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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證署公告及其他公告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ANÚNCIOS NOTARIAIS E OUTROS

（2）有對會務提出批評及建議的權
利；
（3）享有本會舉辦之福利、文教、
康樂、培訓活動的權利。
第六條——會員義務：
（1）遵守會章及執行決議；

澳門商務旅遊服務協會
英文名稱為“Macau Business Travel
Services Association”
英文簡稱為“MBTSA ”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一日，存檔於
本署之2012/A S S/M2檔案組內，編號為
130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商務旅遊服務協會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
中文：澳門商務旅遊服務協會；
英文：Macau Business Travel Services Association；英文簡稱：MBTSA；
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宋玉
生廣場181-187號光輝集團商業大廈4樓I
室。理事會可根據情況遷至本澳其他地
方。
第三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以
推動發展澳門高端商務旅遊業為主導；
熱愛祖國，熱愛澳門，致力打造澳門高
端消費新模式，提供專業的巿場策劃、
會員拓展及高端消費服務平臺，促進澳
門商務旅遊業發展及競爭力。
第二章

（2）按期繳納會費；
（3）參與和促進本會各項工作；
（4）不作損害本會聲譽的行為。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七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
力機構，負責修改會章及內部規章；選
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監事會成
員；審批理事會工作報告；決定會務方
針。

第五條——會員權利：
（1）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第四章
其他規定
第十四條——本會的經費來源自會
費和接受會員及社會各界熱心市民與團
體企業的捐助；
第十五條——本會設內部規章，訂
定人事、行政、財務和紀律細則，由會
員大會通過後執行。
第 十 六 條 —— 本 章 程 如 有 未 盡 善
處，得由理事會提出修改議案，交會員
大會審議修改之。修改章程的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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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um
de Junho de dois mil e doze. — A Ajudante,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4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44,00)

第八條——會員大會主席團由三人
以上成員組成，設會長一名，副會長、
秘書若干名組成，成員必須為單數，每
屆任期為三年。

第 二 公 證 署

第 九 條 —— 會 員 大 會 每 年 舉 行 一
次，在必要情況下，經不少於二分之一
會員以正當理由提出的要求，亦得召開
特別會議。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於最少提
前2-3星期以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通知，
並載明開會日期、時間、地點、議程。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第 十 條 —— 理 事 會 為 本 會 執 行 機
構，由會員大會選出五名或以上成員組
成，其中包括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
常務理事及理事若干名組成，成員必須
為單數。每屆任期為三年。

澳門行政倫理學會

第十一條——理事會負責執行會員
大會決議及日常具體會務工作，於每年
會員大會上，出示同年的會務報告、財
務報告。

會員
第四條——凡是在本澳從事高端服
務性行業相關機構之從業人員，認同本
會宗旨並願意遵守本會會章者，均可申
請入會，經本會理事會批准，繳納會費
後即可成為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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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
構，由會員大會選出三名或以上成員組
成，其中包括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
監事若干名組成，成員必須為單數。每
屆任期三年。
第十三條——監事會負責監察理事
會日常會務運作，查核本會之財產及編
制年度監察活動報告。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a Ética
Administrativa de Macau”
葡文簡稱為“AEAM”
英文名稱為“Macao Administrative
Ethics Association”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一日，存檔於
本署之2012/A S S/M2檔案組內，編號為
129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第一章
名稱、宗旨、會址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行政
倫理學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a Ética Administrativa de 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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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文簡稱為“A E A M”，英文名稱
為“M a c a o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v e E t h i c s
Association”。
第二條——本會屬非牟利團體，宗
旨為積極關注及組織行政倫理的學術活
動、弘揚中國傳統倫理價值和文化、推
動澳門行政倫理的研究發展。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噶地
利亞街32號新亞大廈3樓B。
第二章

第五章
監事會
第十一條——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
會，三人或以上組成，設監事長一人，
副監事長和監事若干人，總人數必須為
單數。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三
年，可連任。負責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
運作和財政收支。
第十二條——本會所召開的所有會
議須經出席會議的有關成員半數以上同
意，始得通過決議，法律要求特定多數
者除外。

會員
第四條——從事公共行政研究或具
豐富行政倫理學術研究經驗的專家學
者、研究人員，或具備公共行政相關的
學士學位並對行政倫理研究有興趣者，
經理事會批准得成為會員。

第六章
榮譽職銜
第十三條——本會得設榮譽會長、
顧問，為本會工作提供意見。
第七章

第五條——會員享有選舉權及被選
舉權、參與本會舉辦活動的權利，以及
有遵守會章、決議和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會員大會
第六條——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
大會、理事會、監事會。
第七條——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
員大會。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以
掛號信方式，或最少提前八日透過簽收
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
期、時間、地點及議程。每年舉行至少
一次，須半數會員出席，若不足，則順
延半小時，屆時出席會員可自行召開。
會員大會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
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和監事會的成
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批理事會工作報
告。
第八條——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
副會長若干人。任期三年，可連任。
第九條——會員大會每年至少舉行
一次。每次會員大會如法定人數不足，
則於超過通知書上指定時間三十分鐘後
作第二次召集，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
寡，是次會議均視為有效。
第四章
理事會
第 十 條 —— 本 會 執 行 機 構 為 理 事
會，三人或以上組成，設理事長一人，
副理事長和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須為
單數。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三
年，可連任。負責執行會員大會的決策
和日常會務。

其他
第十四條——本會經費源於會員入
會費、合法資助、捐贈及會務活動或向
外提供服務之收益。
第十五條——章程的修改，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十六條——解散法人須獲全體會
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um
de Junho de dois mil e doze. — A Ajudante,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55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556,00)

第 24 期 —— 2012 年 6 月 13 日
檔於本署之2012/A S S/M2檔案組內，編
號為125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鄭觀應公立學校家長會會章
一、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鄭觀應公立
學校家長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Pais e Encarregados de Educação da
Escola Oficial Zheng Guanying”，葡文
簡稱為“APEEEOZG”。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菜園
涌邊街鄭觀應公立學校內。
第三條——本會之宗旨以增進家長
團結互助、加強家長與學校之聯繫、協
助學校開展教育活動；對學校之教育環
境、教育管理、教育組織提出意見及建
議；維護家長、學生及學校之合理權
益。
第四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
二、會員
第五條——所有就讀於鄭觀應公立
學校之學生家長及監護人、願意遵守會
章及繳交會費，即有資格申請成為本會
會員。
第六條——會員的權利
a. 參加全體會員大會，有發言權及
表決權；
b. 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c. 參加家長會活動，享受會員福利及
權益。
第七條——會員的義務
a. 會員須遵守本會會章及決議；
b. 按時繳交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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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鄭觀應公立學校家長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Pais e
Encarregados de Educação da Escola
Oficial Zheng Guanying”
葡文簡稱為“APEEEOZG”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存

c. 積極參與本會之會員大會及各項活
動；
d. 維護本會及鄭觀應公立學校的聲
譽及權益。
第八條——本會會員如嚴重破壞本
會聲譽，得由理事會給予警告，特別嚴
重者得由理事會提議，經會員大會通過
終止該會員會籍。
第九條——離校學生及其學生家長
和監護人，自動取消會員資格。
三、組織
第十條——會員大會
a. 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有權
制訂及修改會章、選舉和任免理事會及
監事會成員、訂定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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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一
名。
c. 會員大會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d.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提
前最少八天以掛號信方式為之，或最少
提前八日透過簽收方式而為之，召集書
內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
程。
e. 在特殊情況下及指明事由，經五
分之一以上的會員要求可召開會員大
會。
f. 會員大會須在三分之一以上會員出
席方為有效，如遇流會，於半小時後重
新召開，無論多少會員出席均為有效。
第十一條——理事會
a. 理事會為會員大會休會後之最高
執行機構；
b. 理事會由五名或以上成員組成，
人數為單數，包括理事長一名、副理事
長、秘書、司庫及多名理事等；
c. 理事會有權召開會員大會、執行會
員大會的所有決議、管理會務及發表工
作報告；

第十七條——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
存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社員四分之三
之贊同票。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trinta e um de Maio de dois mil e doze. —
A Ajudante,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8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840,00)

b）推廣轉化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為亞
洲綠化模範城市。
c）為澳門特區提高日常生活質素及
引入健康的生活環境。
d）增強環保技術的研究平台，作為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長遠支持。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宋玉生廣場258號
建興隆廣場21樓O，P，Q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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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支持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之
專業人士，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經本
會理事會批准後，便可成為會員。

澳門環保科技協會
第五條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Protecção
Ambiental Technologica de Macau”

會員權利及義務

d. 理事會每兩月召開一次，由理事
長或副理事長召開，若有必要時，可提
前三天通知召開；

英文名稱為“Macau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Association”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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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理事會的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
任；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存
檔於本署之2012/A S S/M2檔案組內，編
號為126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f. 正、副理事長可代表家長會出席由
學校邀請之教學會議。
第十二條——監事會

澳門環保科技協會章程
第一章

b. 監事會由三名或以上成員組成，
人數為單數，包括監事長一名、副監事
長及監事；

第一條

四、其他
第十三條——本會之經費來自會費
及其他資助。
第十四條——家長會的所有支出費
用，須由兩位或以上的理事會成員（司
庫、理事長或副理事長）簽名方為有效。
第 十 五 條 —— 本 會 可 聘 請 本 校 校
長、老師及社會人士擔任顧問。
第十六條——修改章程的決議，須
獲得出席社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三章
組織機構

a. 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監
督和審查理事會的工作，並有權要求召
開會員大會；

c. 監事會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

2）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繳
交會費的義務。

總則

第六條
機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名稱
第七條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環保科技協
會；

會員大會

英文名稱為：Macau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Association。

1）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大會，
負責制定及修改會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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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條

2）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及副主席一
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Protecção Ambiental Technologica de Macau；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
a）引進環保，綠色技術，節能和澳
門特別行政區的水資源之可持續性。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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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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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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
理事會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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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各一名。
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3）理事會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
的贊同票方為有效。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慈友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二年六月五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2年社團及財團
儲存文件檔案”第1/2012/A S S檔案組第
32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慈友會章程
第一章

第九條
監事會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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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各一名，
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3）監事會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會員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總則
第一條——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慈友會」，葡文
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Chi Iao，英文名稱
為Chi Iao Association。
第二條——本會性質及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社團，存續不設期
限。宗旨為關心社群，積極回饋社會，
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第三條——會址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或各界人士
贊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
理事會決定籌募之。
第五章
附則

本會會址設於氹仔海洋花園第一街
205號海棠苑4樓B座。經會員大會議決，
會址可遷至澳門其他地方。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會員資格
凡願意遵守會章，由本會會員推
薦，經理事會批准，方成為會員。
第五條——會員權利及義務

第十一條
法律規範
本章程未有列明之事項，將按澳門
現行有關法律。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trinta e um de Maio de dois mil e doze. —
A Ajudante,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0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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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會會員享有選舉權及被選
舉權，享有優先參與本會舉辦的活動、
獲得本會有關資料、推薦新會員和享有
本會福利的權利。
（二）本會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
議，維護本會聲譽及權益、承擔本會會
務以及繳納會費的義務。
（三）本會會員如嚴重破壞本會聲
譽，得由理事會給予警告，特別嚴重者
得由理事會提議，經會員大會通過可終
止其會籍。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六條——領導架構
（一）本會設以下領導架構：
（a）會員大會；（b）理事會；
（c）監事會。
（二）領導架構成員由會員大會選
出，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第七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由所有完全享有權
利的會員組成；
（二）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會
長若干名，秘書長一名。會長負責主持
會員大會工作。若會長出缺或因故不能
執行職務，由副會長代行職務。日常工
作由秘書長負責；
（三）全體會員每年舉行一次例行
會議；
（四）基於理事會或逾四分之一會
員要求可召開全體會員特別會議；
（五）會員大會由會長召集，會議
召集通知書須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方
式或簽收件方式召集，召集書內須載明
會議的日期、時間、地點及有關之議
程；
（六）會長按照召集通知書內指定
時間召開全體會員大會，開會時須有半
數以上會員出席，若超過指定開會時間
半小時後，出席人數仍不足，屆時不論
出席會員人數多寡，均可召開會議。除
法律另有規定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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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會員大會的職權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
（二）可委任領導架構成員或會員
擔任法庭內外相關事務的代表；
（三）制定本會的活動方針；
（四）根據會務進展需要聘請社會
人士擔任本會的名譽職位；
（五）通過民主選舉方式產生理事
會、監事會成員，必要時罷免相關領導
架構成員；
（六）審批理事會年度工作報告、
年度財政報告及監事會年度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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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由理事長一名、副理
事長一名、理事（包括秘書長）若干名
組成，理事會內總人數必須為單數；
（二）若理事長出缺或因故不能執
行職務，由副理事長代行職務；
（三）理事會會議由理事長不定期
召開。
第十條——理事會職權
（一）根據本會章程及會員大會制
定的方針，領導、管理和主持會務活
動；
（二）招收會員；
（三）向會員大會提交年度工作報
告和財務報告；
（四）訂定入會費和每年會費標準。
第十一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監事長一名、副監
事長一名、監事若干名組成，監事會內
總人數必須為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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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監事會會議由監事長不定期
召開。
第十二條——監事會職權
（一）監察理事會的日常工作並提
供意見；
（二）審查本會年度報告和財務報
告；
（三）行使其他被授予的合法權力。

（二）本會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後
施行。修改章程的決議，須獲出席會員
四分之三贊成票。
（三）本會解散的決議，解散法人
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會
員四分之三贊成票。

一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2,30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307,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茲證明本文件共6頁與存放於本署
“2012年社團及財團文件檔案組”第1
卷第7號文件之“Centro Internacional
Tr o ç a p a r a P i n t u r a e C a l i g r a f i a
Chinesas”章程原件一式無訛。
Certifico, que o presente documento
de seis folhas,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
exemplar dos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denominado «Centro Internacional Troça para
Pintura e Caligrafia Chinesas», depositado
neste Cartório, sob o número sete no maço
número um de documentos de associações
e fundações do ano de dois mil e doze.

中國書畫藝術國際交流中心

第四章

第一章

經費

名稱、宗旨及會址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會員會費及自發性資助；
（二）個人或法人贊助；
（三）其他合法來源的資助。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四條——法律規範
（一）本章程的解釋權屬於理事
會。如有未盡之處，得按澳門有關社團
的法律規定，經理事會建議交由會員大
會通過進行修改。

化藝術的交流與合作，積極參與社會
事務活動，為澳門的經濟繁榮作出貢
獻”。
第三條——會址：
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600E號第一
國際商業中心12樓05室。

二零一二年六月五日於海島公證署

章程

第十三條——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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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本會名稱：
中文名為“中國書畫藝術國際交流
中心” ；
葡文名為“Centro Internacional
Troça para Pintura e Caligrafia Chinesas”簡寫為“CITPCC”；
英文名為“International Exchange
Center for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簡寫為“IECCPC”。
本會乃非牟利團體。
第二條——宗旨：
本會宗旨為“愛國愛澳，推動中國
傳統書畫藝術，促進澳門與中國內地文

第二章
會員的資格、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一）凡認同本會宗旨
及願意遵守本會章程之成年人士，須依
手續填寫表格，由理事會審核認可，在
繳納入會會費後，即可成為會員。
（二）本會會員有權參加會員大
會；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參加本會
舉辦之一切活動及享有本會一切福利及
權利；有權對本會的會務提出批評和建
議；會員有退會的自由，但應向理事會
提出書面申請。
（三）會員有義務遵守本會的章程
並執行本會會員大會和理事會的決議；
積極參與、支持及協助本會舉辦之各項
活動，推動會務發展及促進會員間之互
助合作；按時繳納會費及其他應付之費
用；不得作出任何有損害本會聲譽之行
為。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五條——本會的組織架構為：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六條——會員大會：
（一）本會的最高權力機構是會員
大會。設有會長一名，副會長若干名。
會長兼任會員大會召集人。副會長協助
會長工作，若會長出缺或因故不能執行
職務，由其中一名副會長暫代其職務。
（二）其職權為：修改本會章程及
內部規章；制定本會的活動方針；審理
理監事會之年度工作報告與提案。
（三）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
會議，由會長或副會長召開。在必要情
況下應理事會或不少於二分之一會員以
正 當 理 由 提 出 要 求 ， 亦得 召 開 特 別 會
議。會員大會成員每屆任期三年。
（四）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
以掛號信方式為之，或最少提前八日透
過簽收之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
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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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
出。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及
理事若干名，且人數必須為單數，每屆
任期三年。
（二）理事會可下設若干個工作機
構，以便執行理事會決議及處理本會日
常會務；工作機構領導及其他成員由任
一名理事提名，獲理事會通過後以理事
會名義予以任命。
（三）其職權為：執行會員大會之
決議及一切會務；主持及處理各項會務
工作；直接向會員大會負責，及向其提
交工作（會務）報告，及接受監事會對
工作之查核。

日起生效，若有未盡善之處，由會員大
會討論通過修訂。
第 十 三 條 —— 本 章 程 所 未 規 範 事
宜，概依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二）其職權為：監事會為本會會
務的監察機構。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執
行，以及監察理事會的運作及查核本會
之財產；監督各項會務工作之進展，就
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稽核理事會
之財政收支及檢查一切賬目及單據之查
對；審查本會之一切會務進行情形及研
究與促進會務之設施。

經費
第九條——本會為不牟利社團。本
會活動經費的主要來源：一是會員交納
會費；二是接受來自各方的贊助捐款設
立會務基金；三是具體活動籌辦單位的
籌款。
第五章
章程修改
第十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
後施行。章程的修改，須獲出席會員四
分之三之贊同票的代表通過方能成立。

私人公證員

馮建業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um de Junho de dois mil e doze. — O Notário, Fong
Kin Ip.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9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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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道教協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Tauista de
Macau”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章程之修改文本已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一
日，存檔於本署之2012/A S S/M2檔案組
內，編號為128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第七條
會員的權利
（甲） ......；（保持不變）
（乙）入會滿兩年者有投票、選舉
和被選舉權；
（丙） ......；（保持不變）
（丁） ......。（保持不變）

第六章
解散
第十一條——本會解散的決議，須
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七章
附則
第十二條——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
會員大會；本會章程由會員大會通過之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英文名稱為“Macao Taoist Association”
第四章

第 二 公 證 署

二零一二年六月一日

第八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監
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監事若
干名，且人數必須為單數，每屆任期三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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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um
de Junho de dois mil e doze. — A Ajudante,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根據八月十二日第11/96/M號法律第十條之
規定，豁免有關刊登費用）

(Isento do custo da publicação, ao abrigo
do artigo 10.º da Lei n.º 11/96/M, de 12 de
Agosto)

CERTIFICADO

板樟堂營地街區坊眾互助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Mútuo
Auxílio dos Moradores das Ruas de
S. Domingos, dos Mercadores e Vias
Circundantes”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章程之修改文本已於二零一二年五月
三十一日，存檔於本署之2012/A S S/M2
檔案組內，編號為127號，有關條文內容
如下：
第二章第三條——凡在本街區及鄰
近區域居住或工作之本澳居民，不分性
別，年齡在十八歲以上，願意遵守本會
會章者，均可申請入會成為會員或永遠
會員。
第二章第六條——本會會員有下列
義務：
（1）遵守本會會章及決議；
（2）維護坊眾正當權益，努力為坊
眾服務；
（3）繳納入會基金會費。
第二章第八條——會員如有違反本
會會章，破壞本會聲譽者，得由理事會
視其情節輕重，分別予以勸告或開除會
籍。
第三章第十條——理事會及監事會
成員共二十四至二十八人，由會員大會
選舉產生，互選分工為理事及監事。任
期均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三章第十一條——理事會為本會
最高執行機關，由會員大會選出理事
二十一人至二十三人（總人數必須為單
數）。其職權如下：
（1）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2）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提出建
議；
（3）召開會員大會；
（4）處理日常會務。
第三章第十二條——常務理事會為
本會處理日常會務機構，由理事互選會
長一人、副會長四人、理事長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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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一九九九年八月三日第2/99/M號法令
《民法典》之規定辦理。

副理事長二至五人及常務理事共十五
至十九人組成（總人數必須為單數）。
理事長為理事會的最高領導人，理事會
設總務、交際、文康、福利、婦女、財
務、青年委員會等部及秘書處。各部部
長、青委主任及秘書長，均由常務理事
互選充任，理事會得視工作需要，增聘
受薪秘書及設立特種委員會。

事長一人，監事一至三人組成（總人數
必須為單數）。監事會職權如下：

（3）得列席理事會會議或常務理事
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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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第十三條——監事會為本會
監察機構。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

第六章第二十二條——本章程訂明
之處，將按澳門特區現行有關法律，以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35,00)

（1）監察理事會執行大會決議；
（2）定期審查賬目；

Está conforme.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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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水翼船務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澳門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機器及設備
遞延所得稅資產

1,276,912
6,675,196

非流動資產總值

7,952,108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預付費用及按金
現金及銀行存款

12,567,603
1,682,110
10,025,198

流動資產總值

24,274,911

資產總值

32,227,019

權益及負債
權益
股本
法定儲備
累積損益滾存

100,000
50,000
（51,060,762）

權益總值

（50,910,762）

負債
流動負債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預收收益
其他應付款項

58,809,293
81,473
24,247,015

流動負債總值

83,137,781

權益及負債總值

32,227,019

業績報告
二零一一年營運情況
年內公司港澳航線客量隨着整體市場增長而有所上升，縱使下半年間獲政府批准增加票價，惟票務收入增長加上營運效率不
斷提升下，仍不足以抵銷燃油價格飈升高達四成及其他營運成本上漲的影響，虧損情況持續。
二零一二年展望
縱使船務公司未來繼續面對市場多方面挑戰，但仍會在提供優質服務之宗旨下，努力控制成本開銷、提高
廣業務，以吸納更多旅客使用渡輪服務。

運效率及積極推

公司董事 何超瓊
二零一二年三月五日
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 遠東水翼船務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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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頒布的《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遠東水翼船務有限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並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五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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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上述經審核的財務報表相符。
為更全面了解該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財政狀況，摘要財務報表應與上述經審核財務報表一併參閱。
何美華
註冊核數師
何美華會計師事務所
澳門，二零一二年三月五日
FAR EAST HIDROFOIL COMPANHIA, LIMITADA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1
MOP
Activos
Activos não-correntes
Activos fixos tangíveis
Activos por impostos diferidos

1,276,912
6,675,196

Total dos activos não-correntes

7,952,108

Activos correntes
Dívidas a receber comerciais
Despesas antecipadas e depósitos
Balanço da caixa e do banco

12,567,603
1,682,110
10,025,198

Total dos activos correntes

24,274,911

Total dos activos

32,227,019

Capitais próprios e passivos
Capitais próprios
Capital
Reserva legal
Resultados acumulados transitados

100,000
50,000
( 51,060,762 )

Total dos capitais próprios

( 50,910,762 )

Passivos
Passivos correntes
Dívidas de sociedades relacionadas
Receitas antecipadas
Outros credores

58,809,293
81,473
24,247,015

Total dos passivos correntes

83,137,781

Total dos capitais próprios e passivos

32,227,019
Relatório de Desempenho

Situação em 2011
Durante o ano de 2011, o número de passageiros na rota entre Hong Kong e Macau aumentou na mesma medida em que se verificou
um crescimento do mercado global. No entanto, no segundo semestre, apesar de ter sido aprovado um aumento do preço dos bilhetes pelo
Governo e de ter sido melhorada a eficiência de funcionamento da companhia, o aumento das receitas não foi suficiente para compensar o
aumento de 40% do preço dos combustíveis, bem como o impacto de outros custos operacionais, mantendo-se assim uma situação de prejuízo financeiro.
Perspectivas para 2012
Ainda que a companhia de transportes marítimos continue de futuro a enfrentar os múltiplos desafios do mercado, a mesma continuará
a empenhar-se na prestação de serviços de qualidade, bem como no controlo das despesas, aumento da eficiência operacional e divulgação
activa da companhia, por forma a atrair um maior número de passageiros.
A Directora da Companhia,
Ho Chiu King Pansy Catilina.
Aos 5 de Março d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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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ório do Auditor Independente sobre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os Accionistas da Far East Hidrofoil Companhia, Limitada
(Sociedade por quotas registada em Macau)
Examinámo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Far East Hidrofoil Companhia, Limitada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que terminou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1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emitidas pelo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e expressámos nossa sem reservas sobre est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no relatório de 5 de Março de 2012.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Para um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Companhia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1,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analisadas em conjunto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Ho Mei Va
Auditor de Contas
HMV & Associados — Sociedade de Auditores
Macau, aos 5 de Março de 2012.
（是項刊登費用為 $4,96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9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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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高（澳門）有限公司
（根據八月十二日第14/96/M號法律第一條第一款之公告）
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澳門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未完成資產

4,030,146
656,214

非流動資產總值

4,686,360

流動資產
存貨
應收股東款項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
應收賬款
預付費用及按金
現金及銀行存款

163,032
17,136,504
1,028,871
12,255,431
504,815
2,011,545

流動資產總值

33,100,198

資產總值

37,786,558

權益及負債
權益
股本
法定儲備
累積損益

1,000,000
500,000
8,125,660

權益總值

9,625,660

負債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所得稅備用金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應付股東款項

7,455,144
412,029
16,477,161
3,816,564

流動負債總值

28,160,898

權益及負債總值

37,786,558

董事會報告書

董事會謹將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報告及公司帳目呈覽。
公司年中沒有改變業務，主要從事廣告服務。公司的財務狀況及業績載於隨附之年度帳目；年度純利為澳門幣3,099,376元、
年結日資本淨值為澳門幣9,625,660元。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承董事會命
常務董事

董事

Ashley James Stewart

Jason Paul East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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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報告

致 德高（澳門）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德高（澳門）有限公司二零一一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報報表由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
組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隨附由管理層編製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財務報表的撮要內容，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的內容，在所有重要方面，
與已審核財務報表的內容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德高（澳門）有限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財務報
表以及獨立核數報告一併閱讀。
何美華
註冊核數師
何美華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於澳門

JCDECAUX (MACAU), LIMITADA
(Publicações ao abrigo do artigo 1.º, n.º 1, da Lei n.º 14/96/M, de 12 de Agosto)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1
MOP
Activos
Activos não-correntes
Activos fixos tangíveis
Imobilizações em curso

4,030,146
656,214

Total dos activos não-correntes

4,686,360

Activos correntes
Inventários
Dívidas de accionista
Dívidas de companhias relacionadas
Dívidas a receber comerciais
Despesas antecipadas e depósitos
Balanço da caixa e do banco

163,032
17,136,504
1,028,871
12,255,431
504,815
2,011,545

Total dos activos correntes

33,100,198

Total dos activos

37,786,558

Capitais próprios e passivos
Capitais próprios
Capital
Reserva legal
Resultados acumulados transitados

1,000,000
500,000
8,125,660

Total dos capitais próprios

9,625,660

Passivos
Passivos correntes
Dívidas a pagar comerciais
Provisões para imposto sobre o rendimento
Dívidas de companhias relacionadas
Dívida de accionista

7,455,144
412,029
16,477,161
3,816,564

Total dos passivos correntes

28,160,898

Total dos capitais próprios e passivos

37,786,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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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vem apresentar o relatório e contas da Companhia d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1.
Não houve mudança na natureza das principais actividades da Companhia, que continuaram a ser relativas a publicidade. A situação
económica e resultados estão expressos nas contas anuais anexas, tendo o Resultado Líquido atingido MOP3,099,376 e a Situação Líquida
MOP9,625,660.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aos 30 de Março de 2012.
Administrador Executivo,

Administrador,

Ashley James Stewart 		

Jason Paul Eastwood

Relatório do Auditor Independente sobre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os Accionistas da JCDecaux (Macau), Limitada
(Sociedade de responsabilidade limitada, registada em Macau)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JCDecaux (Macau), Limitada relativas ao ano 2011, nos termos d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30 de Março de
2012, expressámos uma opinião sem reservas relativamente à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presentes constituem um resum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 que se acima se alude compreendem o balanço, à data de 31 de Dezembro de 2011, 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a demons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o capital próprio e a demonstração de fluxos de caixa relativas ao ano findo, assim como um resumo da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relevante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reparadas pela gerência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nuais auditadas a que acima
se faz referência.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Para 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sociedade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no período e âmbito abrangido pela
nossa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lidas conjuntamente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mesmas resultam e com o respectivo relatório de auditoria.
Ho Mei Va
Auditor de Contas
HMV & Associados — Sociedade de Auditores
Macau, aos 30 de Março de 2012.

（是項刊登費用為 $5,64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 6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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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務 局
澳 門 法 例
1979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1999
1999

訓令
法令
法令
法令
法令
法令
法令
法令
法令
法律、法令及訓令
法律、法令及訓令
法律、法令及訓令
法律、法令及訓令
法律、法令及訓令
法律、法令
上半年
及訓令
下半年
法律、法令
上半年
及訓令
下半年
法律、法令
上半年
及訓令
下半年
法律、法令
上半年
及訓令
下半年
法律、法令
上半年
及訓令
下半年
法律、法令
上半年
及訓令
下半年
法律、法令
上半年
及訓令
下半年
法律、法令及訓令
上半年
法律、法令及訓令
第三季
法律、法令及訓令
（中文版）
十月一日至十二月十九日

$ 15.00
$ 50.00
$ 30.00
$ 30.00
$ 70.00
$ 70.00
$ 90.00
$120.00
$ 90.00
$120.00
$230.00
$300.00
$280.00
$250.00
$110.00
$180.00
$180.00
$250.00
$200.00
$450.00
$360.00
$350.00
$220.00
$370.00
$170.00
$200.00
$170.00
$350.00
$250.00
$180.00
$220.00

1999
2000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2001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2002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2003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2004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2005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2006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2007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2008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2009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2010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2011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對外規則 批示
對外規則 批示
對外規則 批示
對外規則 批示
對外規則 批示
對外規則 批示
對外規則 批示

十二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
上半年
下半年
上半年
下半年
上半年
下半年
上半年
下半年
上半年
下半年
上半年
下半年
上半年
下半年
上半年
下半年
上半年
下半年
上半年
下半年
上半年
下半年
上半年

$ 90.00
$ 70.00
$ 90.00
$ 70.00
$120.00
$ 70.00
$ 90.00
$ 70.00
$100.00
$ 90.00
$130.00
$ 70.00
$ 80.00
$ 80.00
$ 90.00
$ 70.00
$ 90.00
$ 70.00
$ 90.00
$ 90.00
$ 90.00
$ 90.00
$ 90.00
$ 90.00
$120.00
$150.00
$200.00
$135.00
$125.00
$260.00
$300.00

IMPRENSA OFICIAL
Legislação de Macau

1979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1999
1999

Portarias
Decretos-Leis
Decretos-Leis
Decretos-Leis
Decretos-Leis
Decretos-Leis
Decretos-Leis
Decretos-Leis
Decretos-Leis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Leis, DecretosI Semestre
-Leis e Portarias
II Semestre
Leis, DecretosI Semestre
-Leis e Portarias
II Semestre
Leis, DecretosI Semestre
-Leis e Portarias
II Semestre
Leis, DecretosI Semestre
-Leis e Portarias
II Semestre
Leis, DecretosI Semestre
-Leis e Portarias
II Semestre
Leis, DecretosI Semestre
-Leis e Portarias
II Semestre
Leis, DecretosI Semestre
-Leis e Portarias
II Semestre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III Trimestre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versão portuguesa)
1 Out. a 19 Dez.

$ 15,00
$ 50,00
$ 30,00
$ 30,00
$ 70,00
$ 70,00
$ 90,00
$ 120,00
$ 90,00
$ 120,00
$ 230,00
$ 300,00
$ 280,00
$ 250,00
$ 110,00
$ 180,00
$ 180,00
$ 250,00
$ 200,00
$ 450,00
$ 360,00
$ 350,00
$ 220,00
$ 370,00
$ 170,00
$ 200,00
$ 170,00
$ 350,00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 250,00
$ 180,00
$ 220,00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Despachos Externos
Despachos Externos
Despachos Externos
Despachos Externos
Despachos Externos
Despachos Externos
Despachos Externos

印 務 局

Imprensa Oficial
每 份 售 價 $163.00
PreÇo deste nÚMero $ 163,00

20 a 31 Dez.
I Semestre
II Semestre
I Semestre
II Semestre
I Semestre
II Semestre
I Semestre
II Semestre
I Semestre
II Semestre
I Semestre
II Semestre
I Semestre
II Semestre
I Semestre
II Semestre
I Semestre
II Semestre
I Semestre
II Semestre
I Semestre
II Semestre
I Semestre

$   90,00
$   70,00
$   90,00
$   70,00
$ 120,00
$   70,00
$ 90,00
$   70,00
$ 100,00
$   90,00
$ 130,00
$   70,00
$ 80,00
$   80,00
$ 90,00
$   70,00
$   90,00
$   70,00
$   90,00
$   90,00
$   90,00
$   90,00
$   90,00
$   90,00
$ 120,00
$ 150,00
$ 200,00
$ 135,00
$ 125,00
$ 260,00
$ 3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