他權利、義務，由理事
會透過內部規章規範。

六、經費來源：主要來自會費、各種合

法資助、捐贈及其他合法收益。

七、本章程解釋權屬會員大會所有；

在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前，代表本會在註

冊文件上簽署的人士，對本章程具有最權

威解釋。

八、如要修改章程，須獲出席會員大

會的會員四分之三贊同票通過；如要解

散本會，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贊同票通

過，方為有效。

九、本章程未規定之條文，依澳門特

別行政區現行《民法典》辦理。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41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419,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新媒體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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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二日起，

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

案組2號128/2014。



9638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 第 25 期 —— 2014 年 6 月 18 日

澳門新媒體聯合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新媒體聯合

會”。

第二條

宗旨

以推動澳門現代網絡技術的應用與

發展，團結聯合各新興電子傳媒機構，開

展交流合作，維護會員合法權益，加強行

業自律，為繁榮發展澳門文化傳媒產業促

進多元經濟發展作出貢獻。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

600E號第一國際商業中心22樓P2208室。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

後，便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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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

機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主席、副主席、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

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

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設主席一名、

副主席一名及秘書一名，每屆任期為三

年。可連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

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

和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

會員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

構，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各一名，

理事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三）理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九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各一名，

監事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三）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或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定籌募之。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二日於第一公證署

代公證員 黃葉強

（是項刊登費用為 $1,56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56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香薰、古法美容彩妝、紋繡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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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六日存檔

於本署2014/A S S/M3檔案組內，編號為
187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香薰、古法美容彩妝、紋繡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香薰、古法美

容彩妝、紋繡協會。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機構，宗旨為：

1、弘揚中國傳統古法、香薰美容、紋
繡的精神，宣傳及發展中國非物質文化遺

產與彩妝的完美結合。

2、促進美容師、化妝師、美甲紋繡師
等專業人士之間交流、研究與創新，從而

更好的促進澳門社會經濟的發展。

3、讓澳門普通老百姓都能瞭解到中
國傳統古法香薰美容，給人們帶來的愉悅

好處。

第三條

會址

（一）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柯高街東顯

大廈地下C鋪，經理事會決議後，本會可
遷往澳門任何地方。

（二）經理事會決議後，按照會務的

發展，可增加必須的分會，辦事處及其它

形式的代表機構。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後，

均可申請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後

便可成為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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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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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繳

交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

組織機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主席、副主席、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

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

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

一名、秘書一名，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

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方式召集，通

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和

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會

員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

構，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組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各一名，

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會

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員出席時，方可議決

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贊同

票方有效。

第九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各一名，每

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活動時，

方可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

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四章

第十條

經費

（一）會員入會費及年費。

（二）本身資產及其活動之收益。

（三）對本會的贊助及捐贈。

二零一四年六月六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4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48,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文化體育促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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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六日存檔

於本署2014/A S S/M3檔案組內，編號為
188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文化體育促進會章程

第一章

名稱、宗旨及地址

1.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文化體育促
進會”，英文為“Culture Sports Promotion 
Association of Macau”。

2. 本會是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傳
承、研究及推廣澳門文化體育，促進澳門

文化體育產業之多元化及國際化。

3. 本會地址設於澳門氹仔海洋花園
第六街179-263號櫻花苑9A座。經理事會
批准，本會會址可遷至澳門任何其他地

方。

第二章

會務範圍

4. 本會包括範圍：

（1）舉行各種文化體育項目交流活
動；

（2）舉辦各種國內、國際性之文化體
育學術方面的學術研討、商旅推廣；

（3）舉辦澳門與國內，國際企業經濟
文化的峰會論壇；

（4）推廣澳門文化體育與國內及葡語
系國家的文化交流；

（5）建立澳門文化體育及旅遊資訊
網路系統；

（6）創辦澳門文化體育及旅遊產業
會刊；

（7）協助及培養文化體育人才，舉辦
文化體育研習課程及各項相關活動；

（8）協助訪問服務教學等人士之往
來；

（9）舉辦會員及會友聯誼會及同樂
會；

（10）學術及文藝之著作，互譯與刊
播；

（11）圖書雜誌刊物及其他資料之收
集與交換；

（12）同各國及地區有關單位展開交
流與合作活動。

第三章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5. 凡對文化體育有興趣的人士，願意
遵守會章，均可申請入會，經本會審批通

過方為會員。

6. 會員有下列權利及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遵守會章及決議；

（4）繳納會費、年費及為本會的發展
和聲譽作出貢獻等。

7.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
譽者，經本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第四章

組織與職權

8. 本會組織架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和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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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會員大會由具投票權之會員組成，
原則上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議，由會長召

集和主持。會員大會的召集書至少於會議

前八日以掛號信或透過簽收方式送達各

會員，召集書內須載明會議日期、時間、

地點及議程。大會會議在不少於半數會

員出席方可決議；倘召集會議時間已屆而

不足上指人數，則一小時後隨即進行大會

會議，而不論會員多少，即可作出有效決

議。

10.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會員大會之
決議，以出席會員絕對多數票同意行之，

票數相同時會長可多投一票。

11.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1）選舉會長、副會長、理事會及監
事會的成員；

（2）議決及審查理事會的工作報告
和財務報告；

（3）審查監事會所提意見書；

（4）法律及本章程所規定的其他職
權。

12. 會員大會設主席團，由會長一人，
副會長若干人組成，但總數必須為單數。

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13. 會長之職權如下：

（1）召開及主持會員大會；

（2）督導推展會務。

14. 副會長之職權如下：

（1）輔佐會長督導推展會務；

（2）會長出缺時代理會長。

15. 會長無法執行職務時，由副會長
代理。會長、副會長均無法執行會務時，

由理事長代理。

16. 本會可聘任榮譽會長，名譽會
長，名譽顧問及顧問若干人，以推展會

務。

17. 理事會成員人數不確定，但總數
必須為單數，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常

務理事及理事若干人，秘書長一人。理事會

成員職務由理事會成員互選產生。理事會

成員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18. 理事會會議由理事長召集並主
持，需全體成員半數以上出席，決議由出

席成員過半數同意決定之，票數相同時理

事長可多投一票。

19.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1）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2）審核入會申請案；

（3）審議取消會員資格案；

（4）草擬章程修正案並提交會員大
會議決；

（5）擬定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並提
交會員大會議決；

（6）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7）法律及本章程所規定的其他職
權。

20. 監事會成員人數不確定，但總數
必須為單數，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及

監事若干人。監事會成員職務由監事會成

員互選產生。監事會成員任期三年，連選

得連任。

21. 監事會會議由監事長召集並主
持，需全體成員半數以上出席，決議由出

席監事過半數同意決定之，票數相同時監

事長可多投一票。

22. 監事會之職權為監督理事會的工
作，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法律及

本章程所規定的其他職權。

第五章

經費

本會的收入來源主要為：

23. 會員繳納的入會費及年費。

24. 來自本會活動的收入。

25. 政府機構、各界人士及機構給予
的資助及捐獻。

第六章

附則

26. 本章程之修改，應由理事會提出
議案，於會員大會中經出席會員四分之三

之贊同票，才能通過實施；此外，解散法

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化決議，須在會員大

會中獲得全體成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才

能生效。

27. 本章程得附設執行細則或實施
辦法等之規定。

28. 本章程如有未盡善處，依照澳門
現行法例處理。

二零一四年六月六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53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531,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中華孫氏文化研究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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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五日存檔

於本署2014/A S S/M3檔案組內，編號為
184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中華孫氏文化研究學會

 第一章  

總則

一. 中文全稱：“中華孫氏文化研究
學會”，英文名為：“Chinese Sun’s Clan 
Culture Research Association”。

二. 會址：澳門東北大馬路196號東華
新村第十二座7樓C。

三. 宗旨：光宗耀祖，再創輝煌。貢獻
社會，以進大同。

四. 性質：非牟利團體。

第二章  

會員

五. 凡贊同本會宗旨及對“孫氏文化”
有研究之海內外高人雅士、社會賢良經申

請，獲批准即可成為會員。

六. 會員權利及義務 

1.  參加會員大會及本會活動。

2.  所有會員均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3.  遵守會章、會員大會決議及理事會
決定。

4.  努力達成本會宗旨、維護樹立良好
聲譽。

5.  交納入會基金及會費。

七. 本會會員如有損害本會聲譽或違
規者，輕則忠告，重則除名。

第三章  

組織

八. 本會機構有會員大會、理事會及
監事會。本會機構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

委任期兩年，可再次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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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會員大會（以下簡稱大會）

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由所有享

有會員權利的會員組成，大會主席團由主

席一名、副主席數名及秘書一名所組成，

總人數為單數。

會員大會之職權：

1.  制定或修改會章、決定會務總方針
及制定本會活動。

2.  審查及批准理、監事會及財務結算
之工作報告。

3.  大會的決定及活動以多數票通過
決定。

4.  選舉和任免理、監事會會員。

5.  大會每年召開一次，至少提前八天
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召集書內

須列明會議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6.  特別會員大會由半數以上會員聯
名，有權召開。

十. 理事會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構，理事會由理

事長一名、副理事長數名、秘書長一名、

其餘為理事等成員組成，其總人數須為單

數。理事會通常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理事會之職權：

1.  根據大會方針，領導、宣傳和管理
本會活動。

2.  向大會報告會務、發表工作和財務
報告並提出建議。

3.  計劃發展會務，處理日常工作。

4.  聘請社會賢良擔任本會名譽領導
或顧問。

5.  接受其他合法團體、有德賢士贊助 
（與本宗旨相悖者概不接受）。

十一. 監事會

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由監察長一

名、副監察長兩名及秘書長一名、其餘為

監事等成員組成，其總人數須為單數。監

事會通常每年召開一次。

監事會之職權：

1.  監察理事會工作，並向會員大會作
出報告。

2.  定期審查財務賬目。

第四章  

財務

十二 .  本會經費主要來源是會員會
費、賢士贊助及社會捐贈。所有收益屬於

本會經費，只可使用於與本會宗旨相關之

正途。

第五章  

附則

十三. 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
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解散法人或延長法

人存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

之贊同票。

二零一四年六月六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0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00,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中華國學文化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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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五日存檔

於本署2014/A S S/M3檔案組內，編號為
185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中華國學文化協會

第一章

總則

一. 中文名稱：“中華國學文化協會”。

二. 會址：澳門東北大馬路196號東華
新村第十二座7樓C。

三. 宗旨：仁德為本，道義是恆。協和
社會，以進大同。

四. 性質：非牟利團體。

第二章

會員

五. 凡贊同本會宗旨及對“中華傳統
文化”有興趣之海內外高人雅士、社會賢

良經申請，獲批准即可成為會員。

六. 會員權利及義務

1. 參加會員大會及本會活動。

2. 所有會員均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3. 遵守會章、會員大會決議及理事會
決定。

4. 努力達成本會宗旨、維護樹立良好
聲譽。

5. 交納入會基金及會費。

七. 本會會員如有損害本會聲譽或違
規者，輕則忠告，重則除名。

第三章

組織

八. 本會機構有會員大會、理事會及
監事會。本會機構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

委任期兩年，可再次參選。

九. 會員大會（以下簡稱大會）

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由所有享

有會員權利的會員組成，大會主席團由主

席一名、副主席數名及秘書一名所組成，

總人數為單數。

大會之職權：

1. 制定或修改會章、決定會務總方針
及制定本會活動。

2. 審查及批准理、監事會及財務結算
之工作報告。

3. 大會的決定及活動以多數票通過
決定。

4. 選舉和任免理、監事會會員。

5. 大會每年召開一次，至少提前八天
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召集書內

須列明會議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6. 特別會員大會由半數以上會員聯
名，有權召開。

十. 理事會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構，理事會由理

事長一名、副理事長數名、秘書長一名、

其餘為理事等成員組成，其總人數須為單

數。理事會通常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理事會之職權：

1. 根據大會方針，領導、宣傳和管理
本會活動。

2. 向大會報告會務、發表工作和財務
報告並提出建議。

3. 計劃發展會務，處理日常工作。

4. 聘請社會賢良擔任本會名譽領導
或顧問。

5. 接受其他合法團體、有德賢士贊助
（與本宗旨相悖者概不接受）。

十一. 監事會

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由監察長一

名、副監察長兩名及秘書長一名、其餘為

監事等成員組成，其總人數須為單數。監

事會通常每年召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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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之職權：

1. 監察理事會工作，並向會員大會作
出報告。

2. 定期審查財務賬目。

第四章

財務

十二. 本會經費主要來源是會員會
費、賢士贊助及社會捐贈。所有收益屬於

本會經費，只可使用於與本會宗旨相關之

正途。

第五章

附則

十三. 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
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解散法人或延長法

人存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

之贊同票。

二零一四年六月六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57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578,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蘇澳青年交流促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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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二日起，

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

案組2號127/2014。

蘇澳青年交流促進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蘇澳青年交流促進

會”，中文簡稱為“蘇青會”。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促進江蘇

與澳門兩地青少年互相交流學術，體驗兩

地社會文化，民生，社群及經濟，從而啟發

兩地青少年更積極面對自己的將來，人生

和抱負，支持和促進社會經濟繁榮。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

路600E第一國際商業中心7樓701室。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

後，便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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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

機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主席、副主席、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

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

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設主席一名、

副主席一名及秘書一名。每屆任期為三

年，可連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

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

和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

會員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

構，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各一名，理

事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九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各一名，監事

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或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定籌募之。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二日於第一公證署

代公證員 黃葉強

（是項刊登費用為 $1,48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487,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青年服務桌遊創意協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六月十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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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號，有
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青年服務桌遊創意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青年服務桌遊

創意協會”，英文為“Macau Youth Service 
Association of Board Game Cre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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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如下：

（一）服務本地青年透過桌上遊戲，

簡稱“桌遊”，增進青年人的合作、溝通及

團隊能力；

（二）鼓勵本地青年參與社會公益活

動，並以桌遊作為一種正向交流平台促進

關心社會；

（三）通過舉辦桌遊比賽、講座、義

工服務等課程活動，提高本地青年的思考

與關愛社會之發展；

（四）致力與不同平台研發屬於澳門

的原創桌遊產品，促進桌遊文化的多元化

發展及向國際推廣澳門青年文創力量。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賈伯樂提督街六

號鴻興大廈6樓H座。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本澳居民並認同及遵守本會章程

者，均可申請成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

會批准後，方成為正式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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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三）會員如違反會章，經理事會議

決作出處分，輕者警告，重者開除其會

籍。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

機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主席、副主席、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

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

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

一名及秘書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

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

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

和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

會員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

構，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各一名。

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議每三個月召會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四）本會為推動及發展會務，得由

理事會敦聘社會俊彥，為本會永遠名譽會

長、名譽會長、名譽顧問及顧問之職務，人

數不限。

第九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各一名。

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來源為會員及熱心人士之

捐獻及贊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

得由理事會決定籌募之。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一條

其他規條

（一）本會各部所辦之工作事項及

其所訂細則，可由各部釐定，經理事會審

核，再行公佈。

（二）本章程如有未完善之處，得由

會員大會進行修改。

第六章

會徽

第十二條

會徽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日於海島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5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56,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文化遺產推廣協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六月十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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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號，有
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文化遺產推廣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本會之名稱為“澳門文

化遺產推廣協會”，英文名為“C u ltu ra l 
Heritage Promotion Association of Ma-
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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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本會宗旨是關注、研究、

推廣文化遺產，促進澳門文化遺產多元化

的發展。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氹仔

海洋花園大馬路紅棉苑19樓X座。

第四條——本會是非牟利團體。

第二章

會員及其權利與義務

第五條——會員

本會會員分為基本會員及榮譽會員兩

種。

一、凡在本澳居住和工作，從事文化

遺產學術研究、文化教育、藝術創作等工

作，或其職業與文化藝術創作有密切關係

者，承認本會章程，可申請加入本會，成

為基本會員。經理事會提議並經會員大會

通過，本會可邀請對會務發展作出重要貢

獻之人士成為榮譽會員。

二、基本會員入會須有兩名會員介

紹，履行入會手續，由理事會通過，方取得

正式資格，惟創會會員例外。

第六條——權利與義務

一、會員享有下列權利：

A. 參加全體會員大會。

B. 有投票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C. 參加本會的活動。

D. 享用本會設施及資訊。

E. 退會。

二、會員須履行下列義務：

A. 遵守本會章程。

B. 支持本會各項工作。

C. 出席大會的會議及於會上表決事
項。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七條——本會的權力機構和職能

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會和監事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二、會員大會的職能通過修改章程；

選舉組織機構成員；審議年度計劃及會務

報告；對違章會員申訴作最後裁決。

三、會員大會主席團負責召開會議，

主持會議和編寫會議紀錄，並代表出席大

會會員簽署會議紀錄等工作。主席團設主

席一名，副主席二名，主席團任期為三年，

可連選連任。

四、本會設榮譽顧問若干名，由理事

會提名，經全體會員大會通過。

第八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由3名或以上單數理事組
成，通過理事互選產生理事長一名，副理

事長二名，其他為理事。會員大會閉會期

間，理事會為最高執行機構。

二、理事會成員任期三年，任期屆滿

由會員大會改選，可連選連任。理事會接

受其成員在任期內之辭職，並向隨後之會

員大會作出報告，並由該次會員大會進行

補選。

三、本會因需要而設的其他職能機

構，其工作範圍由理事會界定。

四、理事會的職能：

A. 執行全體會員大會的決議，決議
以多數人的贊同通過。

B. 處理理事會的事務及發表工作報
告。

C. 召開全體會員大會。

D. 理事會在全體大會閉會期間，代
表會員執行大會決議及全權處理一切會

務。

第九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監事二人。

二、監事會任期三年，任期屆滿由會

員大會改選，可連選連任。監事會得接受

其成員在任期內之辭職，並隨後之會員

大會作出報告，並由該次會員大會進行補

選。

三、監事會的職權：

A. 審核理事會的工作報告。

B. 對本會會務和財產進行監督。

四、監事會成員不兼任會內其他職

務。

五、監事會須在每屆會員大會召開

前，確認財務報告、提交會員大會審定。

第十條——理事會、監事會成員之具

體人數及選舉辦法，均由理事會決定，並

於會員大會前通告全體會員。

第四章

會議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

次，須最少提前8日以掛號信方式或簽收
方式告知，超過半數會員出席時方能生

效。經辦正式手續之會員可授權出席會員

代為行使相關權利。會員大會於召開時如

法定人數不足，則於半小時後作第二次召

開，屆時則不論出席之會員人數多少均視

為有效。

第十二條——經超過三分之一會員要

求，或視情況需要，理事長可召開臨時會

員大會或非常會員大會，出席人數須符

合上款之規定，方能生效。修改章程的決

議，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贊同票通過。

解散法人的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

贊同票通過。

第五章

經費及賬目

第十三條——本會經費主要來源為：

會員會費、自願捐獻及社會其他機構贊

助。

第十四條——本會收支必須經財務

記賬，編製財務報告，提交監事會審核。

第十五條——年度財務報表須每年

向會員公佈。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日於海島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6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66,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茲證明本文件共 7頁與存放於本
署“ 2 0 14年社團及財團文件檔案組”
第1卷案第4號文件之“A ssoc iaç ão de 
Informações dos Jogos de Macau”章程
原件一式無訛。

Certifico, que o presente documento de 
7 folhas,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 exem-
plar dos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denomina-
da «Associação de Informações dos Jogos 
de Macau», depositado neste Cartório, sob 
o n.º 4 no maço n.º 1 de documentos de as-
sociações e fundações do ano de 2014:

澳門博彩資訊協會

章程

第一章

名稱、宗旨及會址

第一條——本會名稱：

中文名稱：澳門博彩資訊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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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文名稱：Associação de Informações 
dos Jogos de Macau； 

英文名稱：Macao Gaming Information 
Association。

本會乃非牟利團體。

第二條——宗旨  

本會宗旨為“愛國愛澳，建立博彩資

訊平台，增加博彩投資者與博彩者資訊的

對稱，推廣澳門的龍頭產業及加強對外聯

繫，為澳門的經濟繁榮作出貢獻。”

第三條——會址：澳門宋玉生廣場

411-417號皇朝廣場18樓O。

第二章

會員的資格、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一）凡認同本會宗旨及

願意遵守本會章程之成年人士，須依手續

填寫表格，由理事會審核認可，在繳納入

會會費後，即可成為會員。

（二）本會會員有權參加會員大會；

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參加本會舉辦之一

切活動及享有本會一切福利及權利；有權

對本會的會務提出批評和建議；會員有退

會的自由，但應向理事會提出書面申請。

（三）會員有義務遵守本會的章程並

執行本會會員大會和理事會的決議；積極

參與、支持及協助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

推動會務發展及促進會員間之互助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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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五條——本會的組織架構為：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六條——會員大會：

（一）本會的最高權力機構是會員大

會。設有會長一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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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職權為：修改本會章程及內

部規章；制定本會的活動方針；審理理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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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理事會或不少於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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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及理事

若干名，且人數必須為單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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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職權為：執行會員大會之決

議及一切會務；主持及處理各項會務工

作；直接向會員大會負責，及向其提交工

作（會務）報告，及接受監事會對工作之

查核。

第八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監事

會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監事若干

名，且人數必須為單數，每屆任期三年。

（二）其職權為：監事會為本會會務

的監察機構。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執行，

以及監察理事會的運作及查核本會之財

產；監督各項會務工作之進展，就其監察

活動編制年度報告；稽核理事會之財政收

支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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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經費

第九條——本會為不牟利社團。本會

活動經費的主要來源：一是會員交納會

費；二是接受來自各方的贊助捐款設立會

務基金；三是具體活動籌辦單位的籌款。

第五章

章程修改

第十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

後施行。章程的修改，須獲出席會員四分

之三之贊同票的代表通過方能成立。

第六章

解散

第十一條——本會解散的決議，須獲

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七章

附則

第十二條——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會

員大會；本會章程由會員大會通過之日起

生效，若有未盡善之處，由會員大會討論

通過修訂。

第十三條——社團之設立行為、章程

及章程之修改，僅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公

報》上公布後，才對第三人產生效力。

第十四條——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

概依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一日

私人公證員 鄧思慧Teresa Teixeira 
da Silva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11 de 
Junho de 2014. — A Notária, Teresa Tei-
xeira da Silva.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0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09,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愛國聯盟

茲證明本文件共7頁與存放於本署
“2014年社團及財團文件檔案組”第1卷
第3號文件之“União Patriótica de Ma-
cau”章程原件一式無訛。

Certifico, que o presente documento de 
7 folhas,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 exem-
plar dos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denomina-
da «União Patriótica de Macau», deposita-
do neste Cartório, sob o n.º 3 no maço n.º 1 
de documentos de associações e fundações 
do ano de 2014:

澳門愛國聯盟章程

第一章

名稱、宗旨及會址

第一條——本會名稱：

中文名為“澳門愛國聯盟”；

葡文名為“União Patriótica de Ma-
cau”；

英文名為“Macao Patriotic Union”。

本會乃非牟利團體。

第二條——宗旨：本會宗旨為“愛國

愛澳、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活動，促進兩地

在工商業、教育、文化和體育等方面的交流

與合作，為兩地的經濟繁榮作出貢獻。”

第三條——會址：澳門宋玉生廣場

411至417號皇朝廣場18樓O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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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會員的資格、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一）凡認同本會宗旨及

願意遵守本會章程之成年人士，須依手續

填寫表格，由理事會審核認可，在繳納入

會會費後，即可成為會員。

（二）本會會員有權參加會員大會；

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參加本會舉辦之一

切活動及享有本會一切福利及權利；有權

對本會的會務提出批評和建議；會員有退

會的自由，但應向理事會提出書面申請。

（三）會員有義務遵守本會的章程並

執行本會會員大會和理事會的決議；積極

參與、支持及協助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

推動會務發展及促進會員間之互助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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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五條——本會的組織架構為：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六條——會員大會：

（一）本會的最高權力機構是會員大

會。設有會長一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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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職權為：修改本會章程及內

部規章；制定本會的活動方針；審理理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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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理事會或不少於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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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理

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及理事若干

名，且人數必須為單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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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職權為：執行會員大會之決

議及一切會務；主持及處理各項會務工

作；直接向會員大會負責，及向其提交工

作（會務）報告，及接受監事會對工作之

查核。

第八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監事

會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監事若干

名，且人數必須為單數，每屆任期三年。

（二）其職權為：監事會為本會會務

的監察機構。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執行，

以及監察理事會的運作及查核本會之財

產；監督各項會務工作之進展，就其監察

活動編制年度報告；稽核理事會之財政收

支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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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經費

第九條——本會為不牟利社團。本會

活動經費的主要來源：一是會員交納會

費；二是接受來自各方的贊助捐款設立會

務基金；三是具體活動籌辦單位的籌款。

第五章

章程修改

第十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

後施行。章程的修改，須獲出席會員四分

之三之贊同票的代表通過方能成立。

第六章

解散

第十一條——本會解散的決議，須獲

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七章

附則

第十二條——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會

員大會；本會章程由會員大會通過之日起

生效，若有未盡善之處，由會員大會討論

通過修訂。

第十三條——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

概依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二零一四六月十一日

私人公證員 鄧思慧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11 de 
Junho de 2014. — A Notária, Teresa Tei-
xeira da Silva.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5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5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泰國佛教總會

Associação Geral Budista Tailandês de 
Macau

Macau Thai Buddhist General Association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documento n.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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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tituída a As-
sociação com a denominação em epígrafe, 
conforme estatutos que constam do docu-
mento anexo: 

澳門泰國佛教總會

章程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泰國佛教總

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Geral Bu-
dista Tailandês de Macau”，英文名稱為
“Macau Thai Buddhist General Asso-
ciation”。

第二條

宗旨

本會宗旨為弘揚泰國佛教信仰，關

懷社群，參與社會服務，發展社會團結活

動。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媽閣上街41至43
號媽閣公務員大廈9樓C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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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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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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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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之三之贊同票方能通過。

第十六條

解散

解散本會的決議，須獲全體正式會員

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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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ho de 2014. — O Notário, Manuel Pin-
t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31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315,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青少年無煙行動網絡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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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一日起，

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

案組2號126/2014。

澳門青少年無煙行動網絡協會之修改章程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會員大會

1. 內容保持不變

2. 內容保持不變

3. 內容保持不變

4.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每
年舉行一次。經理事會議決或三分之一會

員聯名動議，得召開特別會員大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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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內容保持不變

6. 內容保持不變

7. 內容保持不變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一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53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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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青年創意空間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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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五日存

檔於本署2014/A S S/M3檔案組內，編號
為186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一條——本會被名為“青年創意空

間協會”，英文名稱為“Youth Creat ive 
Associat ion”，英文簡稱為“Y.C.A.”，
地址為：澳門俾利喇街137-145號寶豐工
業大廈10樓B座”，可經理事會通過而更
改地址。本會宗旨在推動會員發展創意

活動，公開表演等，務求讓熱愛創作的人

士有更多空間及渠道去發展所長，製作

更多創意作品，更鼓勵不同層面人士參與

創作，從而提升本地創意作品的產量及技

術，並以多元化之研究及學習態度來創作

更多不同種類的作品，同時更促進參與者

之間的合作、交流和溝通等。

二零一四年六月六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40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0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環境保護管理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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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六日存

檔於本署2014/A S S/M3檔案組內，編號
為189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黑沙

環中街廣福祥花園第八座12樓BS，在有
需要時可遷往本澳其他地方及設立分區

辦事處。

二零一四年六月六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32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29,00)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CERTIFICADO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Contrato de 6 de Junho de 2014, 
depositado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r-
quivados a Pedido das Partes n.º 1/14, sob 
o n.º 12, deste Cartório, foi cedida uma 
quota na sociedade civil denominada «De-
loitte Touche Tohmatsu — Sociedade de 
Auditores», em chinês “德勤．關黃陳方會
計師行”e em inglês «Deloitte Touche To-
hmatsu», procedeu-se à alteração dos seus 
estatutos, cuja redacção actual se anexa ao 
presente certificado: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 Sociedade  
de Auditores

Artigo primeiro

A sociedade adopta a denominação de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 Sociedade 
de Auditores», em chinês “德勤．關黃陳
力會計師行”e em inglês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com sede em Macau, na Ave-
nida do Infante D. Henrique, n.os 43-53A, 
Edifício «The Macau Square», 19.º andar 
«H-N», podendo estabelecer sucursais ou 
mudar o local da sede quando entender 
conveniente.

Artigo segundo

O seu objecto consiste na prestação de 
serviços de revisores de contas, auditores 
fiscais e contabilísticos e consultores fiscais 
ou técnicos de economia e finanças. 

Artigo terceiro

A sua duração é por tempo indetermina-
do, contando-se o seu início, para os efeitos 
legais, a partir da data da sua constituição.

Artigo quarto

O capital social, integralmente subscrito 
e realizado em dinheiro, é de cem mil pa-
tacas e corresponde à soma das seguintes 
entradas de capital ou quotas: LO, KIN 
CHING JOSEPH 勞建青, auditor regista-
do – uma quota de noventa e nove mil pa-
tacas; KWOK SZE MAN 郭詩敏, auditora 
registada – uma quota de mil patacas.

Artigo quinto

A cessão de quotas, quer entre os sócios, 
quer a terceiros auditores registados, de-
pende do consentimento da sociedade.

Artigo sexto

A administração da sociedade pertence 
a todos os sócios, iniciando-se e terminan-
do, automaticamente, o mandato de cada 
administrador com a aquisição e a perda 
da qualidade de sócio.

Parágrafo primeiro

A sociedade obriga-se pela assinatura de 
dois administradores ou de um administra-
dor e um mandatário designado por deci-
são da maioria dos administradores, para a 
prática de actos e contratos específicos ou 
identificados por categorias, e constituído 
por procuração a outorgar em nome da so-
ciedade por qualquer administrador.

Parágrafo segundo

Os actos de mero expediente poderão 
ser firmados por qualquer um dos admi-
nistradores ou por mandatário designado 
e constituído segundo o disposto no corpo 
deste artigo.

Artigo sétimo

Os anos sociais serão os anos civis e os 
balanços serão fechados em trinta e um de 
Dezembro de cada ano.

Artigo oitavo

Os lucros líquidos serão divididos pelos 
sócios na proporção das suas partes sociais.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6 de 
Junho de 2014. — O Notário, Henrique  
Saldanha.

（是項刊登費用為 $1,07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0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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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太平保險（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外部核數師意見書之概要

致 中國太平保險（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本核數師行已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完成審核中國太平保險（澳門）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三年度之

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就該等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及截至該日止年度之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組成，亦

包括重大會計政策概要和其他說明性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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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財務報表的內容一致。

為更全面瞭解中國太平保險（澳門）股份有限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

財務報表以及獨立核數師報告一併參閱。

馬健華

註冊核數師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澳門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二零一三年度業務發展簡報

2013年澳門整體經濟持續增長，受惠於旅遊博彩業持續穩健發展，多個大型博彩工程項目陸續開展，對整個保險市場保費收入
帶來正面的影響，保險業的競爭亦日趨激烈及國際化；澳門保險業2013年較2012年毛保費增長亦有所放緩，根據臨時統計數字，非
人壽保費收入為18.61億澳門幣，同比增長9.3%。中國太平保險（澳門）股份有限公司一直密切關注市場變化及業務發展趨勢，提供
多元化及綜合性的金融保險服務，2013年毛保費收入突破5億，上升11.4%，佔澳門非壽險市場總收入26.9%及繼續保持在保險市場
的領先地位。

本公司憑著嚴謹的承保風險篩選策略及定價能力、持續良好的承保業績及強健的企業形象，A.M. Best Co. 繼續評定本公司的
財務實力為A（優秀）及發行人的信貸評級「a」，兩項評級的前景均被評定為穩定，是本地註冊評級最高的保險公司。

中國太平保險（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將繼續加強新產品開發，開拓網絡銷售等新渠道，尋求業務規模新的增加點；加強業務分

析，防範經營風險；完善業務流程及成本控制，提高工作效率；加強培訓，提高員工的服務質素及專業知識；保持“中國太平”六十二

年服務澳門的卓越品質，讓“中國太平”品牌更加深入人心，再創佳績。

在此也向多年來支持公司發展的社會各屆表示感謝！向多年來支持公司的大客戶表示衷心感謝！

監事會報告書

本監事會已閱悉中國太平保險（澳門）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三年度經審核財務報告及披露資料，並無發現任何違反法律及公司

章程之重大事宜。

本監事會相信該等財務資料足以公平地表達中國太平保險（澳門）股份有限公司之業務活動，而賬目亦符合法律及法定條款。

基於上述的審查及結論，本監事會同意受納董事會呈交之經審核財務報告及披露資料。

本會建議各股東通過：

（1）核數師報告、董事會報告及二○一三年財務報表；

（2）營業結餘分配建議。

二○一四年五月八日

監事會



9650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 第 25 期 —— 2014 年 6 月 18 日

領導架構

股東大會執行委員會

主席：中國太平國際有限公司（代表人：孟昭億）

秘書：王國蓉

董事會

董事長：孟昭億

董事：姜宜道

董事：楊亞美

監事會

主席：陳默

委員：梁國傑

委員：張少東

主要股東

股東名稱 持股量           百分率

中國太平國際有限公司   948,000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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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澳門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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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表

二零一三年度

（澳門幣）

損益表

二零一三年度

（澳門幣）

總經理：姜宜道 會計：王國蓉

（是項刊登費用為 $8,20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8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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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清潔專營有限公司

（依據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二日第14/96/M號法令第一條第一款之公告）

財務狀況表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董事會主席 區域會計經理

 汪豪銘 吳榮棟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於澳門

澳門清潔專營有限公司

2013年度董事會報告

在2013年，公司繼續執行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政府”）所簽訂的合約，根據該合約，公司須向澳門地區提供搬運和清
理城市固體廢料的服務；該合約已於2013年3月31日到期，但其後在相同的條款和條件下有關合約得以延期。而本次的延期將於2014
年4月30日屆滿。

業績概況

雖然在本地和國際市場上均面對艱難的經濟環境，通過執行各種節約成本及改善效率的計劃，公司的經營一直保持盈利。

根據已經審計的截至2013年12月31日的年度財務報告，公司報告收入為一億九千五百肆十萬澳門元，而純利在派發忠誠獎金前
為二千八百六十萬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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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事項

現行的“搬運和清理城市固體廢料”服務合同將於2014年4月30日到期，接著公司透過公開招標的形式，獲判給為期十年的“澳
門城市清潔及垃圾收集清運服務＂合約。

對於公司在2013年全年持續表現出的良好業績，我們感到非常高興。公司取得的成績是我們在過去的一年向客戶提供優質服務
而產生的直接結果。

我們有信心公司在未來能夠繼續提供優質的服務，持續改善澳門的環境。

公司在此感謝我們的員工所作出的努力以及澳門市民不斷提供的支持。

汪豪銘 吳慧紅

董事會主席 董事 

黃家樂 鄭永堅

董事 董事

李文壽

董事

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於澳門

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報告

致澳門清潔專營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澳門清潔專營有限公司二零一三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

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財務狀況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組

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隨附由管理層編製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財務報表的撮要內容，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的內容，在所有重要方面，與

已審核財務報表的內容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澳門清潔專營有限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財務報

表以及獨立核數報告一併閱讀。

包敬燾

註冊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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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 MACAU — COMPANHIA DE SISTEMAS DE RESÍDUOS, LIMITADA

(Publicações ao abrigo n.º 1 do artigo 1.º da Lei n.º 14/96/M, de 12 de Agosto 1996)

Demonstraç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3

 O President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Mark Rudolf Christiaan Venhoek Ng Weng Tong, Victor

Macau, aos 21 de Fevereiro de 2014.

Relatório anual da administração — 2013

No decurso do ano de 2013 a Sociedade dedicou-se à execução do contrato com o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
cau (RAEM), no âmbito do qual a Sociedade se obrigou a prestar os seus serviços para remoção e limpeza dos resíduos sólidos comuni-
tários em todo o território da RAEM. O referido contratou expirou em 31 de Março de 2013, tendo sido todavia prorrogado nos mesmos 
termos e condições, terminando a actual prorrogação em 30 de Abril de 2014.

Desempenho geral

Apesar das condições económicas adversas, tanto a nível local como internacional, a Sociedade manteve uma actividade operacional 
lucrativa, conseguida através da implementação de vários programas de poupança de custos/melhoria de eficiência.

De acordo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do exercício findo a 31 de Dezembro de 2013, a Sociedade apresentou receitas 
no valor de 195,4 milhões de Patacas, com um lucro líquido, antes de bónus de fidelidade, de 28,6 milhões de Patacas. 

Factos principais

O actual contrato de remoção e limpeza dos resíduos sólidos comunitários terminará a 30 de Abril de 2014, tendo sido adjudicado à 
Sociedade o contrato para a prestação dos serviços de «Limpeza Urbana, Recolha e Transporte de Resíduos da RAEM», por um período 
de dez anos, no âmbito do respectivo concurso públ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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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mos satisfeitos com o bom desempenho contínuo apresentado pela Sociedade durante o ano de 2013. Os resultados e bom desem-
penho da Sociedade devem-se à qualidade dos serviços prestados aos nossos clientes durante o ano transacto.

Estamos confiantes de que a Sociedade estará apta a fornecer serviços de alta qualidade no futuro, que contribuirão para a contínua 
melhoria do meio ambiente de Macau.

Aproveitamos esta oportunidade para expressar o nosso agradecimento e apreço a todos os funcionários pelo seu árduo trabalho, e 
aos cidadãos de Macau pelo seu contínuo apoio.

Mark Rudolf Christiaan Venhoek Ng Wai Hong
Presidente Administrador

Wong Ka Lok Cheng Wing Kin
Administrador Administrador

Lei Man Sao
Administrador

Macau, aos 21 de Fevereiro de 2014.

Relatório de auditor independente sobre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os accionistas da CSR Macau – Companhia de Sistemas de Resíduos, Limitada
(Sociedade de responsabilidade limitada, registada em Macau)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CSR Macau – Companhia de Sistemas de Resíduos, Limitada (a «Socieda-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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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de Fevereiro de 2014, expressámos uma opinião sem reservas relativamente às demonstra-
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presentes constituem um resum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 que se acima se alude compreendem a demonstração de posição financeira, à data de 31 de Dezembro 
de 2013, 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a demons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o capital próprio e a demonstração de fluxos de caixa relativas ao 
ano findo, assim como um resumo da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relevante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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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 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Sociedade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no período e âmbito abrangido 
pela nossa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lidas conjuntamente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mesmas resultam e com o respectivo relatório de auditor.

Bao, King To

Auditor de Contas

Ernst & Young — Auditores

Macau, aos 21 de Fevereiro de 2014.

（是項刊登費用為 $7,44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7 4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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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豐亨保險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澳門元

公司名稱: 聯豐亨保險有限公司

澳門元

資    產 小  計 合  計

　有形資產 1,841,332.63
　財務資產

　　費用及責任免除 77,991,730.61
　　擔保技術準備金資產 -自有的

　　．定期存款 43,235,156.00
　　．不動產 9,579,000.00
　　．有價證券 214,961,147.48
　　．攤折金額 (3,448,440.02) 342,318,594.07
　保證金存款 463,147.25
　遞延費用 77,213.82
　分保公司參與現存風險準備金

　　直接業務 78,264,892.38
　　分保業務 3,494,929.33
　分保公司參與賠償準備金

　　直接業務 19,309,614.01
　　分保業務 4,843,199.61 105,912,635.33
　雜項債務人

　　分保公司 (分入) 2,041,221.47
　　分保公司 (分出) 2,370,000.28
　　共保公司 1,785,846.63
　　中介人 14,701,648.76
　　其他 7,545,788.65
　　(壞賬呆賬準備金) (89,659.53) 28,354,846.26
　應收保費 4,334,507.05
　暫記帳目

　    預付費用及預收收益

　　．應收利息 4,239,586.12
　　．其他預付費用及預收收益 92,352.77 4,331,938.89
　銀行存款

　　活期存款 10,100,274.36
　　定期存款 74,351,865.44 84,452,139.80
　現金 23,105.00

  資產總額 572,109,460.10

負 債、資 本 及 盈 餘 小  計 合  計

 負   債
　現存風險準備金

　　直接業務 152,177,396.65
　　分保業務 6,350,202.61 158,527,599.26
　賠償準備金

　　直接業務 142,504,898.39
　　分保業務 16,793,260.80 159,298,159.19
　雜項準備金 7,212,030.00
　雜項債權人

　　分保公司 (分入) 1,219,771.80
　　分保公司 (分出) 6,378,245.44
　　共保公司 29,759.34
　　政府機構 1,480,200.18
　　其他 13,187,042.86 22,295,019.62
　應付賠償 360.90
　應付佣金 16,411,493.95
　提供保證之債權人 196,281.48
　預付費用及預收收益 742,251.94

   負債總額 364,683,196.34

  資本及盈餘

　資本 40,000,000.00
　準備金

　　法定準備金 15,000,000.00
　　自由準備金 3,015,310.75 18,015,310.75
　價格變動 80,513.93
　歷年損益滾存 99,606,357.03
　損益 (除稅前) 56,503,030.05
　稅項準備金 (6,778,948.00)
　損益 (除稅後) 49,724,082.05

 資本及盈餘總額 207,426,263.76

  負債、資本及盈餘總額 572,109,460.10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資  產  負  債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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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表（非人壽保險公司）

二零一三年度

 借方 澳門元

公司名稱: 聯豐亨保險有限公司

借方  澳門元
勞工保險 火險 汽車保險 海運保險 雜項 一般帳項 小計 合計

　現存風險準備金

　　直接業務 1,220,630.80 21,219,112.86 2,825,904.24 3,545.10 5,493,173.24 30,762,366.24
　　分保業務 0.00 60,751.55 0.00 0.00 1,664,231.40 1,724,982.95 32,487,349.19
　佣金

　　直接業務 2,686,752.01 104,649,040.73 4,095,599.90 243,449.00 21,976,507.45 133,651,349.09
　　分保業務 222,724.39 740,285.83 112,082.99 13,979.52 2,832,227.14 3,921,299.87 137,572,648.96
　給投保人折扣(直接業務) 4,290,053.64 1,460,109.39 3,060,955.86 73,990.39 1,562,025.36 10,447,134.64 10,447,134.64
　分保費用

　　直接業務

　　．分出保費 118,369.23 110,926,696.88 0.00 744,780.91 82,915,846.91 194,705,693.93
　　．其他分保費用 1,992,536.00 516,667.44 3,694,323.43 0.00 435,969.66 6,639,496.53
　　．現存風險準備金減少(分保業務)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賠償準備金減少(分保業務) 0.00 0.00 101,947.17 0.00 0.00 101,947.17
　　分保業務

　　．分出保費 388,153.02 11,153.67 0.00 9,502.09 10,487,259.41 10,896,068.19
　　．現存風險準備金減少(分保業務)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賠償準備金減少(分保業務) 0.00 0.00 32,824.15 0.00 0.00 32,824.15 212,376,029.97
　賠償

　　直接業務

　　．已付 4,430,651.08 96,705.98 18,670,185.85 1,127,793.50 86,392,825.85 110,718,162.26
　　．準備金 8,092,791.75 964,149.58 10,676,443.89 0.00 6,194,624.84 25,928,010.06
　　分保業務

　　．已付 874,210.58 389,898.25 220,223.75 26,384.88 846,617.72 2,357,335.18
　　．準備金 0.00 279,083.67 290,777.56 22,941.39 1,504,738.33 2,097,540.95 141,101,048.45
　一般費用 31,722,151.84 31,722,151.84 31,722,151.84
　財務費用 708,386.92 708,386.92 708,386.92
　其他費用 653,027.52 653,027.52 653,027.52
　攤折 / 劃銷

　　固定資產 822,469.88
　　遞延費用 85,174.56 907,644.44 907,644.44
　財務準備金 89,659.53 89,659.53 89,659.53
　本年度營業收益 55,915,772.24 55,915,772.24 55,915,772.24

總 額 24,316,872.50 241,313,655.83 43,781,268.79 2,266,366.78 222,306,047.31 89,996,642.49 623,980,853.70

貸方  澳門元
勞工保險 火險 汽車保險 海運保險 雜項 一般帳項 小計 合計

　保費

　　直接業務 27,905,829.36 161,466,938.79 46,732,475.16 1,356,928.86 148,862,861.25 386,325,033.42
　　分保業務 1,950,752.57 2,280,737.39 397,386.99 48,274.66 13,402,398.03 18,079,549.64 404,404,583.06
　分保收益

　　直接業務

　　．佣金(包括紅利分配) 14,808.95 96,527,960.38 0.00 144,606.20 30,573,309.21 127,260,684.74
　　．賠償分擔 311,587.03 44,326.78 736,778.96 620,585.54 46,087,374.24 47,800,652.55
　　．分保公司參與現存風險準備金 0.00 15,090,076.35 0.00 1,528.89 4,085,419.75 19,177,024.99
　　．分保公司參與賠償準備金 828,415.40 864,712.89 0.00 262.88 2,980,034.25 4,673,425.42
　　分保業務

　　．佣金(包括紅利分配) 66,441.79 3,963.11 0.00 1,425.33 3,085,306.58 3,157,136.81
　　．賠償分擔 62,258.58 0.00 0.00 0.00 460,201.51 522,460.09
　　．分保公司參與現存風險準備金 0.00 0.00 0.00 0.00 960,700.20 960,700.20
　　．分保公司參與賠償準備金 10,411.22 213,661.41 0.00 3,459.16 1,239,135.94 1,466,667.73 205,018,752.53
　現存風險準備金減少

　　直接業務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分保業務 343,047.70 0.00 29,397.64 0.00 0.00 372,445.34 372,445.34
　賠償準備金減少

　　直接業務 0.00 0.00 0.00 2,285.04 0.00 2,285.04
　　分保業務 1,021,694.95 206.00 0.00 54,543.37 0.00 1,076,444.32 1,078,729.36
　其他收入

　　財務上 12,269,327.76
　　其他 808,093.25 13,077,421.01 13,077,421.01
　財務準備金減少 28,922.40 28,922.40 28,922.40

總  額 32,515,247.55 276,492,583.10 47,896,038.75 2,233,899.93 251,736,740.96 13,106,343.41 623,980,853.70

澳門元

虧損 　收益

純利稅準備金 6,778,948.00 營業帳收益 55,915,772.24
淨收益 49,724,082.05 本年度非經常性收益 587,257.81

　總  額 56,503,030.05 　總  額 56,503,030.05

會計 總經理

張徳通 羅錦其

淨 值

二零一三年度

營業表 (非人壽保險公司)

損  益  表
二零一三年度

 貸方 澳門元

公司名稱: 聯豐亨保險有限公司

借方  澳門元
勞工保險 火險 汽車保險 海運保險 雜項 一般帳項 小計 合計

　現存風險準備金

　　直接業務 1,220,630.80 21,219,112.86 2,825,904.24 3,545.10 5,493,173.24 30,762,366.24
　　分保業務 0.00 60,751.55 0.00 0.00 1,664,231.40 1,724,982.95 32,487,349.19
　佣金

　　直接業務 2,686,752.01 104,649,040.73 4,095,599.90 243,449.00 21,976,507.45 133,651,349.09
　　分保業務 222,724.39 740,285.83 112,082.99 13,979.52 2,832,227.14 3,921,299.87 137,572,648.96
　給投保人折扣(直接業務) 4,290,053.64 1,460,109.39 3,060,955.86 73,990.39 1,562,025.36 10,447,134.64 10,447,134.64
　分保費用

　　直接業務

　　．分出保費 118,369.23 110,926,696.88 0.00 744,780.91 82,915,846.91 194,705,693.93
　　．其他分保費用 1,992,536.00 516,667.44 3,694,323.43 0.00 435,969.66 6,639,496.53
　　．現存風險準備金減少(分保業務)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賠償準備金減少(分保業務) 0.00 0.00 101,947.17 0.00 0.00 101,947.17
　　分保業務

　　．分出保費 388,153.02 11,153.67 0.00 9,502.09 10,487,259.41 10,896,068.19
　　．現存風險準備金減少(分保業務)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賠償準備金減少(分保業務) 0.00 0.00 32,824.15 0.00 0.00 32,824.15 212,376,029.97
　賠償

　　直接業務

　　．已付 4,430,651.08 96,705.98 18,670,185.85 1,127,793.50 86,392,825.85 110,718,162.26
　　．準備金 8,092,791.75 964,149.58 10,676,443.89 0.00 6,194,624.84 25,928,010.06
　　分保業務

　　．已付 874,210.58 389,898.25 220,223.75 26,384.88 846,617.72 2,357,335.18
　　．準備金 0.00 279,083.67 290,777.56 22,941.39 1,504,738.33 2,097,540.95 141,101,048.45
　一般費用 31,722,151.84 31,722,151.84 31,722,151.84
　財務費用 708,386.92 708,386.92 708,386.92
　其他費用 653,027.52 653,027.52 653,027.52
　攤折 / 劃銷

　　固定資產 822,469.88
　　遞延費用 85,174.56 907,644.44 907,644.44
　財務準備金 89,659.53 89,659.53 89,659.53
　本年度營業收益 55,915,772.24 55,915,772.24 55,915,772.24

總 額 24,316,872.50 241,313,655.83 43,781,268.79 2,266,366.78 222,306,047.31 89,996,642.49 623,980,853.70

貸方  澳門元
勞工保險 火險 汽車保險 海運保險 雜項 一般帳項 小計 合計

　保費

　　直接業務 27,905,829.36 161,466,938.79 46,732,475.16 1,356,928.86 148,862,861.25 386,325,033.42
　　分保業務 1,950,752.57 2,280,737.39 397,386.99 48,274.66 13,402,398.03 18,079,549.64 404,404,583.06
　分保收益

　　直接業務

　　．佣金(包括紅利分配) 14,808.95 96,527,960.38 0.00 144,606.20 30,573,309.21 127,260,684.74
　　．賠償分擔 311,587.03 44,326.78 736,778.96 620,585.54 46,087,374.24 47,800,652.55
　　．分保公司參與現存風險準備金 0.00 15,090,076.35 0.00 1,528.89 4,085,419.75 19,177,024.99
　　．分保公司參與賠償準備金 828,415.40 864,712.89 0.00 262.88 2,980,034.25 4,673,425.42
　　分保業務

　　．佣金(包括紅利分配) 66,441.79 3,963.11 0.00 1,425.33 3,085,306.58 3,157,136.81
　　．賠償分擔 62,258.58 0.00 0.00 0.00 460,201.51 522,460.09
　　．分保公司參與現存風險準備金 0.00 0.00 0.00 0.00 960,700.20 960,700.20
　　．分保公司參與賠償準備金 10,411.22 213,661.41 0.00 3,459.16 1,239,135.94 1,466,667.73 205,018,752.53
　現存風險準備金減少

　　直接業務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分保業務 343,047.70 0.00 29,397.64 0.00 0.00 372,445.34 372,445.34
　賠償準備金減少

　　直接業務 0.00 0.00 0.00 2,285.04 0.00 2,285.04
　　分保業務 1,021,694.95 206.00 0.00 54,543.37 0.00 1,076,444.32 1,078,729.36
　其他收入

　　財務上 12,269,327.76
　　其他 808,093.25 13,077,421.01 13,077,421.01
　財務準備金減少 28,922.40 28,922.40 28,922.40

總  額 32,515,247.55 276,492,583.10 47,896,038.75 2,233,899.93 251,736,740.96 13,106,343.41 623,980,853.70

澳門元

虧損 　收益

純利稅準備金 6,778,948.00 營業帳收益 55,915,772.24
淨收益 49,724,082.05 本年度非經常性收益 587,257.81

　總  額 56,503,030.05 　總  額 56,503,030.05

會計 總經理

張徳通 羅錦其

淨 值

二零一三年度

營業表 (非人壽保險公司)

損  益  表
二零一三年度

損益表

二零一三年度

  澳門元

公司名稱: 聯豐亨保險有限公司

借方  澳門元
勞工保險 火險 汽車保險 海運保險 雜項 一般帳項 小計 合計

　現存風險準備金

　　直接業務 1,220,630.80 21,219,112.86 2,825,904.24 3,545.10 5,493,173.24 30,762,366.24
　　分保業務 0.00 60,751.55 0.00 0.00 1,664,231.40 1,724,982.95 32,487,349.19
　佣金

　　直接業務 2,686,752.01 104,649,040.73 4,095,599.90 243,449.00 21,976,507.45 133,651,349.09
　　分保業務 222,724.39 740,285.83 112,082.99 13,979.52 2,832,227.14 3,921,299.87 137,572,648.96
　給投保人折扣(直接業務) 4,290,053.64 1,460,109.39 3,060,955.86 73,990.39 1,562,025.36 10,447,134.64 10,447,134.64
　分保費用

　　直接業務

　　．分出保費 118,369.23 110,926,696.88 0.00 744,780.91 82,915,846.91 194,705,693.93
　　．其他分保費用 1,992,536.00 516,667.44 3,694,323.43 0.00 435,969.66 6,639,496.53
　　．現存風險準備金減少(分保業務)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賠償準備金減少(分保業務) 0.00 0.00 101,947.17 0.00 0.00 101,947.17
　　分保業務

　　．分出保費 388,153.02 11,153.67 0.00 9,502.09 10,487,259.41 10,896,068.19
　　．現存風險準備金減少(分保業務)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賠償準備金減少(分保業務) 0.00 0.00 32,824.15 0.00 0.00 32,824.15 212,376,029.97
　賠償

　　直接業務

　　．已付 4,430,651.08 96,705.98 18,670,185.85 1,127,793.50 86,392,825.85 110,718,162.26
　　．準備金 8,092,791.75 964,149.58 10,676,443.89 0.00 6,194,624.84 25,928,010.06
　　分保業務

　　．已付 874,210.58 389,898.25 220,223.75 26,384.88 846,617.72 2,357,335.18
　　．準備金 0.00 279,083.67 290,777.56 22,941.39 1,504,738.33 2,097,540.95 141,101,048.45
　一般費用 31,722,151.84 31,722,151.84 31,722,151.84
　財務費用 708,386.92 708,386.92 708,386.92
　其他費用 653,027.52 653,027.52 653,027.52
　攤折 / 劃銷

　　固定資產 822,469.88
　　遞延費用 85,174.56 907,644.44 907,644.44
　財務準備金 89,659.53 89,659.53 89,659.53
　本年度營業收益 55,915,772.24 55,915,772.24 55,915,772.24

總 額 24,316,872.50 241,313,655.83 43,781,268.79 2,266,366.78 222,306,047.31 89,996,642.49 623,980,853.70

貸方  澳門元
勞工保險 火險 汽車保險 海運保險 雜項 一般帳項 小計 合計

　保費

　　直接業務 27,905,829.36 161,466,938.79 46,732,475.16 1,356,928.86 148,862,861.25 386,325,033.42
　　分保業務 1,950,752.57 2,280,737.39 397,386.99 48,274.66 13,402,398.03 18,079,549.64 404,404,583.06
　分保收益

　　直接業務

　　．佣金(包括紅利分配) 14,808.95 96,527,960.38 0.00 144,606.20 30,573,309.21 127,260,684.74
　　．賠償分擔 311,587.03 44,326.78 736,778.96 620,585.54 46,087,374.24 47,800,652.55
　　．分保公司參與現存風險準備金 0.00 15,090,076.35 0.00 1,528.89 4,085,419.75 19,177,024.99
　　．分保公司參與賠償準備金 828,415.40 864,712.89 0.00 262.88 2,980,034.25 4,673,425.42
　　分保業務

　　．佣金(包括紅利分配) 66,441.79 3,963.11 0.00 1,425.33 3,085,306.58 3,157,136.81
　　．賠償分擔 62,258.58 0.00 0.00 0.00 460,201.51 522,460.09
　　．分保公司參與現存風險準備金 0.00 0.00 0.00 0.00 960,700.20 960,700.20
　　．分保公司參與賠償準備金 10,411.22 213,661.41 0.00 3,459.16 1,239,135.94 1,466,667.73 205,018,752.53
　現存風險準備金減少

　　直接業務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分保業務 343,047.70 0.00 29,397.64 0.00 0.00 372,445.34 372,445.34
　賠償準備金減少

　　直接業務 0.00 0.00 0.00 2,285.04 0.00 2,285.04
　　分保業務 1,021,694.95 206.00 0.00 54,543.37 0.00 1,076,444.32 1,078,729.36
　其他收入

　　財務上 12,269,327.76
　　其他 808,093.25 13,077,421.01 13,077,421.01
　財務準備金減少 28,922.40 28,922.40 28,922.40

總  額 32,515,247.55 276,492,583.10 47,896,038.75 2,233,899.93 251,736,740.96 13,106,343.41 623,980,853.70

澳門元

虧損 　收益

純利稅準備金 6,778,948.00 營業帳收益 55,915,772.24
淨收益 49,724,082.05 本年度非經常性收益 587,257.81

　總  額 56,503,030.05 　總  額 56,503,030.05

會計 總經理

張徳通 羅錦其

淨 值

二零一三年度

營業表 (非人壽保險公司)

損  益  表
二零一三年度

 會計 總經理

 張德通 羅錦其



N.º 25 — 18-6-2014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II SÉRIE 9659

主要股東  

股東名稱  股份數目  佔股比例

大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52,400  38.10%
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  128,000  32.00%
永亨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8,000 12.00%
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24,000 6.00%

本公司出資超越有關機構資本5%之名單  

機構名稱  股份數目  佔股比例

無

股東大會主席團

主席 ： 何厚鏗
副主席 ： 永亨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秘書 ： 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董事長 ： 劉大國
副董事長 ： 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曾小平代表）

李德濂

董事 ： 何厚鏗

陳錦聯
徐繼昌
馬秀立（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離任）
歐陽耀光（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委任）
朱華（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離任）
尹秀榮（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委任）
羅錦其
永亨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林麗珍代表）
恒生保險有限公司（周耀明代表）

公司秘書 ： 張德通

監事會

主席 ： 何鴻燊（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離任）
朱曉平（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委任）

副主席 ： 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朱曉平代表）（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離任）
陳恒和（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委任）

委員 ： 袁福和

行政管理

總經理 ： 羅錦其
副總經理 ： 區麗麗
會計 ： 張德通

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報告

致聯豐亨保險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聯豐亨保險有限公司二零一三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

一四年三月十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全面收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

表組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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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附由管理層編製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財務報表的撮要內容，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的內容，在所有重要方面，與

已審核財務報表的內容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聯豐亨保險有限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財務報表

以及獨立核數報告一併閱讀。

包敬燾

註冊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一四年三月十日，於澳門

董事會暨監事會聯合報告書

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度賬目已核算完畢，董事暨監事謹呈上該年度業務及財務報告。

業務範圍及營業概況

本公司於財政年度內經營保險業務。

二零一三年澳門一般（非人壽）保險市場隨著澳門經濟的發展繼續保持增長。根據澳門金融管理局公佈的保險業務統計臨時數

字，二零一三年澳門非人壽保險毛保費收入達到18.6億元（澳門元，下同），較二零一二年增加約9.34%。

本公司繼續秉持穩健和多元化的業務拓展策略，二零一三年毛保費收入4.04億元，較二零一二年增長19.57%。

業績及盈餘分配

本公司營運結果列於財務報表之第3頁至第7頁。

經董事會建議並獲監事會同意之利潤分配方案已呈股東週年大會審議通過。

董事及監事

二零一三年財政年度內董事會成員為：劉大國、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曾小平代表）、李德濂、何厚鏗、陳錦聯、徐繼昌、歐陽

耀光、尹秀榮、永亨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林麗珍代表）、恆生保險有限公司（周耀明代表〉及羅錦其。

二零一三年財政年度內監事會成員為：朱曉平、陳恆和及袁福和。

核數師

本公司財務報表經由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畢，並經監事會審閱及建議呈股東週年大會決議通過。而安永會計師事務所今年

已任滿告退，但表示願意應聘連任，監事會議決通過建議續聘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二零一四年度的核數師。

 李德濂 朱曉平

 副董事長 監事會主席

澳門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是項刊登費用為 $8,12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8 1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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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豐亨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澳門元

: 
        

        

171,367.98

7,780,931.64
39,938,338.28
1,190,063.46
1,632,572.28 50,541,905.66

- 
92,329,669.61

328,948,664.19 421,278,333.80
221,978.93

3,494,331.37 3,494,331.37

3,062,319.00 3,062,319.00

 ( ) 320,064.00
1,706,985.94 2,027,049.94

2,572,385.01

4,891,615.30
70,048.13 4,961,663.43

6,176,710.92
136,559,869.15 142,736,580.07

7,030.00
  631,074,945.19

         

    

505,288,781.13 505,288,781.13

4,228,946.27 4,228,946.27
440,193.00

 ( ) 3,873,543.37
13,648,265.51

164,392.39
3,232,541.62 20,918,742.89

1,468,534.70
5,785,068.42

   538,130,266.41

  
100,000,000.00

3,707,492.10
(13,884,724.05)

 ( ) 3,344,963.73
(223,053.00)

 ( ) 3,121,910.73
 92,944,678.78

  631,074,94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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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表（人壽保險公司）

二零一三年度

 借方 澳門元

: 

 

98,753,238.18 98,753,238.18 98,753,238.18

18,259,192.65 18,259,192.65 18,259,192.65
( ) 40,502.03 40,502.03 40,502.03

13,955,748.09 13,955,748.09 13,955,748.09

7,812,956.22 7,812,956.22
2,941,537.59 2,941,537.59
4,031,495.50 4,031,495.50
5,389,067.01 5,389,067.01 20,175,056.32

10,307,249.88 10,307,249.88 10,307,249.88
835,865.00 835,865.00 835,865.00
36,452.00 36,452.00 36,452.00

 / 
91,422.05 91,422.05 91,422.05

5,131,534.95 5,131,534.95 5,131,534.95
 151,183,737.27 16,402,523.88 167,586,261.15

 

138,155,292.40 138,155,292.40 138,155,292.40

( ) 691,540.90 691,540.90
6,774,505.69 6,774,505.69

( ) 886,536.86 886,536.86
( ) 266,949.64 266,949.64 8,619,533.09

661,685.61 661,685.61 661,685.61

3,605,314.76 3,605,314.76 3,605,314.76

16,466,932.70
77,502.59 16,544,435.29 16,544,435.29

 147,436,511.10 20,149,750.05 167,586,261.15

1,786,571.22 5,131,534.95
223,053.00

3,121,910.73

 5,131,534.95  5,131,534.95

 ( )

 

 貸方 澳門元

: 

 

98,753,238.18 98,753,238.18 98,753,238.18

18,259,192.65 18,259,192.65 18,259,192.65
( ) 40,502.03 40,502.03 40,502.03

13,955,748.09 13,955,748.09 13,955,748.09

7,812,956.22 7,812,956.22
2,941,537.59 2,941,537.59
4,031,495.50 4,031,495.50
5,389,067.01 5,389,067.01 20,175,056.32

10,307,249.88 10,307,249.88 10,307,249.88
835,865.00 835,865.00 835,865.00
36,452.00 36,452.00 36,452.00

 / 
91,422.05 91,422.05 91,422.05

5,131,534.95 5,131,534.95 5,131,534.95
 151,183,737.27 16,402,523.88 167,586,261.15

 

138,155,292.40 138,155,292.40 138,155,292.40

( ) 691,540.90 691,540.90
6,774,505.69 6,774,505.69

( ) 886,536.86 886,536.86
( ) 266,949.64 266,949.64 8,619,533.09

661,685.61 661,685.61 661,685.61

3,605,314.76 3,605,314.76 3,605,314.76

16,466,932.70
77,502.59 16,544,435.29 16,544,435.29

 147,436,511.10 20,149,750.05 167,586,261.15

1,786,571.22 5,131,534.95
223,053.00

3,121,910.73

 5,131,534.95  5,131,534.95

 ( )

 

損益表

二零一三年度

  澳門元

: 

 

98,753,238.18 98,753,238.18 98,753,238.18

18,259,192.65 18,259,192.65 18,259,192.65
( ) 40,502.03 40,502.03 40,502.03

13,955,748.09 13,955,748.09 13,955,748.09

7,812,956.22 7,812,956.22
2,941,537.59 2,941,537.59
4,031,495.50 4,031,495.50
5,389,067.01 5,389,067.01 20,175,056.32

10,307,249.88 10,307,249.88 10,307,249.88
835,865.00 835,865.00 835,865.00
36,452.00 36,452.00 36,452.00

 / 
91,422.05 91,422.05 91,422.05

5,131,534.95 5,131,534.95 5,131,534.95
 151,183,737.27 16,402,523.88 167,586,261.15

 

138,155,292.40 138,155,292.40 138,155,292.40

( ) 691,540.90 691,540.90
6,774,505.69 6,774,505.69

( ) 886,536.86 886,536.86
( ) 266,949.64 266,949.64 8,619,533.09

661,685.61 661,685.61 661,685.61

3,605,314.76 3,605,314.76 3,605,314.76

16,466,932.70
77,502.59 16,544,435.29 16,544,435.29

 147,436,511.10 20,149,750.05 167,586,261.15

1,786,571.22 5,131,534.95
223,053.00

3,121,910.73

 5,131,534.95  5,131,534.95

 ( )

 

 會計 總經理

 張德通 羅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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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股東名稱  股份數目  佔股比例

大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85,750 28.58% 

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  275,000  27.50%

永亨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05,000 10.50%

永隆保險有限公司   60,000 6.00%

本公司出資超越有關機構資本5%之名單  

機構名稱  股份數目  佔股比例

無

股東大會主席團

主席 ： 大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副主席 ： 永隆保險有限公司

秘書 ： 創興保險有限公司

董事會

董事長 ： 劉大國

副董事長 ： 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曾小平代表）

董事 ： 李德濂
陳錦聯
郭錫志
徐繼昌
羅錦其

公司秘書 ： 林正光

監事會

主席 ： 伍華

副主席 ： 馬秀立（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離任）
歐陽耀光（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委任）

委員 ： 袁福和

行政管理

總經理 ： 羅錦其

副總經理 ： 林正光

會計 ： 張德通

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報告

致聯豐亨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聯豐亨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三年度的財務報表，並

已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十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全面收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

表組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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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附由管理層編製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財務報表的撮要內容，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的內容，在所有重要方面，與

已審核財務報表的內容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聯豐亨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財

務報表以及獨立核數報告一併閱讀。

包敬燾

註冊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一四年三月十日，於澳門

董事會暨監事會聯合報告書

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度賬目已核算完畢，董事暨監事謹呈上該年度業務及財務報告。

業務範圍及營業概況

本公司於財政年度經營人壽險產品及私人退休金管理業務。

二零一三年澳門人壽保險市場隨著澳門經濟的發展保持強勁增長。根據澳門金融管理局公佈的保險業臨時統計數字，二零一三

年澳門人壽保險業務毛保費收入49億6千3百萬（澳門元，下同），較二零一二年增長約32.83%；私人退休金管理業務方面，受託管理
資產達102億元，較二零一二年增長20%。

本公司繼續以穩健的策略拓展業務，二零一三年毛保費收入為13,816萬元，較二零一二年增長15%。在私人退休金管理業務方
面，二零一三年底本公司管理之資產達26億元，較二零一二年增長20%。

業績及盈餘結果

本公司營運結果列於財務報表之第3頁至第7頁。

經董事會建議並獲監事會同意之利潤分配方案已呈交股東週年大會審議通過。

董事及監事

二零一三年財政年度內董事會成員為：劉大國、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曾小平代表）、李德濂、陳錦聯、郭錫志、徐繼昌及羅錦

其。

二零一三年財政年度內監事會成員為：伍華、歐陽耀光及袁福和。

核數師

本公司財務報表經由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畢，並經監事會審閱及建議呈股東週年大會決議通過。而安永會計師事務所今年

已任滿告退，但表示願意應聘連任。監事會議決通過建議續聘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二零一四年度的核數師。

 曾小平 伍華

 副董事長 監事會主席

澳門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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