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150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 第 23 期 —— 2017 年 6 月 7 日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承舞紀‧澳門舞蹈團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060/2017。

承舞紀‧澳門舞蹈團章程

第一條

（名稱及法人住所）

1.1 本會定名為《承舞紀‧澳門舞蹈
團》，法人住所位於澳門爹美刁施拿地大

馬路25號地下B室。

第二條

（宗旨）

2.1 本會的宗旨是以研習中國舞蹈為
目標，培養以傳承漢唐古典舞蹈學派為使

命的人才，促進區域間的舞蹈文化交流，

推廣中國古典舞蹈的審美內涵和文化品

格。

第三條

（組織）

3.1 本會設立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
事會三個機關；

3.2 由會長及理事長（或其授權人）
共同簽署對外之所有文件方為有效。

第四條

（會員大會）

4.1 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為本
會的最高權力機關；

4.2 決定及檢討本會一切會務，制訂
本會的方針；

4.3 審批理事會提交之工作報告及財
政報告；

4.4 會員大會最少每年召開一次，並
須最少提前八日透過掛號信或簽收方式

作出通知，通知書上須列明開會之日期、

時間、地點及議程；

4.5 修改章程須獲出席會員大會之四
分之三會員贊同票；

公 證 署 公 告 及 其 他 公 告   ANÚNCIOS NOTARIAIS E OUTROS

4.6 解散法人則須獲得全體四分之三
會員贊同票；

4.7 設會長（團長）一名，領導本會一
切工作；

4.8 會長（團長）由會員大會選出，任
期三年，可續任。

第五條

（理事會）

5.1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負責召
開會員大會、及執行會員大會之所有決

定；

5.2 執行及處理各項會務工作，向會
員大會提交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

5.3 理事會可按職能下設若干部門，
以不抵觸本章程的情況下修訂“內部規

章”及“操作細則”；

5.4 設理事長一名，理事若干名，理事
長負責領導理事會一切工作，基於團隊精

神及更有效執行工作，理事會理事由理事

長委任，任期與理事長任期相同，理事會

人數包括理事長在內必須最少三人組成

及必須為單數；

5.5 理事長由會員大會選出，任期三
年，可續任。

第六條

（監事會）

6.1 監督本會行政管理機關的運作；

6.2 審核財政報告及帳目，就其監察
活動編制報告；

6.3 設監事長一名，監事若干名，監事
長負責領導監事會一切工作，基於團隊精

神及更有效執行工作，監事會的監事由監

事長委任，任期與監事長任期相同，監事

會人數包括監事長在內必須最少三人組

成及必須為單數；

6.4 監事長由會員大會選出，任期三
年，可續任。

第七條

（會員資格）

7.1 凡於澳門地區對研習中國傳統舞
蹈感興趣，且有意加入本會的人士，須通

過特別組成之委員會作出考核，方可成為

會員（團員）；

7.2 上述7.1所指之委員會由會長（團
長）、一名理事及兩名監事組成，在有需

要時可由會長（團長）委任最多兩位人士

參與；

7.3 會員須於每年1月份參與評審，如
連續兩年未能通過評審，將直接被取消會

員資格，有關評審由7.2所指之委員會執
行，而會長（團長）、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在位期間豁免有關評審；

7.4 如超過兩年沒有繳交會費，或沒
有特殊理由而一年沒有參與本會恆常訓

練之會員（團員），或作出影響本會聲譽

行為，經監事會審批，可取消其會員（團

員）資格；

7.5 被取消會員（團員）資格者，可向
監事會或會員大會作出上訴。

第八條

（會員權利）

8.1 出席會員大會；

8.2 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8.3 參與本會的一切活動及訓練；

8.4 可建議本會活動之舉辦。

第九條

（會員義務）

9.1 尊重、遵守及執行本會章程、內部
規章及本會機關所有的決議；

9.2 貫徹本會宗旨，推動本會發展及
提高本會聲譽；

9.3 參與、支持及協助本會舉辦之各
項活動；

9.4 義務參與公益性的活動；

9.5 定期繳交會費。

第十條

（經費）

10.1 會員（團員）每年繳交之會費
（團費）；

10.2 來自本會舉辦活動的收入；

10.3 政府機關和各界人士和團體的
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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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會徽）

第十二條

（附則）

12.1 所有本章程所未規範的事宜，以
澳門法律為依歸。

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2,28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281,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中國與葡語國家鑽石寶石貿易發展

（澳門）促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061/2017。

中國與葡語國家鑽石寶石貿易發展

（澳門）促進會

Associação para a Promoção de 
Desenvolvimento do Comércio de 
Diamantes e Pedras Preciosas entre 

a China e 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 Macau

Macao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Diamond and Gem Trade Development 
between China and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及地址

本會中文名稱定為“中國與葡語國家

鑽石寶石貿易發展（澳門）促進會”，葡文

名稱為“Associação para a Promoção de 

Desenvolvimento do Comércio de Dia-
mantes e Pedras Preciosas entre a China 
e 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 
Macau”，英文名稱為“Macao Associa-
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Diamond and 
Gem Trade Development between China 
and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本
會會址設在澳門新口岸上海街175號中華
總商會大廈16樓E座，在需要時可遷往其
他地方，及設立分區辦事處。

第二條

宗旨

本會宗旨是發揮澳門在中國與葡語

國家間的橋樑作用，配合國家及特區政府

政策，支持“一帶一路”國家戰略，以及澳

門“一個中心一個平台”的發展定位，促

進中國與葡語國家鑽石及寶石的貿易往

來和合作，以推進澳門產業多元化。

第二章

會員

第三條

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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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個人會員及公司會員，會員有遵守

會章和決議，以及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四條

會員權利

會員可以選舉或被選擔任本會的職

位，參加本會所辦的活動以及享受會員的

利益。

第三章

組織

第五條

組織機構

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

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六條

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決策權力機
構，具有制定和修改會章，選舉及任免理

事會及監事會成員，決定本會性質及會務

方針的權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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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會

員大會如法定人數不足，則於超過通知

書上指定時間三十分鐘後作第二次召集，

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寡，會員大會均得開

會。

3. 會員大會設主席（會長）一人、副主
席（副會長）若干人及秘書一人。

第七條

理事會

1. 理事會是會員大會的執行機構，由
會員大會選舉產生，直接向會員大會負

責。

2. 理事會由理事互選產生理事長一
人、副理事長若干人，其總人數必須為單

數。

3. 理事會議須經半數以上理事同意，
始得通過決議。

第八條

監事會

1. 監事會成員互相選產生一名監事
長及若干名副監事長，其總人數必須為單

數。

2. 監事會的權限是監察理事會的工
作。

3. 就理事會年度報告和及帳目發表意
見。

第四章

其他附則

第九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及各界人士贊

助等。

第十條

法定人數及決議

1. 修改章程之決議，必須獲出席會員
四分之三之贊同票，始得通過決議；

2. 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
議，必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始得通過決議。

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86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8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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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國際會長聯合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存檔於本署2017/A S S/M3檔案組內，編
號為181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國際會長聯

合會”，葡文名稱為“Federação Inter-
nacional de Presidentes de Macau”，葡
文簡稱為“FIPM”，英文名稱為“Macau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Presidents”，
英文簡稱為“MIFP”。

第二條

本會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是以各社團會長

為定位的平臺，旨在為會長們提供合縱連

橫，互聯互通，互學互補，共用共贏服務，

增進會際交流合作，引領行業規範，促進

澳門以及全球整體各界社團健康穩定發

展。

第三條

本會地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黑沙環第六街20
號合時工業大廈一樓A座。本會會址經理
事會批准，可遷至本澳任何地方。

第二章

第四條

組織架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會

和監事會。

第五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會員大會的職權包括：負責制定和修

改會章；選舉和罷免會員大會主席團、理

事會及監事會成員；決定會務方針；審定

和批准理事會工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設

主席團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

設會長、常務會長、執行會長和常務副會

長各一名，副會長多名。每屆任期為三

年，可連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大會

之召集須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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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

本會工作。常務副會長協助會長工作，會

長不能視事時，由常務會長暫代其職務。

第六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行政管理機構，

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對會員大會負

責。理事會的職權包括：執行會員大會的

決議；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況；

決定各機構主要負責人的聘用；制定內部

管理制度。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和秘書長

各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經理事會通過，本會可聘請社

會知名人士、學者出任本會名譽會長、名

譽主席和名譽顧問，並發給聘書。

（四）理事會會議每六個月召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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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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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監事長一名及副監事長若干

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會議每六個月召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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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第八條

會員入會條件

（一）積極擁護本會章程；

（二）熱心支持本會活動；

（三）會務在業內具有一定的影響。

第九條

會員權利

（一）選舉權、被選舉權和表決權；

（二）對工作的批評建議權和監督

權；

（三）入會自願，退會自由。

第十條

會員義務

（一）遵守章程，執行決議；

（二）支持，積極參與和協助本會工

作；

（三）按規定交納會費；

（四）積極傳播本會宗旨，維護本會

整體形象和合法權益。

會員如果一年不交納會費或不參加

活動者，被視為自動退會。會員應遵守本

會章程和職業道德準則，不得從事有損於

聲譽的活動，若有違反，經理事會表決通

過，將取消其資格，並追究責任。

第四章

第十一條

經費來源

（一）各國政府部門資助、企業贊助

和社會各界捐贈；

（二）會員繳納的會費；

（三）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會決

定籌募之。

第十二條

經費使用要求

本會的經費必須用於本章程規定的

範圍和發展。建立嚴格的財務管理制度，

保證財務資料合法、真實、準確、完整，並

接受會員大會和監事會的監督；本會的資

產，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佔、私分和挪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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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第十三條

法律規範

本章程未有列明之事將按澳門現行之

有關法律規範。

第十四條

會徽

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5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58,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鳳凰天空文創經濟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存檔於本署2017/A S S/M3檔案組內，編
號為182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鳳凰天空文創經濟協會

章程

第一章

名稱、總部及宗旨

第一條——本會屬非牟利性質的團

體，無存立期限。中文名稱為“鳳凰天空

文創經濟協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Económica e Cultural & Criativa 
Fénix Celestial”，英文名稱為“Phoenix 
Skyscape Economic and Cultural & 
Creative Association”。會務依澳門現行
法律及本章程運作管理。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羅理

基博士大馬路600號第一國際商業中心1 
樓101室。

第三條——鳳凰天空文創經濟協會，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以發展澳門本土文化

創意和經濟互相配合為目的，促進澳門文

創產業蓬勃發展，帶動經濟實力使其走向

國際化。並提升澳門文化產業的知名度，

協調業界內的共融溝通，發揮業內人士的

專業精神。本會秉持愛國、愛澳、關心社

會的優良傳統，配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依法施政，進一步提升本土文化產業界素

質為宗旨。

第二章

組織及職權

第四條——法人之機關由其章程指

明，其中須包括一個合議制之行政管理

機關及一個監事會，兩者均由單數成員組

成，其中一人為主席。

第五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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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

出席社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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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會員大會設有會長壹名，

副會長若干名，任期為三年，每三年改選

壹次，連選可連任。

第八條——會長負責領導本會一切工

作。副會長協助會長及會務發展工作。

第九條——會員大會每年進行一次。

由會長或副會長主持並由理事會召集，

特別會員大會得由理事會過半數理事會

成員聯名要求召開，出席人數須過會員半

數，會議方為合法。會員大會的職權為：

A）批准及修改本會會章；

B）決定及檢討本會一切會務；

C）推選會員大會會長、副會長、理事
會成員及監事會之成員，而理事會及監事

會成員必須為單數；

D）通過及核准理事會提交之年報。

第十條——由理事會成員互選出理

事長壹名，副理事長叁名，秘書長壹名，

任期為三年，每三年改選壹次，連選可連

任。理事會由理事長領導，倘理事長缺席

時由其中一名副理事長暫代其職務。

第十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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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會務管理及按時提交工作報
告；

D）負責本會日常會務及制訂本會會
章。

第十二條——理事會每月舉行例會一

次，特別會議得由理事長臨時召集。

第十三條——由監事會成員選出監事

長壹名，副監事長兩名，任期為三年，每

三年改選壹次，連選可連任。監事會由監

事長領導。

 第十四條——監事會之職權為：

A）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決策；

B）審核財務狀況及賬目；

C）就監察活動編寫年度報告。

第十五條——本會為推廣會務得聘

請社會賢達擔任本會榮譽顧問、名譽顧

問。

第三章

權利與義務

第十六條——凡本會會員有權參加會

員大會，有選舉權及參加本會舉辦之一切

活動及享有本會一切福利及權利。

第十七條——凡本會會員有遵守本會

會章及大會或理事會決議之義務。

第十八條——本會暫不設會費。但如

有需要，本會有權由理事會決定收取適量

會費。

第四章

入會及退會

第十九條——凡申請加入者，須依手

續填寫表格，由理事會審核批准，才能有

效。

第二十條——凡會員因不遵守會章，

未經本會同意，以本會名義所作出之一切

活動而影響本會聲譽及利益，如經理事會

過半數理事會成員通過，得取消其會員資

格，及一切會員權利，所繳交之任何費用

概不發還。

第五章

經費

第二十一條——本會之經濟收入來

源及其它：

本會為不牟利社團，有關經費來源主

要由會員繳交會費及各界熱心人士之捐

贈或公共實體之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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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修訂及細節

第二十二條——有關會員福利及其他

各項工作，由理事會另訂細則補充。

第二十三條——本會章程未盡善之

處，由會員大會修訂。

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2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20,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輔導學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存檔於本署2017/A S S/M3檔案組內，編
號為185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輔導學會章程

第一章

名稱、會址及郵寄地址、宗旨及存續期

第一條——名稱：

中文名稱為：“澳門輔導學會”。

葡文名稱：“Associação de Aconse-
lhamento de Macau”。

英文名稱：“Macao Counseling As-
sociation”。

第二條——本會會址及郵寄地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亞美打利庇盧大

馬路89-99號南華商業大廈6樓605單位。
經會員大會決議，會址及郵寄地址可遷至

澳門任一地方。

第三條——宗旨：

1. 提高澳門的輔導服務水平、訓練、
專業標準守則及持續進修。

2. 提高澳門社區對輔導的認知及接
受，促進社區輔導服務的使用。

3. 推動澳門本地與輔導專業有關的
研究。

4. 增進澳門輔導業界與國際有關學
術團體之聯繫及交流。

第四條——存續期：

本會之存立並無期限。

第二章

經費收入

第五條——經費收入來源：

1. 會員繳交之入會費及每年度之會
費；

2. 公共機關、私人機構、會員或其他
任何實體的捐贈或資助。

第三章

會員資格及會員的義務與權利

第六條——會員資格：

1. 凡具認可大學所頒授或正就讀輔
導學或相關學科學士學位或以上程度，認

同本會宗旨並聲明接受及履行本會會章

及內部規章，經會員大會審核後，均可成

為會員。

2. 會員分專業會員、學位會員及學生
會員：

a. 專業會員需持有認可大學所頒授
的輔導學或相關學科的碩士或以上學

位；

b. 學位會員需持有認可大學所頒授
的輔導學或相關學科學士學位；

c. 學生會員正就讀於認可大學之輔
導學或相關學科的學士或以上課程。

第七條——會員的義務與權利：

1. 需遵守會章及會員大會決議，參與
決定及建議社團的發展；

2. 有選舉與被選舉權；

3. 需參與、協助及支持本會的工作；

4. 需繳交之入會費及需每年繳納會
費，無故欠交會費超過六個月者，作自動

退會論；

5. 若違反本會會章或對本會聲譽有
損者，會員將由會員大會及監事會按情節

輕重予以申誡，及經會員大會批核，可取

消其會員資格。

第四章

組織架構

第八條——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會員大會設主席、副主席及秘書各一人，

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會員大會職權如

下：

a. 制訂或修改會章；

b. 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副主席、秘書
及理、監事會人員；

c. 決定工作方針及計劃；

d. 討論並通過理事會所提交之年度
報告；　

e. 審核會員入會申請及管理會員會籍
資料；

f. 與監事會共同審議會員違規情況，
及批核會員的除名。

2. 主席負責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
本會工作。副主席協助主席工作，主席不

能視事時，由副主席暫代其職務。

3. 會員大會由主席負責主持並由理
事會負責召集，若主席不能視事時，由副

主席代任。

4.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召開
會員大會的通知書必須在開會之前最少

十五天以掛號信方式通知全體會員，亦可

透過由會員簽收之方式代替。召開會議

通知書要列明會議日期、地點、時間及議

程。如有需要，可召開特別會議，按現行

法規通知召開會議，而決議取決於出席會

員絕對多數贊成票數通過，但法律另有規

定者除外。

第九條——理事會

1. 理事會內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
二名、理事會秘書及財務各一人，理事若

干名而人數最多為四人。理事會總人數須

為單數，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理事會

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下：

a. 執行會員大會通過的決議/工作方
針及計劃；

b. 執行會員大會主席、會員大會副主
席及監事長的共同決定；

c. 策劃、組織及安排本會之各項活
動；

d. 處理日常會務及履行法律規定之
其他義務；

e. 向會員大會及監事會報告工作和財
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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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編製年度預算及年度報告交監事
會及會員大會。

2. 理事會平常會議每三個月舉行一
次，由理事長負責召開；特別會議由理事

長或理事會超過三分之二成員要求召開。

第十條——監事會

1. 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及
秘書長各一人，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監

事會職權如下：

a. 負責監察本會理事會之運作；

b. 查核本會財政賬目；

c. 查核理事會提交的年度報告；

d. 履行法律規定之其他義務。

2. 監事會平常會議每年舉行一次，由
監事長負責召開；特別會議由監事長或監

事會超過三分之二成員要求召開。

第十一條——組織架構選舉制度

1. 採用不記名投票及不接納不在籍
投票；

2. 候選人須達有效票之過半數。

第十二條——修章：

修改章程之決議須出席會員中之四分

之三人贊同，方視為有效。

第十三條——解散：

本會之解散決議須全體會員中之四分

之三人通過，方視為有效。

第十四條——會務顧問：

曾任本會組織架構之會員，經理事會

發出邀請後得成為理事會會務顧問。得列

席理事會議提供意見，但無投票權。

第五章

其他

第十五條——本章程忽略之事宜依本

澳現行法律規範。

第十六條——本會另有內部規章說明

各行政及執行細則。

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67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67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反獨促統聯合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存檔於本署2017/A S S/M3檔案組內，編
號為183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反獨促統聯合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  澳門
反獨促統聯合會  ”，簡稱“反獨促統聯
會”。

葡文名稱為“União das Associações 
para Unificação e Contra-Independência 
de Macau”。

第二條——宗旨

一、本會性質為非牟利團體，宗旨堅

持一個中國原則，擁護基本法，擁護一國

兩制，愛國愛澳，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

二、堅決反台獨，堅決反藏獨，堅決反

疆獨，堅決反港獨，堅決反國家主權區域

的一切獨立；

三、充分發揮澳門特別行政區獨特優

勢，以澳門作為聯絡中心平台，廣泛團結

國內外同胞，增強與世界各國華僑、華人

的聯繫，為反獨促統，推動兩岸和平統一

與地區繁榮穩定發展；

四、為促進海峽兩岸和平穩定，為促

進中國和平統一為宗旨，共同為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而奮鬥；

五、本會依章程行使權利，推動本會

目標的實現。

第三條——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北京街海冠中心

183-G地下。 

第二章

會員資格

第四條——凡贊同本會宗旨及認同本

會章程者，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須經常

務理事會審批方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享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可

參加本會所舉辦的各項活動，享有本會的

權利和福利。

二、會員要自覺遵守會章及決議，以

及繳納會費的義務，致力推動會務發展，

維護本會聲譽。

第三章

第六條——組織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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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負責制定和修改會章，通過章程；審議和

通過理事會工作報告和財務報告，決定本

會工作方針和重要事項。

二、本會設會長一名，常務副會長若

干名、副會長若干名，以單數成員組成，

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對外代表本

會，對內領導本會；會長缺席時，由常務

副會長或理事長或副會長依次代其職務；

會長卸任後授予永遠榮譽會長；會長、常

務副會長及副會長為當然常務理事會成

員。

三、會員大會由理事會召集，每年至

少召開一次，召集會員大會必須提前八天

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知會員，通知書

內須載明開會日期、時間，地點及會議之

議程；會議在有過半數會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之過半數

票；任何會議在未有過半數會員出席時，

需順延半小時，出席會員之過半數為合法

的召開會議。每三年進行換屆選舉。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

員四分之三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議，須

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贊同票。

第八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行政執行機構，負

責制定年度計劃，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每年提交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理事

會由會員大會選出；設立理事會，理事長

一名、副理事長若干名、常務副理事長若

干名及理事若干名，秘書長一名、副秘書

長若干名，以單數成員組成，任期三年，

可連選連任；理事長缺席時，由常務副理

事長或副理事長依次代其職務；

二、每年召開若干次常務理事會，負

責研究制定有關會務活動計劃；會議在有

過半數據位人出席時，方可議決事宜，決

議取決於出席據位人之過半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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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務理事會為會務核心工作，協

助會長處理會務事宜，常務副理事長由理

事長委任並得會長同意。

第九條——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

構，監事會負責審計監督本會財務及會務

活動等有關事務，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設立監事會，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若干

名、常務監事若干名及監事若干名，以單

數成員組成，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監

事長缺席時，由副監事長依次代其職務；

二、每年召開若干次常務及監事會

議，在有過半數據位人出席時，方可議決

事宜，決議取決於出席據位人之過半數

票。

第十條——本會設創會大會主席，按

實際需要選聘社會人士為本會永遠榮譽

會長、榮譽會長、名譽會長、名譽顧問、及

其它名譽職稱若干名，以配合會務發展需

要。

第四章

第十一條——經費

本會的會務經費來源捐獻、捐款、贈

與、公共或私人團體提供的財政支援，有

關政府部門資助、本會成員和社會各界人

士的捐助，以及會員會費等；倘有不敷或

特別使用款時，得由理事會決定籌募之。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二條——本章程如有未訂明權利

及義務，由會員大會決議修改或增補。

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5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52,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中華書畫藝術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存檔於本署2017/A S S/M3檔案組內，編
號為180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中華書畫藝術協會

Macao Chinese Painting & Calligraphy 
Art Association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中華書畫藝術

協會”，英文為“Macao Chinese Painting 
& Calligraphy Art Association”。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宏揚中華

傳統國學藝術。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高士德大馬路64
號祐美大廈4樓C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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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長、副會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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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會員之四分之三的贊同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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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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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2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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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松濤流空手道肥沼澳武館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7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1/2017/A S S檔案組第37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松濤流空手道肥沼澳武館

章程

第一章

第一條

總則

本會中文名稱為“松濤流空手道肥沼

澳武館”，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Karate-
-Do Shotokan Koinuma Obukan”，英
文名稱為“Koinuma Obukan Karate-Do 
Shotokan Association”。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一個非牟利機構，宗旨為：

（一）在澳門推廣和發展空手道和武

術運動。

（二）加強澳門與其它國家和地區有

關空手道和武術運動的交流與友誼，以達

到提高水平與促進澳門空手道和武術的

運動發展。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菜園涌北街202號
威苑花園C座9樓A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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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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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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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及秘

書各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得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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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會，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日常具體會務。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及理事各

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得連任。

（三）理事會會議每六個月召開一

次。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

方可議決事宜，議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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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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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監事長及監事各

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得連任。

（三）理事會會議每六個月召開一

次。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

方可議決事宜，議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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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的經費來源包括會員會費或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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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於海島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0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02,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仙宮悟智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7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1/2017/A S S檔案組第40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仙宮悟智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仙宮悟智會”（以下

簡稱“本會”）。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弘揚中華

傳統文化、宣揚孝義道德；淨化人心；開

智、明心、助於社會及利於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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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涌河新街金海山

花園第十三座3樓C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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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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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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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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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本會在不違反法律規定及本會章
程的原則下，得制定本會內部規章。內部

規章之解釋，修改及通過之權限均屬會員

大會。

第八條  

理事會

一、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會，負責執

行會員大會決議和日常具體事務。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及理事各一

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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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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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監事長及監事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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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於海島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80,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無人機應用項目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7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1/2017/A S S檔案組第41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無人機應用項目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無人機應用

項目協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Projec-
tos de Aplicação de Drones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Macao “UAV” Appli-
cation Project Association＂。

英文簡稱為：“MUAPA＂。

第二條

宗旨

以創新、協作及開放平台為無人機發

展服務，結合文化創意及科技娛樂功能，

推廣無人機體驗課程，增進無人機業界的

交流與國際合作，構建4G網路化無人機
專業訓練培訓平台，並遵守澳門特別行政

區澳門民航局的法規。

第三條

組成及會址

一、 本會由海內外人士組成之民間組
織。為一非牟利組織團體。

二、 會址設於澳門黑沙環第二街29
號萬利樓地下。

第四條

架構

本會設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

會員資格及分類

一、凡認同本會宗旨及遵守會章，經

一名會員介紹，並由理事會審查及通過，

可成為會員。

二、會員分為：基本會員、永久會員、

名譽會員及榮譽會員。

第六條

會員權利義務

一、 基本會員及永久會員，可享有本
會之選舉權、被選舉權、表決權及罷免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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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名譽會員及榮譽會員是協助本
會發展會務或有特殊貢獻者之特邀人士。

（但不具備選舉權、被選舉權、表決權及

罷免權。）

三、 本會所有會員全是無償的義務工
作，須遵守本會章程及決議及按時繳納

會費的義務。

四、 對違背本會宗旨或作出任何有損
害本會聲譽的會員，經會員大會表決通過

得終止或暫停會員資格，會員不得異議。

五、 退會自由。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 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之機構，負
責制定及修改本會章程；決定、協調及查

核本會一切會務；審議理事會工作及呈交

之年報；推選、修改或罷免會員大會、理

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決定及終止重大事

宜。

二、 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常務副會
長一名、副會長若干名及秘書長一名，每

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 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由理事
長召集，須至少提前8日以掛號信或簽收
方式進行召集，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

期、時間、地點和議程。如遇特別事項，會

長得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四、修改章程的決議，須獲出席會員

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之決議，須

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負責召集會員大會及執行

會員大會決議，規劃本會活動，執行會務

管理及按時提交工作報告。

二、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常務副理

事長一名、副理事長若干名、秘書長一

名、副秘書長及理事各若干名，其組織人

數必須為單數，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

連任。

三、理事會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須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方可議決

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絕多數贊同票方

為有效，得採用現代影像通訊設備形式進

行。

四、向會員大會提名聘請社會熱心人

士或社會賢達為本會之永遠會長、創會會

長、名譽會長、永遠名譽會長、榮譽會長、

永遠榮譽會長或擔任顧問、高級顧問及名

譽顧問等。

第九條

監事會

一、 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關，負責監
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及各項財政收支。

二、 審核理事會年度所提交的帳目報
告書呈交會員大會。

三、 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
若干名、監事及秘書各若干名，其組成人

數須為單數，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四、 監事會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須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方可議決

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絕多數贊同票方

為有效，得採用現代影像通訊設備形式進

行。

第十條

經費

一、會員會費。

二、任何對本會之合法資助及捐贈。

第十一條

附則

一、 本章程未盡善之處由會員大會修
訂。

二、 本章程解釋權屬於本會之會員大
會。

三、 本章程須經會員大會通過後實
施，其修改亦同。

四、 本章程若有任何遺缺之處，概依
現行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規範執行。

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於海島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5,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李敏國際舞蹈團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7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1/2017/A S S檔案組第38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李敏國際舞蹈團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李敏國際舞

蹈團”；中文簡稱為：“李敏舞團”；英

文名稱為“Macau Limin International 
Dancing Association ”。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推動澳

門國際標準舞蹈的發展，培訓澳門舞蹈運

動員，發掘有舞蹈潛能的舞蹈愛好者（特

別是青少年），促進澳門與國際之舞蹈文

化交流與合作。

第三條

會址

本會地址設於澳門氹仔南京街42號
皇族40C室。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在澳門居住的舞蹈愛好者，熱心參

與及支持該項活動，願意遵守會章，填寫

入會申請表格，經理事會通過，方可成為

會員。

第五條   

權利和義務

1. 會員享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對本
會的會務提出建議；享有本會舉辦一切活

動和福利的權利；遵守決議及繳納會費的

義務。

2.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作出任何有
損本會聲譽之言行，經理事會通過，可取

消其會員資格。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六條 

機構

本會組織包括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

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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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及秘書一人，每屆任

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2. 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一）制定或修改會章；

（二）選舉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

各成員；

（三）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第八條  

理事會

1.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秘書一人及理事若干人，其組成人數必

須為單數。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理事會得視工作需要，可增聘名譽會長及

顧問。

2.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一）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二）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三）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第九條  

監事會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工

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人及監事

若干人，其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每屆任

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第四章   

會議

 第十條 

會議

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特別會員大會，而大會

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贊同票

通過；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2. 理事會及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如有特殊情況可召開特別會議。

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舞蹈交流研
討會議。

4. 會員大會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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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修改章程的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四
分之三的贊同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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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贊同票。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一條  

經費

1. 會員會費；

2. 會員家屬及熱心人士之捐贈；

3. 接受政府、基金會等社會的資助。

第十二條  

會徽

   

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於海島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2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20,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艾灸養生文化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7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1/2017/A S S檔案組第39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艾灸養生文化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艾灸養生文化協

會，中文簡稱為艾灸文化協會，葡文名稱

為Associação Cultura Saúde Moxabus-
tão Macau，葡文簡稱為ACSMM，英文
名稱為Macau Moxibustion Health Culture 
Association，英文簡稱為MMHCA。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

（一）以實踐及交流形式，推動艾灸

養生文化，弘揚中國國髓，提高市民的保

健意識，通過提倡艾灸養生，改善市民身

體質素，增強對傳染病的免疫能力，減少

發病以減輕醫療體系的壓力，從而團結相

關愛好者服務社會；

（二）為達至上述目標，本會可與其

他團體或機構合作舉辦有關艾灸及相關

學術的交流、講座、研討會及展覽，並印

製及發行有關的書籍和宣傳單張。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氹仔海洋花園大

馬路147號利萊德利德海濱花園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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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納會費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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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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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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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副會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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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會，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日常具體會務。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及秘書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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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執行機構為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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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監事長及監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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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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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會徽

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於海島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6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64,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e Indústrias Culturais e 
Criativas Chiu Yeng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título de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u-
tenticado em 25 de Maio de 2017, arquiva-
do neste cartório no maço de documentos 
de constituição de associações e de insti-
tuição de fundações número 1/2017 sob o 
documento número 1, uma associação com 
a denominação em epígrafe, cujos estatu-
tos constam do articulado em anexo:

超盈文化創意產業協會

Associação de Indústrias Culturais e 
Criativas Chiu Yeng

Chiu Ye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Association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名稱】

中文名稱為“超盈文化創意產業協

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Indús-
trias Culturais e Criativas Chiu Yeng”；

英文名稱為“Chiu Ye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Association”。

第二條

【本會會址】

本會設於澳門宋玉生廣場336號誠豐
商業中心16樓，本會可經由理事會議決更
改會址。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推動本土

文化創作藝術的發展，透過舉辦各類型

的文化創意及藝術活動，凝聚本地與外地

的藝術工作者，藉著相互之合作與交流，

促進本土文創藝術範疇之多元化發展。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

凡贊成本會宗旨，願意遵守本會章

程，經本會理事會審核批准後，均可成為

會員。

第五條

【會員之權益】

一、參與會員大會會議。

二、享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三、參與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享受

本會所提供的各種優惠和福利。

四、參與本會所舉辦的一切活動，按

本會章程及內部規章申請召開特別會員

大會。

五、會員必須履行入會申請手續，填

寫入會申請書。

第六條

【會員之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及會員大會之決

議。

二、協助本會發展並維護本會聲譽。

三、繳納由理事會訂定之入會費及按

時繳交年費。

四、凡會員不遵守會章，甚至作出任

何有損本會聲譽及利益之言行者，經理事

會審批通過，得取消其會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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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七條

【組織架構】

一、本會設立下列架構，各架構成員

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1. 會員大會；

2. 理事會；

3. 監事會。

第八條

【會員大會的組成、權限及運作】

一、會員大會由所有會員組成，是本

會最高權力機構。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及

副會長若干名。

二、會員大會的權限：

1. 通過、修改及解釋本會章程；

2. 選舉及罷免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
事會各成員；

3. 定出本會工作方針；

4. 審議及通過理事會提交之年度工
作、財務報告及次年度工作計劃；

5. 審議及通過監事會提交之工作報
告及相關意見書。

三、會員大會的運作：

1. 會員大會每年舉行平常會議一次，
由會長主持及召開，至少提前十五天以掛

號信或簽收之方式通知，通知書內須註明

會議日期、地點、時間及議程。在必需的

情況下，理事會可隨時召開特別會議。特

別會議之召集方式與會員大會相同；

2. 會員大會的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
之絕對多數贊同票，修改本會章程之決

議，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

散本會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

贊同票。

第九條

【理事會的組成及職權】

一、理事會由單數成員組成。設理事

長一名、副理事長、秘書、財政及理事各

若干名。

二、理事會通常每兩個月召開例會壹

次，討論會務，如有必要，可由理事長隨

時召開特別會議。理事長出缺時，由常務

理事代理。

三、理事會之職權為：

1. 執行會員大會所有決議；

2. 研究和制定本會的工作計劃；

3. 領導及維持本會之日常會務，行政
管理，財務運作及按時提交大會每年會務

報告及帳目結算。

四、在法庭內外代表本會。

第十條

【監事會的組成及職權】

一、監事會之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

設監事長一名及副監事長若干名。

二、監事會之職權：

1. 對每年由理事會提交之年度工作
及財務報告向會員大會提交意見書；

2. 監察理事會對會員大會決議的執
行；

3. 監督各項會務工作的進度。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一條

【經費來源】

一、會員繳付的入會費及年費。

二、政府的資助、社團及各界人士的

贊助和捐贈。

三、其他合法收入。

私人公證員 Nuno Simões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25 de 
Maio de 2017. — O Notário, Nuno Simõ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0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06,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柿山哪咤古廟值理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七年六月一日起，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2號064/2017。

澳門柿山哪咤古廟值理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柿山哪咤古

廟值理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o 

Templo da Calçada das Verdades de 
Macau”，簡稱“NACHA”。

第二條——宗旨

本會屬非牟利團體，其存續不設期

限，以弘揚哪吒信俗文化，聯繫海內外中

華宗教團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支持

社會公益事業為宗旨。 

第三條——會址

本會設於澳門哪咤廟斜巷21號A地
下。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認同本會宗旨，願意遵守

本會章程，均可申請入會。

第五條——權利

一、參加會員大會；

二、參與本會的活動；

三、享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和表決

權。

第六條——義務

一、遵守章程；

二、繳交會費；

三、如違反本會章程或破壞本會聲譽

之言行，得由理事會按照情節輕重予以勸

告、警告或開除會籍處分。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本會組織

本會架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

事會。

第八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是本會的最高權力機

構，由全體會員組成。設會員大會主席

團，有主席一名，副主席若干名，會員大

會主席團成員可以兼任理事會內任何職

務，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二、會員大會職權為：修改本會章程，

選舉理事會、監事會的成員以及其他法律

所賦與的一切權力；

三、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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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書內應指出會

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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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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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大會於召開時若法定人數不足，則於半

小時後作第二次召開，屆時不論出席會員

人數多少均視為有效。

第九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常務副理

事長、副理事長及理事若干名，秘書長一

名，副秘書長若干名，財務部部長一名，

副財務部部長若干名，理事會成員人數

必須為單數，理事會成員可以兼任其他職

務，但不得兼任監事會內任何職務，任期

三年，連選得連任；

二、理事會為本會行政管理機構，履

行法律及章程所規定的義務。

第十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

及監事若干名，成員人數必須為單數，任

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二、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監

督理事會的各項運作，查核理事會的賬

目，以及審閱理事會每年的會務報告及財

務報告。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一條——經費來源

本會經費來源包括會費，政府資助，

熱心人士捐贈，和其他合法收入。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二條——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會

員大會。章程的修改，須獲出席會員四分

之三之贊同票通過方能成立。本會解散須

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十三條——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

概依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二零一七年六月一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55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555,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餐飲業聯合商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七年六月一日起，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2號065/2017。

澳門餐飲業聯合商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定名為「澳門餐飲業聯合商

會」，英文：The United Association of 
Food and Beverage Merchants of Macao，
葡文：União das Associações dos Pro-
prietários de Estabelecimentos de Res-
tauração e Bebidas de Macau。

第二條

宗旨

本會宗旨：熱愛祖國，擁護「一國兩

制」，熱愛澳門；團結餐飲業同業，維護同

業正當權益；促進業界在澳門及與外地的

商業交流和聯繫，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繁

榮進步和發展而努力。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在澳門宋玉生廣場335-
341號獲多利大廈8樓R、S、T室，在需要
時經會員大會決議可遷往本澳其他地

方。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類別及資格

本會會員分商號會員及個人會員兩

種，其入會資格如下：

1）商號會員：凡具澳門特別行政區政
府旅遊局、民政總署發出的餐飲各類牌照

之餐飲業商號，可申請加入本會為商號會

員，每商號會員須指定一人為代表；如商

號代表人有變更時，應由商號具函申請改

換代表人。商號會員分為甲級和乙級，凡

持旅遊局所發的餐飲牌照者為甲級會員，

持其他公共當局所發出之餐飲牌照者為

乙級會員。

2）個人會員：凡屬上項所指之商號資
方負責人或領導人員，如股東、董事、經

理、高級職員等，可申請加入本會為個人

會員。

第五條

入會申請

任何商號或個人申請入會，須由本會

一名會員介紹，且經理事會批准其入會申

請，方得為正式會員。

第六條

會員權利

本會會員享有下列權利：

1）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2）參與本會舉辦之活動；

3）享受本會之康樂、福利等權利。

第七條

會員義務

本會會員承擔下列義務：

1）遵守本會章程及決議，維護本會
權益；

2）推動會務及發展會員之間的互助
合作；

3）依期繳納入會基金及會費。

第八條

拖欠入會基金及會費

會員拖欠會費超過六個月，經催收仍

不繳交者，停止行使本會會員之一切權

利；如再超過六個月仍不繳交者，作自動

退會論，其先前繳交之基金及會費概不發

還。

第九條

處分

會員如有違反本會章程，作出破壞本

會聲譽之行為者，得由理事會視其情節輕

重，分別予以勸告、警告或開除會籍之處

分。如被開除會籍，有關會員先前已繳交

之基金及會費概不發還。

第三章

組織

第十條

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由
全體會員組成，並由會長主持。會員大會

會長團設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人。會長為

本會最高領導人，對外代表本會，副會長

協助會長工作。正、副會長可出席理事會

議及常務理事會議，以及出席會長團、理

事會及監事會之聯席會議，並有權在該等

會議中發言。

2. 除法律及本章程規定之其他權限
外，會員大會亦具有如下權限：

1）制定或修改本會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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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選舉會員大會會長團、理事會、常
務理事會及監事會之所有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工作計劃；

4）審核及批准理事會之會務報告以
及監事會報告書。

第十一條

理事會

1.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構，由理事長
一人、副理事長若干人、理事若干人組成，

總人數必須為單數，由會員大會選舉產

生。理事長協助會長處理對外事務，對內

召集、主持理事會及常務理事會會議，負

責主理會務各項工作；副理事長協助理事

長工作，倘理事長缺席，則依次序由副理

事長代行職務。

2. 除法律及本章程規定之其他權限
外，理事會亦具有如下權限：

1）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2）計劃發展會務；

3）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提出建議。

3. 理事會得視工作需要，聘請顧問若
干人，以及聘用受薪秘書及職員若干人。

4. 理事會可透過決議把自身之權限
轉授予本會會長、理事長及/或若干常務理
事行使。

第十二條

常務理事會

1. 理事會下設常務理事會，由正、副
理事長及常務理事若干人組成，總人數必

須為單數，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負責管

理本會及處理日常會務。

2. 常務理事會內設總務、勞資關係、
聯絡、康體、福利、財務、會籍、法律、公

關、青委、婦女、廚藝研發等部，各部設部

長一人、副部長及委員若干人，該等職務由

理事會選出正、副理事長及常務理事分工

負責。

3. 除法律及本章程規定之其他權限
外，常務理事會有權決議出售或預約出

售、購買或預約購買、出租或承租本會之

不動產，又或對之設定抵押或其他負擔。

4. 常務理事會可透過決議把自身之權
限轉授予本會會長、理事長及/或若干常務
理事行使。

第十三條

本會之代表

本會屬具法人資格的組織，凡需與澳

門特別行政區、各有關公共機構或任何私

人實體簽署文件或合同時，當中包括銀行

帳戶往來之簽名方式，得由會長或理事長

代表，又或經由常務理事會決議指派之代

表簽署。

第十四條

監事會

1. 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由監事長
一人、副監事長若干人、監事若干人組成，

其總人數必為單數，由會員大會選舉產

生。

2. 除法律及本章程規定之其他權限
外，監事會亦具有如下權限：

1）監察理事會及常務理事會執行會
員大會之決議；

2）定期審查帳目；

3）審核理事會之有關年度會報報告
以及就監察活動編製年度報告呈交會員

大會審議通過。

第十五條

任期

本會組織架構成員之任期為三年，得

連選連任。

第十六條

名譽職位

透過常務理事會決議，本會可聘請社

會知名人士擔任名譽會長、榮譽會長、會

務顧問、顧問等職位。

第四章

會議

第十七條

會員大會會議

1.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議，
由理事會依本章程之規定召集。如理事會

認為必要時，或三分之一以上會員聯署請

求時，得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2. 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於開會前八天
以掛號信方式或簽收方式通知；如屬首次

召集之會議，須有全體會員一半或以上人

數出席，方得開會；如法定人數不足，會員

大會將於超過通知書上指定時間三十分

鐘後進行第二次召集之會議，屆時不論出

席人數多寡，會員大會均得開會，但法律

另有規定者除外。

3. 本會會員可透過經適當簽署之書
面委託書，委託本會會員或機關據位人代

理出席會員大會並作出表決。

第十八條

其他會議

1. 會長團、理事會及監事會之聯席會
議須每半年召開一次平常會議，可由會長

或理事長其中一人召集，並由會長主持會

議，但不妨礙會長或理事長其中一人認為

必要時召集特別聯席會議。倘會長缺席，

則由理事長代為主持會議。

2. 理事會須每三個月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由理事長召集及主持會議，但不妨礙

會長或理事長認為必要時召集特別會議。

倘理事長缺席，則依次序由副理事長代為

主持會議。

3. 常務理事會須每三個月召開一次平
常會議，由理事長召集及主持會議，但不

妨礙會長或理事長認為必要時召集特別

會議。倘理事長缺席，則依次序由副理事

長代為主持會議。

4. 監事會須每三個月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由監事長召集及主持會議，但不妨礙

監事長認為必要時召開特別會議。倘監事

長缺席，則依次序由副監事長代為主持會

議。

5. 以上各款所規定之會議均需在有
過半數機關據位人出席時，方得開會。

6. 理事會及常務理事會所通過之各項
決議須經會長同意或追認，否則不產生效

力。

第十九條

通過決議之多數票

1. 除法律及本會章程另有規定外，本
會各會議之決議取決於出席成員半數以

上之贊同票。

2. 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親身或
適當代表出席之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3. 解散本會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
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五章

經費

第二十條

入會基金及會費

會員在入會時須繳交基金，每月須繳

交會費，入會基金和會費之標準，由理事

會會議決定後通知會員執行。

第二十一條

收入

理事會認為必要時可接受政府、機

構、社團或個人之贊助、資助、捐獻或遺

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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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二條

生效日期

本章程經過會員大會通過後施行。

二零一七年六月一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3,88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888,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威勝體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七年六月一日起，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2號062/2017。

澳門威勝體育會

第三條

會址
 
設於“澳門黑沙環圓台街中紡工業大

廈第一期13樓A”。

二零一七年六月一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31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18,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o Centro Cristão — A Casa 
do Oleiro — Macau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存檔於本署2017/A S S/M3檔案組內，編
號為190號。該修改全部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陶匠之家”基督教會

會章

第一章

名稱，宗旨和會址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定名為：

中文——澳門“陶匠之家”基督教

會，中文簡稱“陶匠之家”；

葡文——Igreja Cristã“A Casa do 
Oleiro”de Macau；

葡文簡稱——“A Casa do Oleiro”；

英文——““The Potters House”
Christian Church Macau”；

英文簡稱——“The Potters House”。

第二條

宗旨

一．本會為一非牟利基督教團體。

二．主要致力於宣揚基督福音，助人

信主，牧養信徒。透過門徒訓練，啟發有

志信徒擔負宣揚福音的使命，創辦教會；

以個人見證活出基督真理，在社會裡作出

正面的影響。

三．凡有意認識基督信仰者均為本會

服務對象。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幫助社會

大眾建立正確價值觀，良好的公民意識並

把福音應用於日常生活裡。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黑沙環巷10號發
利工業大廈3樓B座。

第二章

組織架構

第四條

組織架構

本會組織架構由會員大會，理事會和

監事會組成。

第五條

會員大會

一．由本會全體會員組成，為本會最

高權力機關，並負責選舉會員大會會長、

副會長、秘書、理事會和監事會之成員，

每年召開一次會員大會。會員大會設會長

一名、副會長一名及秘書一名，任期為二

年，可連任。

二．會員大會會議由理事長召開，並

必須最少提前八日透過掛號信或簽收方

式通知會員；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時間，

日期，地點及議程。

第六條

理事會

一．由三人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設

有一位理事長，一位副理事長，一位秘

書。任期為二年，可連任。各職位由經上

屆理事會和監事會提名，並由會員大會選

舉產生。理事長和副理事長須由牧師擔

任。

二．按本會章程，負責管理及督導一

切事工，主持會議。代表本會開設銀行戶

口，簽署租賃合約。

三．在理事長缺席情況下，可由副理

事長代替召開及主持會議，處理會內及對

外事務。

第七條

監事會

一．由三人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設

有一位監事長和若干監事。各職位經上屆

理事會和監事會提名，並由會員大會選舉

產生。任期為二年，可連任。

二．負責監察本會運作，理事會工作，

查核年度賬目和活動報告。

第三章

會員

第八條

會員

本會會員分為普通會員和正式會員。

第九條

普通會員

凡有意認識基督真道，樂意參加本會

崇拜活動，以求進一步落實信主的意念之

人士，都可成為本會普通會員。

第十條

正式會員

凡誠心相信耶穌基督為其個人救主，

知罪悔改，在本會參與崇拜和宣傳福音活

動超過12個月，有意參與及協助本會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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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宣道工作；又經理事會查核得通過之人

士，都能成為本會正式會員。

第十一條

會員權利和義務

一．所有會員有權為推動本會會務給

予相關意見。

二．正式會員享有投票，選舉和被選

舉之權利，普通會員卻不享有投票，選舉

和被選舉之權利。

三．所有會員應培養讀經，祈禱，遵

守主訓的生活方式，並不斷到教會參加崇

拜活動，聆聽講道，學以致用，以求屬靈

生命的長進，成為主耶穌在現社會的好見

證。

四．會員會籍可因以下情況被取消：

1. 觸犯政府法例且被定罪，經理事會
規勸但仍不認罪悔改。

2. 自願並鼓勵其他信徒違背主訓，經
理事會多次引導規勸後，終究不肯悔改。

第四章

經濟來源及附條

第十二條

經濟來源

一．本會之收入來源主要來自信徒的

奉獻，也接受個人或團體之資助及捐贈。

二．若本會遇到解散的情況時，所

遺留的財產將交予具類同目標的機構

“The Potters House Christian Centre, 
Footscray, Australia”。

第十三條

附條

一．任何在本章程未有清楚註明或在

解釋本會會章時所出現的疑問，將由理事

會解決。

二．修改章程時，須由理事會提議，並

在獲得出席會員大會會議四分之三的會

員贊同後方可通過。

三．本會解散時，必須獲得全體會員

四分之三贊同後，方可通過。

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35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350,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汕頭商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存檔於本署2017/A S S/M3檔案組內，編
號為187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三章

組織

第十條——會員大會設主席團，由3
人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會長一人，副會

長若干人。

第十一條——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

會，由7人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互選理事
長一人，秘書一人，副理事長、理事若干人，

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策和日常具體會務。

第十二條——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

會，由3人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互選監事
長一人，副監事長及監事若干人，負責監察

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44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4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潮州商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存檔於本署2017/A S S/M3檔案組內，編
號為186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三章

組織

第十條——會員大會設主席團，由3
人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會長一人，副會

長若干人。

第十一條——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

會，由7人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互選理事
長一人，秘書一人，副理事長、理事若干人，

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策和日常具體會務。

第十二條——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

會，由3人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互選監事
長一人，副監事長及監事若干人，負責監察

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47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77,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揭陽商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存檔於本署2017/A S S/M3檔案組內，編
號為188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三章

組織

第十條——會員大會設主席團，由3
人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會長一人，副會

長若干人。

第十一條——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

會，由7人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互選理事
長一人，秘書長一人，副理事長、理事若干

人，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策和日常具體會

務。

第十二條——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

會，由3人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互選監事
長一人，副監事長及監事若干人，負責監察

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51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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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潮汕總商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存檔於本署2017/A S S/M3檔案組內，編
號為189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三章

組織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設主席團，由

3人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會長一人、常務
副會長、副會長若干人。

第十三條——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

會，由7人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由理事
互選理事長一人，秘書長一人，常務副理事

長、副理事長、理事、副秘書長、財務總監

及副財務總監各若干人，負責執行會員大

會決策和日常具體會務。

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於第二公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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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ube Desportivo “Os Macaenses”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存檔於本署2017/A S S/M3檔案組內，編
號為184號。該修改全部章程文本如下：

馬交體育會章程

第一章

名稱、會址及宗旨

第一條

名稱

本會的中文名稱為“馬交體育會”，葡

文名稱為 “Clube Desportivo “Os Maca-
enses” ”（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在澳門雅廉訪大馬路94
號高美士大廈22-I。經理事會決議後，得
隨時更改會址。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機構，宗旨為發展羽毛

球運動，培育青少年對羽毛球運動的興

趣，及積極參與各類羽毛球比賽活動。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對羽毛球運動有興趣之人士，如認

同本會章程，履行入會申請手續，經理事

會批准，繳納入會費及會費後，方為本會

會員。

第五條

會員的入會申請和會籍註銷

接受入會申請、註銷會員會籍，均屬

本會理事會的權力。

第六條

會員的權利和義務

一、會員有下列權利：

1. 享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2. 有參與本會所舉辦的活動、培訓及
賽事之權利；

3. 享受本會一切福利。

二、會員有以下義務：

1. 遵守本會章程，執行會員代表大會
決議；

2. 維護本會的聲譽，促進本會會務的
進步和發展；

3. 遵守領導機構的決議；

4. 按時繳納會費；

5. 參與、支持及協助本會舉辦之各項
活動。

三、如有違反本會章程或不履行會員

義務者，理事會得根據內部規章對其進行

相關的紀律處分，情況嚴重者，理事會得

註銷其會籍。

第三章

管理機關

第七條

組織架構

本會設下列機構：會員大會，理事會，

監事會。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和監事

會之成員，均在會員大會上，以不記名方

式投票選出。機構成員之任期為三年，任

期屆滿須重選，而連任次數不限。

第八條

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是由具有投票權之會員
組成，負責制訂和修改本會章程，選舉會

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監事會的成員以

及其他法律所賦與的一切權力。原則上每

年召開一次平常會議，由理事會召集和大

會主席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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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於半數會員的情況下方可決議；倘召集

會員時間已屆而不足上述人數，則一小時

後隨即進行大會會議，而無論會員多少，

即可做出有效決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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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相同時大會主席可多投一票。

3. 會員大會之職責為負責制定或修
改章程及會徽，批核理事會工作報告及活

動。

4. 會員大會設主席團，由主席一名，
副主席一名，秘書兩名及委員若干名組

成。

5. 主席無法執行職務時，由副主席代
理。主席、副主席均無法執行會務時，由

理事會主席代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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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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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

理事會

1. 理事會成員人數不確定但必須為
單數，由理事會主席一名，副主席一名，

秘書兩名，財政一名及委員若干名組成。

2. 理事會會議由理事會主席召集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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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會主席可多投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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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事會之職責為策劃各類活動，處
理日常會務，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及提交工

作報告。

第十條

監事會

1. 監事會成員人數不確定但必須為
單數，由監事會主席一名，記錄員及秘書

若干名組成。

2. 監事會會議由監事會主席召集並
主持，需全體成員半數以上出席，決議由

出席監事會成員過半數同意決定之，票數

相同時監事會主席可多投一票。

3. 監事會負責監督理事會的各項運
作，以履行會員大會的各項決議、查核理

事會的賬目，以及審閱理事會每年的會務

報告及財務報告，法律及本章程所規定的

其他職權。

第四章

附則

第十一條

經費來源

經費的主要來源為會員繳交的會費，

會員捐贈及其他機構資助。

第十二條

章程之解釋權

章程之解釋權屬會員大會；本章程若

未有盡善之處，得由會員大會修訂解決。

第十三條

會徽

本會採用以下會徽：

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6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6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國際警察協會澳門分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八日存

檔於本署2017/ASS/M3檔案組內，編號為
168號。該修改全部章程文本如下：

國際警察協會澳門分會

章程

第一條——本會採用“國際警察協會

澳門分會”的名稱，葡文名稱為“Secção 
de Macau da Associação Internacional de 
Polícia”，英文名稱為“International Police 
Association Macau Section”，使用的會徽
刋載於本章程的附件（一），並為本章程

的組成部份。

第二條——會址設在澳門北京街

202-246A號金融中心十六樓J，經理事會
通過可於本地區作出遷移。

第三條——按照本章程創辦作為一

個國際警際協會之分會，其為聯合國教育

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正式確認，
並列入為在非政府組織之名單上，國際警

察協會有句銘言“Servo per Amikeco”
意思是為友誼而服務。

第四條——本會貫徹國際警察協會的

目標，並有以下的宗旨：

a）設立維持及促進其會員之間以及
其他國家分會會員之間的友誼；

b）促進其會員之間以及其他國家分
會的專業知識的交流；

c）對有意文化活動或被視為有興趣
的其他活動上，促進訊息及函件的交流；

d）安排有關服務，使其會員了解本會
的運作；

e）組織廉價假期的計劃，籌辦考察
團以及舉辦對加強友誼的其他活動；

f）對年青人以及會員之子女之間的交
流給予方便，務求更認識外國語言；

g）推動會員之間的外語認識；

h）促進國際警察協會的宗旨範圍內
的任何其他創舉或活動；

i）對會員在社會領域上給予互助的
支持；

j）促進青少年活動，讓他們更瞭解及
接受警察工作的精神。

第五條——本會嚴禁活動，尤其是：

a）從事或參與任何牟利活動；

b）對職級，性別，種族，語言，膚色，
宗教，政治觀點有歧視；

c）發表政治，工會，宗教或種族言
論，所有事情應保持絕對中立。

第六條——會員：

a）會員的類別分為正式會員、功績會
員、一般會員、榮譽會員及海外會員，內容

及資格由內部規章訂定；

b）治安警員、司法警員、海關關員、
消防員及獄警的在職或退休人員，凡贊成

本會宗旨，得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

通過，可成為會員；

c）對本會會務有貢獻及贊成本會宗
旨，但不屬上款b項的人士，由一名本會
機關成員推薦，得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

事會審核通過，可根據內部規章的規定獲

邀成為會員。

第七條——會員的權利：

a）享有本會提供之各項福利、服務及
活動之參與權；

b）出席會員大會；

c）享有投票、選舉及被選舉權，海外
會員和榮譽會員除外；

d）向機關投訴的權利；

e）收取本會所印發的刊物、書籍及其
他文件，審查帳目；

f）領取會員證；

g）使用會的標誌；

h）一般會員必需經五名正式會員/功
績會員提名才可參與選舉成為本會機關

成員，一般會員的名額不得超過本會機關

成員名額30%；

i）功績會員在參與本會任何活動時
擁有優先權，享有本會各項收費活動之折

扣，最高為50%，並在成為功績會員之年
度得獲頒發本會武士勳章。

第八條——會員的義務：

a）贊同本會宗旨、嚴格遵守章程及內
部規章的規定，以及機關成員的決議；

b）維護本會的聲譽；

c）積極參與本會的運作及推廣本會
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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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參與、出席及推動會務之發展，支
援與協助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

e）機關成員當選者須無償執行本會
有關的職務；

f）不論在會內、本地區或以外地區，
會員的行為舉止須顧及本會及所屬警察

機關的聲譽及威信；

g）準時繳納會費；

h）任何會員未經理事會同意，不能以
本會名義參加其他組織的活動及代表本

會發表任何的言論。

第九條——1）本會的機關分別為：

a）會員大會主席團：由會員大會選舉
產生；

b）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c）監事委員會：由會員大會選舉產
生。

2）除章程規定外，各機關的運作、組
織、據位人數、職稱及產生方法由內部規

章訂定及修改。

組織架構如下：

會員大會主席團 

主席 一名

副主席 二名

秘書 二名

理事會

會長 一名

副會長 二名

秘書長 一名

司庫 一名

顧問 二名

副秘書長 一名

秘書 三名

助理司庫 二名

監事委員會

主席 一名

副主席 一名

秘書 一名

委員 二名

第十條——1. 理事會的職權：

a）設立、安排及管理有關執行本會宗
旨所需的工作及日常事務；

b）遵守及履行會員大會的章程的規
定及決議；

c）按照本章程及內部規章規定審議
會員資格及退會申請，執行處分；

d）制定及修改有關會員的入會費用
及會費；

e）警告、中止、終止、辭退及解除不
遵守會員義務或其行為嚴重損害本會名

譽的會員會籍；

f）給予海外會員和榮譽會員的稱號；

g）制定及通過內部規章；

h）接收及審核會員參選各機關成
員；

i）在本地區內及外代表本會；

j）在法庭內及外代表本會；

k）以本會的名義，簽署任何有法律
效力的文件或合同；

l）聘請及解僱為執行本會事務的必
須僱員，根據本會章程第六條b項所指的
任何警隊或機構的退休警員優先聘用。

2. 為約束本會，需要理事會會長，秘
書長及司庫或缺其一時，由其合法代表簽

名代替。

3. 決議需得到大多數票通過，會長有
決定性投票權。

第十一條——監事委員會的職權

a）審查會的帳目及其司庫工作；

b）對理事會的報告及每年的帳目及
對會員大會或理事會的任何其他事情提

意見及遵守其他的章程的其他義務；

c）確保章程之履行。　

第十二條——決議方式：除透過親身

出席或書面授權代表出席會議外，本會

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委員會得以視像

方式或其他類似方式，同時在不同地方進

行。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

會及監事委員會機關成員的任期為三年，

可連選連任。

第十四條——經費來源及負擔：本會

為非牟利之機構，經費均來自會員的會

費、本會刊物的廣告收益，以及法律許可

的任何其他收入、捐贈或津貼。司庫必須

代會員負責支付國際警察協會的會費。

第十五條——會員大會的召集須每年

至少召開一次，召開會員大會必須提前八

天，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知，通知書內

須載明開會日期、時間、地點及會議之議

程。具有三分之一會員且有合法目的，有

權要求召開會員大會。

第十六條——會員大會決議及權限：

屬首次召集之大會，如出席會員人數或其

代表未足半數，不得作出任何決議，而會

員大會的任何決議應取決於出席會員之

絕對多數票方能有效，但修改章程及通過

章程修改案應有四分之三出席之會員贊

成票，及解散法人應有四分之三的全體會

員贊成票通過方能有效。其權限尤其是：

a）選舉和通過本會的一切決議；

b）審議通過每年的工作報告、財務
報告、翌年預算。

國際警察協會澳門分會章程的附件（一）

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八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黃慧華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3,31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314,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新會同鄉會

Certifico, para publicação, que se encon-
tra depositado neste Cartório desde 27 de 
Maio de 2017, sob o número dois, a folhas 
3 do Maço de documentos referentes a 
Associações e Fundações do ano 2017, um 
documento contendo a alteração aos Esta-
tutos da Associação em epígrafe, do teor 
segui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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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新會同鄉會

第十一條——本會設會長一人、副會

長二至三十八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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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會長缺席時，由副會長暫代其

職務。

第十二條——理事會設理事三十一至

八十九人（人數須為單數），在理事中互

選常務理事若干人，並推選理事長一人，副

理事長若干人，以及秘書處、總務部、財務

部、福利部、文體部、聯絡部、青年部等六

部。秘書處設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若干

人、秘書若干人。各部設部長一人、副部長

若干人。日常會務工作由理事長主持，副

理事長協助。各部得視工作需要並得到理

事會之批准後，可組織工作委員會，協助

該部工作。

第十三條——監事會設監事十一至

十九人（人數須為單數）、在監事中互選

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若干人。

私人公證員 許輝年

Está conforme.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27 de 
Maio de 2017. — O Notário, Philip Xavier.

（是項刊登費用為 $61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13,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電腦商會

Certifico, para publicação, que se encon-
tra depositado neste Cartório desde 27 de 
Maio de 2017, sob o número três, a folhas 
5 do Maço de documentos referentes a 
Associações e Fundações do ano 2017, um 
documento contendo a alteração aos Esta-
tutos da Associação em epígrafe, do teor 
seguinte:

澳門電腦商會章程

第二條——本會宗旨：本會為一非牟

利之組織，以擁護澳門基本法，促進本澳

資訊業界，團結互助，維護同業之利益；

拓展與外地資訊業之聯繫，促進資訊業可

持續發展及應用為宗旨。

第四條——2）個人會員：從事有關電
腦資訊行業之有興趣人士，均可加入本會

成為會員。

第十二條——本會設會長一名，不少

於二名副會長，會長負責領導會務，負責

對外代表本會，參與理事會工作。副會長

協助會長工作及會長出缺時代行其職務。

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不少於二名，

理事會負責日常會務，執行會員大會決

議；惟理事會人數必須為單數。

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不少於二名，

監事會負責檢查日常會務工作及監督財

務；惟監事會人數必須為單數。

秘書長一名及副秘書長不少於一名。

管理架構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每屆

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在會長領導下分

配工作及處理日常事務。

本會榮譽職務包括：榮譽會長、名譽

會長、法律顧問、顧問等。

私人公證員 許輝年

Está conforme.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27 de 
Maio de 2017. — O Notário, Philip Xavier.

（是項刊登費用為 $72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7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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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基本電視頻道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度董事會報告書

董事會謹呈交本公司二零一六年的年度報告，及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經審核的財務報告，包括資產負債表及損益

表。

本公司設於澳門南灣大馬路789-795號一樓。

股東構成及主要業務

公司的股東包括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及郵電局。公司於二零一六年第一季獲特區政府延續批給合同，

為本澳居民提供基本電視頻道接收的支援服務，合同有效期及公司的存續期均延續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運作狀況

為提供優質的基本電視頻道接收信號，公司繼續按計劃進行全澳住戶的電視信號光纖網絡工程，包括為全澳大部分高層樓宇進

行網絡優化，及將原有跨街架空線纜組成之電視信號網絡轉為光纖網絡。

至二零一六年底已整治的跨街架空線纜區份，包括大炮台、議事亭前地、鏡湖馬路、荷蘭園及塔石廣場、司打口、沙梨頭等周邊

的歷史城區和舊區域低層樓宇，累計清除了1,082組線纜，為全澳35.2%住戶提供更穩定優質的光纖電視信號。

由於規範網絡的建設工程須獲外判承建商及原公共天線服務提供者的支援及協作，且偶有個別住戶投訴的個案，致項目工程可

能受到延誤，個別進度未如預期理想，公司會繼續積極作出協調及跟進，以加快工程的進度。

本公司支持特區政府的電信政策，在尊重版權與知識產權的前提下，致力為全澳居民提供合適的免費電視頻道，以滿足廣大市

民獲得資訊的權利。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賬目達收支平衡。

本年度之董事如下：

劉惠明、鄧惠蓮、Frederico Alexandre do Rosário

本年度之監事如下：

梁祝艷、鄧君明、梁寳鳳

代表董事會

  主席
  劉惠明
  二零一七年三月十日

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報告

致 澳門基本電視頻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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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頒佈的《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澳門基本電視頻道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六年度的

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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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佈的《財務報告準則》要求編制，由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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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組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其他解釋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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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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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更全面了解澳門基本電視頻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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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

黃浩彪註冊核數師

陳華基.黃浩彪 核數師事務所
澳門，二零一七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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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is de Televisão Básicos de Macau, S. A.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e 2016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apresenta formalmente o relatório anual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empresa Canais de Televisão Básicos 
de Macau, S. A. (CTBM) 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que compreendem o balanço e a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para 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6.

A sociedade tem sede em Macau, na Avenida da Praia Grande, n.os 789-795, 1.° andar. 

Composição e Objecto 

A sociedade tem como accionistas o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RAEM), a TDM — Teledifusão de Macau, 
S. A. e a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Correios e Telecomunicações (CTT). No primeiro trimestre de 2016, foi autorizada pelo Governo da 
RAEM a prorrogação do contrato de concessão da CTBM para a prestação de serviços de assistência na recepção de canais de televisão 
básicos pelos residentes, tendo a validade do contrato de concessão e o prazo de duração da sociedade sido prorrogados até 31 de Março 
de 2018.

Situação actual da sociedade

Para recepção de sinais de canais de televisão básicos de melhor qualidade, a CTBM deu continuidade ao trabalho programado de 
instalação de uma rede de cabos televisivos de fibra óptica que abranja todos os residentes em Macau, incluindo a optimização da rede na 
maioria dos edifícios altos e a remoção dos cabos aéreos, substituídos por cabos de fibra óptica.

Até ao final de 2016, foram removidos 1082 conjuntos de cabos aéreos nos aglomerados de edifícios baixos de bairros históricos e 
antigos da cidade, nomeadamente os que ficam adjacentes à Fortaleza do Monte, Largo do Senado, Estrada do Repouso, Avenida do 
Conselheiro Ferreira de Almeida e Rua do Tap Siac, Praça de Ponte e Horta, Rua do Patane, áreas que abrangem 35,2% da população 
residente em Macau, que agora pode usufruir de sinal televisivo por cabo de fibra óptica, com mais estabilidade e melhor qualidade.

Uma vez que as empreitadas de instalação da rede padronizada necessitaram do apoio e da colaboração de empresas do exterior e de 
fornecedores de serviços de antenas comuns, e que existiram, ocasionalmente, casos avulsos de queixas por parte de moradores, que 
provocaram atrasos ou progressos abaixo do previsto, a CTBM vai continuar a envidar o seu esforço na coordenação e acompanhamento 
destes casos para aceleração do andamento dos trabalhos.

A CTBM, seguindo a política do Governo da RAEM para as telecomunicações e os princípios de respeito pelos direitos de autor e de 
propriedade intelectual, empenha-se no fornecimento gratuito de adequados canais televisivos aos cidadãos de Macau, apoiando a popu-
lação na satisfação do seu direito de acesso à informação. 

Foi conseguido um equilíbrio de receitas e despesas nas contas anuais da CTBM até 31 de Dezembro de 2016. 

Os Administradores durante o ano findo e até à presente data são:
Lau Wai Meng e Tang Wai Lin e Frederico Alexandre do Rosário

Os membros do Conselho Fiscal durante o ano findo e até à presente data são: 
Rosa Leong e Jose Tang alias Tang Kuan Meng e Leong Pou Fong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A Presidente
 Lau Wai Meng
 10 de Março de 2017.

Relatório dos Auditores Independentes sobre Inform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Ex.mos Senhores Accionistas da 
Canais de Televisão Básicos de Macau, S. A.
(sociedade anónima registada em Macau)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Canais de Televisão Básicos de Macau, S. A. (a «Empresa») relativas ao ano 
de 2016, nos termos das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de Auditori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10 de Março de 2017, expressámos uma opinião sem reservas relativamente à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que auditámos, preparadas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de Relato Financeir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integram as demonstrações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6, 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para o 
ano até a mesma data, a demonstração do rendimento integral, a demonstração das alterações no capital próprio e a demonstração de flu-
xos de caixa para o ano então findo, bem como um resumo das principai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adoptada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reparadas pela gerência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nuais auditadas da Em-
presa. Na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da Empr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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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 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Empresa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assim como o âmbito abrangido 
pela nossa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lidas conjuntamente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mesmas resultam e com o respectivo relatório de auditoria.

Denis Vong Hou Piu
Auditor registado
B&D Sociedade de Auditores
Macau, aos 10 de Março de 2017.

（是項刊登費用為 $6,42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 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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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國際機場專營股份有限公司
CAM — SOCIEDADE DO AEROPOR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 S.A.R.L.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損益表
Mapa de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líquidos de 2016

 （澳門元/Em patacas）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
Balanço analític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6

 （澳門元/Em patacas）

主席獻詞

2016年，澳門國際機場專營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本公司”或“CA M”）秉持策略目標“超越競爭對手，展示卓越執行能力”，經過
本公司管理團隊和全體員工的努力工作，澳門國際機場（簡稱“機場”或“MIA”）航空運輸量升幅整體表現理想，飛機起降架次按
年增長2.2%至56,932個航班，當中的通用航空架次因直升機航班大幅度減少而按年下調8.5%至2,731個航班，旅客數量按年增長
13.7%至6,628,555人次，延續貨運處理量上升的趨勢，本年度共處理了32,893噸貨物，同比增長9.4%。直至年底，機場共有27間航空
公司經營41條航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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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貫徹政府指導方針，通過開放市場和招標引進合資格高質素的運營商，再根據合同內容監管機場運營的服務品質以及確保安

全、提高效率和增加效益，保持澳門國際機場的整體競爭力。因此，機場整體營運收入方面保持增長。機場主要營運商全年收入加

總估算達45.1億澳門元，按年增長2.7%。其中本公司總收入達13.3億澳門元，同比增長8.9%，此源自航空收入增長5.3%及非航空業
務收入增長11.6%。其間，本公司繼續履行對股東的承諾，償還第二期股東歷史貸款並支付優先股股東前年度的股息。2016營業年度
除股息前利潤為3.99億澳門元，計入應派發年度優先股息準備後，除稅息後淨利潤為3.02億澳門元，持續第五年盈利。

為保障機場的安全、保持運行效率和服務品質，確保旅客可以在澳門國際機場享受舒心、愉悅的旅遊體驗，2016年本公司投資2.48
億澳門元用於基礎建設，開展近60個基建發展項目改善機場硬件設施和提升服務系統功能。包括：新公務機庫項目、客運大樓北面
擴建、南停機坪優化工程等擴容項目，工程的逐步開展和完工，支持及配合澳門國際機場的發展需求。航空安全相關項目、營運優化

項目、顧客體驗項目以及綠色機場環保項目則更進一步體現本公司秉持“安全、效率、效益”的核心價值，增加機場客戶的滿意度。此

外，繼續實施落實虛擬化機場戰略發展，利用先進的資訊科技和互聯網把機場服務和商務活動作線上延伸，突破實體空間的限制，

實現機場各業務流程電子化。

CA M提出2017年發展策略：“目標明確、組織嚴謹、程序清晰、實施有方”，順應日趨複雜的企業環境，不斷發掘機場經營潛力，突
破傳統的發展思維，追求長期的穩健發展。澳門特區政府民航局正式推出《澳門國際機場整體發展規劃》，制定了長遠階段性的機

場發展藍圖。未來，CA M將會全力配合，研究相關的業務計劃、建議實施方案及財務融資安排，在特區政府及股東支持下，有條不
紊地逐漸落實規劃，推動澳門國際機場長久持續發展。

我謹代表公司董事局向全體員工、合作伙伴、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表達祟高的敬意，感謝大家的精誠合作和努力奮鬥，讓我們的澳

門國際機場不斷地發展壯大。

2017年3月於澳門，

董事局主席

馬有恆先生

Mensagem do Presidente

Em 2016, a CAM — Sociedade do Aeropor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 S.A.R.L. (daqui em diante “a Sociedade” ou CAM) respeitou o 
seu objectivo estratégico de “Ir além dos adversários e mostrar habilidade executiva”, através do trabalho esforçado da equipa gestora 
da empresa e de todos os funcionários, o volume global de tráfego aéreo no Aeropor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 (daqui para a frente “ae-
roporto” ou MIA — sigla inglesa para Macau International Airport) aumentou de forma significativa, com um acréscimo de 2,2% do 
número de voos anuais para os 56.932. Desse total, o número de voos de aviação geral registou-se um decréscimo, ano-a-ano, de 8,5% 
para 2.731 devido à diminuição considerável de voos de helicóptero. Em termos de passageiros, verificou-se um aumento de 13,7% para 
6.628.555 pessoas. No mesmo sentido, o transporte de carga mantém a tendência de crescimento, tendo sido tratadas neste ano 32.893 
toneladas de bens, apresentando um aumento de 9,4% em relação com o ano homólogo. Até ao final do ano, o aeroporto tinha 27 compa-
nhias aéreas a operar 41 rotas. 

A CAM tem implementado as directivas governamentais, através da abertura do mercado aeronáutico e de concursos públicos para 
atrair operadores de elevada qualificação e além disso, tendo supervisado, de acordo com os contratos, às operações do aeroporto em ter-
mos de qualidade de serviço e garantia de segurança, melhorando a eficiência e aumentando a eficácia, mantendo a competitividade glo-
bal do aeroporto. Assim, as receitas globais dos operadores do MIA continua a crescer, com as receitas anuais dos principais operadores 
a atingirem o total de 4,51 mil milhões de patacas, traduzindo-se num aumento de 2,7% em comparação com 2015. Nas receitas brutas, a 
CAM chegou aos 1,33 mil milhões de patacas, apresentando um acréscimo de 8,9%, tendo as receitas oriundas da aviação aumentado 5,3% 
e as receitas que não estão ligadas a esse negócio cresceram 11,6%. Entretanto, a CAM continua a cumprir o seu compromisso para com 
os accionistas, tendo feito a segunda fase de devolução dos empréstimos dos accionistas e pago os dividendos prioritários do ano anterior. 
No exercício de 2016, os lucros foram de 399 milhões de patacas, sendo que após a provisão para pagamento dos dividendos prioritários e 
depois de juros e impostos, foram de 302 milhões de patacas, registando lucros líquidos pelo quinto ano consecutivo.

Em 2016, para garantir a segurança no aeroporto, manter a eficiência de operação e a qualidade do serviço, bem como para assegurar 
que os turistas podem usufruir de uma experência de viagem feliz e agradável, a CAM investiu 248 milhões de patacas em construções 
de base, lançando perto de 60 projectos de infra-estruturas de melhoria de hardware do aeroporto e de melhoria da capacidade do siste-
ma de serviços. Neste âmbito, incluem-se o projecto do novo hangar de aviação executiva; projectos de expansão tanto da construção da 
ala norte do terminal de passageiros e de optimização da zona sul do tarmac, sendo de notar que o passo e conclusão das obras, suportam 
e acompanham os requisitos de desenvolvimento do MIA. No que diz respeito aos projectos relacionados com a segurança aeronáutica, 
optimização das operações, experiências dos clientes, bem como ao projecto do aeroporto verde e amigo do ambiente, a CAM está cada 
vez mais perto de cumprir os seus valores nucleares de “Segurança, eficiência, eficácia”, com o aumento do nível de satisfação dos clien-
tes do aeroporto. Para além disso, continuamos a implementar a estratégia de desenvolvimento de virtualização do aeroporto, tomando 
proveito da tecnologia de informação avançada e da Internet para extender os serviços e as actividades comerciais do aeroporto à verten-
te on-line, para romper com as limitações de espaço físico existente e concretizar a digitalização de todas as componentes dos processos 
de negócios do MIA. 

A CAM lançou uma estratégia de desenvolvimento para 2017 intitulada “Metas claras, organização rigorosa, procedimentos ordenados, 
implementação táctica”, para lidar com o ambiente de negócios cada vez mais complexo do dia a dia, promovendo continuamente as 
potencialidade de negócio do aeroporto, quebrando com as ideias tradicionais de desenvolvimento e procurando um desenvolvime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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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ável a longo prazo. A Autoridade de Aviação Civil de Macau lançou oficialmente o “Plano de Desenvolvimento Geral do Aeroporto”, 
onde é formulado o mapa de desenvolvimento gradual e a longo prazo do aeroporto. No futuro, a CAM vai esforçar-se para acompanhar 
este desígnio, estudando o respectivo plano de negócios, aconselhando no que se refere ao programa de implementação e organização 
das modalidades financeiras de financiamento para que, com o apoio do Governo da RAEM e dos accionistas, sejam reunidas as condi-
ções para a implementação gradual do plano geral e seja promovido o desenvolvimento sustentável do Aeropor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 a 
longo prazo. 

Como solene representant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esta empresa, quero expressar o meu profundo respeito por todos os tra-
balhadores, parceiros de negócios e Governo da RAEM e agradecer a todos o trabalho árduo e cooperação sincera, que faz com que o 
Aeropor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 não pare de crescer e expandir. 

Macau, Março de 2017.

President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Ma Iao Hang

監事會報告書

各位股東:

監事會根據澳門國際機場專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之公司章程第27條規定及賦予的權力，與董事局一直保持著緊密
的聯繫，監察本公司的管理和業務發展。

本監事會已分析及審閱董事局所提交之2016年度工作報告書，以及經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查核認證之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
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及其他帳目文件。

經本監事會審查後認為董事局的工作報告書和財務報表均能清楚說明本公司在過去一年的經營狀況及正確反映出截至2016年12月
31日的財務狀況。有鑑於此，本監事會建議通過董事局所呈交的：

1. 2016年度工作報告書；

2. 2016年度會計帳目；

3. 盈餘運用建議書。

澳門，2017年3月

監事會

劉國彬先生

戴明揚先生

梁以恆先生

Relatório do Conselho Fiscal

Senhores Accionistas,

O Conselho Fiscal, no uso das competências que lhe são conferidas pelo artigo 27.º dos Estatutos da sociedade “CAM – Sociedade do 
Aeropor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 S.A.R.L.” (doravante “a Sociedade”), assim como no decurso dos estreitos contactos que mantém 
com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a Sociedade, procede à fiscalização da gestão e desenvolvimento da actividade da Sociedade.

O Conselho Fiscal examinou o relatório de actividades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de 2016, apresentado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bem como o balanço dos activos e passivos sociais, a conta de ganhos e perdas, as variações no património líquido, a demonstração dos 
fluxos de caixa e outros documentos contabilísticos. Os documentos acima mencionados foram verificados, auditados e certificados pelo 
escritório de auditoria “KPMG”.

Após o competente exame efectuado por este Conselho Fiscal, é nossa opinião que quer o relatório de actividades quer as demonstra-
ções financeiras apresentados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reflectem fidedignamente a actividade desenvolvida pela Sociedade 
ao longo do exercício, assim como a sua situação financeira e patrimonial até 31 de Dezembro de 2016. Assim, e em face do exposto, o 
Conselho Fiscal é do parecer que sejam aprovados pelos Senhores Accionistas os seguintes documentos apresentados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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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 relatório de actividades respeitante ao exercício de 2016;

2.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peitantes ao exercício de 2016;

3. A proposta de aplicação de resultados.

Macau, Março de 2017.

O Conselho Fiscal,

Senhor Liu Guo Bin

Senhor José Manuel de Oliveira Rodrigues

Senhor Leung Henry Yee Hang

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報告

致澳門國際機場專營股份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澳門國際機場專營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六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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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組成，

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隨附由管理層編制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財務報表和相關會計賬目及簿冊的摘要內容。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的內容，在

所有重要方面，與已審核財務報表和相關會計賬目及簿冊的內容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澳門國際機場專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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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

楊麗娟註冊核數師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日，於澳門

Relatório de Auditor Independente sobre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os accionistas da

CAM – Sociedade do Aeropor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 S.A.R.L.

(Sociedade anónima incorporada em Macau)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CAM – Sociedade do Aeropor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 S.A.R.L. relativas 
ao ano de 2016, nos termos d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30 de Março de 2017, expressámos uma opinião sem reservas relativamente à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presentes constituem um resum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 que se acima alude compreendem o balanço, à data de 31 de Dezembro d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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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dos livros 
e registos da Sociedade.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dos livros e registos da Socied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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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itoria.

Ieong Lai Kun, Auditor de Contas

KPMG 

Macau, 30 de Março de 2017.

（是項刊登費用為 $8,56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8 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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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NOVO BANCO ÁSIA,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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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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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負債表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Balanço anual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6

 澳門幣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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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幣

 MOP

 澳門幣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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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營業結果演算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de 2016

營業賬目

Conta de exploração
 澳門幣
 MOP

損益計算表

Conta de lucros e perdas
 澳門幣
 MOP

 執行委員會成員 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

 Membro da Comissão Executiva O Presidente da Comissão Executiva,
 Paulo Jorge Fernandes Franco José Manuel Trindade Morgado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於澳門
Macau, 26 de Abril d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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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ancete do Razã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6 (Emenda)

 Membro da Comissão Executiva O Presidente da Comissão Executiva,
 Paulo Jorge Fernandes Franco José Manuel Trindade Morgado



8182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 第 23 期 —— 2017 年 6 月 7 日

摘要財務報表的外部核數師報告

 
致新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新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貴銀行」）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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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截至同日止年度

的已審核財務報表及貴銀行的賬冊和記錄。摘要財務報表由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

組成，管理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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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貴銀行的賬

冊和記錄符合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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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了貴銀行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

表，並已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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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組成，

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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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貴銀行的賬冊和記錄符合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貴銀行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財務報表以及獨立核數師報

告一併閱讀。

張佩萍

註冊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澳門，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Relatório dos auditores externos sobr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OS ACCIONISTAS DO NOVO BANCO ÁSIA, S.A.
(Constituído em Macau como sociedade anónim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nexas do Novo Banco Ásia, S.A. (o Banco)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6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dos registos contabilísticos do Banco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Est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s quais compreendem o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6 e a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são da responsabilidad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o Banco. A nossa responsabilidade 
consiste em expressar uma opinião, unicamente dirigida a V. Ex.as enquanto accionistas, sobre s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
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com os registos contabilísticos do 
Banco, e sem qualquer outra finalidade. Não assumimos responsabilidade nem aceitamos obrigações perante terceiros pelo conteúdo 
deste relatório.

Auditámo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o Banco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6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emitidas pelo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e expressámos a 
nossa opinião sem reservas sobre est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no relatório de 26 de Abril de 2017.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compreendem o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6, a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a demons-
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o capital próprio e a demonstração 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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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
nanceiras auditadas e com os registos contabilísticos do Banco.

Para um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o Banco,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e do âmbito da nossa auditoria, as de-
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em anexo devem ser lidas em conjunto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com o respecti-
vo relatório do auditor independente.

Cheung Pui Peng Grace 
Auditor de contas
PricewaterhouseCoopers 

Macau, 26 de Abril de 2017

監事會意見書

根據有關法律規定及所予的有關職責，本監事會現提交工作報告，並就新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呈交的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賬目文件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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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書準確並充分地反映了並就新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在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的財政和經濟狀況及業務發展。

本監事會已完成審查並就新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賬目及會計記錄之合規情況，並無發現任

何違反法律及公司章程之地方。

根據審查之結果，本監事會相信董事會報告書是以公平地表達銀行之業務活動，而賬目亦符合法律及章程條款。

基於上述的審查及結論，本監事會的意見如下：

1. 批准董事會呈交之報告書及賬目。

2. 批准有關溢利分配之建議。

監事會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於澳門

領導機構

股東大會執行委員會

Maria de Lourdes Nunes Mendes da Costa（主席）

Rui Luís Cabral de Sousa（秘書）

董事會

Vitor Manuel Lopes Fernandes

Rui Manuel Fernandes Pires Guerra 

José Manuel Trindade Morgado

Carlos José Nascimento Magalhães Freire（離職日期22.1.2016）

Paulo Jorge Fernandes Franco 

Paulo Jorge Carrageta Ferreira 

Sio Chi Wai 

執行委員會

José Manuel Trindade Morgado（行政總裁）

Carlos José Nascimento Magalhães Freire（副行政總裁——離職日期22.1.2016）

Paulo Jorge Fernandes Franco 

監事會

Joaquim Jorge Perestrelo Neto Valente 

José Manuel Macedo Pereira

Vitor Tang Chon In 

本行持有超過有關資本百分之五或超過自有資金百分之五之出資的有關機構

歐洲私人服務（澳門）有限公司.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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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面值1,000澳門元的普通股 

 持股量 百分率

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100%

董事會報告摘要

國際宏觀經濟格局

2016年初是金融市場上一段動蕩不安和風險厭惡的時期，油價的下跌、中國經濟放緩的信號以及由此引發的資本外流和人民幣貶值
是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油價下跌和人民幣匯率走低帶來了全球性的通貨緊縮壓力。隨著上半年原油價格的回升，和中國經濟

的平穩發展跡象，這些壓力才得以緩和。

然而，由於英國在六月份決定脫歐，金融動蕩和風險厭惡在上半年末重新回升。在初期的一陣強烈負面性反應之後，金融市場重新

回穩，而隨著主要的中央銀行繼續加強或保持擴張性貨幣政策，利率很有可能在一段較長時間內保持低迷。在一月到六月之間，10
年期的美國國債和德國國債收益率分別從2.27%跌至1.47%，0.629%跌至-0.13%。同時， 3個月期歐洲銀行間歐元同業拆借利率從
-0.131%跌至-0.286%。

下半年的經濟環境和金融市場迎來了一絲變化。採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逐漸使包括美國、歐洲和中國在內的主要經濟區域

的需求得以恢復和穩定。而另一方面，隨著油價的上升，工業活動特別是美國礦業開始復蘇，原材料出口型新興經濟體的發展前景和

貿易條件都在變好。隨著油價的上升，以及主要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勞動市場的復蘇，通貨緊縮的壓力有所緩和。11月的美國總統
大選帶著演講中的願景，通過新行政命令，在這個幾乎接近生產潛力的經濟體中，用保護主義措施、極度寬鬆的行政管制、強烈的

財政刺激，使這一局勢帶來進一步緩和。

在整個2016年，美元相對于歐元升值了3%。由於擴張性貨幣政策，以及經濟活動和企業收益的恢復，主要股指在2016年都有所上
漲。儘管有些時間段政治和金融不穩定，總體來說2016年全球經濟的增長還是相對平穩，僅從3.2%放緩到3.1%。整體來看，發達
國家有更明顯的下滑，從2.1%降到1.6%，部分拉平了發展中國家4.1%的平穩增速。儘管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略有放緩，從6.9%降至
6.7%，但大宗商品出口經濟活動的改善和巴西、俄羅斯等國經濟衰退的減弱給新興國家整體帶來了益處。

在美國，2016年GDP增長了1.6%，2015的增長率是2.6%。在年初的輕微增長之後，經濟活動在私人消費和年末投資復蘇的帶動
下逐漸加強。在這種情況下，同比通脹率從七月的0.8%增長到十二月的2.1%，美聯儲在十二月將基準利率上調25個基點，至0.5%-
0.75%。

2016年，歐元區經濟增長1.7%，相對於2015年的2%來說有所放緩，但已經高於預期，經濟活動在政治不確定性面前表現出彈性。儘
管某些地區經濟的金融系統令人堪憂，但歐洲中央銀行的貨幣刺激政策使金融形勢得到改善，並進一步使信貸恢復增長。3個月期
歐洲銀行間歐元同業拆借利率繼續呈下降趨勢，十二月達到-0.319%。

澳門

2016年，澳門經濟表現出明顯的復蘇信號，尤其是在下半年，第三、第四季度的GDP同比增長分別為4.4%和7%，這是自2014年來未
出現的現象。

儘管如此，2016全年的經濟仍然下跌了2.1%，但相對2015年21.5%的負增長來說還是有較大改善。這主要是由於博彩旅遊業服務出
口的增加。

當年新建的酒店和度假村使2016的遊客數持續上升，達到3100萬（同比增長0.8%），只待一晚的遊客數全年增長9.8%。

通貨膨脹率從2015年的4.56%下降為2.37%，失業率保持穩定，2016年末為1.9%，幾近充分就業。

工作和收益

新銀行集團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的子公司新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目的在於支持客戶在該地區進行企業活動，為機構、企

業和私人銀行提供服務並獲得資源。同時，中國中央政府選定澳門作為與葡語國家經濟合作的平台，因此，可在中央政府的激勵政

策中捕捉商機。

與2015年的情況相似，新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的活動也是在複雜的不利形勢下進行的，這種形勢是2014年8月舊的聖靈銀
行集團決議所導致的。

2015年9月葡萄牙新銀行的出售被中止，於2016年又繼續進行。同時，從2016年下半年，新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仍持續在獨立出售
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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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年大部分時間裡，這兩項獨立出售流程是同時進行中，這對新銀行集團和新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的戰略有重大影響。

除了對出售流程的重視，新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在2016年緊跟集團戰略指引，不斷努力減少營業成本，通過吸收公司客戶的存款
維護財政自主權，鞏固銀行形象。

儘管信貸授信一直高度受限，特別是受到集團影響，但新銀行集團在本地交易及中國、葡萄牙和葡語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所涉及的

企業銀行和貿易金融，是新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的重要支柱。

2016年，新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管理指標有如下變化：資產下降了11.1%，至9.515億澳門幣，銀行產品收益減少21.2%，至
2,808萬澳門幣，全年收益為113萬澳門幣，相對2015年下跌了73.5%。

銀行主要經營指引導致信貸組合下調，從而導致資產業務收入減少，吸收資金的需求帶來了負債利息的上升，這兩大因素共同導致

經營不利，造成了主要管理指標的上述變化。

此外，2014年按照新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發展戰略計劃進行的投資，受到聖靈銀行決議的規定而中止，卻最終沒有得到收入補
償，並帶來了債務清償的重負。在成本方面，相對於2015年，新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盡力把人工成本和第三方供應服務分別縮減
了10.9%和 30%。人力資源保持在銀行正常運行所需的最低水準。

銀行2016年的主要工作重心是保持資產淨值穩定，不論是當前貿易活動還是新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的出售流程都不要出現大的
波動。

收益使用方案

根據法律規定和公司章程，董事會向股東大會提議，2016年12月31號完成的淨收益1,133,494.91（壹佰壹拾三萬三仟肆佰玖拾肆元玖
角壹分）澳門幣按以下方式使用：

法定準備金（a）：226,698.98澳門幣；

留存收益：906,795.93澳門幣

（a）與現行法律所規定的淨收益20%相一致

澳門，2017年4月26日

董事會

Relatório e Parecer do Conselho Fiscal

Nos termos da lei e do mandato que nos conferiram vimos submeter à Vossa apreciação o Relatório sobre a actividade fiscalizadora 
desenvolvida e dar o Parecer sobre o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o Balanço e 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do NOVO 
BANCO ÁSIA, S.A., relativamente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6.

O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evidencia de maneira clara a situação económica e financeira e a evolução da actividade do 
Banco durante o exercício de 2016.

Verificámos a regularidade da escrituração contabilística, não tendo tomado conhecimento de qualquer violação da lei ou do contrato de 
sociedade.

Em resultado dos exames efectuados, é nossa convicção que o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é suficientemente esclarecedor 
da actividade do Banco e que os demais documentos apresentados satisfazem as disposições legais e estatutárias.

Com base nas verificações e conclusões referidas, somos de Parecer que:  

1. Sejam aprovados o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o Balanço e 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2. Seja aprovada a proposta de aplicação de resultados.

Macau, 26 de Abril de 2017

O Conselho Fiscal

Órgãos Sociais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Maria de Lourdes Nunes Mendes da Costa (Presidente)
Rui Luís Cabral de Sousa (Secretá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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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Vitor Manuel Lopes Fernandes

Rui Manuel Fernandes Pires Guerra 

José Manuel Trindade Morgado

Carlos José Nascimento Magalhães Freire (resignou em 22.1.2016)

Paulo Jorge Fernandes Franco 

Paulo Jorge Carrageta Ferreira 

Sio Chi Wai 

Comissão Executiva

José Manuel Trindade Morgado (Presidente da Comissão Executiva)

Carlos José Nascimento Magalhães Freire (Vice-Presidente da Comissão Executiva — resignou em 22.1.2016)

Paulo Jorge Fernandes Franco 

Conselho Fiscal

Joaquim Jorge Perestrelo Neto Valente 

José Manuel Macedo Pereira

Vitor Tang Ch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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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rop Assistance (Macau) – 

 Serviços de Assistência Personalizados, Lda. 25%

Accionistas com participação qualificada

 Nome      Acções detidas (n.º) Valor percentual (%)

NOVO BANCO, S.A.      200,000                  100%

Síntese do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Enquadramento Macroeconómico Internacional

O início de 2016 foi marcado por um período de instabilidade e aversão ao risco nos mercados financeiros, sobretudo associado à queda 
do preço do petróleo e aos sinais de desaceleração da economia da China, neste caso alimentando saídas de capitais desta economia e 
uma desvalorização do renminbi. As quedas observadas no preço do petróleo e na divisa chinesa geraram pressões deflacionistas globais. 
Estas preocupações atenuaram-se ao longo do 1.º semestre, com uma recuperação do preço do crude e com sinais de estabilização do 
crescimento da China. 

Porém, a instabilidade financeira e a aversão ao risco aumentaram de novo no final do 1.º semestre com a decisão do Reino Unido, em 
Junho, de abandonar a UE. Após uma reacção inicial fortemente negativa, os mercados financeiros voltaram a estabilizar, mas a expec-
tativa de manutenção de taxas de juro baixas por um período de tempo prolongado saiu reforçada, com os principais bancos centrais a 
acentuarem ou manterem posturas fortemente expansionistas na política monetária. Entre Janeiro e Junho, as yields dos Treasuries e 
dos Bunds a 10 anos recuaram de 2.27% para 1.47% e de 0.629% para -0.13%, respectivamente. No mesmo período, a Euribor a 3 meses 
recuou de -0.131% para -0.286%. 

A segunda metade do ano trouxe uma alteração na conjuntura económica e nos mercados financeiros. A adopção de políticas monetárias 
e orçamentais expansionistas traduziu-se gradualmente numa recuperação ou estabilização da procura nas principais áreas económicas, 
incluindo os EUA, a Europa e a China. Por sua vez, a subida do preço do petróleo permitiu uma recuperação da actividade industrial, 
sobretudo nos sectores extractivos nos EUA, bem como a melhoria dos termos de troca e das perspectivas de crescimento das economias 
emergentes exportadoras de matérias-primas. Com a subida do preço do petróleo e com a recuperação do mercado de trabalho nas prin-
cipais economias desenvolvidas, em particular nos EUA, as pressões deflacionistas atenuaram-se. Este quadro foi reforçado pelas elei-
ções presidenciais nos EUA, em Novembro, com a perspectiva do anúncio, pela nova Administração, de fortes estímulos orçamentais, de 
medidas proteccionistas e de uma forte desregulamentação, numa economia já próxima do seu potencial produti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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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conjunto de 2016, o dólar apreciou perto de 3% face ao euro. Os principais índices accionistas registaram ganhos em 2016, benefi-
ciando da combinação de políticas monetárias expansionistas com a recuperação da actividade económica e dos earnings das empresas. 
Embora com períodos de incerteza política e de instabilidade financeira, o ano de 2016 ficou marcado por uma relativa estabilidade 
ao nível do crescimento económico global, que desacelerou apenas marginalmente, de 3.2% para 3.1%. No seu conjunto, as economias 
desenvolvidas registaram um abrandamento mais visível, de 2.1% para 1.6%, parcialmente compensado pelo desempenho mais estável 
dos mercados emergentes, que cresceram 4.1%. Apesar da ligeira desaceleração da China, de 6.9% para 6.7%, o conjunto das economias 
emergentes beneficiou da melhoria da actividade nas economias exportadoras de commodities e da atenuação das recessões em econo-
mias como o Brasil e a Rússia. 

Nos EUA, o PIB cresceu 1.6% em 2016, depois de um registo de 2.6% em 2015. Após um início de ano com um crescimento débil, a 
actividade económica fortaleceu-se gradualmente, sobretudo suportada pelo consumo privado mas, também, com uma recuperação do 
investimento no final do ano. Neste contexto, a inflação homóloga subiu de um mínimo de 0.8% em Julho para 2.1% em Dezembro e a 
Reserva Federal elevou a principal taxa de juro de referência em 25 bps, para um intervalo entre 0.5% e 0.75%, no último mês do ano.

A economia da Zona Euro cresceu 1.7% em 2016, em desaceleração face ao registo de 2% em 2015, mas acima das expectativas e com a 
actividade a mostrar-se resiliente perante o contexto de incerteza política. A melhoria das condições de financiamento proporcionada pe-
los estímulos monetários do BCE traduziu-se numa recuperação do crescimento do crédito, não obstante as preocupações com o sistema 
financeiro em algumas economias da região. A Euribor a 3 meses prolongou a tendência descendente, atingindo -0.319% em Dezembro.

Macau

Em 2016, a economia de Macau apresentou sinais claros de recuperação, principalmente na segunda metade do ano, tendo-se registado 
um crescimento homólogo do PIB de 4.4% e de 7% no terceiro e quarto trimestres do ano, respectivamente, algo que não se verificava 
desde 2014. 

Ainda assim a economia diminuiu 2.1% no cômputo geral do ano de 2016, o que não deixa de ser uma clara melhoria face a 2015, ano em 
que a economia contraiu 21.5%.

Esta melhoria é sobretudo explicada pelo aumento das exportações de serviços relacionados com o sector do jogo e turismo.

Os novos Hóteis e Resorts que foram inaugurados durante o ano permitiram o aumento sustentado do número de visitantes em 2016, que 
se cifrou em 31 milhões (+0.8% numa base homóloga), com especial incidência para os visitantes que permaneceram uma só noite e que 
registaram um aumento anual de 9.8%.

A taxa de inflação desceu dos 4.56% verificados em 2015 para 2.37% e a taxa de desemprego manteve-se estável, num patamar de quase 
pleno emprego, registando 1.9% no fecho de 2016.

Actividade e Resultados

A presença n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RAEM), assegurada pelo Novo Banco Ásia (NBA), subsidiária do Grupo 
Novo Banco, assenta essencialmente no apoio à actividade empresarial que os seus Clientes desenvolvem nesta Região e ainda na pres-
tação de serviços e captação de recursos junto dos segmentos de Institucionais, Corporate e de Afluentes/Private Banking. Simultane-
amente, procura-se capturar oportunidades de negócio com base na iniciativa do governo central d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que 
elegeu Macau como uma plataforma de cooperação económica com 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À semelhança do que já tinha sucedido em 2015, a actividade do NBA em 2016 desenvolveu-se num contexto complexo e adverso decor-
rente da Resolução do antigo Grupo BES em Agosto de 2014. 

O processo de venda do Novo Banco em Portugal, inicialmente suspenso em Setembro de 2015, foi retomado em 2016. Paralelamente, o 
Novo Banco Ásia foi objecto de um processo de venda separado, que tem vindo a decorrer durante todo o segundo semestre de 2016 e 
início de 2017.

Estes dois processos de venda, ainda que separados e a correr em paralelo durante grande parte de 2016, condicionaram a estratégia do 
Grupo Novo Banco em geral e do NBA em particular.

Para além do enfoque dado ao processo de venda propriamente dito, o Novo Banco Ásia prosseguiu em 2016 com o esforço de redução 
de custos operativos, de manutenção da sua autonomia financeira, sobretudo através da captação de novos depósitos de Clientes Corpo-
rate, e com a consolidação da imagem do Banco, orientações em sintonia com a estratégia do Grupo

O negócio de Corporate Banking e de Trade Finance, associado ao negócio local e aos fluxos comerciais entre a China, Portugal e 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onde o Grupo Novo Banco está presente, mantiveram-se pilares importantes da actividade do NBA, embora 
a dinâmica de concessão de crédito tenha sido deveras limitada, sobretudo pelo contexto do Grupo.

Em 2016, o Novo Banco Ásia apresentou a seguinte evolução dos seus principais Indicadores de Gestão: o Activo decresceu 11.1% para 
951.5 milhões de MOP, o Produto Bancário apresentou uma diminuição de 21.2%, quantificando-se em 28 milhões de MOP e o Resulta-
do do Exercício foi de 1.13 milhões de MOP, uma diminuição de 73.5% face a 2015. 

Para esta evolução dos principais indicadores de gestão do Banco contribuíram, sobretudo, a forte diminuição da Carteira de Crédito 
com consequente quebra nos proveitos das operações activas e o acréscimo dos juros passivos decorrentes da necessidade de captação de 
funding, factores que, conjugados, conduziram a um resultado operacional negativo. 



8188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 第 23 期 —— 2017 年 6 月 7 日

De mencionar ainda o forte peso das amortizações decorrentes dos investimentos efectuados em 2014 ao abrigo do plano estratégico 
de desenvolvimento do NBA que acabaram por não ter compensação nas receitas geradas por suspensão do mesmo plano ao abrigo da 
Resolução do Banco Espírito Santo. No lado dos custos, manteve-se o esforço do NBA com uma redução nos Custos com Pessoal e nos 
Fornecimentos e Serviços a Terceiros de, respetivamente 10.9% e 30% face a 2015. Os Recursos Humanos foram mantidos nos níveis mí-
nimos necessários para assegurar o regular funcionamento do Banco. 

A actividade do Banco em 2016 foi conduzida de forma a manter uma Situação Líquida estável e sem grandes variações, para além das 
decorrentes da actividade comercial corrente, em atenção também ao processo de venda em curso do NBA.

Proposta de Aplicação de Resultados

Nos termos legais e estatutários,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propõe, para aprovação da Assembleia Geral, que o Resultado do Exer-
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6, que se apura em MOP 1,133,494.91 (um milhão cento e trinta e três mil quatrocentas e noventa e 
quatro Patacas e noventa e um avos) seja aplicado da seguinte forma: 

Para Reserva Legal (a):            MOP    226,698.98

Para Resultados Transitados:   MOP    906,795.93

(a) correspondente a 20% do Resultado Líquido nos termos da legislação aplicável.

Macau, 26 de Abril de 2017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是項刊登費用為 $ 22,25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2 2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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