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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六

日，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075/2021。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名稱為“澳門廣府人（珠璣）慈

善義工會” （以下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在澳門廣府人

（珠璣）聯誼會直接領導下開展會務。

本會為非牟利的社會服務團體、弘揚

愛國愛澳和義工服務精神、積極推進澳門

慈善人士義務參與社會服務，關懷社會、

關愛兒童、關注關懷老人、協助有需要的

廣府人群及家庭為宗旨。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新口岸上海街175號
中華總商會大廈10樓B座至D座。（即澳門
廣府人（珠璣）聯誼會內），經會員大會決

議可更換會址和增設會務中心及辦事處。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認同本會宗旨之本澳人士，均可

填表申請入會，經理事會審批，可成為會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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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享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和

表決權，參加本會所舉辦的各項活動及享

有本會的福利。

（二）本會會員需繳納會費，要自覺

遵守會章及執行決議，致力推動本會會務

發展並維護本會聲譽。

（三）凡會員若違反會章、不執行決

議或損害本會聲譽，經勸告無效，本會有

權予以警告或開除會籍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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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最高權力機關為會員大

會，負責制定和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

會、理事會和監事會各成員；決定會務方

針，審議和通過理、監事會工作報告和財

務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常務副

會長、副會長各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

可連選連任，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

導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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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會有權聘請社會知名人士及

資深會員為本會永遠榮譽會長、榮譽會

長、名譽會長、名譽顧問、顧問；會長卸任

後授予永遠會長。

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最高執行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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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及

理事各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

選連任。

（三）理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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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

監事各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

連任。

（三）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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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

經費

本會設立專門帳戶，經費來源主要由

各會員、社會人士等贊助、捐贈及活動收

入等方面所得，亦可每年向政府有關部門

申請資助。

第十一條

附則

本章程解釋權屬會員大會。章程如有

未盡善處，由會員大會修改並按澳門現行

有關法例處理。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於第一公證署

代公證員 袁嘉慧

（是項刊登費用為 $2,32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3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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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六

日，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076/2021。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聲海洋洋文娛

協會”，中文簡稱為“聲海洋洋”，本會的

存立並無限期。

第二條

會址

本會地址設於澳門黑沙環馬路44號
利盛閣20樓D，經會員大會決議，可更改
法人住所。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

（1）團結澳門各行業愛好歌唱舞蹈
人士及促進澳門熱愛歌唱舞蹈達到水平

的發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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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書面申請，由理事會批准

後，可成為永久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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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本會所舉辦的一切活動及
享有本會提供的各項福利。

第六條

會員的義務

會員的義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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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會費。

第七條

組織架構

（1）會員大會由所有會員組成，為本
會的最高權力組織，負責定制或修改會

章，繕寫會務紀錄，選舉會員大會會長，

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審查會務，財務或

解散本會；設會長一名。

（2）理事會為本會之執行組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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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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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組成總人數為單

數，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一名，監事

若干名。

（4）會員大會會長，理事會及監事會
成員由大會選舉產生，任期三年，可以再

選連任。

第八條

會議

（1）任何會員大會決議以表決通
過。

（2）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並需於
最少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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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會員大會以超過全體會員人數
之半數出席者為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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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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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及經費來源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及各界人士的

贊助資金。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於第一公證

署

代公證員 袁嘉慧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6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61,00)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七

日，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077/2021。

第一條——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中醫專業學會”。

英文名稱為：Associ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ofession of Macao。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a Profissão 
de Medicina Tradicional Chinesa de 
Macau。

葡文簡稱為：“APMTCM”。

第二條——會徽：

澳門中醫專業學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 “澳門中醫專業學會”。 

英文名稱為：Associ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ofession of 
Macao。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a Profissão de Medicina Tradicional Chinesa de 
Macau。 

葡文簡稱為：“ APMTCM ” 

第二條——會徽： 

 

第三條——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涌河新街 246 號金海山花園第十座地下 D 座，經會員

大會議決可遷往澳門任何地方。 

第四條——宗旨： 

愛國愛澳、團結同業、加強學術信息交流，促進中醫專業發展。 

第五條——性質： 

第三條——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涌河新街246號金
海山花園第十座地下D座，經會員大會議
決可遷往澳門任何地方。

第四條——宗旨：

愛國愛澳、團結同業、加強學術信息

交流，促進中醫專業發展。

第五條——性質：

本會為非牟利的專業學術團體。

第六條——凡贊同本會宗旨，願意遵

守本會章程的從事中醫專業相關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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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澳門居民、各國家

及地區熱愛中醫專業具資歷、學歷人士，

均可申請加入，並經理事會批准後成為本

會會員。

第七條——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1）出席會員大會，提出意見或建議；

2）選舉與被選舉權；

3）參與及協助本會舉辦的一切活動。

第八條——會員應遵守以下義務：

1）遵守本會章程及會員大會決議；

2）參與、協助及支援本會的工作；

3）每年繳納會費；

4）若當選為本會領導機構成員，須履
行任內之職責。

第九條——會員無故欠交會費超過一

年者，作自動退會論。

第十條——會員若違反本會章程或

對本會聲譽有損者，將由理事會按情節輕

重予以申誡或撤銷其會籍。

第十一條——本會領導機關為：會員

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

第十二條——本會領導機關成員由

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為兩年，可連選

連任。

第十三條——一、本會最高權力機關

為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

二、除其他法定職責外，會員大會

有權：

1）討論、表決及通過修改本會章程；

2）選出本會各機關成員；

3）審議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

三、會員大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若

干人。

四、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本

會工作。副會長協助會長工作，會長不能

視事時，由會長委託副會長暫代其職務。

五、會員大會由理事會召集，若會長

不能視事時，由會長委託副會長代任。

六、召開會員大會的通知書必須在開

會前十五天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知全

體會員。召開會議通知書應列明會議日

期、地點、時間及議程。

七、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特別會

議由理事會召開或三分之二全體會員提議

理事會召開。

八、會員大會會議須至少半數會員出

席才可舉行。

第十四條——理事會：

一、本會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

事長和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須三人或以

上，且為單數。

二、理事會職權為：

1）執行會員大會通過的決議；

2）策劃、組織及安排本會之各項活動；

3）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況；

4）處理日常會務及履行法律規定之
其他義務。

三、理事會日常會議每六個月舉行一

次，由理事長負責召開。

四、理事會下設若干工作組，成員由

理事互選兼任。

第十五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會務的監察機關，

由一名監事長、副監事長和監事若干人，

總人數必須三人或以上，且為單數。

二、監事會職權為：

1）監察理事會各項決議的執行；

2）監督各項會務工作的進展；

3）出席理事會會議；

4）向理事會提出建議和批評；

5）審核本會賬務；

6）向會員大會作監事會報告。

第十六條——本會因會務發展需要，

經理事會提名，監事會通過，可邀請社會

知名人士擔任名譽 /榮譽會長、顧問、導
師，其任期由理事會決定，一般任期為兩

年，可連任。

第十七條——本會之收入如下：

1）本會會員繳納的會費或捐助；

2）社會人士捐助；

3）政府機關資助；

4）利息或其他收入。

第十八條——會員大會休會期間，本

章程之解釋權屬會員大會。

第十九條——本章程未盡事宜根據

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處理。

第二十條——修改本會章程必須獲

得出席人數之四分三會員通過。

第二十一條——解散本會之決議，必

須得到全體四分之三會員通過。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於第一公證署

代公證員 袁嘉慧

（是項刊登費用為 $2,70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707,00)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八

日，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080/2021。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偉慶聯誼會”。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堅決擁護

憲法和基本法，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廣泛團結本澳各界愛國人士，發揚友愛互

助之精神，共同促進愛國愛澳優良傳統的

有序傳承。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祐漢新村第一街

78號萬壽樓地下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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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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

機關

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本會最高權力機關為會員大

員，負責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主席、

副主席、理事會和監事會成員；決定會務

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及監事會工作

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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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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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執行機關為理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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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各一名，

理事若干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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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監察機關為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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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監事長各一名，

監事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

連任。

（三）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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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及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定籌募之。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於第一公證署

代公證員 袁嘉慧

（是項刊登費用為 $1,85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853,00)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八

日，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081/2021。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定名為「四方文化創意合作

社」，中文簡稱「四方文創社」。

第二條

宗旨

一、本會為非牟利團體。

二、團結本地對文化、藝術、文化創意

產業有興趣的人士，發揮其專長。

三、積極推動文化創意方面的合作、

交流及傳播。

四、關注本地在文化及文化創意產業

方面的發展政策。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為澳門賈伯樂提督街130號
豐盈大廈19樓C座。經會員大會決議，本
會會址可遷至澳門任何其他地方。

第四條

會員資格

一、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

者，均可填寫申請表格提出申請。

二、需經本會理事會批准後，便可成

為會員。

三、理事會有取錄會員的最終決定

權。

第五條

會員權利

一、本會會員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及

罷免權。

二、有權參與本會舉辦的各項活動。

三、享有本會會員具有的一切福利和

權利。

第六條

會員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會員大會或理事

會的決議。

二、積極參與本會各項活動，不得作

出破壞本會聲譽及損害本會及成員之間

利益的行為。

三、未經本會同意，以本會名義作出

損害本會聲譽或利益的行為，將喪失會員

資格及一切會員權益，本會並保留追究法

律責任的權利。

四、本會理事會有權對會員除名，唯

必須透過理事會會議進行表決，並獲最少

三分之二的理事會成員通過，方可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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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會員退會應提前一個月以書面形

式通知理事會。

第七條

組織

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會員大會會長、副會長、秘書

及理事會、監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舉產

生，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第八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關，

由所有會員組成，可通過及修改會章、選

舉架構及決定各會務工作，決定本會工作

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每年至少舉行一次，須

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而

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

地點及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

特別會員大會。

三、會員大會由理事會進行召集，或

因應不少於二分之一會員的聯名要求而召

開；會員大會的出席人數，不得少於全體

會員人數的二分之一，若無法達到二分之

一，則一小時後作第二次召集，屆時不論

出席人數多少，都可決議。

四、會員大會決議時，除另有法律規

定，須獲出席會員絶對多數票方為有效。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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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延長存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

之三的贊同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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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會員大會設會長、副會長各一名，

秘書一名。

第九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關，

負責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二、制定及開展年度計劃，每年提交

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

三、理事會由最少三名單數成員組

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各一名，理事若

干名，包括財務、秘書。

第十條

監事會

一、負責監督理事會之運作，審核財

務狀況及賬目等。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單數成員組

成，設監事長一名，監事若干名。

第十一條

顧問

理事會可按會務需要，邀請若干名社

會知名人士擔任顧問，任期與應屆理事會

一致。

第十二條

經費

本會經費來源為會員繳納會費；各界
人士贊助；政府資助；舉辦各項活動之收
益及其他合法收入；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
款時，得由理事會決定籌募之。

第十三條

附則

本章程如有未完善之處，一切按澳門
現行法律處理。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於第一公證
署

代公證員 袁嘉慧

（是項刊登費用為 $2,52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523,00)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八
日，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083/2021。

第一條——本會名稱：中文名稱為

“澳門冠赫體育會”，英文名稱為“Ma
cao Kun Hak Sports Association”。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氹仔

東北馬路86號海灣花園9樓M座，經會員
大會決議通過後，會址可遷移至澳門特別

行政區內之任何地點。

第三條——宗旨：

（1）本會是非牟利團體，以熱愛祖
國、熱愛澳門、熱愛運動、辦好文娛康體

活動為宗旨；

（2）發展及推廣體育運動，得以在本
澳普及開展；

（3）開展及保持與本地區組織和鄰
近地區之相關協會間合作和聯繫合作及

交流。

第四條——凡對體育運動有興趣之

人士，皆可申請加入為會員，必須經理事

會通過成為會員。

第五條——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之權利：

（一）參加由本會主辦之比賽及活

動；

（二）向本會理事會提出所有認為對

體育運動發展有用之措施；

二、會員之義務：

（一）遵守本會和本會已加入之相關

組織之章程和規章；

（二）尊重本會會員大會之決議及其

餘組織機關之決定；

（三）在本會指定之期限內繳交會費

及參加由其主辦或協辦之活動之報名費，

若會員連續兩年欠繳納會費者，則作退會

論處。

第六條——本會設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上述各組織機關之據位人之

任期為兩年，可連選連任。

第七條——會員大會有權：

（1）修改章程；

（2）選舉和罷免領導機構成員；

（3）審議理事會的工作和財政收支
報告；

（4）決定會務方針等其他重大事宜。

第八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

機關。設會長一名；副會長一至三名；秘

書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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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將每年召開一次，至少提前8
日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知，通知書內須

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和議程，該

會議必須在澳門舉行。

第九條——會員大會召開時，若時間

到達而出席人數不足半數，則可延遲半小

時作第二次召集。屆時不論出席會員人數

多寡，會議繼續進行及所表決事項均屬有

效。

第十條——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

理機關。負責召集會員大會，管理日常事

務，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組成人數必須

為單數。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一至三

名；理事兩至十名。

第十一條——監事會為本會的監察

機關，負責監察理事會之運作，查核賬目

及提供有關意見。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

設監事長一名；秘書一名；監事一至三

名。

第十二條——本會經費的來源：

（一）會費收入；

（二）任何對本會的社會贊助與捐

贈。

第十三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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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之三的贊同票通過方能成立。

第十四條——解散本會的決議，須獲

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十五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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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效。若有未盡善之處，由會員大會討論

通過修訂。

第十六條——本會章程未規範事宜，

概依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於第一公證

署

代公證員 袁嘉慧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5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58,00)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八

日，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082/2021。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名稱為“中國茶行業標準推廣及
培訓協會”（以下簡稱本會），葡文名稱為
“Associação Chinesa de Promoção de 
Padrões de Indústria de Chá e de Treina
mento”，葡文簡稱為“ACPPICT”。英文
名稱為“Chinese Tea Industry Standards 
Promotion & Training Association”，英
文簡稱為“CTISPTA”。 

第二條

會址

本會的會址設於澳門巴波沙大馬路

新城市花園第五座十四樓F。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推廣中國

茶及其相關行業標準，弘揚傳統中國茶

文化，同時為本地及世界中國茶專業及非

專業人士提供交流，演出及培訓的機會，

促進澳門、大灣區及中國大陸的茶文化活

動，彼此交流經驗，培養其種植、加工、沖

泡、品鑒中國茶的興趣與水準。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對中國茶有興趣，以及贊成本會宗

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均可申請成為本會

會員。

第五條

會員的權利

會員有以下權利：

1. 會員均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2. 參與本會舉辦的各項活動，享受本
會所設的福利。

第六條

會員的義務

會員有以下義務：

1. 遵守本會會章和決議；

2. 按時繳交會費；

3. 積極出席及參與各種茶文化活動；

4. 維護本會聲譽及權益，協助本會發
展。

第七條

終止會籍

本會會員如有違反會章破壞本會之行

為者，得由理事會視其情節輕重分別予以

書面勸告或開除會籍之處分，如屬自動退

會或開除會籍者，其所交之各項費用概不

發還。

第八條

機關

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九條

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是本會的最高權力機關。

2. 會員大會職權為聽取和審查理事
會工作報告和監事會意見；決定會務方針

和其他重大事項、制訂、審議及通過內部

規章；決議、修改及解釋章程、各機關成

員之解任及資產負債之通過、選舉會員大

會主席團、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3. 會員大會由所有的會員組成，每年
最少召開一次，由理事會負責召開會議，

應最少提前八天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向

會員發出具有會議日期、時間、地點及議

程的召集書。

4. 會員大會主席團設會長一名、副會
長若干名及一名秘書，任期為三年，連選

可連任。

5. 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
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通過。

6. 會員大會正、副會長對外代表本
會，對內指導會務工作，正、副會長可隨時

出席本會各種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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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會員大會的決議須由出席大會的
會員以絕對多數票通過。

第十條

理事會

1. 理事會是本會最高執行機關，對會
員大會負責。

2. 理事會人數以單數組成，理事會設
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若干名，常務理事

若干名，任期為三年，可連任一次。

3. 理事會由理事長召集，會議在過半
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方可作出決議，決議

須獲出席成員的多數贊同票通過方為有

效。

第十一條

監事會

1. 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關，負責監督
理事會之運作；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

告。

2. 監事會由三名成員組成，監事會設 
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一名及監事一名。

3. 監事會每年召開不少於一次會議。

4. 監事會成員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第十二條

經費

本會經費來源：

1. 會員繳交會費；

2. 接受各界熱心人士及社團捐贈、贊
助；

3. 必要時得臨時募集；

4. 倘本會解散時，所有財產均撥給慈
善機構。

第十三條

解散

解散本會或延長法人存續期的決議，

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通過。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於第一公證

署

代公證員 袁嘉慧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4,00)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e Logística da Cadeia 
de Abastecimento de Macau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

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

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

檔於本署2021/ASS/M2檔案組內，編號為
123。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

供應鏈物流協會”（以下稱「本會」）；葡

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Logística da 
Cadeia de Abastecimento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M a c a u S u p p l y C h a i n 
Logistics Association”。

第二條——本會以從事運輸、物流供

應鏈發展之學術、實務上探討和研究，共

同推進業界的物流運輸系統化及供應鏈

管理理念，促進澳門經濟之成長，促進業

界熱愛祖國、熱愛澳門、服務社會、友愛

互助為宗旨的非牟利組織。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媽閣上

街25號及船錨里3號駿輝樓地下A鋪，因
應會務發展所需，經會員大會決議後可更

改本會會址。

第四條——會員

凡年齡在18歲以上、從業運輸及物流
供應鏈行業，贊同本會宗旨，填寫入會申

請表，經理事會審批，即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權利與義務

（一）會員享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和

表決權，有向本會提出批評和建議之權

利，可參加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並享有作

為會員的權益。

（二）凡會員有遵守章程，服從議決，

繳交會費及其他義務。

第六條——會員如有違反章程，破壞

本會聲譽者，得由理事會按照情節輕重予

以勸告、警告或開除會籍之處分。

第七條——凡無理欠繳會費者，即

喪失會員之一切權益，但仍可保留會員身

份；凡無理欠繳會費兩年或以上者，作自

動退會論。

第八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關，其設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人，任期為

三年，連選得連任，會長業內領導會務、

召開理、監事聯會，對外代表本會。會長

缺席時，由副會長代其職務。

（二）會員大會每年至少舉行一次，

由理事會召集，召集會員大會必須提前十

天以掛號信或簽收形式通知，通知書內

須載明開會日期、時間、地點及會議之議

程；由五分之一的會員以合法的目的有權

要求召集會員大會。有必要時由理事會提

前或延期召開。

（三）召開會員大會時，由會長主持，

大會秘書由理事會推派代表擔任。會議

決議以出席會員過半數同意生效，但法律

另有規定者除外。

（四）經理事會或二分之一以上會員

代表聯名提議得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五）會員大會的職權是聽取和審查

理事會工作報告、財務報告；決定會務方

針；選舉或罷免會長、副會長及理監事會

成員，修改章程和其他重大事項。

（六）本會領導機關成員包括正副會

長、正副理事長、正副監事長、正副秘書

長、當選時年齡須在18歲以上。

第九條——理事會

理事會為會員大會閉會期間之最高

執行機關，成員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理

事會成員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

A：理事會人數必須為單數，設理事
長一人，副理事長若干人；經理事會決議

得調整部門的設立。

B：各部門主要負責人由理事會理事
互選產生，可以連選續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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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理事會下設秘書處，秘書處設秘
書長一人，副秘書長若干人；各部門設負

責人一名，副負責人若干名。

第十條——常務理事會由正副理事

長，正副秘書長、各部門正副負責人組

成，負責處理一切日常會務，並由理事長

主持理事會及常務理事會的會議。

第十一條——監事會成員由會員大

會選舉產生，負責監察本會會務、財政運

作；監事會人數必須為單數，設監事長一

人、副監事長若干人、監事若干人，任期為

三年，可連選連任。

第十二條——理事會可聘請義務或受

薪秘書若干人，參與秘書處工作，在秘書

長指導下處理日常事務。

第十三條——因應會務發展需要，經

理事會決議後，得設立附屬於本會的其他

獨立社團或組織。

第十四條——本會可聘請名譽會長、

名譽顧問、顧問及其他名譽職銜以推進會

務發展。

第十五條——會員大會決議

（一）會員大會的一般決議應超過半

數之會員通過方能生效，但法律或章程另

有規定者除外。

（二）修改會章應有四分之三出席之

會員通過方能生效。

（三）解散決議應有四分之三的全體

會員通過方為有效。

第十六條——個人會員需繳交會費澳

門元五十元。

第十七條——本會經費必要時得向會

員和社會人士募集。

第十八條——本會章程解釋權屬會員

大會。

第十九條——本會章程如有未盡善

處，得由會員大會進行修改。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蘇偉昌Sou Wai Che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4,00)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CERTIFICADO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

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

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

檔於本署2021/A S S/M2檔案組內，編號
為124。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當

代水彩畫家協會”，英文名稱為“Macau 
Contemporary Watercolour Artists 
Association”，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在澳門俾利

喇街4545B號五樓F座B室。

第三條——本會為非牟利社團，宗旨

為推廣藝術，舉辦各種畫展、藝術展覽，

舉辦藝術講座、課程、工作坊等活動，讓

本地居民可以通過藝術而提升其生活素

質及對藝術鑒賞的水平。

第四條——任何認同本會宗旨及願

意遵守本會會章的人士，均可申請入會，

經理事會審批即可成為本會普通會員。會

員分為普通會員、基本會員及榮譽會員三

類。

凡入會超過三年之普通會員均可申請

成為基本會員，經理事會審批通過後成為

基本會員；榮譽會員為對會務有重大建樹

及 /或對本會發展有顯著貢獻者，經理事
會提案及會員大會通過後授銜之會員，該

等會員將不會直接參與本會之行政及管

理事務。

第五條——會員的義務及權利：

1）遵守會章、內部規章及會員大會和
理事會的決議事項；

2）獲選為本會管理機關的成員後，
盡責履行任期內獲本會授予之職務；

3）參與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享受
本會所提供的各種優惠和福利；

4）按時繳納會費。

第六條——會員如被證實犯下損害

本會聲譽、信用及利益之事情，違反本會

會章及不遵守會員大會之決議，經理事會

決議後，可開除其會籍。

第七條——主席團、理事會及監事會

成員以三名或以上，總人數必須為單數

組成，任期為三年，並由會員大會選舉產

生。每年召開若干次理事會，研究制定有

關會務活動計劃。

1）會員大會主席團設會長一名、副會
長一名，秘書一名；

2）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一
名及理事若干名；

3）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一
名及監事若干名。

第八條——每次會員大會由理事會召

集，召集通知書內須載明會議的日期、時

間、地點及有關之議程，並至少提前八天

以掛號信方式或透過簽收方式通知各會

員。屬首次召集之大會，須在不少於半數

全體會員出席的情況下，方能召開會議。

當會長因事缺席時，由副會長代其行使職

權。

第九條——會員大會的權限為：

1）釐訂本會的指導方針，討論與決
定重大事務；

2）選舉產生各內部管理機關的成員
及其解任；

3）通過和修訂內部規章；

4）修改會章：修改章程的決議，須獲
出席會員之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5）解散本會：解散本會的決議，須獲
全體會員之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十條——理事會的權限為：

1）執行會員大會之所有決議；

2）批准會員入會和退會的申請，以及
開除會員會籍；

3）維持本會之日常會務、行政管理、
財務運作及領導本會之活動；

4）代表本會參與一切對外的官方和
私人活動，及行使本會擁有的一切相關權

力；

5）制定及提交年度管理報告。

第十一條——監事會的權限為：

1）督導理事會之一切工作；



6760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 第 18 期 —— 2021 年 5 月 5 日

2）監督會員遵守本會章程及內部規
章的情況；

3）監督會員大會決議案的執行情
況；

4）定期審查本會的帳目和核對本會
的資產和財物；

5）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規定的其他義
務。

第十二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本

會的收入來源於：

（一）會員會費、自然人，法人或其他

組織自願捐贈；

（二）投資收益；

（三）其他合法收入。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蘇偉昌Sou Wai Che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7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77,00)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CERTIFICADO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

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

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

檔於本署2021/ASS/M2檔案組內，編號為
127。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空中藝術及

雜技藝人協會”，英文名稱為“M a c a u 

Aer ia l A r ts and Acrobat ic A r t i st s 
Association”。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推動澳門

空中藝術及雜技發展，凝聚本地空中藝術

及雜技表演者，組織及舉辦各項空中藝術

及雜技表演活動、教育及培訓項目，並促

進本澳與海外空中藝術及雜技藝人之間

的交流合作。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龍嵩正街14A號啓

豐大廈地下A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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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

機關

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本會最高權力機關為會員大

會，負責修改會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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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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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執行機關為理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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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監察機關為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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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及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定籌募之。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蘇偉昌Sou Wai Che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6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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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CERTIFICADO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

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

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

檔於本署2021/A S S/M2檔案組內，編號
為128。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公共藝術協

會”，英文名稱為“M ac au P ubl ic A r t 
Association”。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推動澳門

公共藝術發展，策劃、舉辦及參與各項公

共藝術項目，促進本澳與外地公共藝術相

關團體的交流合作。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氹仔科英布拉街

太子花城第二座麗亮閣2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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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

機關

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本會最高權力機關為會員大

會，負責修改會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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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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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執行機關為理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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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監察機關為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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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及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定籌募之。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蘇偉昌Sou Wai Che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1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11,00)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CERTIFICADO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

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

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

檔於本署2021/A S S/M2檔案組內，編號
為130。

第一條——本會名稱：中文名稱為

“中國澳門登山體育會”，英文名稱為

“China Macao Mountaineering Sports 
Association”。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聖美

基街15A15B號昌明大廈地庫B座，經會
員大會決議通過後，會址可遷移至澳門特

別行政區內之任何地點。

第三條——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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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會是非牟利團體，以熱愛祖
國、熱愛澳門、熱愛運動、辦好文娛康體

活動為宗旨；

（2）發展及推廣體育運動，得以在本
澳普及開展；

（3）開展及保持與本地區組織和鄰
近地區之相關協會間合作和聯繫合作及

交流。

第四條——凡對體育運動有興趣之

人士，皆可申請加入為會員，必須經理事

會通過成為會員。

第五條——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之權利：

（一）參加由本會主辦之比賽及活

動；

（二）向本會理事會提出所有認為對

體育運動發展有用之措施。

二、會員之義務：

（一）遵守本會和本會已加入之相關

組織之章程和規章；

（二）尊重本會會員大會之決議及其

餘組織機關之決定；

（三）在本會指定之期限內繳交會費

及參加由其主辦或協辦之活動之報名費，

若會員連續兩年欠繳納會費者，則作退會

論處。

第六條——本會設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上述各組織機關之據位人之

任期為兩年，可連選連任。

第七條——會員大會有權：

（1）修改章程；

（2）選舉和罷免領導機關成員；

（3）審議理事會的工作和財政收支
報告；

（4）決定會務方針等其他重大事宜。

第八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

機關。設會長一名；副會長一至三名；秘

書一名。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至少提前8日
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知，通知書內須註

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和議程，該會

議必須在澳門舉行。

第九條——會員大會召開時，若時間

到達而出席人數不足半數，則可延遲半小

時開始。及後不論出席會員人數多寡，會

議繼續進行及所表決事項均屬有效。

第十條——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

理機關。負責召集會員大會，管理日常事

務，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設理事長一

名；副理事長一至三名；理事一至十名，

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

第十一條——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

關，負責監察理事會之運作，查核賬目及

提供有關意見。設監事長一名；秘書一

名；監事一名或三名，組成人數必須為單

數。

第十二條——本會經費的來源：

 （一） 會費收入；

 （二） 任何對本會的社會贊助與捐
贈。

第十三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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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之三的贊同票通過方能成立。

第十四條——解散本會的決議，須獲

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十五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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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效。若有未盡善之處，由會員大會討論

通過修訂。

第十六條——本會章程未規範事宜，

概依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蘇偉昌Sou Wai Che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2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29,00)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CERTIFICADO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21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1/2021/A S S檔案組第17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時裝設計

行業協會”，葡文名稱為“A s s o c i a ç ã o 
da Indústr ia de Design de Moda de 
Macau”，英文名稱為“Macau Fashion 
Design Industry Association”，英文簡
稱為“MFDIA”。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愛國愛澳，擁護

基本法、維護基本法尊嚴，鼓勵會員為國

家、為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發揮積極作

用，宗旨為：

一. 以澳門為根基，團結和聯絡在中
國以及其他國家的澳門時裝設計師，以達

到提高整體行業水平。

二. 架設在澳門從事時裝設計行業的
人士與新晉設計師們建立溝通的橋樑，增

進相互瞭解、交流、友誼與合作；加強與

國際性和區域性同類組織、分會之間的聯

繫，增進相互瞭解與互動，推動和開展有

關比賽、培訓、交流、聯誼、論壇、會展及

相關考察活動，並使其固定化。

三. 完善服務平台和創新性的行業趨
勢，連接時裝設計行業的最新信息和動

態。

第三條

會址

本會的地址設於澳門宋玉生廣場羅

馬街247號恆基花園第二座Z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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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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

機構

本會組織機關為會員大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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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本會章程的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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絶對多數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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絶對多數贊

同票方為有效。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來源於會員會費及各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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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於海島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2,30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300,00)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CERTIFICADO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21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1/2021/A S S檔案組第18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中藥質量鑒定學

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Iden
tif icação da Qualidade da Medicina 
Tr a    d i c i o n a l C h i n e s a”，英文名稱為
“Asso   ci ation of Quality Authentication 
i n Ch i nese Medic i nes”，英文簡稱為
“AQACM”。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聯合中藥

質量鑒定相關人士，開展中藥質量鑒定

研究，並通過各種類型學術活動、會議展

覽、產學研交流，加強會員間聯繫，推動

科技與產業交流合作，促進中醫藥發展。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黑沙馬路1992號
海蘭花園一區寶蓮樓8A。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同本會宗旨，曾參與澳門中藥質

量研修班相關工作或學習，以及世界各地

有願意推動中藥鑒定研究發展與交流之

人士，具有相關專業本科學歷及3年以上
工作經驗，通過遞交申請和理事會審核合

格後即可成為正式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入會後，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

舉權，並且享有本會所舉辦之一切活動的

參與及提供之福利的權利。

（二）本會會員需遵守本會所議定的

一切規章及決議，不能作出任何損害本會

名譽的言論行為。違反者，經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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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和商討，可施予口頭

警告至開除會籍之處分。

第六條

機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行政管理機構即

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之職務包括制定和修

改會章，制定本會的發展目標和具體計

劃，選舉會員大會會長、副會長、秘書，

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

（二）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

及秘書各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

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至少每年召開一次，

大會至少提前八日透過掛號信或簽收方

式通知會員，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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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召開特別會員大會討論相關事

務。

（四）修改本會章程的決議及臨時改

選等事務，需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

票；解散法人之決議，需獲全體會員四分

之三的贊同票。

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構，負責

召開會員大會，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及向會

員大會報告工作，提出建議以及處理日常

會務。

（二）理事會至少由五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及理

事各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三）理事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理事

會議討論會內事務，由理事長召集並主持

會議進行。決議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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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督理事會之運作、財務及會務情況。審

查每年之會務報告及財務報告。監事會根

據監察結果每年編制年度報告。

（二）監事會由三人或以上單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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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每年召開監事會議，由

監事長召集並主持會議進行，決議需獲出

席成員的絕對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及各界人士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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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則

（一）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會員大會，

解釋權屬理事會。

（二）本章程忽略之事宜依本澳現行

法律規範。

第十二條

會徽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於海島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4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45,00)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os Condóminos dos 
Jardins de Cheoc Van em Coloane e, 

em chinês, 

Certifico que desde 23 de Abril de 2021 
e sob o n.º 3 do maço n.º 1 do ano de 2021, 
respeitante a associações e fundações, se 

acham arquivados neste Cartório os res
pectivos estatutos, em virtude da constitui
ção da Associação identificada em epígrafe.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e tem 8 (oito) 
folhas.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os 
Condóminos dos Jardins de 
Cheoc Van em Coloane”

第一條

名稱、會址與宗旨

一、本會中文名稱為“路環竹灣豪

園業主會”，葡文名稱“Associação dos 
Condóminos dos Jardins de Cheoc Van 
em Coloane”，屬於非牟利法人。

二、本會會址設於澳門路環竹灣豪園

第二街381號至383號竹灣豪園第48幢。

三、本會之宗旨是在澳門法律制度

下保障澳門路環竹灣豪園業主的合法權

益。

第二條

會員資格

一、凡是位於澳門路環竹灣豪園第一

街、第二街及第三街的第1幢至第78幢，以
及其他輔助設施之不動產的合法業主均

可派出壹名代表自願加入本會成為會員。

二、倘會員所屬的竹灣豪園的不動產

已出售，則其會員資格自動喪失，倘會員

為本會擔任任何職位時，其職位立即終

止。而其職位則由全體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另一業主代表填補。

第三條

會員的權利與義務

一、會員的權利

1）參加全體會員大會。

2）有投票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3）參加業主會舉辦的活動。

4）行使由法律賦予的權利。

二、會員的義務

1）出席會員大會的會議及於會議上
表決事項。

2）遵守業主會章程和決議。

3）向業主會及其常設理事會提供聯
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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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立睦鄰互助關係和法律賦予的
義務。

第四條

全體會員大會

一、全體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

機構，由所有會員組成。每年召開會議一

次，大會之召集須至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

形式通知召集，或至少提前八日透過簽收

方式通知召集，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

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二、全體會員大會設會長一人，其餘每

一不動產業主之代表均為副會長，大會會

議由會長主持，任期三年。

二、經五分之一的會員提議或經理事

會成員的要求，可召開緊急會議。

三、全體會員大會的職能：

1）審議業主會的年度報告。

2）選舉產生理事會和監事會。

3）決定業主會儲備基金的使用方
式。

4）舉行大會的限制，開會時，如人數
不足半數，則順延一小時舉行，屆時則不

論人數多寡，會議如期舉行，決議以出席

者之絕對多數票通過而作實，下述情況除

外：

a. 修改業主會章程，需獲出席會員四
分三贊同票才能通過。

b. 罷免本屆理監事會成員，需獲出席
會員四分三贊同票才能通過。

c. 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
決議需獲全體會員四分三贊同票才能通

過。

第五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由若干名成員組成，唯總

人數必須為單數。

二、理事會成員任期三年，由會員大

會選出，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負責召開

會議，主持會議和編寫會議記錄，亦得委

派人員作出，理事會其餘委員均為理事。

四、理事會若有需要時，由理事長召

開會議。會議之決定須經出席會員之多數

通過、票數相同時，理事長之投票具決定

性。

五、理事會之成員在任職期間如將其

單位出售，而該理事已不是本屋苑之不動

產之業主時，其職位立即終止。而其職位

則由全體會員大會選舉產生另一名業主

填補。

六、理事會的職能：

1）執行全體會員大會的決議，決議以
多數人的意見通過。

2）管理業主會的事務及發表工作報
告。

3）召開全體會員大會。

4）理事會在全體會員大會閉會期間，
執行大會決議處理一切事務。

5）於會員大會舉行十天前發出會議
議程。

6）於會員大會舉行後十五天內將會
議記錄張貼於本屋苑管理處及將該會議

記錄議決投放各單位信箱，以及就理事

會執行的重要事項亦得張貼於本屋苑管

理處及將該會議記錄議決投放各單位信

箱。

7）理事會有關決定須由理事會會議
通過，選出最少二名代表簽署。

第六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僅由監事長一人帶領，任

期三年，由會員大會選出，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權限為：

1）審核監督本會之理事會之運作。

2）查核本會公共基金之使用。

3）編制本會監察活動年度報告。

4）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其他義
務。

四、監事會之成員在任職期間如將其

單位出售，而該監事已不是本屋苑之業主

時，其職位立即終止。而其職位則由全體

會員大會選舉產生另一業主填補。

第七條

經費

會員之會費及任何不附條件的捐款。

第八章

附則

本章程於會務運作中凡有未列明情況

及有與政府頒布的《民法典》中有關內容

不符時，概以《民法典》有關規定為依據

而修正處理。

私人公證員 李奕豪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23 de 
Abril de 2021. — O Notário, Pedro Leal.

（是項刊登費用為 $2,85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852,00)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CERTIFICADO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

設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

件的章程內，根據《公證法典》第45條第
2款f項的規定，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
已存檔於本署“設立社團之經認證文書

及創立財團之經認證文書之檔案組”第

MAF1號檔案組第4號文件內。

第一條

（名稱和會址）

（一）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崇舞

之銘體育舞蹈文化協會”，葡文名稱為

“Associação Cultural de Song Mou Chi 
Meng DançaEsporte de Macau”及英
文名稱為“Macau Song Mou Chi Meng 
Dancesport Cultural Association”。

（二）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南灣大馬路

759號2樓F座，經理事會決議，可將會址
遷往澳門其他地方及可在外地設立辦事

處。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一非牟利團體，宗旨為：

（一）發展及推動澳門舞蹈藝術活

動，促進本地舞蹈文化；

（二）透過各類型舞蹈活動，促進本

地區與外地間之文化、藝術交流與合作；

（三）協助及組織澳門舞蹈團體與國

內外單位的交流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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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會員資格）

（一）凡對舞蹈藝術感興趣，且有志

推廣舞蹈活動之人士，遞交入會申請並經

理事會審核通過後，可成為會員。

（二）拖欠會費超過兩年之會員，即

時終止會籍及喪失會員資格。

（三）會員得以書面說明理由向本會

聲明自願退會。

第四條

（會員權利）

本會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一）選舉及被選之權； 

（二）參加會員大會及表決；

（三）按照會章規定請求召開會員大

會；

（四）參與本會一切活動及享有本會

的各項福利。

第五條

（會員義務）

本會會員有以下義務：

（一）遵守會章及執行決議；

（二）貫徹本會宗旨，積極參與本會

所辦之各項活動，促進會務發展；

（三）參加會務活動和所屬組織機關

之會議。

第六條

（紀律）

凡會員因違反或不遵守會章或有損

本會聲譽及利益，經理事會決議，得取消

其會員資格。

第七條

（任期）

獲選為機關成員者，任期三年，連選

得連任。

第八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最高決議機關，決

定本會會務。

（二）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設

會長一名，副會長若干名，會長負責主持

會員大會、對外代表本會，並負責協調本

會工作。常務副會長和副會長協助會長工

作。會長可出席理事會及監事會會議，有

發言權和表決權。

（三）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討論及通過理事會所提交的工作報

告、年度賬目。召開會員大會須最少提前

八日將召集書以掛號信或簽收的方式通

知，並載明會議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四）會員大會可在會長、理事長、或

不少於四分之一的會員以正當目的提出要

求時，召開會員大會特別會議。

（五）第一次召集會議，過半數會員

出席方可議決；否則，會議順延半小時召

開，屆時任何決議需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

票通過，但法律規定特定多數者除外。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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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是本會執行機關，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及處理日常會務。

（二）理事會成員由三名或以上之單

數組成，包括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若干

名及理事若干名。

（三）理事會在過半數成員出席時方

可議決。如表決票數相同，以理事長所作

之票為決定票。

（四）配合會務發展，經理事會決議

得由會長發出聘書，邀請著名人士擔任榮

譽、名譽會長、顧問及外地顧問。

第十條

（監事會）

監事會是本會監察機關，負責監督理

事會運作，成員由三名或以上之單數成員

組成，包括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若干名

及監事若干名。

第十一條

（經費及財政）

本會的收入包括以下各項：

（一）會員之會費；

（二）本會獲得之津貼、捐贈、遺產、

遺贈及出資； 

（三）公共或私人實體給予之津貼或

資助；

（四）本身財產及資本之收益；

（五）其他合法收益。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於澳門

私人公證員 陳華強Chan Wa Ke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7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71,00)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CERTIFICADO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組織社

團之章程文本自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4/2021號檔案組內，並
登記於第1號“獨立文書及其他文件之登
記簿冊”編號為6號，該組織章程內容載
於附件之證明書內並與原件一式無訛。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金融科技青

年協會”，葡文名稱為：“A s s o c i a ç ã o 
Financeira e Tecnológica de Jovens de 
Macau”，英文名稱為：“Macau Finance 
and Technology Youth Association”，以
下稱本會。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為：

（一）凝聚愛國愛澳、認同澳門基本

法及“一國兩制”方針的金融科技青年人

才；

（二）推廣澳門金融科技的應用；

（三）開拓澳門金融科技行業的市場

空間、促進澳門金融科技行業的發展；

（四）團結金融科技青年人才，透過

互動交流、專業研究等多元方式，服務社

群、貢獻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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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路環金峰南岸第

七座27樓B座。經理事會同意，會址可以
遷移至本澳任何地方。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從事金融科技或有志於金融科技

行業發展的人士，年齡由18至49歲，並贊
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均可申請

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審批後，便可

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及表

決權，享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

利。

（二）會員有遵守章程和議決，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三）會員如有違反章程或破壞本會

聲譽，得由理事會按照情節輕重予以勸

告、警告或開除會員資格之處分。

（四）凡無理欠繳會費一年或以上

者，停止享有一切會員權利，須補交後方

得恢復權利。

第六條

架構

本會組織架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會

及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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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或罷免會

員大會會長、副會長、秘書長和理事會、

監事會成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

理事會工作報告、財務報告和決議其他重

大事項。

（二）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

若干名，根據會務需要可設常務副會長若

干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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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會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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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由會長負責主持，如

會長缺席，由常務副會長、副會長依次代

替主持。

（五）會員大會會議需至少半數會員

出席才可舉行，若不足規定人數，會議押

後半小時舉行，屆時不論多少會員出席，

均為有效會議；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六）不能出席會員大會的會員可以

書面授權其他會員代表出席，每位會員最

多只能代表一位不能出席的會員。（此情

況下出席人數以兩人計算）。

（七）經由二分之一會員要求，則可召

開特別會員大會。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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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本會決議和日常具體會務，提交年度

會務報告，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其他義

務。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一名、秘書長一名、

財務長一名、副理事長及理事若干名，根

據會務需要可設常務副理事長若干名。每

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得下設培訓部、對外交

流部、業務發展部、資訊處及秘書處等部

門，以協助理事會開展會務工作。理事會

部門可因應會務需要自由進行增減或重

組。

（四）本會可因應情況聘請多名永遠

榮譽會長、榮譽會長、永遠名譽會長、名

譽會長及會務顧問等職銜，以助本會會務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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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

監事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第十條

經費

（一）本會經費來源包括會員、政府

資助及各界人士贊助，必要時得向會員和

社會人士募集。

第十一條

附則

本會章程解釋權屬會員大會。章程

未列明之條文，概依澳門現行法律規範執

行。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於澳門特別

行政區

私人公證員 曾新智

（是項刊登費用為 $2,72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721,00)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修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七

日，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079/2021。

第七條

（架構及任期）

一、本會的架構為：

a）會員大會；

b）理事會；

c）監事會。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成員及

監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三

年，連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關，

設一主席團，由會長一人，副會長及秘書

若干人組成，總人數為單數，任期三年，可

連選連任。另可選聘榮譽性質之會長、顧

問協助會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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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由所有會員組成。

二、會員大會設有會長一人，副會長及

秘書若干人。

第十條

（會員大會會議）

一、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平常會

議；

二、會員大會表決事項，須有過半數

出席者通過始為有效；

三、會員大會如遇人數不足，則依照

開會時間順延半小時後作第二次召集，其

出席人數則不受限制；

四、遇有下列情況，得舉行特別會員

大會：

a）經理事會的要求；

b）經最少由三分之二會員的要求。

第十一條

（理事會）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秘

書、財政及理事若干名，總人數為三人或

以上，且為單數，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

第十四條

（會議）

一、理事會於每季最少舉行一次會議

或應理事長的召集而舉行。

二、理事會的決議取決於成員的絕對

多數票，理事長在票數相同時具有決定性

的一票。

第十五條

（監事會）

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及監事若干

名，總人數為三人或以上，且為單數，任

期三年，可連選連任，並有權限就本會的

資產負債表，年度報告及帳目擬定意見

書，以及遵行法律所賦予的其他義務或法

律所規定的其他職能。

第十六條

（監事會的運作及召開）

監事會於每季最少舉行一次平常會

議，以就報告及帳目擬定意見書，並應監

事長的召集舉行特別會議。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於第一公證

署

代公證員 袁嘉慧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9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93,00)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修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七

日，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078/2021。

第六條——凡現任或曾任河北省政協

澳區委員、河北海外聯誼會、婦聯、僑聯、

工商聯、青聯之澳區成員、河北籍在澳工

作或就讀、以及對本會感興趣或認同本會

宗旨之人士，都可經理事會批准方得成為

正式會員。

第八條——會員享有法律及本章程規

定的其他權利。

第九條——會員需繳交會費。

第十一條——理事會為本會執行及

決策機構。

一、條文不變；

二、條文不變；

三、條文不變；

四、條文不變；

五、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

若干名、秘書長一名、副秘書長及理事各

若干名，每屆之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其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

六、條文不變。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於第一公證

署

代公證員 袁嘉慧

（是項刊登費用為 $73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736,00)

    

 

IN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修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六
日，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074/2021。

IN

第一條

總則

一、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I N義工
團”，葡文名稱為“Grupo IN Voluntário 
d e M a c au”，英文名稱為“M a c au I N 
Volunteer Group”，以下簡稱“本會”。 
本會受本章程規範，本章程無規範的一切
事宜，均受澳門適用法律規範。

二、本會是非牟利機構，宗旨是召集
正能量的志願人士，貢獻自己的力量，關
懷弱勢群體，服務社會。

三、本會的存續不設限期，會址設在
澳門黑沙環勞動節大馬路214號裕華大廈
第十座地下B舖，本會可在其認為對貫徹
其宗旨為必須及適宜的地方設立辦事處
或其他方式的代辦處。

第五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由IN會員及一般會員組
成，會員大會主席團人數為3人或以上的
單數，設主席一名、副主席若干名；任期
為3年，可連選連任。

二、保留。

第六條

會員大會之召集

一、會員大會每年舉行平常會議一
次，或應二分之一會員要求經執行委員會
召集而舉行特別會議。

二、會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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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如
出席會員人數不足二分之一，則於召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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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為有效，會員大會
均得開會。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於第一公證署

代公證員 袁嘉慧

（是項刊登費用為 $82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8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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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CERTIFICADO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存檔於本署2021/A S S/M2檔案組內，編
號為126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蘇亞利

斯博士大馬路320號澳門財富中心6樓。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蘇偉昌 Sou Wai Che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32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29,00)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CERTIFICADO

Confederação dos Estudantes do 
Ultramar de Nam Hoi de Macau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存檔於本署2021/A S S/M2檔案組內，編
號為125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一條

名稱

一、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南海海外

留學生聯盟暨南海青年聯會”，葡文名稱

為“Confederação dos Estudantes do 
Ultramar de Nam Hoi e Federação da 
Juventude de Nam Hoi de Macau”，英
文名稱為“Macau Nam Hoi Overseas 
Students Confederation and Nam Hoi 
Youth Federation”。

第七條

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關，會員大

會主席團由會員大會選出，設會長一人，

常務副會長、副會長和秘書若干人為主席

團成員，主席團成員不受個人會員年齡限

制，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負責修改會

章；選舉及罷免理事會、監事會成員；決

定會務方針及重要事項；審查及批准理事

會、監事會工作報告、財務報告。會長對

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本會及督促理事會

工作。本會得按實際需要經由會員大會選

聘社會人士為本會榮譽會長、名譽會長、

名譽顧問，顧問及其他名譽職銜，以配合

本會會務發展需要。

 
第十條

理事會

理事會為本會最高執行機關，任期為

三年，連選得連任，由會員大會選出理事

會成員，由三人或以上組成，總人數必須

為單數，設理事長一名、常務副理事長、

副理事長、秘書長、副秘書長、常務理事

及理事若干名。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蘇偉昌 Sou Wai Che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90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907,00)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CERTIFICADO

YOGAFLY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存檔於本署2021/A S S/M2檔案組內，編
號為129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

YOGAFLY空中瑜伽舞蹈協會」；英文名
稱為“Macau Yogafly Aerial Yoga and 
Dance Association”，會址為澳門巴黎街
191號星海豪庭商舖1樓AA室。

第二條——本會宗旨：

1. 本會設立、推廣、舉辦有關空中瑜
珈、空中舞蹈、瑜珈、舞蹈體育之活動，

組織健身或舞蹈比賽，提昇澳門素質，培

養空中瑜珈、空中舞蹈教練，提供空中瑜

伽、空中舞蹈教練的考核，以及相關證書

頒發，促進空中瑜珈、空中舞蹈推廣、提

供專業訓練服務。務使全澳運動發展之目

的。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以愛國愛澳，
推動本澳指導瑜伽舞蹈運動技能為宗旨。

本會存續期為無限期。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蘇偉昌Sou Wai Che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59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91,00)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CERTIFICADO

Clube do Pessoal da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存檔於本署2021/ASS/M2檔案組內，編號
為122號，該修改全部章程文本如下：

第一條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電俱樂部”，葡

文名稱為“Clube CEM”，以下簡稱“本
會”，受本章程和適用於本地區的法例規

範。

第二條

一、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馬交石炮台馬

路澳電大樓十一樓。

二、根據會員大會之決議，本會會址

可遷至本澳任何地方。

第三條

本會旨在推動員工文化、社交、娛

樂及體育活動，以及促進其智力及體力

發展。同時，促使會員與公司之更密切

關係。

第四條

本會為獨立實體，在其範疇內，不允

許任何違反其宗旨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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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一、本會會員分為正式會員及名譽

會員。

二、凡現職（包括合約員工和實習生）

及退休員工（僅限屬於退休計劃薪酬） 
之澳電職員均可成為正式會員。

三、凡對本會有重大貢獻之人士或實

體，經理事會提名及會員大會一致通過，

可被授予名譽會員。

第六條

正式會員之義務包括：

a）確保本會活動得以積極發展；

b）努力加強會員與工作環境之關係，
以提高本會之聲譽；

c）發揮個人特長為本會活動作出貢
獻；

d）遵守及尊重本會之章程規則及領
導機關之決議；

e）按時繳付會員會費；

f）擔任可能獲選之領導機關職位，或
協助其工作；

g）出席會員大會之相關會議。

第七條

正式會員之權利包括：

a）參與本會舉辦之活動及享有本會
提供之福利；

b）倘若其權利受到侵犯時，可向理事
會提出申訴；

c）參加會員大會相關會議並對任何
可能影響本會運作之事項提出建議、研究

及表決；

d）選舉及被選舉為領導機關。

第八條

一、會員倘因其操守而違反本章程界

定之紀律程序時，將予以下列處分：

a）口頭警告；

b）書面譴責；

c）暫停會員資格；

d）開除會員資格。

二、對於上款a）、b）、c）及 d）項所指
處分之執行，屬理事會職權範圍。

三、對於第一款b）、c）及d）項所指
處分，需在紀律懲罰程序生效後，方可

執行。

第九條

會員損毀或遺失屬於本會或由其保

管之任何物品或物料時，除受到紀律處分

外，仍需作出賠償。

第十條

持有本會物資或資產之會員，於有關

人員提出質詢又或被革職或喪失會員資

格時，應對上述物品作出交代。

第十一條

如遇下列情況，即喪失正式會員資格：

a）從澳電離職；

b）會員自行提出退會；

c）受到開除會員資格之處分者。

第十二條

如遇下列情況，可批准前會員重新

入會：

a）獲理事會批准，並支付相關會費者；

b）已完成紀律處分者。

第十三條

本會領導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及監事會。

第十四條

領導機關成員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第十五條

領導機關之選舉每兩年舉行一次。

第十六條

選舉以不記名方式投票，選用絕對多

數制之選舉方式，依據各領導機關候選名

單分別進行。會員大會應至少於選舉日前

十五天發佈完整候選名單。

第十七條

一、遵照本章程所擬定之領導機關候

選人名單，符合下列條件者，遞交至會員

大會：

a）由將卸任的理事會提出；

b）由至少百分之十的正式會員提出。

二、候選人名單應預先遞交予會員大

會主席，以便於選舉日前十五天發佈。

三、候選人名單應附有候選人聲明書

一份，表明其接受競選，且候選人之姓名

不得出現在一份以上之競選名單內。

第十八條

僅正式會員享有領導機關選舉之投

票權。

第十九條

一、為使會員大會能審核會員的投票

資格，理事會需確保在選舉前移交合資格

的會員名單及選舉登記冊。

二、上述名單及登記冊應於選舉日至

少十天前公佈，以便核對錯誤、遺漏、不

當列入或其他問題。

三、任何提出之異議應由公佈之日起

五天內遞交至會員大會主席。

第二十條

領導機關之選舉需在新任期開始年

前的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完成。

第二十一條

一、領導機關成員之任期在舉行換屆

選舉該年之十二月三十一日終止。

二、不論何時，在新領導機關成員就

職之前，即將卸任者應確保對本會當前舉

辦之活動繼續予以支持，直至新領導機關

就職。

三、包括會員大會，理事會和監事會

在內的主席/理事長/監事長任期為兩年，
最多可再連任兩次。

第二十二條

即將卸任的領導機關之責任在各自的

年度報告及賬目獲得審批後，方予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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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會員大會由所有享有權利之正式會

員組成，是本會的最高權力機關。

第二十四條

會員大會設一名主席、一名副主席及

一名秘書。

第二十五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

a）遵照章程之規定，舉行領導機關
之選舉；

b）批准理事會之年度報告及賬目，以
及監事會之意見書；

c）批准，修改及解釋章程及規則，解
決執行過程中產生的任何問題，並享有最

終決定權；

d）根據理事會之建議，委任名譽會員；

e）制定會費金額。

第二十六條

會員大會負責領導上述大會之工作，

盡職審查，以確保大會正常運作。

第二十七條

一、會員大會主席之職權為：

a）授予領導機關權力，負責編制新
領導機關成員共同簽署的就職記錄；

b）處理領導機關成員之離職請求，並
作出決定，必要時舉行選舉以填補空缺職

位直至相關任期結束；

c）簽署簿冊及會議記錄。

二、會員大會副主席之職權為協助主

席工作及於主席不在場時代替其處理相

關工作。

三、會員大會秘書之職權為：

a）編制、簽署及宣讀會議記錄；

b）遵照主席之指示，處理會員大會之
相關工作。

第二十八條

會員大會應在理事會及監事會出席之

情況下，組織平常會議及特別會議，但理

事會及監事會成員以獨立會員之身份行

使投票權。

第二十九條

會員大會平常會議召開目的：

a）每年核實理事會之年度報告、活動
計劃及賬目以及監事會之意見書；

b）每兩年舉行一次領導機關之換屆
選舉。

第三十條

一、會員大會由理事會以召集書方

式，於舉行會議至少十五天前透過簽收或

掛號信之方式向所有會員發出，並需列明

會議之議程、日期、時間及地點。

二、會員大會特別會議於下列情況組

織召開：

a）會員大會由理事會發起；

b）由會員大會主席或監事長作出要求；

c）由至少百分之十享有權利之正式會
員作出要求。

第三十一條

一、為核實理事會年度報告及賬目以

及監事會意見書之會員大會平常會議，

應於發表報告後翌年之三月三十一日前

舉行。

二、為選舉領導機關之會員大會平常

會議，應在新任期開始前一年之十二月

三十一日前舉行。

第三十二條

一、倘若在既定時間內，至少有百分

之五十享有權利之正式會員出席，會員

大會即被視為合法舉行。倘若未達到上

述人數，則會議延後半小時作第二次召

集，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寡，均被視為合

法舉行。

二、凡依第三十條第二款c）項規定組
織召開之會議，需有三分之二以上召集會

員出席方可舉行。

第三十三條

一、在不違反下列各款規定之情況

下，會員大會之決議以絕對多數投票制方

式通過。

二、對於本章程第二十五條d）及e）項
所作出之決議，只有在得到絕對多數票時

方為有效。

三、對於本會解散及賬目清算之決

議，需經四分之三全體會員投票通過方

為有效。

第三十四條

會員大會相關會議內容應予以紀錄，
並單獨成冊，於通過後，由會員大會全體
成員共同簽署。

第三十五條

理事會由一名理事長、兩名副理事
長、兩名秘書、一名財務，以及不少於五名
理事組成。總人數必須為單數。

第三十六條

理事會之職權：

a）領導本會所有活動，維護本會之
道德及利益，推動本會發展及維護本會
聲譽；

b）對外及對內均代表本會；

c）遵守、執行本會之章程規則；

d）編制本會之年度活動計劃及相關
預算；

e）編制本會之年度報告及賬目報表；

f）編制舉行本會正常活動所必需之
章程；

g）管理本會紀律並執行第八條a）、
b）、 c）及 d）項所定之處分；

h）編制第十九條所指之選舉登記冊
及會員名單；

i）批核新會員之申請；

j）對會員所提出之提案、意見、建議
進行審議；

k）籌備召開會員大會之平常會議，倘
有必要或符合第三十條第二款之a），b），
c）項要求時，召開特別會議。

第三十七條

理事長之職權：

a）代表本會；

b）與財務（或由理事會任命的另一成
員）共同簽署關於資金流動、銀行帳戶及
收支之日常文書及文檔；

c）簽署會議記錄、財務帳簿及理事會
會議之具體記錄；

d）編制年度報告及活動計劃。

第三十八條

理事會副理事長之職權為協助理事
長工作及於理事長不在場時代替其處理
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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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條

理事會秘書之職權：

a）準備及管理理事會之文書工作；

b）編制理事會全體會議之會議記錄；

c）按照理事會指示，監督本會之行政
事務。

第四十條

理事會財務之職權：

a）負責收款及支付已核准之支出；

b）與理事長（或由理事會任命的另一
成員）共同簽署付款單及資金調動票據；

c）編制年度賬目及收支預算；

d）確保收支預算合乎規範。

第四十一條

理事會理事之職權為協助編制年度報

告及活動計劃，以及完成被委派之任務。

第四十二條

理事會應每三個月舉行一次平常會

議，必要時組織召開特別會議。

第四十三條

理事會之平常或特別會議需在理事

長或任何一名副理事長、一名秘書或財

務，連同其他理事共同出席，且出席人數

超過理事會組成人數之百分之五十時，方

被視為合法。會議應登記在特定之會議

記錄簿內。

第四十四條

理事會之決議以絕對多數票通過，如

票數相同時，理事長有最終決定權。

第四十五條

監事會由一名監事長及兩名監事，共

三人組成。

第四十六條

監事會之職權：

a）監督理事會，定期審查賬目，必要
時檢查賬戶結餘；

b）有需要時出席理事會之會議，但無
投票權；

c）編制理事會年度報告及賬目之書
面説明；

d）必要時，要求召開會員大會特別會議；

e）向理事會提供有關其諮詢過的任
何問題之書面意見。

第四十七條

一、監事會每年召開兩次平常會議；

二、監事會之決議以絕對多數票通

過，如票數相同時，監事長有最終決

定權。

第四十八條

一、本會收入來自會員會費、澳門電

力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委員會分撥之預算、

以及捐款、資助或其他收入；

二、本會基金來自上述所指之收入，

應合理分配予本會舉辦之活動；

三、本會可接受資助、饋贈或採取措

施以籌集資金，但相關措施需符合本章程

第三及第四條所指之宗旨。

第四十九條

年度預算之期限爲一月一日至十二月

三十一日。

第五十條

任何情況下，本會基金之動用需符合

第三及第四條所指之宗旨。

第五十一條

本會之解散需特別召開以此爲目的

的會員大會，並按照第三十三條第三款之

規定進行。

第五十二條

針對本章程內未載明之事項，交由會

員大會決定，會員大會對此具有最終決

定權。

第五十三條

一、本章程之修訂僅應在為著此目的

而召開的會員大會上表決。

二、任何擬定之修訂需經出席會員的

四分之三投票通過方可生效。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蘇偉昌 Sou Wai 
Che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7,48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7 483,00)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CERTIFICADO

«Lighthouse Club-Macau»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instrumento particular, depositado nes
te Cartório com o respectivo acto de Alte
ração Parcial dos Estatutos, outorgado a 22 
de Abril de 2021, sob o número 1, do Maço 
1/2021 de Documentos de Constituição de 
Associações, Instituição de Fundações e 
suas Alteraçõe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f)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do Nota
riado, foram alterados artigo primeiro, 
número dois, artigo sexto, número três e 
artigo décimo, número um, dos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com a denominação em 
epígrafe, os quais passam a ter a seguinte 
redacção: 

Estatutos 

CAPÍTULO I

Denominação, Sede Social e Afins

Secção I

Artigo primeiro

(Denominação e Sede)

(...)

Dois. «A Associação tem sua sede na 
Avenida da Praia Grande 409 China Law 
Building, 16.º andar — B105, Macau, que, 
por deliberação da Direcção, pode ser alte
rada para outra morada dentr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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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ÍTULO II

Dos Órgãos Sociais

Secção I

Artigo sexto

(Dos Órgãos Sociais)

(...)

Três. «O mandato dos órgãos sociais é 
de três anos».

(...)

Secção III

Direcção

Artigo décimo

(Composições e Sessões)

Um. «A Associação é gerida por uma 
Direcção, constituída por um número ímpar 
de membros, entre um mínimo de cinco e 
um máximo de nove, incluindo um Presi
dente, um Secretário Geral, um Tesoureiro, 
um Secretário Social e um Secretário dos 
Associados, eleitos anualmente pela As
sembleia Geral.»

(...)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22 de 
Abril de 2021. — O Notário, Carlos Duque 
Simõ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1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17,00)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CERTIFICADO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修改

章程文本自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九日起，存

放於本署1/2021號檔案組內，並登記於第
1號“獨立文書及其他文件之登記簿冊”
內，編號為4號，該修改章程內容載於附
件之證明書內並與原件一式無訛。

“澳門青年法學會”，葡文名稱為

“Associação de Ciência Jurídica Juvenil 
de Macau”，根據於二零二一年二月十八

日會員大會之決議及按照《民法典》第

一百五十七條及《公證法典》第一百五十八

條的規定，聲明修改本會章程第一條內容

如下：

“第一條

（名稱、性質及期限）

本會定名為「澳門青年法學會」，葡文

名稱為：Associação Jurídica dos Jovens 
de Macau，本會屬非牟利，具有法人地位
之社團，其存續不設期限，本會將受本章

程及澳門現行法律管轄。”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於澳門特別

行政區

私人公證員 李煥江Lei Wun K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64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44,00)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CERTIFICADO

更 正

因刊登於二零二一年四月十四日第

十五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第二組內

第5487頁私人公證員戴明揚，現更正如
下：

為覆行經第7/2016號法律修改及重新
公佈，由十一月一日第66/99/M號法令核
准的，《私人公證員通則》第二十五條及

第二十二條第一款 b）項規定，及行政法務
司司長於2021年3月24日的批示，本人已
獲得許可終止於澳門私人公證員身份執

行職務，並將由第二公證署替代負責。

於澳門，2021年5月5日

戴明揚

ANÚNCIO

Rectificação

Para os devidos efeitos rectificase a pu
blicação do Notário Privado José Manuel 
de Oliveira Rodrigues em epígrafe, publi
cada no Boletim Oficial n.º 15, da II Série, 
folhas 5487, de 14 de Abril de 2021, onde, 

por lapso, constou uma designação incor
recta.

Assim, onde se lê:

Em cumprimento das disposições combi
nados do artigo 25.º e alínea b) do n.º 1 do 
artigo 22.º do Estatuto dos Notários Priva
dos, aprovado pelo DecretoLei n.º 66/99/M, 
de 1 de Novembro, alterado e republicado 
pela Lei n.º 7/2016, fazse saber que por 
despacho do Ex.mo Senhor Secretário para 
a Administração e Justiça da RAEM, de 24 
de Março de 2021, foi autorizada a cessação 
do meu exercício como Notário Privado em 
Macau e determinado que a substituição 
fosse assegurada pelo 2.º Cartório Notarial 
Público.

Macau, aos 5 de Maio de 2021.

José Manuel de Oliveira Rodrigu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84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841,00)

LED

 PLD-392/21/55

1. 進行招標程序之實體：澳門電力股
份有限公司

2.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3. 承投目的：供應公共照明物料——
LED路燈

4. 數量：各款LED路燈合共3600套

5. 交貨期：上述數量將由澳電於2021
年內分批按實際情況訂購。澳電於訂購

時，會發出一份購物單，供應商須於接獲

購物單之日起計10 0日內供應所訂購之
LED路燈。

6. 標書的有效期：標書的有效期為
九十日，由公開開標日起計，可按招標方

案規定延期

7. 承投類型：以系列價金方式承投

8. 臨時擔保：澳門元90,000.00（澳門
元玖萬圓正）

9. 確定擔保：獲判給總額的百分之十
（10%）作為確定性擔保金，得以現金存
款、二維碼支票或銀行擔保的方式提交，

受款人為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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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底價：不設底價

11.  查閱案卷及取得案卷副本之日
期、地點及價格：

日期：自本公告公布日起至二零二一

年六月二日

時間：於工作日的上午九時至下午一

時、下午三時至五時

地點：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澳電大樓

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十一樓採購及總

務部

於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可取得公

開招標案卷副本，每份為澳門元200.00 
（澳門元貳佰圓正），收益撥歸澳門電

力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亦可於澳電網站

（www.cemmacau.com）免費下載相關
招標文件。

12. 交標日期、時間及地點： 

截止日期及時間：二零二一年六月二

日（星期三）下午五時正

地點：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澳電大樓

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地下接待處）

13. 標書語文：標書應以澳門特別行
政區的正式語文或英文撰寫

14. 公開開標日期、時間及地點：

日期及時間：二零二一年六月三日

（星期四）上午十時正

地點：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澳電大樓

十五樓演講廳

開標時，投標人或其代表應出席，以

便根據第63/85/M號法令第二十七條的規
定，解釋標書文件內可能出現之疑問。

投標人的合法代表可由被授權人代

表出席公開開標的儀式，此受權人應出示

經公證授權賦予其出席開標儀式的授權

書。

15. 評標標準及其所佔之比重：

評標標準分為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

段具有淘汰性質，投標者只有在第一階段

符合技術及送貨期要求，方可進入第二階

段的價格評分，而價格評分將按以下比重

評分。

燈具效率 20%

生產LED路燈經驗 10%

價格 60%

交付期 10%

100%

主持招標的實體根據各標書內之資

料及上述之評分標準及其所佔之比重分

別對各項目進行判標。

16. 附加的說明文件：由二零二一年
五月二十五日起至截標日止，投標人可前

往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澳電大樓澳門電

力股份有限公司十一樓採購及總務部或

於澳電網站 （w w w.cemmacau.com） 
了解有否附加之說明文件。

二零二一年五月五日於澳門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

梁華權 施雨林

執行委員會主席 執行董事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 CEM, S.A.

Anúncio

«Fornecimento de Materiais de 
Iluminação Pública – Luminárias 

do Tipo LED»

Concurso Público

(Concurso Refª.: PLD-
392/21/55)

1. Entidade que põe o fornecimento a 
concurso: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 CEM, S.A.

2. Modalidade do concurso: Concurso 
público

3. Objecto do fornecimento: Fornecer 
materiais de iluminação pública — Lumi
nárias do tipo LED

4. Quantidades a fornecer: 3600 luminá
rias do tipo LED

5. Prazos de entrega: As quantidades 
acima serão repartidas por várias ordens 
de encomenda da CEM em 2021 consoante 
as necessidades. Por cada ordem de enco
menda enviada pela CEM, o fornecedor 
deverá entregar as luminárias no prazo de 
100 dias a contar da data da notificação da 
ordem de encomenda.

6. Validade das propostas: 90 dias, a con
tar da data do acto público do concurso, 
prorrogável nos termos previstos no pro
grama de concurso

7. Tipo de adjudicação: Remunerável de 
acordo com a lista de preços unitários

8. Caução provisória: MOP90.000,00 
(noventa mil patacas)

9. Caução definitiva: Correspondente 
a 10% da ordem de compra, sob a forma 
de depósito em dinheiro, cheque com có

digo QR ou garantia bancária a favor da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 
CEM, S.A.

10. Preço base: Sem preço base

11. Data, local e preço para consulta e 
obtenção do processo:

Data: desde o dia da publicação deste 
anúncio até 2 de Junho de 2021

Horário: 09:00–13:00 e 15:00–17:00, aos 
dias úteis

Local: Direcção de Aprovisionamento e 
Logística (PLD)

Estrada D. Maria II, Edif. CEM, 11º an
dar, Macau

Poderão ser solicitadas na CEM cópias 
do processo de concurso mediante o paga
mento de MOP200,00 (duzentas patacas). 
Este valor reverte a favor da CEM. O 
processo de concurso poderá também ser 
obtido gratuitamente através da página de 
Internet da CEM (www.cemmacau.com).

12. Dia, hora e local para entrega das 
propostas:

Dia e hora limite: 2 de Junho de 2021 
(QuartaFeira), às 17:00

Local: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 CEM, S.A.

Estrada D. Maria II, Edif. CEM (Recep
ção no RésdoChão), Macau

13. Idioma para propostas: As propostas 
devem ser redigidas em língua oficial da 
RAEM ou em língua inglesa

14. Dia, hora e local do acto público:

Dia e hora: 3 de Junho de 2021 (Quinta
Feira), às 10:00

Local: Estrada D. Maria II, Edif. CEM, 
Macau — 15º andar, Auditório

Os concorrentes ou seus representantes 
deverão estar presentes no acto público 
de abertura das propostas para os efeitos 
previstos no artigo 27º do DecretoLei 
nº 63/85/M, por forma a esclarecer even
tuais dúvidas relativas aos documentos 
apresentados a concurso.

Os representantes legais dos concor
rentes poderão fazerse representar por 
procurador devendo, neste caso, o pro
curador apresentar procuração notarial 
conferindolhe poderes para o acto público 
do concurso. 

15. Critérios de avaliação das propostas 
e respectivas proporções:

Os critérios de avaliação dividemse em 
duas fases, sendo que a primeira fase 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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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 regime de eliminação. Os concorrentes 
passarão à segunda fase, em que as propos
tas serão pontuadas, se cumprirem com os 
requisitos técnicos e garantirem a entrega 
no prazo solicitado. As propostas serão 
pontuadas de acordo com os seguintes 
factorespeso:

Critério de Avaliação Factores-peso

Eficiência das 
luminárias 20%

Experiência no fabrico 
de iluminação pública 
do tipo LED 10%

Preço 60%

Prazo de entrega 10%

Total 100%

A entidade responsável pelo concurso 
fará a avaliação e adjudicação de cada um 
dos materiais a concurso de acordo com a 
informação contida nas propostas e com a 
metodologia acima referida.

16. Informações Suplementares:

Os concorrentes poderão visitar a sede 
da CEM, sita na Estrada D. Maria II, Edif. 
CEM, 11º andar, Macau, na Direcção de 
Aprovisionamento e Logística (PLD), ou 
visitar a página de Internet da CEM (www.
cemmacau.com) entre 25 de Maio de 2021 
e a data limite da entrega das propostas, 
para tomar conhecimento de eventuais es
clarecimentos adicionais.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CEM, S.A., aos 5 de Maio de 2021.

Leong Wa Kun

Presidente da Comissão Executiva

Shi Yulin

Membro da Comissão Executiva

（是項刊登費用為 $3,63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637,00)

  

 PLD-393/21/55

1. 進行招標程序之實體：澳門電力股
份有限公司

2.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3. 承投目的：供應公共照明物料 – 燈
泡、燈具、電纜及配件

4. 數量：各款燈泡合共895套、燈具
合共262套、電纜合共5000米長及配件合
共2840套

5. 交貨期：上述數量將由澳電於2021
年內分批按實際情況訂購。澳電於訂購

時，會發出一份購物單，供應商須於接獲

購物單之日起計100日內供應所訂購之燈
泡、燈具、電纜及配件

6. 標書的有效期：標書的有效期為
九十日，由公開開標日起計，可按招標方

案規定延期

7. 承投類型：以系列價金方式承投

8. 臨時擔保：澳門元30,000.00（澳門
元叁萬圓正）

9. 確定擔保：獲判給總額的百分之十 
（10%）作為確定性擔保金，得以現金存
款、二維碼支票或銀行擔保的方式提交，

受款人為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10. 底價：不設底價

11.  查閱案卷及取得案卷副本之日
期、地點及價格：

日期：自本公告公布日起至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日

時間：於工作日的上午九時至下午一

時、下午三時至五時

地點：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澳電大樓

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十一樓採購及總

務部

於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可取得公

開招標案卷副本，每份為澳門元200.00 
（澳門元貳佰圓正），收益撥歸澳門電

力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亦可於澳電網站 
（www.cemmacau.com） 免費下載相關
招標文件。

12. 交標日期、時間及地點：

截止日期及時間：二零二一年六月三

日（星期四）下午五時正

地點：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澳電大樓

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地下接待處）

13. 標書語文：標書應以澳門特別行
政區的正式語文或英文撰寫

14. 公開開標日期、時間及地點： 

日期及時間：二零二一年六月四日（星

期五） 上午十時正

地點：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澳電大樓

十五樓演講廳

開標時，投標人或其代表應出席，以

便根據第63/85/M號法令第二十七條的規
定，解釋標書文件內可能出現之疑問。

投標人的合法代表可由被授權人代

表出席公開開標的儀式，此受權人應出

示經公證授權賦予其出席開標儀式的授

權書。

15. 評標標準及其所佔之比重： 

評標標準分為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

段具有淘汰性質，投標者只有在第一階段

符合技術及送貨期要求，方可進入第二階

段的價格評分，而價格評分將按以下比重

評分。

價格 70%

交付期 30%

 100%

主持招標的實體根據各標書內之資

料及上述之評分標準及其所佔之比重分

別對各項目進行判標。

16. 附加的說明文件：由二零二一年
五月二十六日起至截標日止，投標人可前

往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澳電大樓澳門電

力股份有限公司十一樓採購及總務部或

於澳電網站 （w w w.cemmacau.com） 
了解有否附加之說明文件。

二零二一年五月五日於澳門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

執行委員會主席 梁華權 

執行董事 施雨林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 CEM, S.A.

Anúncio

«Fornecimento de Materiais 
de Iluminação Pública — 

Lâmpadas, Luminárias, Cabos 
e Acessórios»

Concurso Público
(Concurso Ref.ª: PLD-393/21/55)

1. Entidade que põe o fornecimento a 
concurso: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 CEM, S.A.

2. Modalidade do concurso: Concurso 
públ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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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bjecto do fornecimento: Fornecer 
materiais de iluminação pública — Lâmpa
das, luminárias, cabos e acessórios

4. Quantidades a fornecer: 895 unidades 
de lâmpadas, 262 unidades de luminárias, 
5000 metros de cabos eléctricos e 2840 
unidades de acessórios

5. Prazos de entrega: As quantidades 
acima serão repartidas por várias ordens 
de encomenda da CEM em 2021 consoante 
as necessidades. Por cada ordem de enco
menda enviada pela CEM, o fornecedor 
deverá entregar as lâmpadas, luminárias, 
cabos e acessórios no prazo de 100 dias a 
contar da data da notificação da ordem de 
encomenda.

6. Validade das propostas: 90 dias, a con
tar da data do acto público do concurso, 
prorrogável nos termos  previstos no pro
grama de concurso

7. Tipo de adjudicação: Remunerável de 
acordo com a lista de preços unitários

8.  Caução provisória: $30 000,00 (trinta 
mil patacas)

9. Caução definitiva: Correspondente 
a 10% da ordem de compra, sob a forma 
de depósito em dinheiro, cheque com có
digo QR ou garantia bancária a favor da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 
CEM, S.A.

10. Preço base: Sem preço base

11. Data, local e preço para consulta e ob
tenção do processo:

Data: desde o dia da publicação deste 
anúncio até 3 de Junho de 2021

Horário: 9,00 — 13,00 horas e 15,00 – 17,00 
horas, aos dias úteis

Local: Direcção de Aprovisionamento e 
Logística (PLD)

Estrada D. Maria II, Edif. CEM, 11.º andar, 
Macau

Poderão ser solicitadas na CEM cópias 
do processo de concurso mediante o paga
mento de $200,00 (duzentas patacas). Este 
valor reverte a favor da CEM. O processo 
de concurso poderá também ser obtido 
gratuitamente através da página de Inter
net da CEM (www.cemmacau.com).

12. Dia, hora e local para entrega das 
propostas:  

Dia e hora limite: 3 de Junho de 2021 (Quin
taFeira), às 17,00 horas

Local: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 CEM, S.A.

Estrada D. Maria II, Edif. CEM (Recep
ção no RésdoChão), Macau

13. Idioma para propostas: As propostas 
devem ser redigidas em língua oficial da 
RAEM ou em língua inglesa

14. Dia, hora e local do acto público:

Dia e hora: 4 de Junho de 2021 (Sexta
Feira), às 10,00 horas

Local: Estrada D. Maria II, Edif. CEM, 
Macau — 15.º andar, Auditório

Os concorrentes ou seus representantes 
deverão estar presentes no acto público de 
abertura das propostas para os efeitos previs
tos no artigo 27.º do DecretoLei nº 63/85/M, 
por forma a esclarecer eventuais dúvidas 
relativas aos documentos apresentados a 
concurso.

Os representantes legais dos concorrentes 
poderão fazerse representar por procura
dor devendo, neste caso, o procurador apre
sentar procuração notarial conferindolhe 
poderes para o acto público do concurso. 

15. Critérios de avaliação das propostas 
e respectivas proporções:

Os critérios de avaliação dividemse em 
duas fases, sendo que a primeira fase tem um 
regime de eliminação. Os concorrentes pas
sarão à segunda fase, em que as propostas se
rão pontuadas, se cumprirem com os requisi
tos técnicos e garantirem a entrega no prazo 
solicitado. As propostas serão pontuadas de 
acordo com os seguintes factorespeso:

Critérios de Avaliação Factores-peso

Preço 70%

Prazo de entrega 30%

Total 100%

A entidade responsável pelo concurso 
fará a avaliação e adjudicação de cada um 
dos materiais a concurso de acordo com a 
informação contida nas propostas e com a 
metodologia acima referida.

16. Informações Suplementares:

Os concorrentes poderão visitar a sede 
da CEM, sita na Estrada D. Maria II, Edif. 
CEM, 11.º andar, Macau, na Direcção de 
Aprovisionamento e Logística (PLD), ou 
visitar a página de Internet da CEM (www.
cemmacau.com) entre 26 de Maio de 2021 
e a data limite da entrega das propostas, 
para tomar conhecimento de eventuais es
clarecimentos adicionais.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CEM, S.A., aos 5 de Maio de 2021.

Leong Wa Kun, Presidente da Comissão 
Executiva

Shi Yulin, Membro da Comissão Executiva.

（是項刊登費用為 $3,53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5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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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CITIC BANK INTERNATIONAL LIMITED MACAU BRANCH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1 de Março de 2021

 Director da Sucursal, Sucursal de Macau,

Felix Xia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Sio Mei Ngan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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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永亨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試算表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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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G SENG BANK LIMITED
SUCURSAL DE MACAU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1 de Março de 2021

 O Gerente da Sucursal de Macau, 

Isidorus Fong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Jeffrey Ng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6780    18   2021  5  5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分行

試算表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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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DA CHINA, LIMITADA SUCURSAL DE MACAU

Balancete do razão referente a 31 de Março de 2021

 O Administrador,

Ip Sio Kai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Jiang Lu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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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豐銀行有限公司

試算表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O Administrador, 

Chui Kai Cheong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Chan Chung Wai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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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S BANK (HONG KONG) LIMITED
Sucursal de Macau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1 de Março de 2021

 Representante Principal, 

Pun Kai, Leo

A Chefe da Contabilidade,

Carolina Vong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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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 HING BANK LTD., MACAU BRANCH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1 de Março de 2021

 O Administrador,

Lau Hing Keung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Choi Ka Ching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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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 — SOCIEDADE DO AEROPOR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 S.A.R.L.

Balanço analític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20

  /Em patacas

Mapa de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líquidos de 2020

  /Em pat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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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COVID-19

IATA 2020 11 2020
1,185

2020
16,962 78% 1,173,230 88% 33,347 21%

14.6 77%

25

2020

4.62
75% 5.55
6.52 2020 2019

2015 2020 12.92

2021
COVID-19

2021 3

 

 

Mensagem do Presidente

2020 foi o ano em que o novo coronavírus (COVID-19) assolou o mundo, causando perdas incalculáveis nas actividades económicas de 
vários países. A indústria do transporte aéreo também foi e tem sido fortemente afectada. A implementação de medidas de quarentena e 
restrição de viagens por parte da maioria das regiões e cidades do mundo (incluindo Macau) afectou a indústria global da aviação e redu-
ziu significativamente o tráfego aéreo e o número de viagens de passageiros. De acordo com a revisão do relatório da Associação 
Internacional de Transporte Aéreo (IATA) divulgado em Novembro de 2020, sobre o desempenho da indústria do transporte aéreo global, 
é esperado um prejuízo líquido de 118,5 bilhões de dólares americanos em 2020.

Após o início da epidemia, o número de voos e o fluxo de passageiros no Aeropor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 (doravante designado por 
"Aeroporto") diminuíram drasticamente. Ao longo do ano 2020, a actividade geral de tráfego aéreo no Aeropor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 
diminuiu, com 16.962 descolagens e aterragens de aeronaves, traduzindo-se num decréscimo de 78% em relação ao período homólogo; o 
número de passageiros foi de 1.173.230, representando uma redução de 88% face ao período homólogo; e o volume de carga transportada 
foi de 33.347 toneladas, representando uma redução de 21% em relação ao mesmo período do ano anterior. A receita operacional total 
dos principais operadores no Aeropor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 (incluindo a CAM) está estimada em cerca de 1,46 bilhões de patacas, 
demonstrando um decréscimo de 77% em relação ao período homólogo.

Apesar do ambiente económico desfavorável em que vivemos, a CAM-Sociedade do Aeropor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 S.A.R.L. (dora-
vante designada por "CAM") mantém a sua gestão controlada, graças a uma base sólida que estabeleceu em 25 anos de experiência e a 
uma equipa profissional dedicada. Com calma, a administração da CAM tomou deliberadamente uma série de medidas de contingência 
e cooperou activamente com as directrizes do governo para implementar medidas de prevenção da epidemia. A fim de manter o funcio-
namento do Aeropor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 foram alocados recursos de forma activa e prudente, incluindo a introdução de produtos 
anti-epidémicos e a implementação de mecanismos de separação para responder às necessidades de funcionários e passageiros, assim 
como o reforço da capacidade geral do aeroporto para prevenção e combate à epidemia e, desta forma, garantir a segurança e estab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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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de. Em consonância com esta fase de superação conjunta das dificuldades em que vivemos, a CAM realizou uma análise cuidada e 
tomou a iniciativa de adoptar políticas de redução e isenção para aliviar a situação difícil das operadoras e ajudar as empresas de trans-
porte aéreo a sobreviverem a este período atípico. Para além disso, a CAM também apostou na formação dos funcionários, no sentido 
de melhorar os seus conhecimentos e capacidades profissionais, e também fortalecer a consciencialização sobre a prevenção e protecção 
contra epidemia. Foram também economizados e controlados os custos para reter o fundo de maneio e as reservas.

Perante a queda acentuada na procura no mercado do transporte aéreo, mesmo com as medidas de apoio à indústria e ainda sob a 
influência de uma série de medidas adoptadas de combate à epidemia tempestivamente, a CAM teve uma queda nas receitas de 2020, gerando 
meses consecutivos de perdas. Entre as perdas, cerca de metade reporta-se a depreciação não monetária; no entanto, como a CAM 
tem implementado o princípio da gestão prudente do fluxo de caixa, neste ano fiscal, as condições operacionais da actividade não tiveram 
impacto significativo no fluxo de caixa, e o fluxo de caixa é suficiente para atender às necessidades de negócios actuais. O total das receitas 
da CAM no ano fiscal foi de cerca de 462 milhões de patacas, traduzindo-se numa redução de 75% em relação ao período homólogo. O 
prejuízo antes dos dividendos foi de 555 milhões de patacas. Havendo lucros acumulados, a CAM deve fazer a provisão anual de dividen-
dos preferenciais, e o prejuízo líquido após a provisão e após impostos é de 652 milhões de patacas. Durante 2020, a CAM ainda cumpriu 
o seu compromisso com os accionistas, e pagou aos accionistas a sexta prestação do reembolso dos empréstimos históricos e os dividen-
dos preferenciais do ano anterior (2019); a CAM, com os recursos internos gerados através das operações ao longo dos anos, desde 2015 
até 2020, pagou um total de 1,292 bilhões de patacas aos accionistas.

Em 2021, a CAM continuará a aproveitar activamente as suas próprias vantagens, irá concluir o plano de desenvolvimento estabelecido, 
continuará a optimizar os serviços e trabalhará em conjunto com a indústria para implementar planos para revitalizar o tráfego aéreo, 
integrar-se no desenvolvimento da Grande Baía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e ampliar os seus horizontes internacionais. Embora a 
situação do surto de COVID-19 ainda esteja em evolução, a administração da CAM tem monitorizado e avaliado de perto o impacto do 
desenvolvimento da epidemia de novo coronavírus nas operações e condições financeiras da empresa, e continuará a tomar medidas em 
resposta às mudanças. A CAM propõe-se a utilizar recursos internos, melhorar a estrutura de pessoal e de custos, simplificar processos 
e promover a automatização do trabalho, para aumentar a eficiência operacional, para manter o desenvolvimento a longo prazo do Aero-
por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 e liderar nesta fase difícil.

Em nom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a CAM, gostaria de expressar o meu grande respeito a todos os funcionários, parceiros e ao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e agradecer a vossa sincera cooperação. Mantenham-se firmes, vamos trabalhar 
juntos para combater a epidemia. Esperamos que todos os funcionários continuem a defender o princípio operacional da empresa de 
"Segurança, Eficiência e Eficácia", visualizem as oportunidades e aproveitem-nas, cooperem com a região para promover a política de 
desenvolvimento económico da "dupla circulação - interna e externa", com base em Macau, apoiando a Pátria-Mãe e enfrentando o mundo 
para, orgulhosamente, tornar o Aeropor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 numa porta de entrada internacional na área da Grande Baía.

Macau, Março de 2021

President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Sr. Ma Iao Hang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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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ório e Parecer do Conselho Fiscal

Ex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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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m estreita colaboração com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a Sociedade, procedeu à fiscalização da administração e do desenvolvimento da actividade da Sociedade.

O Conselho Fiscal examinou o relatório referente ao exercício de 2020 e a proposta de aplicação de resultados, apresentados pelo Conse-
lho de Administração, bem como o balanço, a conta de ganhos e perdas, a demons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o capital próprio, a demonstra-
ção dos fluxos de caixa e outros documentos contabilísticos auditados pela sociedade de auditoria “PricewaterhouseCoopers”.

Após análise dos documentos supra indicados, o presente Conselho Fiscal é da opinião que quer o Relatório quer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presentados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reflectem fidedignamente a actividade desenvolvida pela Sociedade ao longo 
do exercício, bem como a sua situação financeira e patrimonial até 31 de Dezembro de 2020, concordando com a proposta de aplicação 
de resultados apresentada. Assim, e em face do supra exposto, o Conselho Fiscal propõe a aprovação pela Assembleia Geral do relatório 
anual e das contas relativos ao exercício de 2020 apresentados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bem como apreciação pela Assembleia 
Geral da proposta de aplicação dos resultados do referido Conselho.

Ademais, o Conselho Fiscal propôs à Sociedade a elaboração de um plano financeiro de cinco anos para os accionistas, a fim de avaliar 
a viabilidade das opções relativas aos futuros investimentos em infra-estruturas e aumentos das despesas operacionais, à remição das ac-
ções preferenciais em 2022, e ao reembolso dos empréstimos do accionista.

Macau, Março de 2021

O Conselho Fiscal

Senhor Iong Kong Leong

Senhor Vong Man Kit

Senhora Lui Wai Man Mi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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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20

Relatório de Auditor Independente sobre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os accionistas da
CAM — Sociedade do Aeropor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 S.A.R.L.
constituída em Macau como sociedade anónima de responsabilidade limitad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nexas da CAM — Sociedade do AeroportoInternacional de Macau, S.A.R.L. (Sociedade)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20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dos registos contabilísticos 
da Sociedade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Est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s quais compreendem o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20 e a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são da responsabilidad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A nossa responsabilidade consiste em expressar uma opinião, unicamente dirigida a V. Exas. enquanto Accionistas, 
sobre s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com os registos contabilísticos da Sociedade, e sem qualquer outra finalidade. Não assumimos responsabilidade nem aceitamos obriga-
ções perante terceiros pelo conteúdo deste relatório.

Auditámo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Sociedade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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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de Março de 2021.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compreendem o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20, a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a 
demons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o capital próprio e a demonstração dos fluxos de caixa d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e um resumo das 
principai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com os registos contabilísticos da Socied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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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Ching Lap Bernard

Contabilista Habilitado a Exercer a Profissão

PricewaterhouseCoopers

Macau, 15 de Março de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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