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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證署公告及其他公告
第 二 公 證 署

ANÚNCIOS NOTARIAIS E OUTROS

承認本會章程者，辦理入會手續，經理事
會批准，繳納會費，均可成為會員。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婦聯成人進修班同學會

第四條

第五條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及會址
本會名稱：
“澳門婦聯成人進修班同學
會”，簡稱為“婦聯進修班同學會”。
葡文名稱：Associação dos Alunos
Antigos de Turmas de Reciclagem para
Adultos de Fu Lun de Macau 。
英文名稱：The Fu Lun Adult Continuing Education Students’ Association
of Macau 。
本會會址：澳門水坑尾街 202 號婦聯
大廈八樓。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以推動成人終身
學習，提昇市民整體素質，團結、聯絡興
趣班同學，豐富其文娛康樂活動，配合及
協助婦聯總會會務發展為宗旨。

第九條
經費
本會經費來自會費收入、社會人士捐
贈及相關機構資助。

1. 遵守會章，支持會務工作；

第十條
其他

2. 按時繳納會費；
3. 會員若嚴重破壞本會聲譽，由理事
會予以警告；警告無效時則由理事會決議
停止會籍。

本章程如有未盡善處，由會員大會作
修改，解釋權屬理事會。

第三章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oze de Maio de dois mil e seis. — O Ajudante, Leong Kam Chio.

組織
第六條
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負
責制定工作方針和修改會章，選舉理事會
和監事會成員；
2.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由理
事會召集。會員大會於開會日期前八天通
知，通知書內須列明會議日期、時間、地
點和議程；
3. 會員大會出席人數必須在半數以上
方能議決事項，如出席人數不足半數時，
則可於半小時後作第二次召集，不論人數
多少，均可作出決議；
4. 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若干
名和秘書一名，總人數為單數，由會員大
會選舉產生，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5. 正、副主席負責主持會員大會，代
表本會參與社會活動及協調會務工作。
第七條
理事會
1.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構；

會員

2. 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設理
事長一名，副理事長若干名，理事若干
名，總人數為單數，任期三年，連選得連
任。

第三條

第八條

會員資格

監事會

凡曾參加婦聯總會及屬下各單位之成
人進修班學員，年滿十八歲，不分性別，

1. 監事會為本會監督機構，監察理事
會運作情況，向會員大會報告；

第二章

附則

2. 參與本會所舉辦各項活動之權利。

會員義務

澳門婦聯成人進修班同學會章程

第四章

1. 參加會員大會，有選舉權及被選舉
權；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os Alunos
Antigos de Turmas de Reciclagem para
Adultos de Fu Lun de Macau”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二日，存檔於本
署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93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2. 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設監
事長一名，副監事長若干名，監事若干
名，總人數為單數，任期三年，連選得連
任。

會員權利

中文簡稱為“婦聯進修班同學會”

英文名稱為“The Fu Lun Adult
Continuing Education
Students’Association of 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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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á conforme.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4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44,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婦聯頤康協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as Idosas de
Fu Lun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The Fu Lun Elders’
Association of Macau”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二日，存檔於本
署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86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婦聯頤康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及會址
本會定名：“澳門婦聯頤康協會”；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 第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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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文名稱：Associação das Idosas de
Fu Lun de Macau；
英文名稱：Th e F u L u n E l d e r s ’
Association of Macau 。
本會會址：水坑尾街 202 號婦聯大廈
八樓。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關心支持
婦聯總會會務發展，關心社會，服務社
會，以增進澳門婦女愛國愛澳，豐富長者
晚年生活，開展長者文娛康體活動。
第二章
會員
第三條
會員資格
凡年滿六十五歲之本澳女性，認同本
會會章，辦理入會手續，經理事會批准，
繳納會費，方可成為會員。
第四條
會員權利
一、依章程之規定參與會務；
二、會員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三、會員可參加本會舉辦的各項文娛
康體活動。
第五條
會員義務

二、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由理事
會召集，最少於開會日期前八天作通知，
該召集書內應註明會議召開的日期、時
間、地點和議程；
三、會員大會於第一次召集時、最少
有半數會員出席，方有決議權，如不足法
定人數，大會可於召集書內所訂定的時間
三十分鐘後再次召開，屆時，不論出席會
員之人數多寡，均可作出決議。
第八條
會長
一、本會設正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
人，總人數須為單數，任期三年，連選得
連任；
二、正、副會長擔任會員大會正、副
主席，負責主持會員大會，並代表本會參
與社會活動及負責協調會務工作。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執行機構；
二、理事會召開會員大會、執行會員
大會決議、管理會務及制訂工作報告；

本章程如有未盡善處，由會員大會修
改或依照澳門現行法例處理。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oze de Mai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dante,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9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97,00)

第 二 公 證 署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婦聯青年協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Juventude
de Fu Lun de Macau”

四、理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會議，
由理事長負責召集主持，並領導有關會務
工作；

英文名稱為“The Fu Lun Youth
Association of Macau”

五、理事會下設聯絡部、文教部、康
體部、福利部、財務部。各部門設部長一
人、副部長若干人、委員若干人。

二、支持會務工作；

監事會

三、按時繳納會費；

監事會設監事長壹人，副監事長若干
及監事若干人，成員總人數須為單數，負
責監察會務工作。監事會成員任期三年，
連選得連任。

會員身份之喪失

附則

三、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設
理事長壹人，副理事長若干人及理事若干
人，總人數須為單數，理事會成員任期三
年，連選得連任；

第十條

第六條

第十三條

2.º CARTÓRIO NOTARIAL

第九條

一、遵守會章；

四、維護本會聲譽及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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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簡稱為“婦聯青協”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二日，存檔於本
署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88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婦聯青年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十一條
顧問

凡違反會章、影響本會聲譽者，經勸
告無效，經理事會議決有權予以警告或開
除會籍處分。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澳門婦聯青
年協會”，簡稱“婦聯青協”。

經理事會決定，可聘請熱心社會人士
為本會名譽顧問、顧問若干人。

葡文名稱：Associação de Juventude
de Fu Lun de Macau；

第三章

第四章

組織

其他

英文名稱：The Fu Lun Youth Association of Macau 。

第七條

第十二條

會員大會

經費

第二條——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水坑尾
街 202 號婦聯大廈二樓。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利機構，
負責決定本會工作方針，選舉會長、理事
會及監事會成員；

本會之收入來源包括會費收入、捐
贈、利息、或熱心人士捐贈以及相關機構
的資助。

第三條—— 本會宗旨：加強本會青年
女性的團結和聯繫，推動青年女性關心社
會、參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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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
第二章

（3）向會員大會提交管理報告及提出
建議；

澳門婦聯學校校友會章程
第一章

（4）依章程召開會員大會；

總則

會員
（5）制定和通過內部規章。
第五條—— 會員資格：凡年滿 16 歲至
45 歲之女性，可申請成為會員。
第六條—— 會員權利：
1. 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2 . 有參與本會所舉辦的各項活動之
權。
第七條—— 會員義務：
1. 遵守本會的章程、會員大會的決議
和理事會的決定；
2. 按時繳交會費；
3. 不得作出損害本會聲譽的行為。
第八條—— 會籍免除：
會員如嚴重破壞本會聲譽，得由理事
會給予警告乃至終止會籍的處分。

4. 本會有權聘請社會知名人士及資深
會員為本會名譽主席及會務顧問。
第十一條—— 監事會：
1. 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
2. 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若
干名和監事若干名，總人數需為單數；監
事會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3. 監事會職權如下：
（1 ）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之決
議；
（2）定期審查賬目；
（3）對有關年報及賬目，制定意見書
提交會員大會。
第四章
附則

第三章
組織
第九條—— 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負
責制定和修改會章，選舉理事會和監事會
成員，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

第十二條—— 本會財政收入來自會員
繳交的會費，或熱心人士捐贈以及相關機
構的資助。
第十三條—— 本章程的修改權屬會員
大會，解釋權屬理事會。
Está conforme.

2. 會員大會必須於開會日期前八天作
出通知，召集書內須載明會議的日期、時
間、地點及議程；
3.會員大會必須在半數以上會員出席
的情況下方可議決事項。但如出席人數不
足半數，則可於半小時後作第二次召集，
經第二次召集的會員大會不論人數多寡，
均可行使會員大會的所有職權；
4. 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若干
名和秘書一名，由會員大會以選舉方式產
生，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十條—— 理事會：
1. 理事會為本會的執行機構；
2.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若
干名及理事若干名，總人數需為單數；理
事會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3. 理事會職權如下：
（1）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2）負責本會之行政管理及計劃發展
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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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oze de Mai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dante,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8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81,00)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婦聯學
校校友會」。
第二條——本會以團結校友，辦好校
友文康福利工作，關心和支持母校的發展
為宗旨。
第三條——本會通訊處設於澳門水坑
尾街 218 號婦聯大廈五樓。
第四條——本會為一非牟利團體。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凡曾在澳門婦聯學校就讀
而願意遵守本會會章者，均可加入本會成
為會員。
第六條——會員權利
1.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2 . 對本會工作提出意見、建議之權
利。
3.參加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及享受本
會所設之福利。
第七條——會員義務
1.遵守會章。
2.執行決議。
3.團結歷屆校友，關心和支持會務工
作。
第八條——會員身份之喪失
凡違反會章、損害本會聲譽和利益等
行為，如勸告無效，經理事會議決，給予
警告或終止會籍的處分。
第三章
組織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第九條—— 1.本會組織設會員大會、
理事會、監事會；
2.會員大會由理事會召集，每年舉行
一次，必要時可召開臨時會員大會；
3.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有
修改會章、制定會務綱要、聽取和審查理
事會及監事會的工作報告、選舉理監事成
員等職責；

澳門婦聯學校校友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二日，存檔於本
署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87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4.理事會設理事若干人，從中互選出
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若干人，總人數須
為單數，並設秘書、總務、財務、聯絡、
文康、福利等部。每部設部長，部委若干
人，負責處理日常會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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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監事會設監事若干人，從中互選出
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若干人、總人數須
為單數，負責監督會務工作；
6.理監事會每屆任期三年，連選得連
任；
7 . 理事會三個月至半年召開一次會
議，由理事長負責召集主持，並以出席人
數之多數作表決；
8.經校友提議，理事會通過，可聘請
母校師長，各屆校友，社會熱心人士為校
友會之名譽顧問、顧問，以指導本會會務
工作。
第四章
收入
第十條——經費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從事
小說研究，促進本澳小說寫作。

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3. 本會地址：澳門台山新城市花園第
11 座 5 樓 E 座。

12. 理事會及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小說研究，具相當資
歷，有較高水平或熱心參加和支持該項活
動者，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請入會，經
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1.會費收入；
2.校友、顧問、社會熱心人士及機構
贊助或捐贈。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一條——本會章如有未盡善處，
由會員大會修改或依照澳門現行法例處
理。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oze de Mai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dante,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70.00）

（4）遵守會章及決議；

6.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三）組織機構
7.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一人， 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1）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第 二 公 證 署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2.º CARTÓRIO NOTARIAL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證 明 書
（4）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澳門小說學會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
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
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四）會議

1. 本會定名為“澳門小說學會”。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oze de Mai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dante,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4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4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澳門婦女體育總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Geral do
Desporto das Mulheres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The Women Sports
General Association of Macau”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二日，存檔於本
署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82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婦女體育總會章程
第一章

第一條
名稱及會址
本會定名：“澳門婦女體育總會”。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章程
（一）宗旨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總則

CERTIFICADO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二日，存檔於本
署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83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五）經費

CERTIFICADO

（1）制定或修改會章；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澳門小說學會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學術交流研討
活動。

（5）繳納會費。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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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葡文名稱：Associação Geral do
Desporto das Mulheres de Macau 。
英文名稱：The Women Sports General Association of Macau 。
本會會址：澳門水坑尾街 202 號婦聯
大廈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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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宗旨

二、正、副會長擔任會員大會正、副
主席，負責主持會員大會，並代表本會參
與社會活動及負責協調會務工作。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以加強各界婦女
組織團結合作，配合特區政府推廣大眾體
育，增進團體間之友好交往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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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第九條

證 明 書

理事會
第二章
會員

CERTIFICADO

一、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構；

會員資格

二、理事會負責召開會員大會、執行
會員大會決議、管理會務及制訂工作報
告；

凡本澳註冊之婦女團體或團體屬下之
婦女組織及相關之體育團體，承認本會章
程，辦理申請入會手續，經理事會批准，
繳納會費，均可成為團體會員。

三、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
若干人及理事若干人，總人數須為單數，
理事會成員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三條

第四條
會員權利
一、本會屬團體會員制；
二、會員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三、會員可享有參與本會主辦的各項
體育活動，以及被選派代表本會對外作賽
的權利。

四、理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會議，
由理事長負責召集主持，並領導有關會務
工作；
五、理事會下設培訓部、賽務部、聯
絡部、宣傳部、總務部、財務部，有需要
時可設立特種委員會或工作小組。各部門
設部長一人、副部長若干人、委員若干
人。

第五條

第十條

會員義務

監事會

一、遵守會章；
二、支持會務工作；
三、維護本會聲譽及權益；

第三章
組織

運作
第十一條
內部規章
本會設內部規章，訂定各級領導架構
的具體產生辦法，規範轄下各部份組織，
行政管理及財務運作細則，有關條文由理
事會制定。

第七條

第十二條

會員大會

經費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負責決定本會工作方針，選舉會長、理事
會及監事會成員；

團體入會須繳納入會基金及每年繳納
會費，為支持會務活動，本會得向有關部
門申請經費及接受社會熱心人士的贊助。

二、會員團體有推派代表出席會員大
會及作出表決之權。
第八條
會長
一、本會設正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
人，總人數須為單數，任期三年，連選得
連任；

澳門演講與口才學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演講與口才學
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為會
員組織演講與訓練口才活動，參加本澳及
外地有關活動的交流。
3. 本會地址：澳門士多紐拜斯大馬路
69 號松新 6 樓 B 座。

4. 凡本澳愛好演講與口才訓練活動，
積極參加該活動者，願意遵守本會章，經
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第四章

第六條

凡違反會章、影響本會聲譽者，如勸
告無效，經理事會議決有權予以警告乃至
終止會籍的處分。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二日，存檔於本
署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84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監事會設監事長壹人，副監事長若干
人及監事若干人，成員總人數須為單數，
負責監察會務工作。監事會成員任期三
年，連選得連任。

四、繳納會費。

會員身份之喪失

澳門演講與口才學會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6.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三）組織機構
7.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oze de Mai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dante,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是項刊登費用為 $1,89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899,00)

（1）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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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
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
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人、監
事一人，任期三年。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從事
笑話研究，加強本澳與內地相關學術交
流，促進本澳的文化活動。
3. 本會地址：澳門台山逸麗花園第六
座 28 樓 A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笑話研究，具相當資
歷，有較高水平或熱心參加和支持該項活
動者，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請入會，經
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須為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但
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2. 理事會及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研習活動。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oze de Mai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dante,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7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75,00)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6.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7.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澳門笑話研究學會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
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
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二日，存檔於本
署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90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CERTIFICADO

澳門笑話研究學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笑話研究學會”。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學術交流研討
活動。
（五）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oze de Maio de dois mil e seis. — O
Ajudante, 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7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75,00)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1）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第 二 公 證 署

12. 理事會及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2）批評及建議；

（三）組織機構

（五）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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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大中華青少年機器人世界盃聯合總會
葡文名稱為“Federação dos Associações
da“RoboCup Júnior Compeonato do
Mundo”da Grande China”
英文名稱為“Greater China RoboCup
Junior World Championship Federation”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二日，存檔於本
署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92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第一章
名稱、會址及宗旨
第一條—— 中文名稱：大中華青少年
機器人世界盃聯合總會；
葡文名稱：Federação dos Associações
da“RoboCup Júnior Compeonato do
Mundo”da Grande China”；
英文名稱：“Greater China RoboCup
Ju n i o r Wo r l d C h a m p i o n s h i p
Federation”。
第二條—— 甲）本會會址設在澳門慕
拉士大馬路 201-207 號泉福工業大廈 12 字
樓 D；
乙）經會員大會批准，會址可遷至澳
門任何地方。
第三條—— 甲）促進大中華地區，包
括：中國大陸、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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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行政區、中華臺北在科技、創新項目、
國際活動、人才培育、教育發展及科研領
域與國際青少年機器人世界盃之合作；

第三章

乙）促進大中華地區，包括：中國大
陸、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
中華臺北在機器人研究技術的普及和在創
新科技產業上的應用；

第七條—— 會員有違反本會規章或作
出損害本會聲譽之言行，或有損社會不利
的活動，由理事會作出決定，施予以下之
處分：

丙）協會作為國際青少年機器人世界
盃組委會與中華地區，包括：中國大陸、
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中華
臺北在科技競賽和教育研究的合作交流平
臺，並負責組織大中華地區在青少年機器
人世界盃之各項活動及每年度大中華地區
青少年機器人世界盃之年度選拔大賽和有
關活動。

紀律

甲）口頭勸告；
乙）書面譴責；
丙）開除會籍。
第四章
會員大會

第二章
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第四條—— 會員資格：凡認同本會宗
旨之任何人士或機構，經本會理事會審核
批准後，均可成為科研委員會會員或各級
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
甲）科研委員會會員：

第八條—— 會員大會為本會之最高職
權機構，主席團由大會選舉產生，成員包
括會長壹名，副會長數名及秘書壹名組
成，每三年改選壹次，連選可連任。
第九條—— 每年最少召開會員大會一
次，在必需的情況下，理事會可隨時召開
特別會議，並至少提前十天以書面通知。

選舉或被選舉為本會領導機構成員；

乙）選出及罷免理事會及監事會；

享用本會各項設施。
乙）高級會員：
參與本會舉辦的所有綜合性公開活
動；
參與本會理事會設立的功能委員會活
動；
享用本會各項設施；
對本會工作提出意見和建議的權利。
丙）學生會員：
參與本會舉辦的所有綜合性公開活
動；
享用本會各項設施；
對本會工作提出意見和建議的權利。
第六條—— 會員義務：
科研委員會會員、高級會員及學生會
員必須：
甲）遵守本會章程、內部規章及會員
大會或理事會之決議；
乙） 維護本會的聲譽及參與推動會務
的發展；
丙）按時繳交會費。

丁）理事會全權聘請社會知名人士或
對本會和科技教育研究有傑出貢獻的個
人、註冊機構或公共實體的代表擔任本會
各級榮譽或名譽職銜，本會的榮譽或名譽
職銜包括：永遠榮譽會長若干名、榮譽會
長若干名、名譽會長若干名、榮譽顧問若
干名、名譽顧問若干名、國際青少年機器
人世界盃顧問若干名、大中華區青少年機
器人世界盃顧問若干名及地區青少年機器
人世界盃顧問若干名；
戊）召開會員大會。
第六章
監事會
第十四條—— 監事會由五名成員組
成，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設監事長壹
名，副監事長壹名，監事三名，每三年改
選壹次，連選可連任。
第十五條—— 監事會之職權為：

甲）批准及修改章程及內部規章；

參與本會舉辦的所有綜合性活動；

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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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之會務報告和帳目結算；

第十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

選舉或被選舉參與本會舉辦的科研活
動；

參加會員大會，討論會務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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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決策及工作
活動；
乙）審核本會財政狀況；

丙）通過理事會提交每年的工作計劃
及財政預算，並通過本會工作方針；

丙）提出改善會務及財政運作之建
議。

丁）審查及核准理事會所提交每年會
務報告及帳目結算。

第七章

第五章
理事會
第十一條—— 理事會由五名至十五名
單數成員組成，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設
理事長壹名，副理事長兩名，秘書長壹
名，常務理事一至三名，理事若干名，成
員必須由單數之數目組成，每三年改選壹
次，連選可連任。
第十二條—— 理事長通常每一至兩個
月召開正副理事長會議壹次，討論會務，
每二至四個月由理事長、副理事長和秘書
長召開常務理事會，常務理事會成員包括
正、副理事長、秘書長及常務理事若干
人，理事長可按實際需要，召開全體擴大
理監事大會。
第十三條—— 理事會之職權為：
甲）執行會員大會所有決議；
乙）研究和制定本會的工作計劃，按
會務的發展需要，設立及管理各附屬理事
會的各級功能委員會和幹事會；

經費及內部規章
第十六條—— 本會屬非牟利科技專業
和教育社團，有關經費來源主要由會員繳
交之會費及各方熱心人士或機構的樂意捐
贈或公共實體之贊助。
第十七條—— 本會設內部規章，規範
領導機構轄下的各部個別組織，行政管理
及財務運作等事項，有關條文由理事會制
定，交會員大會通過後，公佈執行。
第八章
附則
第十八條—— 本會之會章若有任何疑
問發生，而沒有適當之資料參考時，則以
理事會之決定為最高準則。
第十九條—— 解散本會的決議，必須
經本會之會員大會全體成員，通過一人一
票方式的五分之四絕對多數票通過，方為
有效。
第二十條—— 解散本會後，應將所有
屬於本會之財物捐給澳門的慈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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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本會會徽：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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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三）組織機構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oze de Maio de dois mil e seis. — O
Ajudante, 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864.00）

7.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一人， 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864,00)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報告文學學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二日，存檔於本
署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91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報告文學學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報告文學學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從事報
告文學研究，加強本澳與內地相關學術交
流，促進本澳的文化活動。
3. 本會地址：澳門黑沙環馬場大馬路
永添新第 1 期 10 樓 Q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報告文學研究，具相當
資歷，有較高水平或熱心參加和支持該項
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請入會，
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1）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
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
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CERTIFICADO

澳門環境及規劃工程專業協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Profissional de
Engenharia de Ambiente e
Planeamento de Macau”
葡文簡稱為“APEAPM”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二日，存檔於本
署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94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第一條——本會定名中文為“澳門環
境及規劃工程專業協會”；葡文名為
“Associação Profissional de Engenharia de
Ambiente e Planeamento de Macau”，
葡文簡稱為“APEAPM”。
第二條——本會宗旨：本會為一非牟
利團體，擁護“一國兩制”，堅持愛祖
國、愛澳門，以促進工程同業之間的聯繫
與溝通，維護同業正當權益，加強與澳門
特別行政區政府各機構間的合作與交流，
關心社會，服務社會為宗旨。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水坑尾
街 103 號 2 樓 B 。
第四條——凡持有相關工程專業學歷
或從事相關工程專業行業者均可申請加入
本會。
第五條——加入本會須會員推薦，並
遞交入會申請。入會申請經理事會審議通
過後，方得生效。
第六條——會員有以下權利：
a）參加會員大會；

12. 理事會及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b）成為本會各機關的選舉及被選舉
人；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學術交流研討
活動。

c）參加本會組織的各項活動並享用
各項福利設施。

（五）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oze de Maio de dois mil e seis. — O Ajudante, 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33.00）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證 明 書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33,00)

第七條——會員有以下義務：
a）遵守本會規章、章程及決議；
b）繳納入會費及會員年費。
第八條——在下列情況下，經理事會
決議將喪失會員資格：
a）不具有本章程第四條所指的相關
工程專業學歷或從事相關工程專業行業者
身份；

N.º 21 — 24-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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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自行要求退會；

二、監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例會，
可邀請主席團及理事會列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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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會地址：澳門德勝斜巷 75 號金龍
閣 12 樓 I 座。

c）不履行會員義務。
第十七條——監事會的權限為：
第九條——本會設會員大會、理事會
及監事會。
第十條——機關成員任期為兩年，由
就職日起計。
第十一條——一、會員大會是本會最
高權力機關，由全體會員組成。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由選舉產生。成
員包括主席、副主席及秘書長各一名，各
職位由主席團成員互選產生。
第十二條——一、會員大會每年最少
召開一次，由會員大會主席負責並主持會
議，須最少提前十四天通知全體會員，並
說明開會的時間、地點及議程。

a）對理事會提交之會務報告及帳目
結算提出意見；
b）在有需要時列席理事會會議；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居住民俗研究，具相當
資歷，有較高水平或熱心參加和支持該項
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請入會，
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c）在本會解散時對財產進行清算。
第十八條——本會的收入包括入會
費、會費、捐贈、贈與、利息以及任何理
事會權限範圍內的收入。

5.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第十九條——本會的解散只可由為此
目的而召開的特別會員大會的會議，並經
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多數通過。

（2）批評及建議；

第二十條——一、本會章修改權屬會
員大會。

（4）遵守會章及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5）繳納會費。
二、出席會員大會者須最少為全體會
員人數的二分之一；人數不足時，會議順
延一小時召開，以出席人數為準。
三、由理事會提出或至少二分之一的
會員聯名要求，可召開特別會員大會。召
集特別會員大會必須最少提前八天通知全
體會員，並說明開會的時間、地點及議
程。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的權限為：
a）選舉及罷免本會各機關的成員；

二、本會章由會長及理、監事會解
釋。
三、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會員大會決
定之。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oze de Maio de dois mil e seis. — O Ajudante, 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85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850,00)

b）討論及通過理事會提交的年度財
政預算及活動計劃；
c）監察理事會，監事會對會員大會
決議的執行情況；
d）修改會章。
第十四條——一、理事會由不少於三
人組成。須至少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及秘
書長各一名，理事會成員之人數為單數。
二、理事會每月召開一次例會，可邀
請主席團及監事會列席會議。
第十五條——理事會的權限為：
a）執行會員大會的決議；

第 二 公 證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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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明 書
CERTIFICADO

7.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8.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澳門居住民俗學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二日，存檔於本
署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89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居住民俗學會

c）制定和提交每年活動計劃、財政
預算及年度會務報告；

章程
（一）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居住民俗學會”。

e）管理本會的財政及產業。
第十六條 ——一、監事會由三人組
成，設監事長、監事及秘書各一名；

（三）組織機構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b）審核及通過入會及退會事宜；

d）制定及通過本會的內部規章；

6.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從事
居住民俗研究，加強本澳與內地相關學術
交流，促進本澳的文化活動。

（4）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9.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
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
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 第二組

5764

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2.理事會及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學術交流研討
活動。
（五）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oze de Maio de dois mil e seis. — O Ajudante, 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8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82,00)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6.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7.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一人， 任期
三年。其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常識問答研習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二日，存檔於本
署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85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常識問答研習會
章程
（一）宗旨
1 . 本會定名為“澳門常識問答研習
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為會
員組織常識問答研習活動，參加本澳及外
地的常識問答比賽活動。
3. 本會地址：澳門士多紐拜斯大馬路
3 號祐欣大廈 2 樓 A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常識問答活動，積極參
加該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經理事會通
過，方為會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地區服務員工協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組織社團
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二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48/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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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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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服務員工協會
章程
第一章

（1）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總則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第一條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招收或除名。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
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
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人、監
事一人，任期三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須為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但
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名稱
本會定名為“地區服務員工協會”
（下
稱本會）。
第二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司打口群興新街 8
號群興大廈 L-M 地下，本會亦可根據需
要，通過理事會之決議將會址遷至澳門任
何其他地方。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以愛國愛澳、促
進職工團結、維護職工權益、提升職工素
質為宗旨。

12. 理事會及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第二章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常識研習活
動。

第四條

（五）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會員

會員資格
凡屬以從事地區服務工作為職業的本
澳居民，承認本會章程，履行入會手續，
經理事會批准 ，即可加入本會成為會員。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oze de Mai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dante,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5.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84.00）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CARTÓRIO PRIVADO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私 人 公 證 員

（三）組織機構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第 二 公 證 署

第 21 期 –––– 2006 年 5 月 24 日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84,00)

第五條
會員權利
本會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一）參加會員大會以及參與本會所舉
辦之各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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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第六條
會員義務
一、本會會員具有以下義務：
（一）遵守本會的章程、會員大會之
決議和理事會之決定；
（二）按時繳交會費；
（三）不得作出損害本會聲譽之行動。

章程規定之職權外，理事會還負責本會行
政管理，向會員大會負責。

本會會員如嚴重破壞本會聲譽，得由
理事會給予警告或暫停會籍的處分，並可
提議會員大會議決終止會籍。
第三章
組織
第八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除行使法律及章程規定之職權外，還負
責：修改章程，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
事會和監事會的成員，審議理事會年度工
作報告及財務報告，以及決定會務方針。

三、理事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對外發
表意見，但理事長或經理事長授權的一名
或若干名成員除外。
四、理事會的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但理事長的任期不可連續超過兩屆。
第十條
監事會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平常會
議， 在必要的情況下，應理事會或不少於
三分之一會員聯名之請求，亦得召開特別
會議；會員大會之召集須至少提前八日以
掛號信或書面之方式通知，並載明會議日
期、時間、地點和議程。

五、經第二次召集之會員大會，不論
出席會員人數多少均可依法行使會員大會
職權。
六、會員大會的決議必須獲得過半數
出席會員的同意才能通過，但法律另有規
定的事項除外。
第九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在會員大會休會期間負責
管理及推展日常會務工作，除行使法律及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托管服務職工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組織社團
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五月十六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49/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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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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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管服務職工會

二、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三至五名
成員所組成，但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其
中包括監事長一名和監事若干名。

總則

三、監事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對外發
表意見。
四、監事會的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

第一章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定名為“托管服務職工會”
（下稱
本會）。
第二條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司打口群興新街 8
號群興大廈 L-M 地下，本會亦可根據需
要，通過理事會之決議將會址遷至澳門任
何其他地方。

附則
第十一條
經費
本會財政收入來自會員會費、第三者
給予的贊助、不附帶任何條件的捐獻以及
相關機構和實體的資助。
第十二條

會員會費的金額由會員大會或會員大
會授權理事會決定。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以愛國愛澳、促
進職工團結、維護職工權益、提升職工素
質為宗旨。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第十三條

會員資格

章程之修改及解釋
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會員大會，由理事
會提交修章方案予會員大會審議通過，而
本章程之解釋權屬理事會。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二日於澳門特別行
政區
私人公證員

章程

會址

會費
四、會員大會必須在至少半數會員出
席的情況下方可作出決議，如不足半數，
則半小時後在同一地點召開之會議視為第
二次召集之會議。

MACAU

一、監事會是本會監察機構，除行使
法律及章程規定之職權外，還監督理事會
工作，查核本會之財產及編製年度監察活
動報告。

第四章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由三人組成，設
正、副主席及秘書各一人，由會員大會選
舉產生，任期三年，並由正、副主席召集
和主持會議。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二、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七至十一
名成員所組成，但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
其中包括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秘書和
理事若干名。

第七條
紀律處分

5765

黃顯輝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凡屬以從事幼兒托管工作為職業的本
澳居民，承認本會章程，履行入會手續，
經理事會批准 ，即可加入本會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
本會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一）參加會員大會以及參與本會所
舉辦之各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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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第六條
會員義務
一、本會會員具有以下義務：
（一）遵守本會的章程、會員大會之
決議和理事會之決定；
（二）按時繳交會費；
（三）不得作出損害本會聲譽之行動。

章程規定之職權外，理事會還負責本會行
政管理，向會員大會負責。
二、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七至十一
名成員所組成，但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
其中包括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秘書和
理事若干名。
三、理事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對外發
表意見，但理事長或經理事長授權的一名
或若干名成員除外。
四、理事會的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但理事長的任期不可連續超過兩屆。

第七條
紀律處分
本會會員如嚴重破壞本會聲譽，得由
理事會給予警告或暫停會籍的處分，並可
提議會員大會議決終止會籍。
第三章
組織
第八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除行使法律及章程規定之職權外，還負
責：修改章程，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
事會和監事會的成員，審議理事會年度工
作報告及財務報告，以及決定會務方針。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由三人組成，設
正、副主席及秘書各一人，由會員大會選
舉產生，任期三年，並由正、副主席召集
和主持會議。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平常會
議， 在必要的情況下，應理事會或不少於
三分之一會員聯名之請求，亦得召開特別
會議；會員大會之召集須至少提前八日以
掛號信或書面之方式通知，並載明會議日
期、時間、地點和議程。
四、會員大會必須在至少半數會員出
席的情況下方可作出決議，如不足半數，
則半小時後在同一地點召開之會議視為第
二次召集之會議。
五、經第二次召集之會員大會，不論
出席會員人數多少均可依法行使會員大會
職權。
六、會員大會的決議必須獲得過半數
出席會員的同意才能通過，但法律另有規
定的事項除外。
第九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在會員大會休會期間負責
管理及推展日常會務工作，除行使法律及

第十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是本會監察機構，除行使
法律及章程規定之職權外，還監督理事會
工作，查核本會之財產及編製年度監察活
動報告。
二、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三至五名
成員所組成，但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其
中包括監事長一名和監事若干名。

第 21 期 –––– 2006 年 5 月 24 日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鮑思高青年村慈青營機構
Centro de Formação Juvenil Dom Bosco
— Lar de Juventude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名稱社團
之章程經修改後之中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五
月十日起，存放於本署之 2006 年《社團及
財團儲存文件檔案》內第一卷第 2 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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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號，有關條文內容
載於附件：
鮑思高青年村慈青營機構
Centro de Formação Juvenil Dom Bosco
— Lar de Juventude

章程

三、監事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對外發
表意見。

第一章

四、監事會的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

第一條

總則

（名稱）
第四章
本機構的中文名稱為「鮑思高青年村
慈青營機構」，葡文名稱為“Centro de
Formação Juvenil Dom Bosco — Lar de
Juventude”，以下簡稱「本機構」或「本
會」。

附則
第十一條
經費
本會財政收入來自會員會費、第三者
給予的贊助、不附帶任何條件的捐獻以及
相關機構和實體的資助。

第二條
（存續期與會址）

會費

本機構從註冊成立之日起運作，其存
續期為無限期，會址設於澳門路環九澳聖
母馬路鮑思高青年村。

會員會費的金額由會員大會或會員大
會授權理事會決定。

第三條

第十二條

（宗旨）
第十三條

本機構乃非牟利社團，宗旨為：

章程之修改及解釋
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會員大會，由理事
會提交修章方案予會員大會審議通過，而
本章程之解釋權屬理事會。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六日於澳門特別行
政區
私人公證員

黃顯輝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一） 為青年提供營舍群體生活的機
會，以不同種類的營舍設備及訓練，促使
青年健康成長，成為建設社會的良好公
民；
（二） 組織中小學戶外教育營，為中
小學生提供課堂以外學習知識的機會；
（三） 以鮑思高慈幼會之預防教育法
（即理智、宗教、仁愛）
作為本機構輔導及
教育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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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汲取現代教育學、心理學及輔
導學的新思維，以理論及行動協助青少年
成長；
（五） 開辦各類型之訓練活動；及
（六） 與任何志同道合之人士或機構
合作。

第八條
（會員退會）
會員無故欠交會費超過一年，即停止
享受會員權利，經催收仍不繳納者作自動
退會論；而主動要求退會者，應提前一個
月以書面形式通知理事會，並須繳清欠交
本機構的款項。

第二章

第三章

會員

組織架構

第四條

第一節

（會員資格）

管理機關

凡具有鮑思高慈幼會會士資格，只要
認同本機構的宗旨，並願意遵守本機構章
程者，均可申請入會；經理事會審批和正
式通過後即可成為本機構成員（或簡稱會
員）。但理事會有權及有自由批准與否。

（本會組織）

第九條

本機構的內部管理機關為：
（一） 會員大會；

第五條
（會員權利）
本機構會員享有法定之各項權利如：
（一） 出席會員大會，在大會上享有
發言權、動議權、和議權及投票權；
（二） 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三） 退會權；

（二） 理事會；
（三） 監事會。
第十條
（組織選舉）
會內各管理機關的成員均在會員大會
中，在全體享有權利之會員當中選出，任
期為三年，任滿連選得連任，次數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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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會議的日期、時間、地點及有關之議
程。
二、屬首次召集的會議，須在不少於
半數全體會員出席的情況下，方能通過決
議。
三、如果出席第一次召集的會員數目
少於上款所規定的法定人數，則須在七天
後再召集，屆時只需有不少於五分之一全
體會員出席，會員大會的舉行則屬有效，
可進行議案的議決。
四、會員大會表決議案，採取一人一
票的投票方式，除本章程或法律另行規定
的情況外，任何議案均須得到與會會員之
絕對多數票通過，方為有效。
五、會員如不能參與大會，可依法律
規定委托其他會員代表出席。
第十三條
（會員大會的權限）
會員大會除擁有法律所賦予之職權
外，尚需負責：
（一） 釐 訂 會 務 方 針 及 決 定 重 大 事
情；
（二） 選舉產生各管理機關的成員；
（三） 通過內部規章；
（四） 通過、修訂及更改本章程；及

（四） 參 與 本 機 構 所 舉 辦 之 各 項 活
動，享受本機構所提供的各種優惠和福
利；及

第二節
會員大會
第十一條

（五） 按本章程第十一條之規定，申
請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

第六條

一、會員大會為本機構的最高權力組
織，由全體享有權利之正式會員所組成。

（會員義務）
本機構會員應遵守法定及下列各項義
務：
（一） 守本機構章程和內部規章，以
及執行一切會員大會及理事會之決議事
項；
（二） 維護本機構的聲譽與信譽，以
及參與推動會務之發展；及
（三） 定期繳交各項費用。
第七條
（處分）
會員如被證實曾違反會章程或惡意損
害本機構聲譽，經理事會和監事會決議通
過後，將按事件的嚴重程度，對其施以口
頭警告、書面譴責、勸諭退會或開除會籍
等處分。

二、會員大會由主席團主持，而主席
團則由主席、副主席及秘書各一名組成。
主席團主席負責主持會員大會的工作，副
主席協助主席工作，並在其缺席或不能履
行職務時替代之；秘書則負責協助有關工
作及撰寫會議記錄。
三、常年大會每年舉行一次，以審議
及表決理事會所提交之工作報告及賬目，
並聽取監事會相關之意見，以及按時選出
會內各機關的成員。特別會員大會則在理
事會或監事會認為必要時、或在不少於五
分之一全體會員聯署提出書面申請時召
開。
第十二條
（會員大會的召集及運作）
一、會員大會由理事會之秘書召集，
須在所建議的會議日期前八天以掛號信或
透過簽收方式通知各會員，召集書內須載

（五） 商討、審議及通過理事會所提
交之工作報告和財務賬目，以及聽取監事
會相關之意見。
第三節
理事會
第十四條
（理事會的組成）
理事會為本機構的最高會務管理與執
行機關，由三或五名成員組成，成員間互
選出理事長、副理事長、秘書及財務各一
名。
第十五條
（理事會的運作）
（一） 理事會每個月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理事長認為必要時或得不少於兩名理
事聯署提出要求時，則可召開特別理事會
議。
（二） 理事會議由理事長負責通知和
召集，會議通知應於所建議舉行的會議日
期前十天發出，召集書內須載明會議的日
期、時間、地點及有關之議程。
（三） 理 事 會 議 須 在 多 數 成 員 出 席
時，方可進行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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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會議之任何議案，須獲得與會
者的過半數贊成票方能通過。如表決時贊
成與反對的票數相同，則由理事長投下決
定性的一票。
第十六條
（理事會的權限）
理事會除擁有法律所賦予之職權外，
尚需負責：
（一） 策劃及領導本機構之活動；
（二） 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三） 批准會員入會和退會的申請，
以及開除會員會籍；
（四） 維持本機構之日常會務、行政
管理及財務運作；
（五） 僱用和辭退職員、編配工作，
並訂定職員的薪酬與待遇；

（七） 簽署一切合符本章程規定範圍
內之買賣契約、租賃及送贈協議、擔保、
票據保證、責任條款或其他涉及財產責任
之文件、並得從中可釐訂細則及條件。
第十八條
（副理事長的特定職權）
副理事長的特定職權為：
（一） 協助理事長處理會務；及
（二） 在理事長請假或因事缺席不能
履行職務時，代其行使職權。
第十九條
（文件的簽署）
任何具法律效力和約束力的文件和合
約，必須由理事長或任何兩名理事聯署方
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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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內部及組織）
（一） 本機構得按照其會務發展之需
要，設立若干不同性質或形式之組織，其
名稱不限，如委員會、中心、部、營或小
組等。
（二） 該組織之數目及類別不定，但
必須要符合「本機構」之宗旨以及對「本
機構」之發展有幫助，並可於不同時候設
立。
（三） 該等內部組織之日常管理工作
由理事會直接負責，其運作規章由理事會
決議通過及公佈實施之。
（四） 現即時於本機構內設立「鮑思
高青年村慈青營」，其運作規章將按第十
六條第十項之規定由理事會通過及公佈實
施之。
第四章

（六） 代表本機構參與一切對外的官
方和私人活動，及行使本機構擁有的一切
相關權力；

第四節

（七） 按時制定本機構之年度工作報
告及帳目，交會員大會討論與通過，以及
提交下年度的工作計劃及財政預算；

第二十條

第二十四條

（監事會的組成）

（經費）

監事會為本機構的監察機關，由三名
成員組成，成員間互選出監事長和副監事
長各一名。

本機構設立基金，接受會員及社會各
界熱心市民與團體和企業的捐助。

第二十一條

（收益、資產及結餘）

（八） 訂 定 入 會 費 和 每 年 的 會 費 金
額；
（九） 在 符 合 本 機 構 的 需 要 和 利 益
下，得以任何形式購置、轉讓、租賃、管
理、處理、出讓、變賣及抵押任何產業；
（十） 按會務之發展及需要，設立各
專責中心——委員會、小組及部門，並有
權委任及撤換有關之負責人；
（十一）聘請社會熱心人士、社會賢達
為本會之名譽會長、擔任顧問及榮譽會
董；
（十二）執行一切在本機構宗旨範圍
內，不屬本會其他機關負責的事宜。

監事會

（監事會的運作）
一、監事會每年召開平常會議一次，
由監事長負責召集會議，而在其認為有需
要時，亦可召開特別監事會議。
二、監事會議須在多數成員出席時，
方可進行議決。會議之任何議案，須得與
會者多數贊成票方能通過。如表決時贊成
與反對的票數相同，則由監事長投下決定
性的一票。

監事會之權限為：
理事長的特定職權為：

（二） 領導本機構的各項行政工作；
（三） 與秘書共同簽署會議記錄；
（四） 在理事會議表決時，當贊成與
反對的票數相同，投以決定性之一票；
（五） 對外代表本機構；
（六） 履行與本身職位相稱之一切工
作；及

本機構之收益、資產，以及任何結
餘，均只能運用於推廣其宗旨之事宜上。
第二十六條
（財務帳簿）
本機構須設置財務開支帳簿，並須每
年一次將上述帳簿呈交會員大會查核。

章程之修改和本會之解散

（監事會的權限）

（理事長的特定職權）

（一） 召集和主持所有理事會議；

第二十五條

第五章
第二十二條

第十七條

財務管理

（一） 督導理事會之一切工作；
（二） 監督會員遵守本機構章程及內
部規章；
（三） 監督會員大會決議案的執行情
況；
（四） 定期審查本機構的賬目和核對
本機構的資產；及
（五） 就理事會所提交的賬目及報告
制定意見書呈交會員大會。

第二十七條
（章程的修改和本會的解散）
本機構章程的修改權和本機構的解散
權屬會員大會的權力範圍。該等會員大會
除須按照本章程第十一條的規定召集外，
還必須符合以下要件：
（一） 在會議召集上必闡明召開會議
的目的；
（二） 章程之修訂議案，須在為此目
的而特別召開之會員大會中方可表決，且
必須得到不少於四分三與會會員的贊成票
數通過，方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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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解散本機構之議案，須在為此
目的而特別召開之會員大會中方可表決，
且必須得到不少於四分三全體會員的贊成
票通過，方為有效；及
（四） 在通過解散本機構之會議上，
會員須同時議決本機構的資產處理方案。

第 1 號“獨立文書及其他文件之登記簿冊”
內，編號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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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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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七日於澳門特別行
政區
私人公證員

黃顯輝

澳門霍英東基金會
修改章程

（是項刊登費用為 $1,00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008,00)

本機構得設有內部規章，規範本機構
管理機關下設的各部門組織、行政管理及
財務運作等細則事項，有關條文經會員大
會討論及通過後，將公布執行。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八日下午五時三十
分，“澳門霍英東基金會”（葡文名稱為
“Fundação Henry Fok”，英文名稱為
“Henry Fok Foundation”，以下簡稱“本
會”
），根據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八日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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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本會修改本會的章程第三條、第
五條及第七條增加第四款和第五款，分別
如下：

第二十九條

第三條

（章程之解釋）

期限及會址

Associação de Mestres de Wushu de
Macau, China

本章程各條款之解釋權歸會員大會所
有。

本基金會的存續不設限期，辦事處設
在澳門新口岸上海街 175 號中華總商會大
廈 19 樓 C 、 D 座，為貫徹其宗旨，本基金
會可在其認為有需要及適宜時，將辦事處
遷往澳門特別行政區任何其他地方。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instrumento de 16 de Maio de 2006, foi
constituída uma associação com a denominação em epígrafe, cujos estatutos se regulam pelos artigos em anexo:

第五條

Associação de Mestres de Wushu de
Macau, China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八條
（內部規章）

第三十條
（遺缺）
本章程若有任何遺缺之處，一概在會
員大會中以適用之現行澳門特別行政區法
例補充。

（會徽）
本機構得使用會徽，其式樣將由會員
大會通過及公佈之。
與正本相符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日於澳門特別行政
區
私人公證員

石立炘

活動

證 明 書

Association of Wushu Masters of Macau,
China

（一）以任何方式取得或轉讓動產或
不動產，以任何方式對動產或不動產設定
負擔，包括財務出資；

中國澳門武術家協會

（二）接受贈與、遺產、遺贈或捐
贈，但有關條件或負擔須符合基金會本身
之宗旨；

名稱、總部及宗旨

（三）協商及訂立借貸合同以及提供
擔保，使本身財產增值以達至本身之宗
旨；

（是項刊登費用為 $5,55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 552,00)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CERTIFICADO

為達至本身宗旨，基金會得依法：

第三十一條

私 人 公 證 員

（四）利用本身資源進行穩健、低風
險及合理回報之投資。
第七條

第一章

第 一 條——本 會 屬 非 牟 利 性 質 的 團
體，無存立期限，中文名稱為“中國澳門
武術家協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 e M e s t r e s d e Wu s h u d e M a c a u ,
China”，英文名稱為“Association of
Wushu Masters of Macau,China”，並依
澳門現行法律及本章程運作管理。
第二條—— 本會總部設於澳門倫斯泰
特大馬路 21 號利景閣海景花園 5 樓 L 座。

資源
第三條—— 本會宗旨：

私 人 公 證 員
本基金會的資源來自：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一）
（保持不變）；

證 明 書

（二）
（保持不變）；

CERTIFICADO

（三）
（保持不變）；

澳門霍英東基金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基金會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三月一日起，存
放於本署之 2/2006 號檔案組內，並登記於

（1 ）以尚武崇德立旨，廣結武術情
誼；
（2）團結澳門武術家，推動武術運動
發展；

（四）利用本身財產投資所獲得之收
益；

（3）致力構建武術運動，達致和諧共
進新局面；

（五）基金會以無償、有償方式或其
他方式取得之一切資產。

（4）提升澳門武術家的武術、文化新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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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會員的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 凡認同本會宗旨或經常參
與本會活動人士，經以書面形式提出申請
後由理事會審批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
a）參加會員大會；
b）參加本會一切活動；
c）享受本會一切福利；
d）要求召開會員大會特別會議；
e）對會內各職務有選舉和被選舉權。
第六條—— 會員義務：
a）遵守會章、執行會員大會和理事會
的決議；
b）按時繳納會費；
c）努力達成本會宗旨和樹立本會聲
譽。
第三章
會務機構
第七條—— 一、會務機構：
a）會員大會；
b）理事會；
c）監事會；
二、會務機構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
任期為兩年，可連選連任。

b）應理事會或監事會半數以上成員
要求。
第十條—— 會員大會的職權：
a）制定本會的活動方針；
b）審批修改本會章程；
c）審批理事會年度工作報告書和年
度財政報告書；

第八條——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
權力機構，由所有完全享有權利的會員組
成；
二、會員大會設一名會長、一名副會
長、一名秘書長，負責主持會員大會工
作；
a）會長擔任法庭內外相關事務的代
表；
b）會長兼任會員大會召集人，若會
長出缺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由副會長代
行職務。

第十一條—— 會長按照召集通知書內
指定時間召開全體會員大會，開會時必須
有大多數會員出席，若超過指定開會時間
一小時後，不論出席會員人數多寡，均可
召開會議，所作決議必須有出席會員半數
以上投票通過方為有效，未有出席的會員
作棄權論。

財務收入及其他
第十六條—— 以任何名義或來自會
費、入會費、補助或捐贈的全部收益，均
屬本會的收入來源。
第十七條—— 附於本章程後的徽章為
本會會徽。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七日

理事會
第十二條—— 甲、理事會由一名理事
長、二名副理事長、十名理事組成。
乙、若理事長出缺或因故不能執行職
務，由副理事長代行職務。

私人公證員

司徒民義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dezassete de Mai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António J. Dias Azed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1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17,00)

第十三條—— 理事會職權：
a ）根據會員大會制定的方針，領
導、管理和主持會務活動；
b）招收會員；
c）制作年度工作報告書和財務報告
書；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d）委任本會代表；

f）根據會務進展需要聘請社會人士
擔任本會的名譽職務；
g）實施其他權限，該權限在法律及
本章程內並無授予會內其它機構的。
監事會
第十四條—— 一、監事會由一名監事
長、二名副監事長組成。
二、若監事長出缺或因故不能執行職
務，由副監事長代行職務。
第十五條—— 監事會職權：

第九條—— 一、全體會員每年舉行一
次平常會議。

a）監察理事會的日常工作並提供意
見；

二、基於以下原因可召開全體會員特
別會議：

b）審查本會年度報告書和財務報告
書；

a）應會長要求；

第四章

d）選舉或罷免會員大會、理事會和
監事會。

e）訂定入會費和每月會費；
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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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行使其他被授予的合法權力。

CERTIFICADO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acto constitutivo de 18 de Maio de 2006,
depositado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f)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n.º 1/06, sob o n.º 49, deste Cartório, foi constituída uma associação
denominada “ 行人權益保護協會 ”, nos termos dos estatutos em anexo:

行人權益保護協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
中文名稱：“行人權益保護協會”；
葡文名稱：
“Associação de Protecção
dos Direitos de Peões”。
2. 本會為非牟利社會服務團體，宗旨
是團結會員開展社會各項慈善公益活動，
積極參與開展行人交通安全之維權工作。

N.º 21 — 24-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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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會地址：友誼大馬路 1023 號南方
大廈2樓AC室，經理事會議決可遷至澳門
任何其他地方。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1. 凡本澳居民認同本會宗旨，願意遵
守會章，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2.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3.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三）組織架構
1.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其
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

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
聘名譽會長、顧問。
4.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人、監
事一人，任期三年。
（四）會議
1.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如有需
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須
超過三分之二以上會員贊成方得通過；但
法律規定特定多人者除外。
2. 理監事會每二月召開一次，如有特
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八日
安瑪莉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dezoito
de Maio de dois mil e seis. — A Notária,
Maria Amélia António.

a) Fomentar a cooperação com outras
associações ligadas ao ramo gastronómico;

c) Promover eventos, feiras, festivais e
exposições ligadas ao ramo gastronómico e
ao chocolate;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33,00)

d) Dar a conhecer a origem do chocolate,
o processo de produção e transformação do
cacau, as características deste alimento e a
sua confecção culinária;

私 人 公 證 員

e) Contribuir para o conhecimento e divulgação da arte do chocolate em Macau, bem
como, organizar eventos que tenham por
tema o chocolate para promoção da imagem
da R.A.E.M.; e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f) Divulgar a história e cultura do chocolate.

證 明 書

Os associados concorrem para a associação com a jóia de inscrição e a quota anual
deliberada pela Assembleia Geral.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33.00）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4）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
一人，任期三年。
2.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no dia treze de Maio de dois mil e cinco, no
competente Maço número um barra dois mil
e seis, sob o número um a folhas um, um
exemplar do título constitutivo e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em epígrafe, que adoptou a denominação «Associação de Eventos e Alimentos de Macau», em português “ 澳門美
食嘉年華商會” em chinês e «Macau Events
and Food Association» em inglês, tem a sua
sede em Macau, na Avenida de Venceslau
de Morais, Edifício Industrial de Macau,
sexto andar, «G», e os seguintes fins:

b) Promover o incremento de relações e
laços de cooperação com associações congéneres de Portugal, Europa, países lusófonos,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entre outros
países da Ásia;

（五）經費

私人公證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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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況
及提出建議；
（4）決定會員的吸收或除名。
3.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e Eventos e Alimentos de Macau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quinze
de Maio de dois mil e seis. — A Notária, Ana
Maria Faria da Fonseca.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por
extracto, que foi arquivado, neste Cartório,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715,00)

澳門美食嘉年華商會

（是項刊登費用為 $7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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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華人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試算表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更正）

總經理

會計主管

陳達港

廖國強
（是項刊登費用為 $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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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CHINÊS DE MACAU, S.A.

澳門華人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Publicação ao abrigo do artigo 75.º do RJSF, aprovado pelo Decreto-Lei n.º 32/93/M, de 5 de Jul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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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lanço anual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5

資產負債表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MOP
澳門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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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P
澳門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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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de 2005

二零零五年營業結果演算
Conta de exploração

營業賬目
MOP
澳門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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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 de lucros e perdas

損益計算表
MOP
澳門幣

O Administrador,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行政委員會之委員

會計負責人

Chan Tat Kong

Lio Kuok Keong

Macau, aos 29 de Março de 2006.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於澳門
Nota: O balanço anual e 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foram preparados a partir dos registos contabilísticos auditados.

註：上列之資產負債表及營業結果演算是依據經已審核之帳冊編製。

Instituições em que detêm participação superior a 5% do respectivo capital ou superior a 5% dos seus fundos próprios:
Nenhuma
Accionistas qualificados:
Winwise Holdings Ltd. (Constituída em Hong Kong)
Wong Kon Kei
Nomes dos titulares dos órgãos sociais: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Presidente: Albert Saychuan Cheok
Secretário: Hau Tat Kwong, Andrew
Conselho Fiscal
Presidente: Chan Nim Leung, Leon
Vogal: Chui Sai Cheong
Leung Nai Chau, Je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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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Presidente: Lee Luen Wai, John
Administrador: Chan Tat Kong
Christopher James Williams
Ho Man
Wong Kon Kei
Comissão Executiva
Presidente: Chan Tat Kong
Vogal: Ho Man
Lee Luen Wai, John
Macau, aos 29 de Março de 2006.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Para 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5

Para 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5, a actividade do Banco continuou a ter um sólido desenvolvimento. Durante o ano, o
sector bancário local manteve-se competitivo. Em 2005, o Banco obteve resultados positivos em todos os aspectos da sua actividade e
continua a adoptar uma medida cautelosa na gestão dos seus activos e a trabalhar para melhorar a qualidade dos empréstimos. A renovação do edifício adquirido pelo Banco para a sua nova sede está concluída. Estão em curso preparativos para mudar para a nova sede,
incluindo o recrutamento e formação de novo pessoal. Isto resultou no aumento de despesas de operação.
Como era esperado, a economia de Macau continuou no ano passado a crescer, escorada pelas prósperas indústrias do turismo e do jogo.
O alargamento do esquema de vistos individuais para os residentes da China Continental ajudou ainda mais a promover o turismo e o
comércio relacionado com o turismo, providenciando um estímulo para os retalhistas e os gastos dos consumidores locais. Macau registou
um ligeiro aumento no seu Produto Interno Bruto comparado com o ano anterior, enquanto a taxa de desemprego desceu para 4% no final
do ano passado. Com a conclusão de vários hotéis e centros de jogo e entretenimento de grande envergadura, as empresas de Macau lutam
para conseguir mão-de-obra qualificada, resultando no aumento de custos operacionais.
O Banco está atento a estes novos desafios. Com a energia trazida pelo crescimento da economia local, as actividades comerciais e o
sentido de investimento deveriam melhorar em 2006, promovendo um desenvolvimento ainda maior da economia de Macau. Após a
mudança da sede do Banco para as suas próprias instalações, o Banco continuará a melhorar a sua eficiência operacional, alargando os seus
serviços financeiros de corretagem de acções e melhorando a sua nova capacidade operacional informática para apoiar o lançamento de
novos produtos e a estratégia de crescimento de negócios do Banco.
Por e em representaçã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Lee Luen Wai, John
Presidente.
29 de Março de 2006.

Parecer do Conselho Fiscal de 2005
Durante 2005, o Conselho Fiscal seguiu atentamente as actividades do Banco. Ao manter um estreito e frequente contacto com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o Conselho Fiscal obteve a melhor cooperação e informaçã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que lhe permitiu
executar as suas tarefas e responsabilidades eficaz e eficientemente.
Após rever e analisar os documentos que lhe foram apresentados, o Conselho Fiscal é de opinião que esses documentos reflectem, clara
e verdadeiramente, os bens e a situação económica e financeira do Banco.
Portanto, o Conselho Fiscal considera que as contas e relatório financeiros para o exercício de 2005 submetidos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everiam ser apresentados à Assembleia Geral de Accionistas para aprovação.
Presidente do Conselho Fiscal.
28 de Março d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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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cer dos auditores
Aos accionistas do Banco Chinês de Macau, S.A.
(constituída em Macau)
Examinámos,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de Auditoria de Macau,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o Banco Chinês de Macau, S.A.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que terminou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5, e a nossa opinião sobr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está expressa, sem
reservas,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29 de Março de 2006.
Em nossa opinião, as contas financeiras resumidas estão de acordo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trás referidas das quais elas
resultaram.
Para um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e dos resultados das operações do banco, durante o exercício, as conta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analisadas em conjunto com as correspondente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do ano.
Ernst & Young, auditores.
Macau, aos 29 de Março de 2006.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42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1 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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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利勝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BANCO ESPÍRITO SANTO DO ORIE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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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º do R.J.S.F., aprovado pelo Decreto-Lei n.º 32/93/M, de 5 de Julho)
資產負債表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Balanço anual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5
澳門幣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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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幣 MOP

澳門幣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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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營業結果演算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de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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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José Morgado
二零零六年二月十五日於澳門
Macau, aos 15 de Fevereiro de 2006.

會計主任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Francisco F. Freder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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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íntese do relatório de actividade
O Continente Asiático manteve ao longo de 2005, à semelhança de 2004, um crescimento sustentado, com particular relevância na
R.P. da China, Índia, Coreia do Sul, Taiwan, Hong Kong e Macau.
O forte crescimento da economia da R.P. da China que atingiu os 9,9% em 2005, confirma, de forma inequívoca, a tendência de
forte crescimento económico dos últimos 25 anos, colocando a R.P. da China como a quarta maior potência económica do mundo
(E.U.A., Japão, Alemanha e R.P. da China).
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apresentou em 2005, em termos homólogos, um crescimento do P.I.B. de 6,7%,
impulsionado pelo notável crescimento da Indústria do Turismo e do Jogo/Entretenimento, pelas importantes obras infra-estruturantes
que o Governo da R.A.E.M. tem vindo a promover no território, de forma sucessiva e organizada, com base numa situação orçamental
de superavit, bem como pelo registo de progressos consideráveis na prossecução de diversos projectos transfronteiriços e de condições
excepcionais negociadas com o Governo Central da R.P. da China (Acordos CEPA,Vistos Individuais...) e com diversas Províncias
chinesas.
De salientar que o desenvolvimento da R.A.E.M tem estado igualmente alicerçado na forte procura de imobiliário comercial e
particular, permitindo que a construção civil no território continuasse a evidenciar taxas de crescimento excepcionais ao longo de
2005.
Num contexto económico regional favorável, o BESOR tem vindo a reforçar o seu posicionamento nos mercados local e regional,
assumindo como objectivos estratégicos, apoiar os clientes do Grupo BES na sua actividade empresarial desenvolvida no Sudeste
Asiático, bem como potenciar sinergias de negócio entre as áreas financeira e não-financeira do Grupo, privilegiando a iniciativa do
Governo Central da R.P.C. em considerar Macau como plataforma para a cooperação económica entre a R.P.C. e 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O BESOR manteve ao longo de 2005 um crescimento sustentado, com o total do Activo Líquido a apresentar um aumento de
7,3% , comparativamente ao exercício de 2004.
O Resultado Líquido do exercício cifrou-se em MOP 11 017 796,36, sendo de destacar o aumento do Produto Bancário, com as
áreas de Crédito e de Recursos de Clientes a evidenciarem crescimentos significativos, de, respectivamente 71% e 108%,
comparativamente ao exercício de 2004.
As perspectivas de evolução, com base nas tendências recentes e projectos em curso, são bastante animadoras e permitem encarar
o futuro com bastante optimismo.
O Banco continua a apresentar um excelente rácio de solvabilidade (34,7%) e mantém-se atento a todas as alterações de mercado
que impliquem uma reorganização da sua estrutura a fim de atingir os objectivos pretendidos.

Proposta de aplicação de resultados
Nos termos legais e estatutários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propõe, para aprovação da Assembleia Geral, que o resultado d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5 que se apura em MOP 11 017 796,36 (onze milhões, dezassete mil, setecentas e noventa e
seis patacas e trinta e seis avos) seja aplicado da seguinte forma:
Para reserva legal (a)
Para resultados transitados

MOP 2 203 559,27
MOP 8 814 23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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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au, aos 15 de Fevereiro de 2006.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Síntese do parecer dos auditores externos
aos accionistas do
Banco Espírito Santo do Oriente, S.A.
Examinámos,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Internacionais de Auditoria e Normas Auditoria de Macau,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o Banco Espírito Santo do Oriente, S.A.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que terminou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5 e a nossa opinião sobr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está expressa, sem reservas,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15 Fevereiro de 2006.
Em nossa opinião, as contas resumidas estão de acordo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trás referidas das quais elas result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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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 um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e dos resultados das operações do Banco, durante o exercício, as contas
resumidas devem ser analisadas em conjunto com as correspondente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do ano.
KPMG
Macau, aos 15 de Fevereiro d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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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CO ESPÍRITO SANTO DO ORIENTE. S.A., relativamente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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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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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os 28 de Fevereiro de 2006.
O Conselho Fiscal
Órgãos sociais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Ricardo Espírito Santo Silva Salgado — Presidente
Maria de Lurdes Nunes Mendes da Costa — 1.º Secretário
Rui Luís Cabral de Sousa — 2.º Secretári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José Manuel Trindade Morgado — Presidente
Carlos José Nascimento Magalhães Freire
João Manuel Ambrósio (renunciou ao cargo com efeitos a partir de 29 de Março de 2005)
Rui Manuel Fernandes Pires Guerra
Manuel Alexandre da Rocha Barreto
Luís Manuel da Costa de Sousa de Macedo (renunciou ao cargo com efeitos a partir de 29 de Março de 2005)
Amílcar Carlos Ferreira de Morais Pires
Comissão Executiva
José Manuel Trindade Morgado — Presidente
Carlos José Nascimento Magalhães Freire — Vice-Presidente
João Manuel Ambrósio (renunciou ao cargo com efeitos a partir de 29 de Março de 2005)
Manuel Alexandre da Rocha Barreto (nomeado em 29 de Março de 2005)
Conselho Fiscal
Ricardo Abecassis Espírito Santo Silva — Presidente
José Manuel Macedo Pereira
Wu Chun S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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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ições em que detêm participação superior a 5% do respectivo capital ou superior a 5% dos seus fundos próprios
Europ Assistance (Macau) — Serviços de Assistência
Personalizados, Limitada

25%

Espírito Santo do Oriente — Estudos Financeiros
e de Mercado de Capitais, Limitada

90%

Accionistas com participação qualificada
Nome

Acções detidas (n.º)

Banco Espírito Santo, S.A.

Valor percentual (%)

199 500

99,75

業務報告之概要

二零零五年，亞洲各國，尤其是中國、印度、南韓、台灣、香港及本澳都能如二零零四年一樣維持穩定的經濟增長。
中國在二零零五年錄得9.9%的強勁增長，証明其廿五年來取得的經濟成就並非偶然，從而躍居世界經濟強國之第四位，僅隨美
國、日本及德國之後。
澳門特別行政區之生產總值同樣地亦於二零零五年增長6.7%，其主要原因是由於旅遊及博彩娛樂行業的可觀增長，政府連續不
斷及有組織性地按照取得的預算盈餘而進行重大的基建工程，各項跨境計劃進度理想以及中央政府及其他省份給予本澳各項優惠條
件、如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及自由行等。
在此須強調澳門特區的發展亦有賴商業及私人物業的需求增加，致使建築業於二零零五年異常興旺。
在區域性美好經濟環境下，必利勝銀行繼續加強其在本地及區域內的市場位置，並以協助葡國聖靈銀行集團客戶在東南亞地區發
展業務為主要目標，開發本集團在金融及非金融領域間產生協同作用的潛力，對中央政府視澳門為中國及葡語國之商貿平台的計劃給
予特別重視。
必利勝銀行於二零零五年維持穩定增長，資產淨值對比二零零四年增長 7.3% 。
去年全年純利為$ 11,017,796.36澳門元。而銀行各項產品，尤其是貸款及客戶資金方面，錄得可觀性增長，對比二零零四年，分
別增長 71% 及 108% 。
按照目前最新的發展趨勢及進行中的計劃，前景令人鼓舞，本行對未來抱樂觀態度。
本行繼續保持高償付能力比率（34.7%），並密切注意一切可能影響其結構之組合的市場變動，以達到預期本行的目標。

溢利分配建議
按有關法規及本行之組織章程，謹將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溢利，總數澳門幣一仟一佰零一萬七仟七佰九拾六
元三角六分之分配建議，呈交週年股東大會審批如下：
撥入法定儲備金 （a）

澳門幣 2,203,559.27

撥入保留盈餘

澳門幣 8,814,237.09

（a）按有關法規，相等於溢利之20%

董事會
二零零六年二月十五日於澳門
外部核數師報告概要
致: 澳門必利勝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東

本核數師已根據國際審計準則及澳門核數準則審核澳門必利勝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
表，並在二零零六年二月十五日就這些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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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核數師意見，隨附基於上述財務報表編制的帳項概要與上述財務報表相符。
為更全面了解該銀行於年度間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帳項概要應與相關的經審計年度財務報表一併參閱。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零六年二月十五日於澳門

監事會意見書
根據有關法律規定，本監事會就有關職責現提交工作報告，並就必利勝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呈交的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賬目文件發表意見。
董事會報告書準確並充分地反映了必利勝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在二零零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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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利勝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截至二零零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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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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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於澳門
領導機構
股東大會執行委員會
Ricardo Espírito Santo Silva Salgado（主席）
Maria de Lurdes Nunes Mendes da Costa（第一秘書）
Rui Luís Cabral de Sousa（第二秘書）
董事會
José Manuel Trindade Morgado（主席）
Carlos José Nascimento Magalhães Freire
João Manuel Ambrósio 吳川柱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九日辭任）
Rui Manuel Fernandes Pires Guerra
Manuel Alexandre da Rocha Barreto
Luís Manuel da Costa de Sousa de Macedo（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九日辭任）
Amílcar Carlos Ferreira de Morais Pires
執行委員會
José Manuel Trindade Morgado （主席）
Carlos José Nascimento Magalhães Freire （副主席）
João Manuel Ambrósio 吳川柱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九日辭任）
Manuel Alexandre da Rocha Barreto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委任）
監事會
Ricardo Abecassis Espírito Santo Silva （主席）
José Manuel Macedo Pereira
Wu Chun Sang 胡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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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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

百分率

歐洲私人服務（澳門）有限公司

25%

必利勝財經研究有限公司

90%

主要股東

股東

持股量

百分率

Banco Espírito Santo, S.A.

199,500

99.75%

（是項刊登費用為 $15,626.00）
(Custo destas publicações $ 15 6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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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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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門 國 際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根據七月五日法令第 32/93/M 號核准之金融體系法律制度第七十五條之公告）
資產負債表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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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LUSO INTERNACIONAL, S.A.
(Pulicações ao abrigo do artigo 75.º do RJSF, aprovado pelo Decreto-Lei n.º 32/93/M, de 5 de Julho)
Balanço anual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5
MOP

MOP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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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營業結果演算
營業賬目
澳門幣

損益計算表
澳門幣

總經理

總會計師

葉啟明

蔡麗霞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日於澳門

業務報告之概要
2005 年，澳門經濟在經歷快速增長之後進入了平穩發展的階段。博彩旅遊業的增長速度減緩，大型工程建設投資不斷增加，經
濟形勢依然向好， GDP 較去年增長 6.7%；經濟增長帶動了對人力資源需求的增加，使失業率保持在 4% 的較低水平。年內，澳門銀
行業整體運行平穩，發展態勢良好，效益大大提高。
2005 年，本行整體業績喜人。一年來，本行嚴格依法合規經營，奮進拼搏，開拓創新，各項業務健康發展。存款增長取得歷史
性的突破，邁上百億台階，銀行各項指標健康，資產質量達到優秀水平。截至 2005 年底，存款餘額為 108.51 億澳門元，貸款餘額為
49.46 億澳門元，分別較上年增長 31.8% 和 26.8%；全年實現稅後利潤 10,060 萬澳門元，較上年大幅增長 46.5%；股東權益回報率達
16.98% 。在取得良好業績的同時，本行引入先進的風險管理理念，內控和風險管理進一步加強。
本行2005年度能夠創造佳績，首先要感謝廣大客戶、金融界同仁和政府機構的長期一貫的信任、支持與幫助，同時亦歸功於全
體員工的全情投入、努力拼搏和無私奉獻！
2006 年，我們將秉持“誠信為本、經營智慧、駕馭風險、精藝管理”的理念，以人為本，立足當前、放眼未來，致力於提高核
心競爭力，力求獲取可持續的高回報，為澳門經濟社會的繁榮穩定作出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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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謹向各股東公告，本銀行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溢利之分配辦法如下：
本銀行除稅後之溢利
上年度盈餘滾存

澳門幣

100,604,298.91
309.04

全部可供分配之溢利
撥入法定儲備金
撥入普通儲備金

澳門幣

100,604,607.95
（20,121,000.00）
（80,483,000.00）

保留盈餘金額

澳門幣

607.95

承董事局命
呂耀明
董事長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日於澳門
監事會意見
根據澳門國際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第三十七條第一款f 項的規定，本會必須查證董事局提交之賬目的真實及公正性。
為此，本會已查閱本銀行二零零五年度之董事局報告，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財務報表，以及由羅兵咸永道會計
師事務所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日發表有關本行賬目能真實及公正地反映本銀行財政狀況的核數報告書。
基於上述審查的結果，本會認為董事局提交之財務報表及董事局報告適合提交股東平常大會審批。
監事會主席
李輝明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六日於澳門
外部核數師意見書之概要
致：澳門國際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本核數師已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所核准之核數準則及由經濟財政司司長所核准之核數實務準則完成審核澳門國際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賬目，並已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日就該份賬目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
告書。
本核數師已將隨附的賬目摘要與上述經審核的賬目作一比較。編製賬目摘要為

貴銀行董事的責任。

本核數師認為，隨附的賬目摘要與上述經審核的賬目相符。
為更全面了解

貴銀行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隨附的賬目摘要應與經審核的賬目一併參閱。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註冊核數師行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日於澳門
持有超過有關資本 5% 或超過自有資金 5% 之出資的有關機構
無
主要股東
廈門國際投資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
公司機關據位人
董事局
董事長：
董事兼總經理：
董事：

股東大會執行委員會
呂耀明
葉啟明
丁仕達
陳桂宗
朱學倫
黃明園
焦雲迪

主席：富成園發展有限公司（代表人：梁披雲）
副主席：碧而朗有限公司（代表人：蔡麗霞）
秘書：COTTON-HOUSE ENTERPRISE LIMITED（代表人：梁月仙）
監事會
主席：李輝明
副主席：桂林
成員：黃慧斌
公司秘書：梁月仙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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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de 2005
Conta de exploração
MOP

Conta de lucros e perdas
MOP

O Gerente-Geral,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Ip Kai Ming

Tsoi Lai Ha

Macau, aos 2 de Março de 2006.

Síntese do relatório de actividade
No ano de 2005 a economia de Macau, depois de um crescimento acelerado, entrou num período de desenvolvimento estável. O ritmo de
crescimento da Indústria de Jogo e de Turismo, abrandou mas, por outro lado, os investimentos em infra-estruturas continuaram a aumentar.
A economia de Macau, considerada na sua globalidade, atravessa uma fase positiva, registando-se um aumento do PIB de 6,7% em relação
ao ano passado. O desenvolvimento económico estimulou a procura de mão-de-obra, atingindo-se uma reduzida taxa de desemprego, fixada
nos 4%.
O sector bancário de Macau tem vindo a crescer de uma forma sólida e continuada, mantendo-se a tendência de desenvolvimento e um
aumento da rentabilidade.
No ano transacto o Banco alcançou excelentes resultados. Cumprindo escrupulosamente a lei e os regulamentos que regem a actividade,
apostando na inovação, o Banco atingiu os objectivos traçados, alcançando um bom nível de crescimento em todos os ramos de actividade.
O montante dos saldos dos depósitos atingiu um recorde histórico, ultrapassando os 10 biliões de patacas. A actividade comercial do Banco
manteve um crescimento sustentável e a qualidade dos produtos e serviços oferecidos atingiu um nível de excelência. No final do ano de 2005
o montante do saldo dos depósitos bancários era de MOP 10 851 000 000,00 e o montante do saldo relativo aos empréstimos concedidos era
de MOP 4 946 000 000,00 o que corresponde a um aumento, respectivamente, de 31,8% e de 26,8% em comparação com o ano anterior.
Depois de deduzidos os encargos fiscais, o lucro foi de MOP 100 600 000,00, o que se traduz num aumento notável de 46,5% face ao
exercício anterior. Também a rentabilização do capital investido pelos accionistas aumentou, alcançando os 16,98%.
A par dos bons resultados, introduzimos novos e melhorados conceitos de controlo do risco, bem como reforçámos os sistemas internos
de controlo e gestão do risco já existen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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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ámos com o contínuo apoio, assistência e confiança das autoridades reguladoras, dos nossos clientes e das demais instituições
bancárias, bem como com o esforço e dedicação dos nossos funcionários para os bons resultados que o nosso Banco obteve em 2005.
No ano de 2006, o nosso Banco, irá desenvolver um novo conceito de gestão, alicerçado nos princípios da «integridade, sabedoria, controlo
do risco e perfeita administração». Colocando sempre as pessoas em primeiro lugar, empenhando sua competitividade, e tomando medidas
necessárias no sentido de obter bons resultados, assim, prestando o seu contributo para a solidez e prosperidade económica e social de Macau.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o Banco Luso Internacional, S.A., tem o prazer em submeter aos accionistas o seguinte resultado do
exercício respeitante ao an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5:
Resultado do exercício
Resultados transitados de exercícios anteriores

MOP

100 604 298,91
309,04

Total a distribuir
Para o Fundo de Reserva Legal
Para o Fundo de Reserva Livres

MOP

100 604 607,95
(20 121 000,00)
(80 483 000,00)

Lucros não distribuídos

MOP

607,95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O Presidente
Lu Yao Ming
Macau, aos 2 de Março de 2006.
Parecer do Conselho Fiscal
Por força do disposto no artigo 37.º, alínea f) do n.º 1 dos estatutos do Banco Luso Internacional, S.A., compete ao Conselho Fiscal
certificar-se da exactidão e de forma apropriada do balanço e d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a apresentar anualmente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Submetido à consideração do Conselho, o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ferentes a 31 de
Dezembro de 2005, bem assim, o relatório da Sociedade de Auditores Lowe Bingham & Matthews — PricewaterhouseCoopers, datado de
2 de Março de 2006, no qual se afirma qu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presentam, de forma verdadeira e apropriada, a situação financeira
do Banc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5, e o lucro apurado no exercício então findo.
Examinados os documentos anteriormente mencionados, o Conselho Fiscal pronunciou-se no sentido de que o relatório 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estão em condições de serem apresentadas à apreciação e aprovação da Assembleia Geral dos Accionistas do Banco Luso
Internacional, S.A.
O Presidente do Conselho Fiscal
Lee Fai Ming
Macau, aos 16 de Março de 2006.
Síntese do parecer dos auditores externos para os accionistas do Banco Luso Internacional, S.A.
Auditámo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o Banco Luso Internacional, S.A.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5,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de Auditoria aprovadas pelo Chefe do Executiv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aprovadas pelo Secretário para a Economia e Finanças, e expressámos a nossa opinião sem reservas, no relatório de 2 de Março
de 2006.
Efectuámos uma comparação entr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qui evidenciadas, 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por nós
auditadas. A preparação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é da responsabilidad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o Banco.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estão consistente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Para um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situação financeira do Banco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analisadas em conjunto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Lowe Bingham & Matthews — PricewaterhouseCoopers
Sociedade de Auditores
Macau, aos 2 de Março de 2006.
Instituições em que detêm participação superior a 5% do respectivo capital ou superior a 5% dos seus fundos próprios
Nenhuma
Accionista qualificada
Xiame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imited (constituída em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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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mes dos titulares dos órgãos sociais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Presidente: Lu Yao Ming
Administrador & Gerente Geral: Ip Kai Ming
Administrador: Ding Shi Da
Chen Gui Zong
Zhu Xue Lun
Huang Ming Yuan
Jiao Yun Di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Presidente: Fuxing Park Development Limited
Representada por Leung Pai Wan
Vice-Presidente: Pretty Won Company Limited
Representada por Tsoi Lai Ha
Secretário: Cotton-House Enterprise Limited
Representada por Leong Ut Sin
Conselho Fiscal
Presidente: Lee Fai Ming
Vice-Presidente: Gui Lin
Vogal: Wong Wai Pan
Secretário da sociedade: Leong Ut Sin
Macau, aos 2 de Março de 2006.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91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3 9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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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澳門分行
DBS Bank (Hong Kong) LTD., Sucursal de Macau

資產負債表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Balanço anual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5

澳門幣

5795

5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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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de 2005

二零零五年營業結果演算
Conta de exploração

營業賬目
澳門幣

Conta de lucros e perdas

損益計算表
澳門幣

Representante Principal,

Gerente,

首席代表

經理

Stanley Ku

Carolina V.M. Vong

(Publicações ao abrigo do artigo 76.º do RJSF, aprovado pelo Decreto-Lei n.º 32/93/M, de 5 de Julho)
（根據七月五日法令第32/93/M號核准之金融體系法律制度第七十六條之公告）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 第二組

5798

第 21 期 –––– 2006 年 5 月 24 日

業務報告概要
澳門經濟在2005年表現良好，整體經濟增長強勁。本銀行亦藉此機會力拓各種業務，其中信貸業務較去年錄得 68%增長，而存
款亦有 37% 的增幅。
展望未來，本行將繼續為客戶提供多元化之優質銀行服務，並推出各種創新之理財產品以滿足客戶需求。
藉此，本行對客戶之支持及員工之努力深表謝意。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澳門分行

Síntese do relatório de actividade
No ano de 2005, a economia de Macau teve um resultado muito positivo, tendo sido registado forte crescimento da economia global de
Macau. Por sua vez, no ano em análise, a«DBS Bank (Hong Kong) Limited, Sucursal de Macau», esforçou-se por diversificar as suas
actividades, tendo tirado o proveito de crescimento económico de Macau. Em comparação com o ano de 2004, registou-se no ano de 2005,
um acréscimo de 68% no serviço de créditos, enquanto o depósito obteve um aumento de 37%.
Numa perspectiva de desenvolvimento de Macau, este Banco continua a prestar aos clientes mais modalidades de serviço bancário com
melhor qualidade e lançar novos produtos de investimento que vão ao encontro das necessidades dos clientes.
A finalizar, este Banco deseja aproveitar a oportunidade para manifestar o seu agradecimento pelo apoio dispensado pelos clientes em
geral e pelo empenhamento e dedicação de todo o pessoal deste Banco.
DBS Bank (Hong Kong) Limited
Sucursal de Macau.

核數師報告撮要
致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本核數師已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第23/2004號行政法規之核數準則及第68/2004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核准之核數實務準則完成
審核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澳門分行於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零
六年四月十八日就該等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報告。
本核數師認為隨附的賬項撮要與上述經審核的財務報表相符。
為更全面了解

貴銀行澳門分行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隨附的賬項撮要應與經審核的財務報表一併參閱。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澳門，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Parecer dos auditores
À DBS Bank (Hong Kong)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Examinámos,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de Auditoria, aprovadas pelo Regulamento Administrativo n.º 23/2004, da RAEM, e as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aprovadas pelo Despacho do Secretário para a Economia e Finanças n.º 68/2004,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o
DBS Bank (Hong Kong)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5, e a nossa opinião sobr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está expressa, sem reservas,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18 de Abril de 2006.
Em nossa opinião, as contas financeiras resumidas estão de acordo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trás referidas das quais elas
resultaram.
Para um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situação financeira da Sucursal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analisadas em conjunto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rnst & Young Auditores
Macau, aos 27 de Abril de 2006.
（是項刊登費用為 $8,56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8 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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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BANCO DA AMÉRICA (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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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負債表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Balanço anual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5

MOP
澳門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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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de 2005

二零零五年營業結果演算
Conta de exploração

營業賬目
MOP
澳門幣

Conta de lucros e perdas

損益計算表

O Administrador,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董事會成員

會計主任

Cheong Kin Hong

Leng Man I

張建洪

凌敏儀

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於澳門
Macau, 22 de Fevereiro d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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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意見書
本銀行之資產負債表，營業決算及損益表，是依照本澳法例而編製並經本行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審核完竣，足以顯示
本銀行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真實公平財務狀況及截至該日之全年溢利。
監事長
姚榮輝

謹啟

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於澳門

董事會報告書
董事會謹向各股東公告，本銀行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溢利其分配辦法如下：

除稅前溢利（已除營業開支，資產之折低及各項準備金）
減：稅項準備金
本年度純利
加：年初滾存溢利
可供分配溢利
董事會建議分配如下：
法定公積金
結餘撥轉下年度

澳門幣
42,692,194.59
3,620,185.00
39,072,009.59
61,642,172.19
100,714,181.78
4,000,000.00
96,714,181.78

業務報告
隨著過往數年經濟高速增長，澳門經濟增長於二零零五年度稍作放緩，然而，受惠於因賭權開放吸引而來的龐大外國投資相繼投
入，促使澳門經濟得以持續增長。而遊客數目亦繼續上升，消費信心增加。未來經濟前景非常樂觀。而事實上，憑藉澳門特區的明確
經濟發展路向，中央政府的積極支持和配合，澳門已由一個平凡的小城邁向成為一個以旅遊及娛樂博彩業為主導的國際城市。
受惠於澳門經濟快速增長，本行年內業務在各方面繼續有理想的增幅。貸款及存款業務比對往年同期分別錄得百份之四十二及百
份之九的增長，非利息收入增加百份之十五，而淨利息收入增長更達百份之三十九。除稅後溢利增加百份之六十。貸款質素保持非常
滿意水平。有此佳績，本人在此衷心感謝客戶的信賴和支持及全體員工的努力。
為吸取澳門特區經濟發展帶來更多的商機，本行將繼續積極拓展個人及商業銀行業務，將於本年第二季度在本澳高士德區開設第
三間分行，為客戶提供更完善、多元化、嶄新及優質的理財產品及服務。
董事長
錢乃驥

謹啟

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於澳門
持有超過有關資本 5% 或超過自有資金 5% 之出資的有關機構：
無
主要股東名單：
美國銀行（亞洲）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
本公司主要組織：
董事會
錢乃驥先生

董事長

康耀威先生

董事

馬志文先生

董事

李慧明又名李寶娜女士

董事

張建洪先生

董事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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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珮芳女士

董事（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九日離任）

劉少峰先生

董事（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九日離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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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
姚榮輝先生

監事長

郭珮芳女士

監事（於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七日委任）

何美華小姐

監事 - 核數師

張煒雄先生

監事（於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七日去世）

股東會執行委員會
馬志文先生

主席

曾美娟女士

秘書

盧智筠小姐

副秘書

曾美娟女士

公司秘書

外部核數師意見書之概要
致：美國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本核數師已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所核准之核數準則及由經濟財政司司長所核準之核數實務準則完成審核美國銀行
（澳門）
股份有限公司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就該份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
的核數師報告書。
本核數師已將隨附的財務報表摘要與上述經審核的財務報表作一比較。編製財務報表摘要為

貴銀行董事的責任。

本核數師認為，隨附的財務報表摘要與上述經審核的財務報表相符。
為更全面了解 貴銀行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隨附的財務報表摘要應與經審核的財務報表一併參閱。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註冊核數師行
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於澳門

（是項刊登費用為 $10,05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0 0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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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 OF CHINA LIMITED, Sucursal de Macau

資產負債表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Balanço anual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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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營業結果演算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de 2005

營業賬目
Conta de exploraç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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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計算表
Conta de lucros e perdas

總經理

會計主任

Director-Geral,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Zhang Hong-Yi

Iun Fok-Wo

業 務 發 展 簡 報
經過2004年的快速增長後，2005年澳門經濟增速適度放緩，並在旅遊博彩業的帶動下逐步擴展至其他經濟領域。內部消費和投
資轉強，商業活動及房地產交投保持活躍。本地銀行業雖然仍面對資金過剩、信貸需求相對疲弱、市場競爭激烈等經營壓力，但受
惠於澳門整體經濟穩定增長，以及市場利率由極度偏低轉為迅速上升的客觀有利因素，傳統業務利差得以擴闊，整體經營業績在上
年較快增長的基礎上進一步大幅上升。
2005 年是本行向持續健康發展目標前進並已見成效的關鍵一年。在業務發展方面，本行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以客戶為中
心，改進前線營銷服務方式和內部操作流程，加大科技創新力度，推出了多項金融投資產品，公司、零售及中間業務發展理想。在
經營管理方面，繼續加強全面風險管理和內控機制建設，改善和調整司庫管理組織架構，致力提高反洗錢工作的水平，綜合管理水
平進一步提高。業績方面，面對較為有利的經營環境，本行抓住機遇，積極改善經營管理，在廣大客戶的支持和全行員工的努力下，
取得了理想的經營業績，稅前利潤實現倍數增長。優良業績的取得除了淨利息收入顯著增加外，還包含了部分呆帳準備回撥，以及
出售及待售長期投資項目確認的 4 億多元特殊收入因素。
展望 2006 年，預期外部環境審慎樂觀，本地整體經濟可保持平穩增長，為銀行業的經營帶來發展空間。但資金供過於求，人力
資源需求緊張，同業間競爭激烈等挑戰仍將持續。本行將進一步改善和加強經營管理，以改革促發展，向管理要效益。同時，繼續
配合特區政府的經濟金融政策，協助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和發展。一方面大力拓展主流業務和中間業務，加快產品創新，拓寬交易
渠道，為零售和公司客戶提供更全面、優質的銀行服務；另一方面進一步健全全面風險管理和內控機制建設，嚴格依法合規經營；
按照特區政府會計準則和反洗錢政策與國際接軌的要求，提高風險管理能力和經營管理水平，努力實現持續健康發展的目標。
總經理

張鴻義

Síntese do relatório do desenvolvimento das actividades
Após o maior crescimento económico do ano de 2004, a velocidade do crescimento económico do ano de 2005 foi adequadamente
diminuída. O que, impulsionado pelo turismo e jogos, estendeu, gradualmente, aos outros sectores da economia de Macau. O consumo
interno e investimento local estava a crescer de forma reforçada e manteve-se a prosperidade da praça comercial e do mercado imobiliá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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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ora o sector bancário sentiu-se sob a pressão da exploração em face dos excedentes de capitais locais, o crédito aproveitado e exigido,
relativamente, em menor escala e a forte concorrência do mercado, beneficiou-se do crescimento estável da economia global de Macau e
da larga das margens de juro dos serviços tradicionais, devido aos factores objectivos favoráveis de que a taxa de juro de mercado que
aumentou de extrema baixa para crescente. Entretanto, baseando no crescimento rápido das actividades da exploração do ano passado, o
resultado global das actividades da exploração, se elevou, ainda mais de grande envergadura.
O ano de 2005 foi um ano crucial em que se registou o bom resultado no sentido de marchar a passos largos ao objectivo de desenvolvimento
sustentado e saudável. No âmbito do desenvolvimento das actividades de exploração, Bank of China Limited, Sucursal de Macau,
sinceramente, concretizou o conceito do desenvolvimento científico, persistindo em tratar seus clientes como alvo de atenções e
considerações, melhorando a forma dos serviços de marketing dos departamentos da linha da frente e o processo de manobra interna,
reforçando o processo de renovação científica e tecnológica, promovendo alguns novos produtos de investimentos financeiros, o que
contribuiu ao desenvolvimento ideal nas actividades particulares, empresariais e intermediárias; na área do exercício de gestão e exploração,
este banco veio continuar a reforçar a gestão do risco global, melhorar o mecanismo do controlo interno, aperfeiçoar e ajustar a gestão e a
estrutura institucional e organizacional da tesouraria, empregar os esforços no sentido de elevar o nível do trabalho na luta contra o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assim, elevou-se, ainda mais, o nível do excercício de gestão e exploração em geral; no domínio do resultado da
exploração, em face da conjuntura global de exploração favorável, este banco aproveitou a oportunidade de que lhe foi proporcionada e
activamente intensificou o melhoramento de exploração e de gestão. Com, não só o apoio de clientes em geral, mas também os esforços
conjuntos de toda esta instituição bancária, este banco tem conseguido o resultado ideal de exploração, e o lucro apurado antes de dedução
do imposto aumentou em número múltiplo. Os melhores resultados já conseguidos, além do aumento notável de lucro líquido, abrangeu as
restituições parciais das provisões específicas para os créditos incobráveis e da cobrança duvidosa, bem como, os factores específicos de
quatrocentos milhões de patacas dos rendimentos confirmados, derivados do investimento de longo termo, ora vendido e a ser vendido.
Ao olhar para o ano de 2006, prêve-se que a conjuntura global exterior será, prudentemente, favorável e manter-se-á ainda o crescimento
estável da economia de Macau. O que proporcionará o espaço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s actividades bancárias, no entanto, devido aos
factos de que a oferta de capital é maior do que a procura, e as insuficiências dos recursos humanos, continuará a existir o desafio das fortes
concorrências interbancárias. Este banco esforçar-se-á por aperfeiçoar e reforçar o exercício de exploração e de gestão, promover o
desenvolvimento através da reforma e conseguir a eficiência por gestão. Ao mesmo tempo, este banco continuará a adequar-se à política
económica do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bem como, colaborar na defesa da estabilidade do mercado financeiro
por um lado, e fará todo o possível para impulsionar ainda mais as actividades principais e intermediárias, acelerar o processo de criação e
renovação de novos produtos financeiros, ampliar os canais de transacção no sentido de prestar aos clientes particulares e empresariais, os
serviços bancários mais abrangentes e de melhor qualidade por outro. Este banco intensificará o aperfeiçoamento da gestão do risco global
e o mecanismo do controlo interno, e fará, rigorosamente, suas actividades bancárias nos termos dos regulamentos e de acordo com a lei.
Segundo as normas de contabilidade do Governo da RAEM e as políticas na luta contra o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e as exigências da
prática internacional neste aspecto, este banco elevará as capacidades da gestão do risco global e o nível do exercício de gestão e exploração,
evidando todos os esforços para atingir o objectivo do desenvolvimento saudável.

Director-Geral,
Zhang Hong-Yi

核數師報告概要
致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總經理
本核數師已根據《國際審計準則》及《澳門審計準則》審核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財務報表，並在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出具的報告中，就上述財務報表是否已按照第 32 / 93 / M 號法令、澳門《商法典》第
一卷第三編及該財務報表附註 2 所載的會計政策編製，提出了無保留意見。
我們認為，隨附按上述財務報表編製的賬項概要與財務報表正文相符。
為了更全面了解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於該年度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賬項概要應與相關的經審計財務報表一併參
閱。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於澳門

Síntese do relatório dos auditores externos
Para o gerente-geral do
Bank of China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Examinámos,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Internacionais de Auditoria e Normas de Auditoria de Macau,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o
Bank of China Limited, Sucursal de Macau,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5, e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23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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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ço de 2006, emitimos a nossa opinião, sem reservas, sobre se ess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estão preparadas de acordo com o Decreto-Lei n.º 32/93/M, com a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estabelecidas no Título 3 do Livro 1 do Código Comercial de Macau, e com a Nota 2 às cita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Em nossa opinião, as contas resumidas anexas estão de acordo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cima referidas das quais elas resultaram.
Para um melhor entendiment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e resultado anual das operações da Sucursal, as contas resumidas devem ser analisadas
em conjunto com as correspondente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do ano.
KPMG
Macau, aos 23 de Março de 2006.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29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2 2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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