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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證署公告及其他公告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坑尾（英美）同鄉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一日起，
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
案組1號054/2017。
澳門坑尾（英美）同鄉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中文名為：澳門坑
尾（英美）同鄉會。
葡文名為：Associação de Conterrâneos
Keng Wei (Ying Mei) de Macau，簡稱
為：A.C.K.W.Y.M.M.。
英文名為：K e n g We i (Y i n g M e i)
Natives Association of Macau，簡稱為：
K.W.Y.M.N.A.M.。
第二條 ——會址設 於澳門祐漢 市場
街98號康樂新村第五座地下A R，在適當
時得按照會員大會決議將會址搬遷至澳
門任何其他地點。
第三條——組織性質：社團組織，澳
門合法的非牟利機構，受澳門法律管轄
保護，其一切活動均遵守澳門的法律、法
令和有關條例之規定。

第六條——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
大會，每三年進行換屆選舉，本會設會長
一人，常務副會長若干人、副會長若干人，
任期為三年，經選舉可連任。會長對內領
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會長缺席時，由
理事長或副會長依次代其職務。會長卸任
後授予永遠榮譽會長。

c）審議通過每年的工作報告、財務報
告、明年預算；

第七條 —— 理 事會：本 會 設 立理 事
會，由理事長一人，常務副理事長若干名、
副理事長若干名、常務理事若干名及理事
若干名、秘書長一名、常務副秘書長若干
名、副秘書長若干名，以單數成員組成，
任期三年，經選舉可連任。

附則

一、理事會成 員由 會員 大 會 選 舉產
生。每年召開若干次理事會，負責研究制
定 及執行有關會務活動計劃。會議決議
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票贊同方為有
效。
二、每屆理事會人數由現屆理事會最
後一次會議議決。
第八條 —— 監事會：本 會 設 立 監事
會，由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若干人及若干
名監事以單數成員組成，任期三年，經選
舉可連任，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監事會
負責審計監督本會財務及會務活動等有
關事務。會議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
數票贊同方為有效。

第四 條 —— 宗旨：本 會乃 非 牟 利 團
體，其存續不設期限，本會宗旨為愛國愛
澳、團結鄉親、聯絡鄉情，積極參與社會
事務活動，加強與內地在經濟、文化、教育
和工商業等之交流及合作，共同為晉江巿
龍湖鎮坑尾村（英美村）及澳門特別行政
區之發展作出貢獻。
第三章

第五章

第十二條——本會另設內部章程，規
範理事會轄下的各部門組織，本會會員享
有法定之各項權利及義務，即會員享有選
舉權及被選權，出席大會會議，對會提出
意見，參加本會活動等權利。以及遵守會
章，繳付入會費、年費及為本會的發展和
聲譽作出貢獻等義務。未履行上述義務、
違反會章或損害聲譽者，經理事會討論，
可喪失會員資格。
第十三條——經費來源：本會為不牟
利社團，有關經費來源主要由會員繳交之
會費及各界熱心人士捐贈或公共機構或
私人團體之贊助。
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一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03.00）

第四章

澳門青年職人發展協會

會員大會
第十條——會員大會的召集：每年至
少召開一次，召集會員大會必須提前八天
以掛號信或簽收形式通知，召集書上須載
明開會日期、時間，地點及會議之議程；
有五分之一的會員為合法的目的有權要
求召集會員大會。如會議當日出席人數不
足，於半小時後作第二次召集，屆時不論
出席人數多寡，亦可召開會議。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決議及權限：
會員大會的一般決議應絕對多數出席之
會員通過方能生效；其權限：
a）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四
分之三之贊同票。
b）選 舉 和 通 過 本 會 的 一 切 重 要 決
議；

盧瑞祥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03,00)

第 一 公 證 署

組織
第五條——會員資格：凡祖籍是坑尾
村的澳門居民，支持和認可本會章程。通
過申請，均可加入本會，並成為本會之會
員。

d）解散應有四分之三的全體會員通
過視為有效。

第九條——其他名銜：本會設創會會
長、永遠榮譽會長、榮譽會長、永遠名譽
會長、名譽會長，榮譽顧問、名譽顧問、顧
問若干人。

第二章
宗旨

ANÚNCIOS NOTARIAIS E OUTROS

證 明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一日起，
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
案組1號055/2017。
澳門青年職人發展協會
章程
第一條
總則
一、本 會 中 文名 稱 為“ 澳 門 青 年 職
人發展協會 ”（中文 簡 稱：青職協），葡
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para Desenvolvimento dos Jovens dos Empregados
d e M a c au”
，英文名稱為“ T he M a c ao
Youth Employees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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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會為一個沒有存續限期的非牟
利性民間組織，宗旨為團結本澳在職及準
備投身職場的青年熱愛祖國、熱愛澳門，
關心社會發展，同時促進青年自我成長、
素質提升和專業發展，推動青年人才訊息
共享，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
三、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天神巷21A昌
盛樓1樓，經會員大會決議可遷至本澳任
何地方。

第五條

澳門國際文化產業繁榮促進會

理事會

章程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執行機關，組成
成員必須為單數，設理事長一人，另可設
副理事長、秘書長、常務理事及理事若干
人。

第一章

二、理事會 會 議 由 理事 長 召集 及 主
持，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制定年度計
劃，統籌本會發展及處理日常具體會務。

第二條
會員
一、凡本澳18至45歲青年，贊同本會
宗旨，填寫入會申請表並經理事會審批，
即可成為會員。
二、會員享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和表
決權，有權出席會員大會會議，提出批評
和建議，參與本會舉辦的活動，以及其他
章程賦予的福利。
三、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執行議決，
推動本會會務開展，繳交會費及其他相關
義務。
第三條
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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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的監察機關，組成
成員必須為單數，設正、副監事長各一人，
監事若干人。
二、監事會 會 議 由監事長 召集 及 主
持，負責監察本會會務運作和財務情況。
第七條
經費
本會的經費來源包括會員會費，政府
及社會各界的資助或捐贈，以及其他一切
合法收入。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名稱為澳門國際文化 產業繁榮
促進會，葡文名稱：“Associação de Promoção da Indústria da Prosperidade
de Macau Cultural Internacional”
，
葡文簡稱：“A P I P M C I ”，英文名稱：
“Prosperity Macau International Cultural
Industry Promotion Association”
，英文簡
稱：“PMICIPA”
。
第二條
宗旨
促進澳門國際文化產業的繁榮發展，
加強澳門與其它地區的文化交流，把其它
地區文化產業的企業引入澳門，並協助其
在澳門發展，同時，也協助澳門本土文化
產業企業到其它地區發展，把其它地區的
文化產業的先進經驗引入澳門，增強澳門
本土文化產業企業的競爭力，同時也把澳
門的文化優勢與特色推廣到其它地區。
第三條

一、本會的組織架構包括會員大會、
理事會和監事會，其成員透過選舉產生。
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第八條

會址

附則

二、本會可聘請名譽會長、名譽顧問、
顧問及其他名譽職銜推進會務發展。

本會章程解釋權屬會員大會，當中如
有未盡完善處，按本澳相關法規規範，或
按相關規定進行修改；會員大會亦可按本
章程規定制定內部規章。解散本會須獲全
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本會住所在地址：澳門新口岸宋玉生
廣場建興龍廣場15樓E，透過理事會決議
可將會址遷往澳門其他地方及可在外地
設立辦事處。

第四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關，
設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人。
二、會員大會原則上每年召開一次平
常會議，由理事會召集，如遇重大或特別
事項得召開特別會員大會。會員大會的召
集須至少提前八天以掛號信或透過簽收
之方式通知會員，該召集書內應註明會議
的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三、召開會員大會時，由會長主持。會
員大會會議須在多於半數會員出席時方
可進行；倘出席人數不足，可於半小時後
進行第二次召集，且不論人數多少都可進
行會議。會議決議以出席會員絕對多數票
同意生效，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之贊成票。
四、會員大會的職權是審批理、監事
會各項提案、工作計劃及報告、財務報告；
修訂組織章程；選舉或罷免會長、副會長
及理監事會成員；決定會務方針以及其他
重大事項。

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一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 1,56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566,00)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
後，便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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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享
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證 明 書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CERTIFICADO

第三章

澳門國際文化產業繁榮促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 文本已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五日存
檔於本署2017/ASS/M3檔案組內，編號為
154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組織機構
第六條
機構
本 會組 織 機 構 包 括 會員 大 會、理事
會、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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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第五章

第二章

會員大會

附則

會員

（一）會員 大 會 為 本 會最 高 權 力 機
關，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會長、副會長、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
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
作報告。

第十一條

第四條

附則

會員資格

本章程 未列明之事宜概依澳門現行
法律規範執行。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
後便可成為會員。

（二）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
及秘書若干人，總人數必須為單數。每屆
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
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
及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
會員大會。

二零一七年五月五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8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840,00)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方可通過；解散
本會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
同票方可通過。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第八條

證 明 書

理事會

CERTIFICADO

第 二 公 證 署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享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或
福利的權利。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繳交
會費及為本會舉辦的社會公益活動作出
貢獻的義務。
（三）會員不得作出任何有損本會宗
旨及聲譽的行為。如有違反者，將通過會
員大會勸告或開除會籍。
第三章

（一）理事會為本會行政管理機構，
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

澳門健康推廣協會

組織機構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 員 組 成，設 理事長 一名、副 理事長 及
理事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 文本已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四日存
檔於本署2017/ASS/M3檔案組內，編號為
151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第六條

（三）理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九條

澳門健康推廣協會
章程

（三）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
經費
本會之 經費由會員繳 納會費及舉 辦
活動之收入；同時接受社會人士、本會榮
譽及名譽領導和會員之捐款，以及每年向
政府有關部門申請資助。

第七條
會員大會

總則

（一）本 會最 高 權 力 機 構 為 會員 大
會，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主席、副主席、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
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
作報告。

第一條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 員 組 成，設 監事長 一名、副 監事長 及
監事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本 會組 織 機 構 包 括 會員 大 會、理事
會、監事會。及本會章程之解釋權歸理事
會所有。

第一章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機構

名稱
本 會 中 文 名 稱 為“ 澳 門 健 康 推 廣
協會”，英文名稱為“M a c a u We l l n e s s
Promotion Association”
。（以下簡稱本
會）。
第二條
宗旨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
一名及秘書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
續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
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
及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
會員大會。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希望在澳
門，創立及建立一個活躍的社群，供志同
道合的好友們一同交流、分享的天地，散
播有趣的健康資訊，為大家的健康生活帶
來新的價值。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三條

第八條

會址

理事會

本會會址設 於澳門新口岸冼星海大
馬路金龍中心15樓I座。

（一）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會，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日常具體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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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若干
名，理事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
選連任。
（三）理 事會 會 議 每 三個月召開 一
次。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
方可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
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九條
監事會
（一）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會，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若干
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 會 議 每 三個月召開 一
次。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
方可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
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應對
氣候變化，跟蹤和研究國內外低碳發展的
新形勢和新舉措，探索基於市場機制的低
碳發展政策，推動有利於澳門低碳發展的
產業結構調整市場模式的創新實踐；發揮
橋樑和紐帶作用，建立政府與工商企業、
科研機構及非政府組織關於低碳發展的
溝通管道；建立國內、國際低碳發展技術
交流與合作平台。

第四章
會議

3. 本會地址：澳門新口岸宋玉生廣場
181-187號光輝苑（光輝商業中心）12樓G
室。
第二章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會員
4. 凡從事和有意向投身於低碳經濟
發展的企業或個人，願意遵守會章，經本
會會員推介，經理事會通過，可成為正式
會員。
5. 會員權利及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經費
（2）批評及建議；
第十條

（3）遵守會章及決議；

經費

二零一七年五月四日於第二公證署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
項工作，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一名或
多名、監事一名或多名，（總人數必須為
單數），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11.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如有需
要，理事會可召開會員大會。另外，如有
三分之一理事會成員或三分之二基本會員
聯名要求，便可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第四章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費、接受社會各界
人士和政府之資助及其他合法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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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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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所有組織會議，必須要半數以上
全體成員參加，方可作出決議。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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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
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15. 修改章程的決議，須獲出席會員
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16. 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五章
經費
17. 本會經費源於社會贊助和會費。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0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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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1.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低碳經濟發
展促進會”
。

18. 本章程之解釋權屬理事會。
二零一七年五月四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54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546,00)

（2）選舉會長、副會長、秘書及理監
事會成員；
（3）決定會務方向。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章程

總則

附則

（1）制定或修改會章；

澳門低碳經濟發展促進會

第一章

第六章

組織架構
7.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名、副會長一名或多名、秘書一名，
管理機構人數總體數目最多為13名。每屆
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會員大會的職權
如下：

澳門低碳經濟發展促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 文本已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四日存
檔於本署2017/ASS/M3檔案組內，編號為
150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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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證 明 書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CERTIFICADO

（3）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一
名或多名，理事一名或多名（總人數必須
為單數），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澳門反洗錢師專業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 文本已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五日存
檔於本署2017/ASS/M3檔案組內，編號為
156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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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反洗錢師專業協會

第二章

章程

會員及其權利和義務
第四條

第一章

會員資格

總則

b）不履行會員義務；
c）會員如連續不繳會費達二年以上
或 逾期經本會通知仍不依限 繳 納會費
者，停止其一切權利。但補繳會費後，得
恢復其權利。

會員分為：
第一條

本 會名稱 為“ 澳 門反洗 錢 師 專 業 協
會”
，英文名為“Macau Anti-Money Laundering Specialists Association”
，英文簡稱
為“MAMLSA”
。
第二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蘇亞利斯博士大
馬路中國銀行大廈三十樓。經 理事會決
議，會址可遷往本澳其他地方，以及按需
要設立分區辦事處或其他形式的代表機
構。

凡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或合法在澳
門工作證明，且具本會認可之反洗錢師專
業資格認證者，均可申請成為會員，經資
格審查後經理事會批准可成為會員。
（二）預備會員
凡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或合法在澳
門工作證明的且計劃報考本會認可之反
洗錢師專業資格認證者，可申請並經理事
會批准後成為預備會員；如預備會員具會
員之資格後，經報備自動成為會員；預備
會員必須在成為預備會員後1年內取得專
業資格，如有特殊原因未能於期限內完成
者可申請延期，並由理事會按實際情況評
定。

第三條
宗旨

第五條
會員（泛指會員及預備會員）權利

本 會屬非 牟 利組 織，其 存 立 並 無 期
限。本會的宗旨為：
（一）愛國愛澳，遵循澳門反洗錢/反
恐怖融資法律法規和監管要求，促進及推
動澳門反洗錢/反恐怖融資專業知識之提
升；
（二）積極開展澳門反洗錢/反恐怖融
資研究，推動特區反洗錢/反恐怖融資建
設，促進澳門經濟健全發展；

會員具有以下權利：
（一）出席會員大會，具投票權，選舉
權及被選舉權；
（二）參加本會舉辦的活動及獲得本
會提供的資訊之權利；
（三）享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或服務
的優先權；
（四）對本會會務提出建議及意見。

（三）提升本地反洗錢 /反恐怖融資
研究的前瞻性和專業水平以達至國際標
準，打造反洗錢/反恐怖融資知識平台，配
合本澳特色金融發展；
（四）組織會員與政府、專業機構或
協會 等不同行業組 織的合作交流，提 升
澳門公私部門之反洗錢/反恐怖融資知識
與技巧，專業水平，向社會各界傳遞反洗
錢/反恐怖融資的專業知識；
（五）團結澳門反洗錢從業人員，開
展反洗錢/反恐怖融資專業的教育培訓，
舉辦各種研討會、培訓班，努力提高會員
的專業業務水準，對外提升澳門國際專業
地位及形象；
（六）加強同國內外反洗錢/反恐怖融
資領域學術團體之交流和學習；
（七）可透過合作或從屬的形式與其
他國內外相關組織及機構建立關係。

第八條

（一）會員

名稱

紀律處分
凡違反本會章程、內部規章之條款及
參與損害本會聲譽或利益活動的會員將
由理事會作出下列處分，不服從裁決者須
於裁決後三十天內向會員大會主席團提
出書面上訴：
（一）口頭警告；
（二）書面警告；
（三）暫停會員權利最高至六個月，
在此期間所繳交會費不獲退還；
（四）開除會籍（下列情況均得以處
分）：
1. 凡會員因違反 及不遵守會 章 或 損
害本會名譽或利益行為，經理事會議決後
可開除其會員資格；
2. 作出損害本會之聲譽行為或嚴重
危害本會之利益者；
3. 利用本會名義而謀取私利者；
4. 被法院裁定觸犯刑事罪行或違反
職業道德操守者。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

第九條

會員義務

機構設置

本會會員具有以下義務：

本會設置的機構為：

（一）繳納入會費及會員年費；

（一）會員大會；

（二）遵守本會章程並執行本會的決

（二）理事會；

議；
（三）參與、支持及協助本會舉辦之
各項活動；
（四）維護本會的專業形象及聲譽，
不得作出任何有損本會聲譽的言行。
第七條

（三）監事會。
第十條
任期
本會各機構成員的任期為3年，可連
選連任。

會籍之取消
在下列情況下，經理事會決議將喪失
會員資格，已繳納之費用概不退還：
a）自行要求退會；

第十一條
不得兼任
監事會成員不能兼任理事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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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過修改本會章程和內部規章；

第十二條
會員大會
（一）組成
會員大會由所有享有會員權利的會員
所組成。
（二）會議
1.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議，
旨通過上年度理事會工作報告、財務報告
及監事會報告，以及就召集書列出的事項
投票決定；
2. 本會各機構成員的選舉每3年於會
員大會平常會議中舉行；
3. 理事會可主動或應不少於五分之一
全體會員的合法要求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會議。
（三）召集之方式
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以掛
號信方式為之，或最少提前八日透過簽收
之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
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四）運作
1. 屬首次召集的會員大會，如果出席
會員未過半，不得作任何決議；

4. 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四
分之三之贊同票；
5. 解散本會、會員大會主席團、理監
事會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
同票。

4. 審議通過理事會提交的工作報告、
財務報告和監事會的意見書；
5. 按照本會章程第三條所列的宗旨，
決定會務方針；
6. 通過理事會提交的活動計劃和工
作任務；
7. 解散本會、會員大會主席團、理監
事會；

（七）會員大會主席團
1. 大會主席團由會員大會選出，須獲
出席人員之三分之二之贊同票。主席團設
一名會長、可設若干名副會長。如需屆中
調整主席團成員，由會員大會決定；
2. 主席團的職能包括：主持和結束會
議，並 提名和主 持本會各機構成員的就
職；會員大會閉會期間，主席團行使最高
權力；會長為本會會務最高負責人；

1.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監事會由
會員大會選出，成員人數不確定，其數目
必須為單數；
2.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若
干名、監事若干名，由其成員互選產生。
（二）職權
監事會為本會會務的監察機構，其職
權如下：
1. 監察會員大會的決議的執行；
2. 監 督理事會的運作及各項會務工
作的進展；
3. 查核本會之財產；
4. 就其監 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及提
出意見；
5.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提出意見；
6. 履 行 法 律 及 章 程 所 載 之 其 他 義
務。

3. 若會員大會會長不能視事時，由會
員大會副會長代任。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三條

第十五條

理事會

本會經費來源

（一）組成
1. 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機構，理事會
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成員人數不確定，
其總數目必須為單數；
2.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若
干名、理事若干名及秘書長一人，由其成
員互選產生。

（一）會費；
（二）各界人士、機構或實體的捐獻、
津貼或資助；
（三）在 正常 開 展活 動 中取得 的 收
入；
（四）其他合法收益。

（二）職權
為本會會務執行機構，其職權如下：
1.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1. 會員得透 過授權書委任本會其他
會員代表出席於平常或特別會議並代行
投票；

3. 被授權者得代表多位會員出席會
議及投票。

（一）組成

8. 審議法律及章程沒有規定屬於其
他機構職權的事項。

（五）透過代表投票

2. 授權書必須由授權人簽署，以信函
或傳真形式送交會員大會主席團；

監事會

3. 審議通過每年的工作報告、財務報
表、翌年活動計劃及預算；

2. 第一次召集的時間已屆，如果出席
會員未過半，則於半小時後視為第二次召
集，屆時則不論出席之會員人數多少，有
關決議均視為有效；
3. 決議 取決 於出席 會員之 三分之二
之贊同票，但不影 響以下各 款 規定 之 適
用；

第十四條

2. 主持及處理各項會務工作；
3. 安排會員大會的一切準備工作；
4. 向會員大會提交年度管理報告，包
括本會的財政預算、追加預算、工作報告、
財務報告等；

第五章
主要活動及工作
第十六條
本會主要活動及工作
（一）跟進國際組織對反洗錢/反恐怖
融資最新資訊和研究；

5. 批准入會申請，對違例會員進行處
分；

（二）承接各類（如有）反洗錢/反恐
怖融資課題，向同業或不同界別等提供建
議；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其職
權如下：

6. 協助 會長及副會長 工作及作大 會
之會議記錄；

（三）宣傳反洗錢/反恐怖融資的專業
知識；

1. 以不記名投票方式，提名和選舉本
會各機關成員；

7. 理事會得根據需要下設不同的部
門、研究中心或工作小組。

（四）舉辦有關反洗錢 /反恐怖融資
研究課題活動；

（六）職權

N.º 20 — 17-5-2017

7053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II SÉRIE

（五）組織與相關行業領域組織和協
會的交流活動；
（六）其他工作。
第六章
最後條款
第十七條
會員大會會長的特別權力
會員大 會會長有權代表本會聘請海
內外在反洗錢/反恐怖融資相關領域有卓
越貢獻人士、權威專業人士或學者等擔
任榮譽會長、名譽會長、名譽顧問、學術
顧問等職務，以指導及參與本會工作，上
述人士無需繳交會費。

澳門上海聯誼會章程
第一章
名稱、宗旨及會址
第一條——本會名稱中文名為“澳門
上海聯誼會”
。
第二條——本會乃非牟利團體。本會
宗旨為愛國愛澳、團結鄉親、聯絡鄉情，
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活動，加強與內地在經
濟、文化、教育和工商業等之交流及合作，
共同為上海和澳門特別行政區之發展作
出貢獻。
第三條——澳門北京街126號怡德商
業中心18樓B。經理事會同意，會址可以
遷移至本澳其他地方。

第十八條

第二章

生效日期

會員的資格、權利與義務

本章程由刊登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
報》翌日起生效。
第十九條
附則
（一）本會章程解釋權屬會員大會；
（二）如有未盡事宜，得由理事會提
請會員大會修改。
（三）本會之會徽如下：

第四條——（一）凡認同本會宗旨及
願意遵守本會章程之籍貫為上海鄉親和
其家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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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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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五月五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4,99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995,00)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上海聯誼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 文本已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五日存
檔於本署2017/ASS/M3檔案組內，編號為
153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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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若干名，
秘書長一名，副秘書長若干名，且人數必
須為單數，每屆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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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
提名，獲理事會通過後以理事會名義予以
任命。
（三）理事會之職權為：執行會員大
會之決議及一切會務；主持及處理各項會
務工作；直接向會員大會負責，及向其提
交工作（會務）報告，及接受監事會對工
作之查核。
第八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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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選得連任。
（二）監事會之職權為：監事會為本
會會務的監察機構。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
執行，以及監察理事會的運作及查核本會
之財產；監督各項會務工作之進展，就其
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稽核理事會之財
政收支及檢查一切賬目及單據之查對；審
查本會之一切會務進行情形及研究與促
進會務之設施。
第四章
經費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五條——本會的組織架構為：
（一）會員大會；

第 二 公 證 署

（三）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由理事會召集，最少提前8日以掛號信
方式或簽收方式為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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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會
長、副會長每屆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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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理事會；

章程修改

（三）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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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三之贊同票通過方能成立。解散本會須
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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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主 持。副會長協助 會長工
作，若會長出缺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由
其中一名副會長暫代其職務。
（二）會員大會之職權為：修改本會
章程及內部規章；制定本會的活動方針；
審理理監事會之年度工作報告與提案。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一條——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
會員大會；本會章程由會員大會通過之日
起生效，若有未盡善之處，由會員大會討
論通過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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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
概依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第五條——會員權利和義務

二零一七年五月五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 1,75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52,00)

1、所有會員均可優先參加本會所舉
辦的活動，並享有本會所提供的服務；
2、會員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3、不得作出任何有損本會聲譽的行
為，嚴重者由理事會決定開除會籍；
4、繳納會費並遵守會章。

第 20 期 —— 2017 年 5 月 17 日
第四章
附則
第九條——本會經費主要來源為：會
員會費、其他合法收入、自願捐獻及社會
其他機構贊助。
二零一七年五月八日於海島公證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1,517.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職工之家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七年五 月八日起，存
放於本署之“2017年社團及財團儲存文件
檔案”第1 /2017/A S S檔案組第33 號，有關
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職工之家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 條 ——本 會 中 文名 稱 為“ 澳 門
職 工 之家”；中文簡稱為“ 職 工 之家”；
葡文名稱為“Macau Casa dos Trabalhadores”
；英文名稱為“Macao Employees
Home”
。
第二條——會址
1、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氹仔盧廉若馬
路樺城山莊2座四樓B。
2、經理事會議決，本會會址可遷至澳
門特區內任何地點。
第三條——宗旨
1、為非牟利的愛國、愛澳團體；
2、維護和爭取本澳廣大職工的合理
權益；
3、向各行業職工提供社會支援及培
訓服務；
4、推動各行業職工積極參與社會服
務活動。

第三章
組織
第六條——會員大會
1、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機關，由
全體會員組成，每一年最少召開一次；
2、本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一至五名
及秘書一名，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每屆
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3、會員大會由會長、副會長及秘書負
責主持，會長負責處理對外事務，會長外
出則由副會長代任；
4、會員大會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的
絕對多數贊同票通過，但法律另有規定的
事項除外；
5、會員大會須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
信或簽收方式召集，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
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6、第一次召集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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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於半小時後在同一地點進
行第二次召集。屆時，不論出席之會員人
數多少都視為有效，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
外；
7、修改章程的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四
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
續期的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
同票。
第七條——理事會
1、理事會是本會的執行機關，負責日
常會務工作，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及
理事各若干名，其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
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每屆任期三年，可
連選連任；
2、理事長負責處理一切內部事務，理
事長外出則由副理事長代任。
第八條——監事會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會員資格
凡從事本澳各 行業的職工均可申請
加入本會，經 理事會批准後成為本會會
員。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517,00)

1、監事會負責監督理事會的日常運
作，設監事長一名及監事若干名，其組成
人數必須為單數，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2、監事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對外發
表意見。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胡氏宗親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七年五 月八日起，存
放於本署之“2017年社團及財團儲存文件
檔案”第1 /2017/A S S檔案組第32 號，有關
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胡氏宗親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中文名稱：澳門胡氏宗親會，中文簡
稱：胡氏宗親會。
英文名稱：Macao Wu Clan Association，英文簡稱：MWCA。
第二條
會址
澳門宋玉生廣場335-341號獲多利大
廈M17，經會員大會批准，會址可變更。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民間社團，宗旨以擁護
一國兩制、愛祖國、愛澳門、聯繫澳門胡
氏宗親情誼，發揚忠孝禮義傳家及互助互
愛的精神，聯繫海內外同宗的社團，服務
宗親及促進宗誼，並與本澳社團合辦慈善
活動，為澳門和諧繁榮作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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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理事會可根據會務發展需要，敦聘
社會人士擔任榮譽會長、名譽會長、名譽
顧問或顧問等職務。

2. 修改本會章程的決議，須獲出席會
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議，
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會員資格

第九條

3. 本章程未有列明事項、概依澳門特
別行政區現行法例執行。

凡贊同本會章程之年滿 十八 週歲的
澳門胡氏宗親、宗親之配偶及子女，均可
申請加入本會，經理事會批准，方得成為
正式會員。

監事會

第二章
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第四條

第五條
選舉和被選舉
本會會員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並有
遵守會章和執行決議、積極參與及協助支
持本會舉辦各項活動、繳納會費和年費的
權利義務。有退會自由，但已交之會費及
年費不予退還。
第六條
損害本會聲譽或利益之處理
若有嚴重損害本會之聲譽或利益者，
經理事會通過，可被開除會籍，已交之會
費及年費概不退還。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七條
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為本會之最高權力架構，負
責：
1. 制訂和修改章程，審查及批准理事
會及監事會工作報告；
2. 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及監
事會各成員；
3. 決定工作計劃，方針和任務；
4. 會員 大 會 主 席 團 設 會長、副 會長
及秘書各一名，每屆任期三年，連選得連
任。會長缺席時由副會長代任或由會員大
會委託理事會內兩成員代行其職務。
第八條
理事會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構，負責：

1. 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由三名或
以上單數成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
及監事各一名，每屆任期三年，連選得連
任。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提出建議及
處理日常會務；
4. 設 理 事 長 一 名、副 理 事 長、秘 書
長、常務理事及理事若干名，其組成人數
必 須 為 單 數，每屆 任 期 三年，連 選 得 連
任；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8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82,00)

2. 負責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決
議之成效，審查財政年度帳目及由理事會
提出的事宜。
海 島 公 證 署

第十條
會員大會召開
會員大會每年至少需召開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以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
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
及議程﹔若出席人數未達法定人數，大會
須延遲半小時舉行，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
寡，會議及決議均為有效。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新女性發展協會

經費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七年五 月十日起，存
放於本署之“2017年社團及財團儲存文件
檔案”第1 /2017/A S S檔案組第34 號，有關
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第十一條

澳門新女性發展協會

財政收入

章程

1. 本會是一非牟利機構，會員入會需
繳納入會費及年費，金額由理事會決定。
當理事會認為沒有違背本會宗旨時，可接
受鄉親、社會人士、本地政府機構或社會
團體任 何合法財物之饋贈或捐獻。倘有
不敷或有特別需要時，得由理事會決定籌
募之。

第一章

第四章

2. 本會所有款項，除備某一數量現金
以應付日常開支外，需存入銀行，如需動
用，應由現任會長聯同理事長或監事長之
其中一人聯名簽發，並蓋財務專用章。
3. 本會公款，除正常支銷外，如有特
別支付，必須獲理、監事會決議通過，方
得動用。
4. 本會收支帳目，應按月結算，每年
決算，均需提交監事會審核後，再交理事
會公佈。

1. 召開會員大會；
2.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二零一七年五月八日於海島公證署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二條
附則
1. 本會之章程若有不清晰之處，由理
事會解釋之。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新女性發展協
會”
。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para Desenvolvimento de Mulher Nova de Macau”
。
英文名稱為“New Woman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of Macao”
，英文簡稱
為“NWDAM”
。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團結澳門
任何年齡、不同範疇的女性，鼓勵女性認
識自我價值，勇於接受新事物，呼籲女性
突破內在及傳統框架，積極進取，發展自
我才能，同時兼顧美滿生活。
本會將積極推動女性心理及康體發
展，組織文化藝術交流活動，透過分享與
教育，激勵女性勇於表達，追求個人定義
的成功與幸福。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第二組

7056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氹仔奧林匹克大
馬路華寶花園第一座26樓B座。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
後，便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享
有參 與 本 會舉 辦 一 切 活 動 和 福 利 的 權
利。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六條
其他
本會有權聘請社會知名人士、資深的
退任理事、監事及資深會員為永遠榮譽會
長、榮譽會長、名譽顧問、會務顧問、顧問
和名譽理事。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理事會

CERTIFICADO

（一）理 事會 為 本 會 的 行 政 管 理 機
構，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

茲證明本文件共18頁與存放於本 署
“2017年社團及財團文件檔案組”第1卷
第8號文件之“A s so c iaç ão de Gu r u ng
(Tamu) Macau da China”章程原件一式
無訛。

第四條
會員資格

私 人 公 證 員

第九條

第二章
會員

第 20 期 —— 2017 年 5 月 17 日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及副理事長各一名、
理事 若 干名。每 屆 任 期 三年，可連 選 連
任。
（三）理事會 議 每 半 年最少召開 一
次。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
方可決議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
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

Certifico, que o presente documento
de 18 folhas,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
exemplar dos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denominada «Associação de Gurung (Tamu)
Macau da China», depositado neste Cartório, sob o n.º 8 no maço n.º 1 de documentos de associações e fundações do
ano de 2017:

第十條
監事會

中國澳門古隆（塔姆）協會章程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第一條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一名及監事若干名，
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 議 每 半 年最少召開 一
次。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
方可決議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
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

名稱和開始：
1. 本 社團的中文名稱為中國澳門古
隆（塔姆）協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Gurung (Tamu) Macau da China”
，
英文名稱為“Gurung (Tamu) Association Macau China”
。
2. 本章程自登記及 於澳門特別行政
區公報刊登之日起施行。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十一條

第二條

簽名方式

社團標誌：

本 會所有 行為、合 約及 文件 須 由 會
長、理事長或副 理事長 任 何二人聯 合簽
署。

在圓形標誌的中央部分，有尼泊爾山
的形象；在它下面有澳門的旅遊塔；在這
個圖像的右邊和左邊，分別是一個穿著古
隆族服飾的古隆族男人和一個穿著古隆
族服飾的古隆族女人，這是本社團——中
國澳門古隆（塔姆）協會的標誌。

第七條
機構
本 會組 織 機 構 包 括 會員 大 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四章
第八條

經費

會員大會
（一）會員 大 會 為 本 會最 高 權 力 機
構，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主席團和理事會、監事會成員；決定會務
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設會長一名、
副會長及秘書各若干名。每屆任期三年，
可連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會議。
至少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
召集。通 知 書內須 註 明 會 議 之日期、時
間、地點和議程。

第三條

第十二條

社團印章：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其他合法收
入、政府資助或各界人士贊助，倘有不敷
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會決定籌 募
之。
二零一七年五月十日於海島公證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2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26,00)

本 社團的 標 誌將由“ 中國澳門古 隆
（塔姆）協會——2017 ”的刻印包圍，它
將是本社團印章的式樣。

N.º 20 — 17-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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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社團旗幟：
在旗幟的中央部分將有本社團的印
章，且將有一個天藍色的背景。它將是一
個比例為3：2的矩形形狀。

10. 其將鼓勵成員利用他們的才能、
技能和能力，以 及在澳門逗留期間的成
就，以發展我們在尼泊爾的社會和國家。

2. 終身會員及一 般會員必須承諾完
全接受本會的章程、規則、子規則，細則
和行為準則，且接受本會理事會的決定和
指示。

第七條
會員類型：

3. 終身會員及一般會員須按本章程
之規定繳交由理事會決議通過的會費。

1. 本會有兩種會員，分別是終身會員
及一般會員。

第十一條

2.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章程之
人士，均可申請成 為終身會員或一 般 會
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後，方可成為終身
會員或一般會員。
第五條
社團地址：
1. 本社團設在澳門大炮台下街3-F號
鉅福大廈地下。
2. 本社團之會址得遷往澳門特別行
政區內任何適當的地點，以適合本社團組
織的活動和日常運作順利進行。
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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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終身會員之資格：
A）任何年滿21歲，並致身於本會所
規定的章程條款且根據理事會的決定支
付澳門元/港元1000元作為會費的古隆族
個人，獲授予本會的終身會員資格。
B）任何想要退出本會的終身會員需
要提前3個月以書面方式通知理事會。
4. 一般會員之資格：

會員資格的終止：
任 何會員資格 基於以下的原因終止
後，無權要求返還已繳付之會費。
1. 無論是一 般會員或終身會員的退
出本會須獲得理事會批准。
2. 倘若任何會員被理事會指控，並證
實作出違背本會章程條款之行為而被懲
罰後，該會員會被除名。
3. 精神失常或一般會員期滿。
第十二條
機關：

1. 中國澳門古隆（塔姆）協會是一個
非政府、非營利和非政治性的社會團體。

A）任何年滿21歲，並致身於本會所
規定的章程條款且根據理事會的決定支
付澳門元/港元10 0元作為會費的古隆族
個人，獲授予本會的一般會員資格。

2. 組織在澳門的所有古隆族人，以發
展和帶來相互合作、友誼、和諧與團結。

B）一般會員必須每三年更新其會員
資格。

會員大會：

3. 本會積極保存和保護古隆族團體
的歷史、語言、文化、宗教、傳統、服裝和
禮節儀式，並適當發展光榮的傳統。

C）任何想要退出協會的一般會員需
要提前1個月以書面方式通知理事會。

1. 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機構，設有
會員大會主席一名、副主席一名及秘書一
名。

4. 本會發起Lhosar（藏曆新年）的盛
大慶祝，這是古隆族團體的歷史節日，大
約在每年12月3 0日，它被標記 為古隆 族
人/團體新年的開始。

第八條

社團的宗旨：

5. 在會內組織古隆族人，協助解除他
們可能遭受的歧視和迫害，並提醒他們不
從事任何形式的非法的活動。
6. 根據問題的性質，以正面的方式對
具有問題和困難的古隆族人和非古隆族
尼泊爾人提供援助和幫助。
7. 建立在澳門永久居住或因工作和
就業期間暫時居住在澳門的尼泊爾團體
與在澳門的其他尼泊爾機構以及澳門特
別行政區政府和有關當局之間的相互利
益、和諧以及合作，並協助尼泊爾政府和
有關當局啟動旨在澳門開展不同旅遊促
銷活動的旅遊業發展方案。

會員資格的授予：
1. 任 何願意申請成為本會會員資格
的古隆族個人必須通過填寫表格並出信
致理事長提交會員資格申請。同樣，會員
資格申請表的設計將由理事會決定。
2. 本會理事會可以授 予會員資格 給
任何願意的且有資格成為會員的古隆族
個人。
第九條
一般會員資格的更新：
一般會員資格將在理事會規定的時
間內更新。如果會員資格未在指定的時間
內更新，則其一般會員資格會自動終止。

本會的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及監事會。
第十三條

2. 會員大 會在理事會確定的日期和
時間舉行。本會導師、顧問、終身會員和
一般會員均可以參加會員大會。
3. 只有終身會員和一般會員在會員大
會具有投票權。導師和顧問僅是會員大會
的觀察員。
4. 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如果有任
何特殊情況，根據至少四分之一的全體會
員在具有合理理由的情況下舉行。
5. 理事會應 至少提前一 個月以 掛號
信或簽收方式將召集書通知會員，召集書
內應訂定會員大會的日期、時間、地點和
議程等。
6. 會員大會負責：
A）制定或修改會章；

8. 通過與所有組織和機構保持協調，
慶祝作為世界和平與穩定象徵的主佛日。

會員的權利及義務：

B）討論理事會過去任期內的活動、
未來規劃和方案，及將不同問題通過不同
決議；

9. 本社團將通過適當利用澳門的就
業機會，為成員之間的才能、技能和能力
的發展創造有利的環境。

1. 終身會員 及一 般 會員均具有選舉
權及被選舉權，享有參與本會舉辦的一切
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C）審查及批准理事會、監事會提交
的工作報告、財政報告、組織和其他事項
的決議；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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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副主席、秘書
以及理事會、監事會成員；

5. 準備將提交給會員大會的工作報
告、財政報告、組織和其他事項。

D）保護和記錄本會的文件檔案、資
產和其他財產。

E）會員大會有權聽取針對與本會理
事會成員、監事會成員、本會會員及（倘
有）小組委員會相關的投訴，並可在這方
面作出決定。如果證明有錯誤或有惡意/攻
擊性，被投訴者有可能科處懲罰、暫停會
員資格或除名。同時，會員大會有權作出
決議填補本會機關倘有的空缺職位。

6. 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當局和尼
泊爾團體，以及澳門的其他團體或機構進
行聯繫、通信和擴展關係。

E）準備提交會員大會的工作報告、
組織報告和其他報告。

F）本會的任何會員都不應以裙帶關
係、偏袒主義、政治或其他區域和公共動
機為由做任何事情。如果經證實任何人以
這種方式工作，會員大會可以通過決議，
對被投訴者科處懲罰、暫停會員資格或除
名。

7. 理事會可以制定不同的細則、規則
和條例，甚至行為準則，以便本會活動的
順利開展。
8. 理事會可成立不同的小組委員會，
並可決定小組委員會的理事和成員及其
權利和職責。這全部將基於本會的需要。
9. 理事會可根據需要，確定本會的導
師和終身會員。

第十四條

第十六條

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被選舉資格：

理事會成員：

1. 會員應是年滿21歲的古隆族人。
2. 會員不應是根 據澳門的法律規定
沒有資格的人。

1. 理事會之組成人數為單數，包括理
事長一人、副理事長若干人、秘書一名、財
政一名和理事若干名；理事會成員的任期
為3年，可連選連任。

3. 會員不應該是精神病患者，且不應
被指控觸犯在財務上挪用公款罪和任何
刑事案件。
4. 會員不應參與 不利於本會利益和
違背協會章程的活動。
5. 會員應該致力於根據本會的計劃
和章程開展工作。
6. 會員應該是本會的終身或一般會
員，且獲得會員資格至少應有兩個月。
7. 會員應是經民族認證的被選舉和
被提名為理事會或監事會成員的古隆（塔
姆）族人。
8. 會員應已完成作為本會機關成員
的一屆任期（在設立時除外），方得被提
名/ 選舉為理事長、副 理事長、秘書及 財
政。同樣，任 何 已 經 在澳 門 的 其他 尼泊
爾協會/社團或組織的理事會中的古隆族
人，將沒有資格獲得本會機關成員資格。
在這種情況下，獲選的會員必須放棄本會
機關成員的職位。

2. 理事長
A）主持理事會之會議。
B）對會員大會負責，負責執行會員
大會決議及日常具體會務。
C）要求秘書召集理事會會議。
D）理事長除本身之票外，遇票數相
同時，有權再投一票。
E）為 著 本 會 的 需 要，理 事 長 可 在
一個會議期間一次性花費最多為澳門幣
150 0圓整，該開支此後將在理事會會議
內追認和核准。
F）理事長監督由理事會成立的小組
委員會及其理事在能力和表現方面的情
況。
G）做所有委派的其他工作。
3. 副理事長
A）在 理事長 缺 席 的 情況 下主 持 會
議。

第十五條
理事會的權利和義務：
1. 執行會員大會的指示和決定，並對
不同方案進行規劃和監督。
2. 保護和鞏固協會的固定和流動資
產/財產。
3. 組織並開展會員大會的會議。
4. 確定會員大會和觀察員的人數。按
要求確定並邀請領導/嘉賓出席。

B）在理事長缺席時代表理事長。
C）做所有委派的其他工作。
4. 秘書
A）按照理事長的指示召集理事會的
會議。
B）開展理事會的會議。
C）在與理事長協商後，確立在會議
中討論的議程。

F）做所有委派的其他工作。
5. 財政
A）處理本會會計的事宜。
B）將本會的收入和支出提交理事會
的平常會議。
C）代表理事會準備財務報告和在會
員大會提交財務報告。
D）作成財務報告並交予監事會進行
每年審計。
E）為鞏固本會的財務狀況，制定計
劃並執行。
F）做所有委派的其他工作。
6. 理事
A）定期出席理事會會議。
B）協助作出決定並實行在理事會會
議上的決定。
C）為本會的流動性積極主動。
D）做所有委派的其他工作。
第十七條
理事會會議：
1. 理事會的會議至少 每兩個月舉行
一次。如有需要，可更頻繁地舉行。
2. 理事會會議的法定人數為有過半
數理事會成員出席下召開。如果規律性地
兩次缺少數量/法定人數，則第三次出席
會議的成員的任何數目將滿足法定人數，
並可作出決議。
3. 理事會的決議以出席成員的一致
或多數贊成票通過。
第十八條
暫停和取消：
理事會任 何成員的職位 將在下列情
況下暫停或終止：
A）如果個別成員沒有任何事先通知
或事先資訊或沒有任何真正理由而定期
三次不出席理事會會議，理事會可以暫停
或終止該成員的職務。但該成員有機會在
理事會會議上澄清其缺席，理事會將就此
事進行討論，並作出適當決定。
B）如果個別成員被證實違反本會的
利益，或已涉及在財務上挪用公款、觸犯
刑事案件或有心理問題和失常，理事會可
以暫停或終止其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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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如果個別成員被證實違反本會章
程的 規定，或 涉及有害 於本會聲望的 活
動，理事會可以暫停或終止其職務。

第二十三條
本會財政來源和資金：

7. 成為本會導師的人士不因地點、邊
界或區域所限制。
第二十六條

第十九條

以下是本會的資金，包括現金或資產
的來源：

請辭：

A）從會員的會費中分配的金額。

1. 理事會的任 何成員得向理事長辭
去其職務。

B）從會員的會費中收集的金額。

1. 倘若對本會章程進行任何修改，理
事會可組成一個章程修改的小組委員會。
由小組委員會準備章程修改副本，並應在
會員大會之前得到理事會的批准。

2. 理事會在對請辭的討論或調查後，
對是否批准或拒絕個別成員的請辭有最
終決定權。
3. 理事會在辭職後一個月內通知該
成員，辭職是否已獲得批准。
第二十條
空缺職位和填補：
1. 在理事會成員的請辭批准後、又或
其成員出現倘有的心裡不平衡，或期滿結
束，或者在對成員提出投訴時後被本會暫
停或撤銷資格，或者成員違反澳門的法
律，或涉及違反澳門和尼泊爾法律規定的
在財務上挪用公款，或如果在刑事案件中
被判刑，其職位將自動終止。
2. 如果理事會有任何空缺，由會員大
會決定填補該職位。
3. 上述的職位填補只一直持續到剩
餘的任期。
第二十一條
監事會：
1. 監事會負責監 察 理事會日常會務
運作和財政開支。
2. 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 上的單數
成員組成，設有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若
干名及監事若干名；監事會成員的任期為
3年，可連選連任。
3. 監事會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會
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議
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贊
同票方為有效。
第二十二條
秘書處：
1. 為了便利理事會執行任務，成立一
個秘書處，並且根據理事會的決定確定秘
書處成員的數目。
2. 秘書處會議在理事會會議不能舉
行時舉行，秘書處將根據狀況和情況作出
必要決定，甚至確定方案和計劃，並可以
開展實施工作。
3. 秘書處會議作出的決定 須由理事
會隨後的會議批准和核准。

C）從不同的計劃中收集的金額。
D）為本會收集的其他金額。
E）捐款、獎勵、獎金和由本會獲得的
其他現金。
F）從本會宣傳、固定和流動資產的
銷售中收集的金額。
G）從國家或國際組織獲得的捐款。
H）銀行往來帳戶是以本會的名義在
當地銀行運營，用於為本會收集的所有款
項。
第二十四條
銀行往來帳戶和其他支出的運作：
1. 本會有自己的獨立基金。
2. 銀行往來帳戶是以本會的名義開
立，且以理事長、秘書、財政或一名理事作
為具權限簽署之人，有關的交易以任何以
上兩個人的簽名進行。
3. 本會營運方案的收入和支出的帳
單和憑證必須由理事會核准。

章程修改：

2. 對本會之章程進行修改須獲出席
會員大會會員的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二十七條
存續期限：
本會之存續不設期限，自成立之日開
始存在，解散本會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
大會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二零一七年五月五日
私人公證員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5 de
Maio de 2017. — A Notária, Teresa Teixeira
da Silva.
（是項刊登費用為 $6,77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 7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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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條

證 明 書

顧問和導師的規定：

CERTIFICADO

1. 本會的導師從以道德、財務和物質
方式向中國澳門古隆（塔姆）協會及其計
劃作出慷慨貢獻的知名人士中選出。

藝駿青年發展協會

2. 本會顧問從知名人士、知識份子、
社會活動家、國內和國際層面的貢獻者、
產業或企業所有者、在不同部門和在澳門
不同機構工作的有能力的人中、本會機關
的前成員、已經獲得本會一般成員資格的
人中選出，全都遵循理事會的決定。
3. 顧問的任期從提名之日起 至下一
屆會員大會的日期。
4. 如果前任顧問選擇成為本會機關
的候選人，則對他們沒有任何限制。
5. 顧問可以參加理事會的會議，但他
們不構成法定人數，也不能擁有表決權。
6. 被提名為導師或顧問的人不應涉
及任何在財務上挪用公款、不得涉及觸犯
刑事案件中被判刑，不得參與任何違反尼
泊爾和澳門法律的契約。

鄧思慧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 文本已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四日存
檔於本署2017/ASS/M3檔案組內，編號為
152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九條——架構：本會由下列機構組
成：會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理、監事
會之成員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最多
連任兩次，即任期最長為九年，並必須是
本會有被選舉權之會員。
第十條（六）：會員大會每年至少召
開一次，由主席主持。設主席一人、副主席
若干人，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為三
年，連選得連任，最多連任兩次，即最長
任期為九年。
二零一七年五月四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37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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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公 證 署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CERTIFICADO

京澳經濟文化交流促進會
作曲家、作家及出版社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 文本已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四日存
檔於本署2017/ASS/M3檔案組內，編號為
149號。並證明修改該協會章程的第32條
和第33條，並增加第36條（e）款，有關章
程文本如下：
Instrumento de procuração

32. O instrumento que nomeia um procurador deve ser por escrito sob a mão do
nomeante ou por impressão computorizada, ou seu advogado devidamente autorizado também por escrito ou por impressão
computorizada; se o nomeante for uma
Sociedade Limitada ou, se o nomeante for
uma empresa, sob a mão de um sócio da
empresa, ou seu advogado devidamente
autorizado ou por impressão computorizada, apenas um Membro Pleno que seja
Escritor é elegível para ser nomeado como
procurador por um Membro Pleno que seja
Escritor. Apenas um Membro Pleno que
seja Editor é elegível para ser nomeado
como procurador por um Membro Pleno
que seja Editor.
Depósito de procuração
33. O instrumento que nomeia um procurador e a procuração ou outra autoridade, deve ser assinado pelo membro, com
a assinatura de acordo que consta no seu
documento de Identificação, o qual será
depositado na sede da Associação. No caso
das eleições, deverá ser depositados não
menos de vinte e quatro horas antes da
hora designada para tal; e, em caso contrário, o instrumento de procuração não será
considerado válido.
Composição do Conselho
36. (e) O mandato dos membros do Conselho tem a duração de três anos, podendo
ser reeleitos sem limitação.

二零一七年五月四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73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734,00)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 文本已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四日存
檔於本署2017/ASS/M3檔案組內，編號為
148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四）會址
澳門新口岸北京街244-246號澳門金
融中心11樓D座。
二零一七年五月四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8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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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民生協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 文本已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五日存
檔於本署2017/ASS/M3檔案組內，編號為
157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一章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黑
沙環馬路南方花園第十一座B鋪。
二零一七年五月五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第 20 期 —— 2017 年 5 月 17 日
檔於本署2017/ASS/M3檔案組內，編號為
155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一）條：名稱、會址﹕本會之中文
定名為﹕
“國情教育（澳門）協會”，英文
定名為“National Conditions Education
A s soc iat ion (Mac au)”
。本會設於澳門
畢仕達大馬路26-54B中福商業中心7樓G
室。
第（五）條：會員大會：A.會員大會由
全體所有會員參與組成，每年召開一次會
議，日期由上一次會員大會決定。會議召
開前，必須最少提前八 天以 掛號信或簽
收方式通知會員，通知書上須註明開會之
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B.會員大會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人、秘書一人，任期
二年，可連選連任。C.會員大會由會長主
持，如會長缺席，則由所指定副會長代為
主持，所有決議由有投票權出席之絕對多
數票贊成方能通過生效，但法律規定特定
多數者除外。
第（六）條：理事會：A.本會執行機構
為理事會，任期二年，可連選連任。B.理
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若干人組成，但必為
單數，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若干，秘
書一人，財務一人，其他均為理事。C.理事
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特別情況按需要安
排。D.理事會根據大會所制定之方針及決
議展開各項工作。E.本會之外一切責任認
可需由理事長及財務兩位聯名簽署方為
有效。F.本會所採用之會徽式樣由會員大
會通過決定。
第（八）條：監事會﹕監事會選出三名
以上成員組成，但必為單數，設有監事長
一人、副監事長若干及秘書一人；任期二
年，可連續連任。
二零一七年五月五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 68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85,00)

（是項刊登費用為 $28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84,00)

私 人 公 證 員
第 二 公 證 署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通 告

證 明 書

AVISO

CERTIFICADO

私人公證員之替代

國情教育（澳門）協會

艾維斯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 文本已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五日存

根據《私人公證員通則》（經十一月
二十八日第7/2016號法律修改的十一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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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第66/99/M號法令）之規定，茲通告高
禮華私人公證員接受永久替代艾維斯學
士履行其私人公證員職務，該等職務為基
於有關行為的性質或法律的規定，只能由
被替代的公證員作出之行為，例如附註、
發出證明書、證明及同類文件。
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七日於澳門特別行
政區
替代公證員

高禮華

Substituição do Notário Privado
Rui António Craveiro Afonso
Nos termos e para os efeitos previstos no
Estatuto dos Notários Privados (Decreto-Lei n.º 66/99/M, de 1 de Novembro, alterado pela Lei n.º 7/2016, de 28 de Novembro),
faz-se público que o notário privado Sérgio
de Almeida Correia aceitou substituir, com
carácter de permanência, o licenciado Rui
António Craveiro Afonso no exercício do
cargo de notário privado, no que respeita

7061

aos actos que, por sua natureza ou por força da lei, só podiam ser praticados pelo notário substituído, designadamente, averbamentos, emissão de certificados, certidões
e documentos análogos.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17 de
Maio de 2017. — O Notário, substituto,
Sérgio de Almeida Correia.
（是項刊登費用為 $68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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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XA GERAL DE DEPÓSITOS SUCURSAL OFFSHORE DE MACAU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1 de Março de 2017

Patacas

O Director-Geral,
Artur Santos

A Responsável da Contabilidade,
Catarina Boleta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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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華人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試算表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更正

行長

會計主管

邱慧珠

廖國強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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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華人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試算表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行長
邱慧珠

會計主管
廖國強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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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通股份有限公司
試算表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總經理
張治華

會計主管
黃偉岸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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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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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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幣

N.º 20 — 17-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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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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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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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賬目
Conta de exploração

澳門幣

N.º 20 — 17-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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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計算表
Conta de lucros e perdas

澳門幣

銀行代表

財務主管

Representante do Banco,

A Chefe da Contabilidade,

鄭廣滿

黃慧敏

Cheng Kwong Moon

Carolina V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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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六條之公告）
(Publicações ao abrigo do artigo 76.º do RJSF, aprovado pelo Decreto-Lei n.º 32/93/M, de 5 de Julho)
業務報告概要
本行於2016年錄得盈利為澳門幣二仟九佰萬圓，較去年輕微減少6%，主要為年度呆壞帳準備金之增加。其中淨利息收入為澳門幣六
仟五佰萬圓，增加11%；其他營業收入為澳門幣二仟四佰萬圓，下跌12%；總支出為澳門幣四仟六佰萬圓，減少9%。客戶貸款總額為
澳門幣三十三億二仟萬圓，大幅增加44%；客戶存款為澳門幣二十三億一仟萬圓，輕微增長3%；資產淨值為澳門幣四十五億八仟萬
圓，增長28%。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澳門分行

Síntese do Relatório de Actividade
Esta sucursal registou, no exercício de 2016, um lucro de vinte e nove milhões de patacas, configurando uma pequena redução de 6% relativamente ao ano anterior, e que resulta principalmente do aumento da provisão para cobrir créditos irrecuperáveis nesse exercício. Os
proveitos em juros foram de sessenta e cinco milhões de patacas, o que significa um aumento de 11%, e os outros proveitos do exercício
foram de vinte e quatro milhões de patacas, configurando uma redução de 12%. As despesas globais foram de quarenta e seis milhões
de patacas, o que significa uma redução de 9%. O montante global de empréstimos concedidos foi de três mil trezentos e vinte milhões
de patacas, que corresponde a um significativo crescimento de 44%; o montante de depósitos de clientes foi de dois mil e trezentos e dez
milhões de patacas, ou seja um pequeno aumento de 3%; o activo líquido foi de quatro mil e quinhentos e oitenta milhões de patacas,
configurando um aumento de 28%.
DBS Bank (Hong Kong) Limited
Sucursal de Macau

外部核數師意見書之概要
致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澳門分行管理層：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澳門分行（「貴分行」）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乃撮錄自貴分行截至
同日止年度的已審核財務報表及貴分行的賬冊和記錄。摘要財務報表由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
度的損益表組成﹐管理層須對該等摘要財務報表負責。我們的責任是對摘要財務報表是否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已審核財務報表及
貴分行的賬冊和記錄符合一致，發表意見，僅向分行管理層報告，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我們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
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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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布的《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貴分行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
表，並已於二零一七年二月九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儲備金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組
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及貴分行的賬冊和記錄符合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貴分行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財務報表以及獨立核數師報
告一併閱讀。
張佩萍
註冊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澳門，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Relatório dos auditores externos sobr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A GERÊNCIA DO DBS BANK (HONG KONG)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nexas do DBS Bank (Hong Kong)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a Sucursa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6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dos registos contabilísticos da Sucursa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Est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s quais compreendem o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6 e a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são da responsabilidade da Gerência da Sucursal. A
nossa responsabilidade consiste em expressar uma opinião, unicamente dirigida a V. Exas. enquanto Gerência, sobre s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com os registos contabilísticos da Sucursal, e sem qualquer outra finalidade. Não assumimos responsabilidade nem aceitamos obrigações perante
terceiros pelo conteúdo deste relatório.
Auditámo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Sucursa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6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emitidas pelo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e expressámos a
nossa opinião sem reservas sobre est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no relatório de 9 de Fevereiro de 2017.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compreendem o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6, a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a demons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as reservas e a demonstração dos fluxos de caixa d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e um resumo das principai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com os registos contabilísticos da Sucursal.
Para um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Sucursal,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e do âmbito da nossa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em anexo devem ser lidas em conjunto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com o respectivo relatório do auditor independente.
Cheung Pui Peng Grace
Auditor de contas
PricewaterhouseCoopers
Macau, 31 de Março de 2017

（是項刊登費用為 $10,16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0 165,00)

N.º 20 — 17-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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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興銀行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CHONG HING BANK LIMITED, SUCURSAL DE 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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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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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賬目
Conta de exploração

澳門幣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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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幣
MOP

損益計算表
Contas de lucros e perdas

澳門幣
MOP

經理

會計主任

O Gerente,

A Chefe da Contabilidade,

Lau Hing Keung

Choi Ka Ching

N.º 20 — 17-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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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報告之概要
環球金融市場日趨複雜，儘管二零一六年的經營環境充滿挑戰，惟秉承着創興銀行待客為先及專業服務的理念，堅守於審慎風險管
理架構下營運發展，是年度本行的業務得以順利推展，並取得優異成績。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本行營運收入淨額為6,579萬元（澳門元，下同），年比升幅23%，全年稅後盈利為4,721萬元，大幅攀升
75%；客戶存款總額為3.1億元，上升27%；放款予客戶總額達至25.9億元，上升6%；總資產為29.5億元，上升9%。
展望2017年度，本行繼續把握機遇，在總行有力支持下，努力提升創新競爭能力，確保為客戶提供更優質之產品和服務，回饋澳門市
民的信賴和支持。
經理：劉慶強

Síntese do relatório de actividades
Embora o mercado financeiro mundial está cada vez mais complexo, e a conjuntura de exploração em 2016 tinha muitos desafios, temos
prosseguido desde sempre o conceito de «servir em primeiro lugar os clientes» e «prestar um serviço profissional» de Chong Hing Bank,
persistindo em desenvolver operações através da gestão de risco com prudência, e este ano as actividades do banco desenvolveram-se
sem grandes problemas e os resultados operacionais foram excelentes.
Até 31 de Dezembro de 2016, este banco teve em termos operacionais receita líquida no valor de 65,79 milhões patacas (doravante, a
mesma moeda monetária), com um aumento de 23%, em comparação com o ano transacto, e o lucro anual deduzido de impostos foi de
47,21 milhões, registando um aumento substancial de 75%. O total de depósitos dos clientes foi de 310 milhões, representando um aumento de 27%. O total de empréstimos aos clientes atingiu o valor de 2.590 milhões, registando um aumento de 6% e o total dos activos
situou-se em 2.950 milhões, registando um aumento de 9%.
Para o ano de 2017, este banco vai continuar a aproveitar as oportunidades existentes, e com o grande apoio da Sede, empenhar-se-á em
elevar a competitividade inovadora, garantindo proporcionar aos clientes produtos e serviços de melhor qualidade, retribuindo aos cidadãos de Macau em virtude da confiança e do apoio demonstrado.
Gerente: Lau Hing Keung

外部核數師意見書之概要
致創興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管理層：
創興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貴分行」）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乃撮錄自 貴分行截至同
日止年度的已審核財務報表及 貴分行的賬冊和記錄。摘要財務報表由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
年度的損益表組成，管理層須對該等摘要財務報表負責。我們的責任是對摘要財務報表是否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已審核財務報表
及 貴分行的賬冊和記錄符合一致，發表意見，僅向分行管理層報告，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我們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
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布的《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貴分行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
表，並已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儲備金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組
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及

貴分行的賬冊和記錄符合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 貴分行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財務報表以及獨立核數師
報告一併閱讀。
張佩萍
註冊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澳門，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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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ÓRIO DOS AUDITORES EXTERNOS SOBR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A GERÊNCIA DO CHONG HING BANK LIMITED, SUCURSAL DE MACAU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nexas do Chong Hing Bank Limited, Sucursal de Macau (a Sucursa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6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dos registos contabilísticos da Sucursa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Est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s quais compreendem o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6 e a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são da responsabilidade da Gerência da Sucursal. A nossa responsabilidade consiste em expressar uma opinião, unicamente dirigida a V. Exas. enquanto Gerência, sobre s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com os registos contabilísticos
da Sucursal, e sem qualquer outra finalidade. Não assumimos responsabilidade nem aceitamos obrigações perante terceiros pelo conteúdo
deste relatório.
Auditámo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Sucursa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6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emitidas pelo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e expressámos a
nossa opinião sem reservas sobre est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no relatório de 24 de Março de 2017.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compreendem o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6, a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a demons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as reservas e a demonstração dos fluxos de caixa d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e um resumo das principai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com os registos contabilísticos da Sucursal.
Para um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Sucursal,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e do âmbito da nossa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em anexo devem ser lidas em conjunto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com o respectivo relatório do auditor independente.
Cheung Pui Peng Grace
Auditor de contas
PricewaterhouseCoopers
Macau, 24 de Março de 2017.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77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1 770,00)

N.º 20 — 17-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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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BANCO DA CHINA, LIMITDA Sucursal de 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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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元
PAT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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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元
PATACAS

N.º 20 — 17-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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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元
PAT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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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營業結果演算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de 2016

營業賬目
Conta de exploração

澳門元
PATACAS

N.º 20 — 17-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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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計算表
Conta de lucros e perdas

澳門元
PATACAS

行長

會計主任

O Director-Geral,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Wang Shaojun

Jiang Lu

業務發展簡報
二○ 一六年，面對周邊經濟環境的波動以及本地經濟的持續調整，澳門銀行業面臨市場需求疲弱、資產業務價格下跌的經營困
擾，但本行沉著應對市場變化，通過制定《中國銀行澳門分行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年）》，堅定支持本地經濟發展，參與中葡金
融平臺建設，服務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努力探索輕資本的轉型發展路徑，整體經營狀況在逆境中保持了健康良好的發展態勢。
在過去一年中，在戰略上，本行確立了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交易銀行、大資管業務、網路金融五業並舉的轉型發展目標，並以
此作為落實政府發展特色金融的施政綱領的抓手。在經營上，初步搭建了金融生態圈和互聯網金融兩個平臺，健全了公司、個金、金
融市場“三駕馬車”的盈利模式，堅定向輕資本方向轉型發展。在風控合規方面，持續推進三道防線職能的切實落地，進一步強化合
規意識和經營，完善反洗錢頂層制度設計，設置首席合規官，牽頭落實監管當局反洗錢新指引要求，依法合規經營能力大幅提升。同
時，強化風險預警工作，信貸資產質量持續保持優良，風險管理水平進一步加強。在機制上，職位能上能下、崗位能進能出的人才機
制有效實施；在文化上，同心、同識、同向的共同價值觀與積極承擔、勇於奉獻的企業文化不斷深入人心。
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積極宣傳推動特色金融建設，配合特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堅定扶持本澳門中小微企發展，專門設計了
供應商通寶計劃、中小企萬全保等產品；推出“投融資服務平臺”
，專門為中小企提供各類投資、融資和訂單信息等。截至二○一六年
末，已為本澳超過3萬家中小微企提供金融服務，貸款餘額超過250億元。同時，本行持續舉辦的“慈善行”、
“慈善跑”系列品牌活
動得到政府及社會各界支持；本行亦以“中銀大講堂”等多種銀校合作形式與高校合作培養金融專業人才，支持特區經濟建設。
二○一七年，本行將一如既往地為廣大市民提供優質金融服務，堅定支持特區經濟建設、維護特區經濟金融穩定，為本澳經濟適
度多元作出新的貢獻！
行長 王少俊
Síntese do Relatório do Desenvolvimento de Actividades
Em 2016, face à flutuação do ambiente económico nas regiões vizinhas e ao ajustamento contínuo da economia local, o sector bancário
de Macau sofreu as perturbações de negócio provindo de demandas fracas do mercado e de diminuição do preço de negócio do activo.
Contudo, através de elaboração do «plano do desenvolvimento de 5 anos do Banco da China da Sucursal de Macau (2016-2020)», este
banco respondeu calmamente às mudanças do mercado, tendo apoiando firmemente o desenvolvimento económico local, participando
no estabelecimento da plataforma financeira entre a China e 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servindo para a estratégia de «Uma Faixa,
Uma Rota» do País, esforçando-se por explorar o caminho do desenvolvimento de transformação de capital-light, e assim, as condições
gerais de negócios mantém na conjuntura adversa uma boa dinâmica do desenvolvimento.
No ano transacto, o banco estabeleceu, estratégicamente, os nossos objectivos de transformação para desenvolver o negócio no âmbito de cinco áreas — banco comercial, banco de investimento, banco de transacção, a gestão de activos grandes e internet finance, que
é uma chave para nos a concretizar a linha governativa de desenvolver as finanças características pelo governo. Na área de operaçã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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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estabeleceu inicialmente as duas plataformas — ecossistema financeiro e internet finance, completou o modelo de lucro de «Três
Carruagens» — finanças corporativas, finanças pessoais e mercado financeiro e determinou o nosso desenvolvimento de transformação
em direcção do desenvolvimento de capital-light. Em termos de controlo do risco e da observância, o banco continuou a impulsionar a
concretização de função de três linhas defensiva, reforçando-se para elevar as consciências e operação da observância, aperfeiçoando
o processo de design de topo sobre contra o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designando o chief compliance officer para liderar e satisfazer
os requisitos da nova directiva sobre contra o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pela AMCM e assim, a competência de operação foi elevado
bastante na conformidade das leis e dos regulamentos. Ao mesmo tempo, fortalecendo o trabalho de alarme de risco, a qualidade dos
activos permaneceu boa e o nível de gestão de risco foi ainda mais reforçada. Na área de mecanismo de pessoal, o banco concretizou
efectivamente o mecanismo do talento que pode ser promovido ou degradado, assim como, permanecer na posição de trabalho ou sair da
mesma. Em termos da cultura, a filosofia dos valores comuns com a mesma consciência e conhecimento, a mesma direcção, assim como,
a cultura corporativa de assumir activamente a responsabilidade e ter a coragem e dedicação, estão a penetrar nos corações dos trabalhadores deste banco.
Em termos de cumprir a responsabilidade social, o banco promoveu activamente o estabelecimento das finanças características e coordenou o governo da RAEM no desenvolvimento da diversificação adequada da economia. Apoiando firmemente o desenvolvimento das
pequenas e médias empresas (PMEs) e das microempresas, o banco desenvolveu especialmente os diversos produtos para estas empresas, tal como, Supplier Easy e SME Insurance; lançou a «plataforma de investimento e empréstimo» para fornecer, exclusivamente para
as PMEs, os diversos investimentos, financiamentos e as informações de formulário de encomenda. No fim de 2016, os nossos serviços
financeiros já cobriram mais de 30 mil PMEs e microempresas locais, com o saldo de empréstimo de 25 mil milhões de patacas. No mesmo tempo, o banco continuou a organizar uma série do evento de marca, tal como «Corrida de Caridade» e «Caminhada de Caridade»,
que foram apoiados pelo governo e os vários sectores de Macau. Além disso, o banco cooperou com as insituições do ensino superior
para formar profissionais na área financeira duma forma do «Banco da China Forum», com o objectivo de apoiar construção económica
do governo da RAEM.
Em 2017, o banco continuará a oferecer aos cidadãos os serviços financeiros de qualidade, apoiando firmemente a construção económica do governo da RAEM, mantendo a sua estabilidade económica e financeira, com o objectivo de contribuir para a diversificação
adequada da economia de Macau!
O Director-Geral
Wang Shaojun

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報告
致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管理層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一家股份制商業銀行分行）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二零一六年度的財務報表，
並已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營運資金及儲備金變動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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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更全面了解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
的財務報表以及獨立核數報告一併閱讀。
包敬燾
註冊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於澳門

Relatório de Auditor Independente sobre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a Gerência do Banco da China, Limitada Sucursal de Macau
(Sucursal de um banco comercial de responsabilidade limitada, incorporada n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o Banco da China, Limitada Sucursal de Macau relativas ao ano de 2016, nos
termos d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24 de Março de 2017, expressámos uma opinião sem reservas relativamente à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presentes
constituem um resum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 que acima se alude compreendem o balanço, à data de 31 de Dezembro de 2016, 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a demons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as fundo de maneio e reservas e a demonstração de fluxos de caixa relativas ao ano findo, assim
como um resumo da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relevante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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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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sucur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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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o, King To
Auditor de Contas
Ernst & Young — Auditores
Macau, 24 de Março de 2017.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8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2 8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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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港口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更正關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四日刊登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第二組第十八期第6355頁之公告
董事會報告書摘要
澳門港口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港口管理公司」）在二零一六年度繼續管理聯號和附屬公司，並經營澳門路環九澳貨櫃碼頭。
澳門九澳貨櫃碼頭仍然透過我司的附屬公司「澳門貨櫃碼頭有限公司」、我司的聯營公司「永聯發船務有限公司」及「匯通（港澳）船
務有限公司」營運。
「港口管理公司」參資於附屬、聯號和參與權益之公司，當中包括澳門貨櫃碼頭有限公司、永聯發船務有限公司及澳門油庫管理有
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度「港口管理公司」之經營活動錄得良好表現，儘管帳目已反映壞帳和減值損失，但仍能成功地轉虧為盈，錄得盈利
MOP18,880,858（二零一五年度盈利MOP23,757,699）。
董事會
董事長：蘇樹輝
副董事長：Avraham Malamud
副董事長：韋海揚
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七日於澳門

Rectificação parcial do anúncio publicado na página 6 357, do Boletim Oficial — II Série, n.º 18, de 4 de Maio de 2017
Síntese do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A MACAUPORT – Sociedade de Administração de Portos, S.A. (abreviadamente, MACAUPORT), manteve, no exercício findo, o controlo da gestão e administração das suas subsidiárias e associadas, bem como a operação do Terminal de Contentores do Porto de Ká-Hó, em
Coloane, Macau, R.A.E.
As operações no Terminal de Contentores do Porto de Ká-Hó, em Coloane, continuaram a ser realizadas pela sua subsidiária Macauport
Sociedade de Administração do Terminal de Contentores, Lda., bem como pela associada Companhia de Navegação Veng Lun Fat, Lda.
e pela companhia Wui Tung (HK & Macau) Shipping Ltd.
As participações da MACAUPORT em subsidiárias, associadas e participadas, incluem designadamente a Macauport Sociedade de
Administração do Terminal de Contentores, Lda.; Companhia de Navegação Veng Lun Fat, Lda.; e Sociedade de Gestão do Terminal de
Combustíveis de Macau, Lda.
O bom desempenho nas actividades da MACAUPORT manteve-se no exercício findo em 31.12.2016, tendo apurado nesse exercício um resultado positivo de MOP18 880 858 (em 2015: MOP23 757 699), não obstante o aumento nos «Gastos com o pessoal», na ordem de 44,5%,
devido à criação de um fundo privado de pensão e ao valor pago retroactivamente a esse fundo, cujo gasto total foi de MOP 3 705 101.
Macau, aos 17 de Março de 2017.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Ambrose So, Presidente.
Avraham Malamud, Vice-Presidente.
Vai, Hoi Ieong, Vice-Presidente.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3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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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ĩ㟡㒂ᶫ㚰Ḽ㖍㱽Ẍ䫔ᶱḴİḅᶱİŎ
嘇㟠Ⅾᷳ慹圵橼䲣㱽⼳⇞⹎䫔ᶫ⋩ℕ㡅ᷳ℔⏲Ī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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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䓊屈⁝堐㕤Ḵ暞ᶨℕ⸜⋩Ḵ㚰ᶱ⋩ᶨ㖍ġ
資產負債表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澳門元
!!!!!!!!㽛攨⃫!
屯䓊ġ
屯䓊䷥柵ġ
⁁䓐慹,㉀冲㷃ῤġ
屯䓊㶐柵ġ

䎦慹ġ
AMCM ⬀㫦
ㅱ㓞岔枭ġ
⛐㛔⛘ᷳ℞Ṿᾉ䓐㨇㥳㳣㛇⬀㫦ġ
⛐⢾⛘ᷳ℞Ṿᾉ䓐㨇㥳㳣㛇⬀㫦ġ
慹,戨ġ
℞Ṿ㳩≽屯䓊ġ
㓦㫦ġ
⛐㛔㽛ᾉ䓐㨇㥳㉮㓦ġ
⛐⢾⛘ᾉ䓐㨇㥳ᷳ忂䞍⍲⭂㛇⬀㫦ġ
偉䤐,⁝⇠⍲偉㪲ġ
㈧扟屯慹㈽屯ġ
⁝⊁Ṣġ
℞Ṿ㈽屯ġ
屉⊁㈽屯ġ
ᶵ≽䓊ġ
姕⁁ġ
怆⺞屣䓐ġ
攳彎屣䓐ġ
㛒⬴ㆸᶵ≽䓊ġ
℞Ṿ⚢⭂屯䓊ġ
ℏ悐⍲婧㔜岔ġ
䷥柵ġ

3,631,816.75
29,745,048.05
-38,665,665.43
25,436,246.88
--1,065,071,208.65
50,000,000.00
556,087,700.00
------4,035,264.37
----4,697,848.38
1,777,370,798.51

3,631,816.75
29,745,048.05
-38,665,665.43
25,436,246.88
--1,065,071,208.65
50,000,000.00
556,087,700.00
------2,912,870.08
1,122,394.29
----4,697,848.38
2,912,870.08 1,774,457,92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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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ġ
屈⁝ġ

⮷䳸ġ
⮷䳸ġ
108,242,267.52
108,242,267.52
--345,183,338.97
345,183,338.97
------1,156,740,318.55
1,156,740,318.55
----202,530.26
202,530.26
420,416.00
420,416.00
---

㳣㛇⬀㫦ġ
㳣㛇⬀㫦ġ
忂䞍⬀㫦ġ
忂䞍⬀㫦ġ
⭂㛇⬀㫦ġ
⭂㛇⬀㫦ġ
℔ℙ㨇㥳⬀㫦ġ
℔ℙ㨇㥳⬀㫦ġ
㛔⛘ᾉ䓐㨇㥳屯慹ġ
㛔⛘ᾉ䓐㨇㥳屯慹ġ
℞Ṿ㛔⛘㨇㥳屯慹ġ
℞Ṿ㛔⛘㨇㥳屯慹ġ
⢾⸋ῇ㫦ġ
⢾⸋ῇ㫦ġ
⁝⇠ῇ㫦ġ
⁝⇠ῇ㫦ġ
㈧扟屯慹⁝㪲Ṣġ
㈧扟屯慹⁝㪲Ṣġ
ㅱẀ㓗䤐⍲䤐㒂ġ
ㅱẀ㓗䤐⍲䤐㒂ġ
⁝㪲Ṣġ
⁝㪲Ṣġ
⎬枭屈⁝ġ
⎬枭屈⁝ġ
ℏ悐⍲婧㔜岔ġ
ℏ悐⍲婧㔜岔ġ
⎬枭桐晒⁁䓐慹ġ
⎬枭桐晒⁁䓐慹ġ
偉㛔ġ
偉㛔ġ
㱽⭂⃚⁁ġ
㱽⭂⃚⁁ġ
冒⭂⃚⁁ġ
冒⭂⃚⁁ġ
℞Ṿ⃚⁁ġ
℞Ṿ⃚⁁ġ
㬟⸜䆇㤕䳸㝄ġ
㬟⸜䆇㤕䳸㝄ġ
㛔⸜䆇㤕䳸㝄ġ
㛔⸜䆇㤕䳸㝄ġ

ẋ⭊ᾅ䭉岔ġ
ẋ⭊ᾅ䭉岔ġ
ẋ㓞岔ġ
ẋ㓞岔ġ
㉝㉤岔ġ
㉝㉤岔ġ
ᾅ嫱⍲㑼ᾅẀ㫦ġ
ᾅ嫱⍲㑼ᾅẀ㫦ġ
ᾉ䓐䉨ġ
ᾉ䓐䉨ġ
㈧⋗䤐ġ
㈧⋗䤐ġ
ẋẀᾅ嫱慹ġ
ẋẀᾅ嫱慹ġ
㛇屐屟ℍ
㛇屐屟ℍ
㛇屐岋↢
㛇屐岋↢
℞Ṿ⁁㞍岔ġ
℞Ṿ⁁㞍岔ġ
ġ
ġ
ġ
ġ
ġ
ġ

䷥柵ġ
䷥柵ġ
⁁㞍岔ġ
⁁㞍岔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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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00.00
50,000,000.00
----(163,713.00)
(163,713.00)
63,333,475.98
63,333,475.98
27,539,596.66
27,539,596.66

澳門元
!!!!!!!!㽛攨⃫!
!!!!!!!!㽛攨⃫!
䷥柵ġ
䷥柵ġ

453,425,606.49
453,425,606.49

1,157,363,264.81
1,157,363,264.81
11,166,445.26
11,166,445.26
11,793,252.23
11,793,252.23

49,836,287.00
49,836,287.00
90,873,072.64
90,873,072.64
1,774,457,928.43
1,774,457,928.43
!!!!!!!!㽛攨⃫!
澳門元
!!!!!!!!㽛攨⃫!
慹柵ġ
慹柵ġ
----5,103,224,202.12
5,103,224,202.12
1,605,200.00
1,605,200.00
104,661,112.00
104,661,112.00
------791,434,531.00
791,434,5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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Ḵ暞ᶨℕ⸜䆇㤕䳸㝄㺼䬿
二零一六年營業結果演算
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䆇㤕岔䚖ġ
!!!!!!!!!
營業賬目
Ḵ暞ᶨℕ⸜䆇㤕䳸㝄㺼䬿
澳門元
ġ
ġ
ġ
㽛攨⃫ġ
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䆇㤕岔䚖ġ
!!!!!!!!!
ῇ㕡ġ
慹柵ġ
屠㕡ġ
慹柵ġ
ġ
ġ
ġ
㽛攨⃫ġ
屈⁝㤕⊁ㆸ㛔ġ
屯䓊㤕⊁㓞䙲ġ
33,038,973.80
61,049,682.14
ῇ㕡ġ
慹柵ġ
屠㕡ġ
慹柵ġ
Ṣḳ屣䓐ġ
戨埴㚵⊁㓞䙲ġ
2,960,505.40
屈⁝㤕⊁ㆸ㛔ġ
33,038,973.80 屯䓊㤕⊁㓞䙲ġ
61,049,682.14
吋ḳ⍲䚋⮇㚫攳㓗
℞Ṿ戨埴㤕⊁㓞䙲ġ
-1,371,541.00
Ṣḳ屣䓐ġ
戨埴㚵⊁㓞䙲ġ
2,960,505.40
借⒉攳㓗
5,010,791.00 嫱⇠⍲屉⊁㈽屯㓞䙲ġ
-吋ḳ⍲䚋⮇㚫攳㓗
℞Ṿ戨埴㤕⊁㓞䙲ġ
-1,371,541.00
⚢⭂借⒉墼⇑
-- ℞Ṿ戨埴㓞䙲ġ
-借⒉攳㓗
5,010,791.00 嫱⇠⍲屉⊁㈽屯㓞䙲ġ
-℞ṾṢḳ屣䓐
朆㬋ⷠ㤕⊁㓞䙲ġ
139,073.67
-⚢⭂借⒉墼⇑
-- ℞Ṿ戨埴㓞䙲ġ
-䫔ᶱ侭ἄ↢ᷳὃㅱġ
䆇㤕㎵⣙ġ
83,555.63
-℞ṾṢḳ屣䓐
139,073.67 朆㬋ⷠ㤕⊁㓞䙲ġ
-䫔ᶱ侭㍸ὃᷳ⊆⊁ġ
3,433,756.90
䫔ᶱ侭ἄ↢ᷳὃㅱġ
83,555.63 䆇㤕㎵⣙ġ
-℞Ṿ戨埴屣䓐ġ
245,337.13
䫔ᶱ侭㍸ὃᷳ⊆⊁ġ
3,433,756.90
䦭枭ġ
-℞Ṿ戨埴屣䓐ġ
245,337.13
朆㬋ⷠ㤕⊁屣䓐ġ
-䦭枭ġ
-㉀冲㑍㫦ġ
270,410.63
朆㬋ⷠ㤕⊁屣䓐ġ
-⁁䓐慹ᷳ㑍㫦ġ
-㉀冲㑍㫦ġ
270,410.63
䆇㤕⇑㼌ġ
23,159,829.78
⁁䓐慹ᷳ㑍㫦ġ
-䷥柵ġ
䷥柵ġ
65,381,728.54
65,381,728.54
䆇㤕⇑㼌ġ
23,159,829.78
䷥柵ġ
䷥柵ġ
65,381,728.54
65,381,728.54
㎵䙲妰䬿堐
!!!!!!!!㽛攨⃫!
損益計算表
ῇ㕡ġ
慹柵ġ
屠㕡ġ
慹柵ġ
澳門元 !
㎵䙲妰䬿堐
!!!!!!!!㽛攨⃫
䆇㤕⇑㼌ġ
䆇㤕㎵⣙ġ
-23,159,829.78
ῇ㕡ġ
慹柵ġ
屠㕡ġ
慹柵ġ
㬟⸜ᷳ㎵⣙ġ
㬟⸜ᷳ⇑㼌ġ
-8,231,510.04
䆇㤕㎵⣙ġ
-- 䆇㤕⇑㼌ġ
23,159,829.78
䈡⇍㎵⣙ġ
䈡⇍⇑㼌ġ
--㬟⸜ᷳ㎵⣙ġ
㬟⸜ᷳ⇑㼌ġ
8,231,510.04
-䆇㤕⇑㼌ᷳ䦭枭㑍㫦ġ
3,851,743.16 ⁁䓐慹ᷳἧ䓐ġ
-䈡⇍㎵⣙ġ
-- 䈡⇍⇑㼌ġ
-䆇㤕䳸㝄(䙰检)ġ
䆇㤕䳸㝄(嘏㎵)ġ
27,539,596.66
-䆇㤕⇑㼌ᷳ䦭枭㑍㫦ġ
-3,851,743.16 ⁁䓐慹ᷳἧ䓐ġ
䷥柵ġ
䷥柵ġ
31,391,339.82
31,391,339.82
䆇㤕䳸㝄(䙰检)ġ
27,539,596.66 䆇㤕䳸㝄(嘏㎵)ġ
-䷥柵ġ
䷥柵ġ
31,391,339.82
ġ
ġ
ġ
䴻攟䎮ġ
ġ
ġ
ġ
ġ
ġ
㚫妰ᷣ䭉ġ 31,391,339.82
ġ
ġġġġ
ġ
⻝㔯㫥ġġ
ġ
ġ
ġ
ġ
ġ
ġġ㞗ㆧ⭡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
ġ
ġ
ġ
䴻攟䎮ġ
ġ
ġ
ġ
ġ
ġ
㚫妰ᷣ䭉ġ
經理
會計主管
ġ
張文欽
柯懿容
ġ
ġġġġ
ġ
⻝㔯㫥ġġ
ġ
ġ
ġ
ġ
ġ
ġġ㞗ㆧ⭡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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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COMMERCIAL BANK LIMITADA – Sucursal de Macau

(Publicações ao abrigo
do artigo
76 do RJSF
aprovado
pelo —
Decreto-Lei
no. 32/93M, de 5 de Julho)
FIRST
COMMERCIAL
BANK
LIMITADA
Sucursal de Macau
(Publicações
ao abrigo
do artigo EM
76.º do31
RJSF
aprovado
pelo Decreto-Lei
32/93M, de 5 de Julho)
BALANÇO
ANUAL
DE
DEZEMBRO
DEn.º2016
Balanço anual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6
MOP
MOP

ACTIVO
CAIXA
DEPÓSITOS NA AMCM
VALORES A COBRAR
DEPÓSITOS À ORDEM NOUTRAS
INSTITUIÇÕES DE CRÉDITO NO
TERRITÓRIO
DEPÓSITOS À ORDEM NO
EXTERIOR
OURO E PRATA
OUTROS VALORES
CRÉDITO CONCEDIDO
APLICAÇÕES EM INSTITUIÇÕES
DE CRÉDITO NO TERRITÓRIO
DEPÓSITOS COM PRÉ-AVISO E A
PRAZO NO EXTERIOR
ACÇÕES, OBRIGAÇÕES E QUOTAS
APLICAÇÕES DE RECURSOS
CONSIGNADOS
DEVEDORES
OUTRAS APLICAÇÕES
PARTICIPAÇÕES FINANCEIRAS
IMÓVEIS
EQUIPAMENTO
CUSTOS PLURIENAIS
DESPESAS DE INSTALAÇÃO
IMOBILIZACOES EM CURSO
OUTROS VALORES IMOBILIZADOS
CONTAS INTERNAS E DE
REGULARIZAÇÃO
TOTAIS

3,631,816.75
29,745,048.05
--

PROVISÕES,
AMORTIZAÇÕES E
MENOS - VALIAS
----

38,665,665.43

--

38,665,665.43

25,436,246.88
--1,065,071,208.65

-----

25,436,246.88
--1,065,071,208.65

50,000,000.00

--

50,000,000.00

556,087,700.00
--

---

556,087,700.00
--

-----4,035,264.37
-----

-----2,912,870.08
-----

-----1,122,394.29
-----

4,697,848.38
1,777,370,798.51

-2,912,870.08

4,697,848.38
1,774,457,928.43

ACTIVO BRUTO

ACTIVO LÍQUIDO
3,631,816.75
29,745,048.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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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P

SUB-TOTAIS
SUB-TOTAIS
108,242,267.52
108,242,267.52
--345,183,338.97
345,183,338.97
---

PASSIVO
DEPÓSITOS À ORDEM PASSIVO
DEPÓSITOS
À /ORDEM
DEPÓSITOS C
PRÉ-AVISO
DEPÓSITOS A
C /PRAZO
PRÉ-AVISO
DEPÓSITOS
A
PRAZO
DEPÓSITOS DE SECTOR PÚBLICO
DEPÓSITOSDE
DEINSTITUIÇÕES
SECTOR PÚBLICO
RECURSOS
DE CRÉDITO NO
RECURSOS
DE
INSTITUIÇÕES
DE CRÉDITO NO
TERRITÓRIO
TERRITÓRIO
RECURSOS DE OUTRAS ENTIDADES LOCAIS
RECURSOS
DE OUTRAS
ENTIDADES
LOCAIS
EMPRESTIMOS
EM MOEDAS
EXTERNAS
EMPRESTIMOS POR
EM MOEDAS
EXTERNAS
OBRIGACOES
EMPRESTIMOS
OBRIGACOES
CREDORES PORPOR
RECURSOS
CONSIGNADOS
CREDORES
RECURSOS
CONSIGNADOS
CHEQUES EPOR
ORDENS
A PAGAR
CHEQUES
E
ORDENS
A
PAGAR
CREDORES
CREDORES
EXIGIBILIDADES DIVERSAS
EXIGIBILIDADES
DIVERSAS
CONTAS INTERNAS
E DE REGULARIZAÇÃO
CONTAS
INTERNAS
E DE REGULARIZAÇÃO
PROVISÕES PARA RISCOS
DIVERSOS
PROVISÕES
PARA RISCOS DIVERSOS
CAPITAL
CAPITAL
RESERVA LEGAL
RESERVA LEGAL
ESTATUTARIA
RESERVA
ESTATUTARIA
OUTRAS RESERVAS
OUTRAS RESERVAS
RESULTADOS
TRANSITADOS DE EXERCICIOS
RESULTADOS
ANTERIORESTRANSITADOS DE EXERCICIOS
ANTERIORES
RESULTADO
DO EXERCICIO
RESULTADO DO EXERCICIO

TOTAIS
TOTAIS
453,425,606.49
453,425,606.49

--1,156,740,318.55-1,156,740,318.55---202,530.26
-202,530.26
420,416.00
420,416.00
---

50,000,000.00
50,000,000.00
----(163,713.00)
(163,713.00)

TOTAIS
TOTAIS

CONTAS EXTRAPATRIMONIAIS
EXTRAPATRIMONIAIS
VALORES RECEBIDOSCONTAS
EM DEPOSITO
VALORES RECEBIDOS EM
DEPOSITO
PARA COBRANÇA
PARA
COBRANÇA
VALORES RECEBIDOS EM
CAUÇÃO
VALORES
RECEBIDOS
EM
CAUÇÃO
GARANTIAS E AVALES PRESTADOS
GARANTIASABERTOS
E AVALES PRESTADOS
CREDITOS
CREDITOS
ABERTOS
ACEITES
EM
CIRCULACAO
ACEITES
EM
CIRCULACAO
VALORES DADOS
EM CAUÇÃO
VALORES
DADOS
EM CAUÇÃO
COMPRAS
A PRAZO
COMPRAS
A
PRAZO
VENDAS A PRAZO
VENDAS
A PRAZO
OUTRAS
CONTAS
EXTRAPATRIMONIAIS
OUTRAS CONTAS EXTRAPATRIMONIAIS

6,333,475.98
27,539,596.66
6,333,475.98
27,539,596.66

1,157,363,264.81
1,157,363,264.81
11,166,445.26
11,166,445.26
11,793,252.23
11,793,252.23

49,836,287.00
49,836,287.00
90,873,072.64
90,873,072.64
1,774,457,928.43
1,774,457,928.43
MOP
MOP
MONTANTEMOP
MONTANTE ---5,103,224,202.12
5,103,224,202.12
1,605,200.00
1,605,200.00
104,661,112.00
104,661,112.00
-----791,434,531.00
791,434,5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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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NSTRACAO DE RESULTADOS DO EXERCICIO DE 2015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de 2015
DEMONSTRACAO
DE RESULTADOS
DO EXERCICIO
DE 2015
CONTA
DE EXPLORAÇÃO
Conta
exploração
CONTA
DE de
EXPLORAÇÃO
DÉBITO
DÉBITO
CUSTOS DE OPERAÇÕES
CUSTOS
DE OPERAÇÕES
PASSIVAS
PASSIVAS
CUSTOS COM PESSOAL:
CUSTOS
COM PESSOAL:
REMUNERAÇÕES
DOS
REMUNERAÇÕES
DOS E
ÓRGÃOS DE GESTÃO
ÓRGÃOS
DE
GESTÃO
E
FISCALIZAÇÃO
FISCALIZAÇÃO
REMUNERAÇÕES DE
REMUNERAÇÕES
EMPREGADOS DE
EMPREGADOS
ENCARGOS
SOCIAIS
ENCARGOS
SOCIAIS
OUTROS CUSTOS
COM O
OUTROS
CUSTOS
COM O
PESSOAL
PESSOAL
FORNECIMENTOS DE
FORNECIMENTOS
DE
TERCEIROS
TERCEIROS
SERVICOS
DE TERCEIROS
SERVICOS
DE TERCEIROS
OUTROS CUSTOS
BANCARIOS
OUTROS
CUSTOS
BANCARIOS
IMPOSTOS
IMPOSTOS
CUSTOS INORGANICOS
CUSTOS
INORGANICOS
DOTACOES
PARA
DOTACOES
PARA
AMORTIZACOES
AMORTIZACOES
DOTACOES
PARA PROVISOES
DOTACOES
PARA PROVISOES
LUCRO DA EXPLORACAO
LUCRO DA EXPLORACAO
TOTAIS
TOTAIS

MONTANTE
MONTANTE
33,038,973.80
33,038,973.80

--5,010,791.00
5,010,791.00
--139,073.67
139,073.67
83,555.63
83,555.63
3,433,756.90
3,433,756.90
245,337.13
245,337.13
-----

CRÉDITO
CRÉDITO
PROVEITOS DE OPERAÇÕES
PROVEITOS
ACTIVAS DE OPERAÇÕES
ACTIVAS DE SERVIÇOS
PROVEITOS
PROVEITOS
DE SERVIÇOS
BANCÁRIOS
BANCÁRIOS
PROVEITOS DE OUTRAS
PROVEITOS
DEBANCÁRIAS
OUTRAS
OPERAÇÕES
OPERAÇÕES
BANCÁRIAS
RENDIMENTOS DE TÍTULOS DE
RENDIMENTOS
CRÉDITO E DEDE TÍTULOS DE
CRÉDITO
E DE
PARTICIPAÇÕES
PARTICIPAÇÕES
FINANCEIRAS
FINANCEIRAS
OUTROS
PROVEITOS
OUTROS
PROVEITOS
BANCÁRIOS
BANCÁRIOS
PROVEITOS INORGÂNICOS
PROVEITOS
INORGÂNICOS
PREJUIZOS DE
EXPLORACAO
PREJUIZOS DE EXPLORACAO

270,410.63
270,410.63
--23,159,829.78
23,159,829.78
65,381,728.54
65,381,728.54

TOTAIS
TOTAIS

CONTAConta
DE LUCROS
PERDAS
de lucros e E
perdas
CONTA DE LUCROS
E
PERDAS
DÉBITO
DÉBITO
PREJUIZO DE EXPLORAÇÃO
PREJUIZO
DE EXPLORAÇÃO
PERDAS RELATIVAS
A
PERDAS
RELATIVAS
A
EXERCÍCIOS ANTERIORES
EXERCÍCIOS
ANTERIORES
PERDAS
EXCEPCIONAIS
PERDAS
EXCEPCIONAIS
DOTAÇÕES PARA IMPOSTOS
DOTAÇÕES
PARA IMPOSTOS
SOBRE LUCROS
DO
SOBRE
LUCROS
DO
EXERCÍCIOS
EXERCÍCIOS
RESULTADO
DO EXERCÍCIO
RESULTADO
DO EXERCÍCIO
(SE POSITIVO)
(SE POSITIVO)
31,391,339.82
31,391,339.82
GERENTE GERAL
Gerente-Geral,
GERENTE
GERAL
ALEX
CHANG
Alex
Chang
ALEX
CHANG

MONTANTE
MONTANTE

----3,851,743.16
3,851,743.16

LUCRO DE EXPLORAÇÃO
LUCRO DE
EXPLORAÇÃO
LUCROS
RELATIVOS
A
LUCROS
RELATIVOS
A
EXERCÍCIOS ANTERIORES
EXERCÍCIOS
ANTERIORES
LUCROS EXCEPCIONAIS
LUCROS EXCEPCIONAIS
PROVISÕES
UTILIZADAS
PROVISÕES UTILIZADAS
RESULTADO
DO EXERCICIO
RESULTADO
DO EXERCICIO
(SE NEGATIVO)
(SE NEGATIVO)

27,539,596.66
27,539,596.66
31,391,339.82
31,391,339.82

61,049,682.14
61,049,682.14
2,960,505.40
2,960,505.40
1,371,541.00
1,371,541.00

---------

65,381,728.54
65,381,728.54
MOP
MOP
MOP
MONTANTE
MONTANTE

CRÉDITO
CRÉDITO
---

MOP

MOP
MOP
MONTANTE
MONTANTE

TOTAIS
TOTAIS

23,159,829.78
23,159,829.78
8,231,510.04
8,231,510.04
------31,391,339.82
31,391,339.82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O CHEFEKO
DAYI
CONTABILIDADE
JUNG
Ko Yi Jung
KO YI JUNG
業務報告之概要

㤕⊁⟙⏲ᷳ㤪天ġ
㤕⊁⟙⏲ᷳ㤪天ġ
第一商業銀行創立於一八九九年，經營迄今已逾百年。二零一六年，
本分行業務呈現穩定進展，並達到預期理想之業績。
䫔ᶨ⓮㤕戨埴∝䩳㕤ᶨℓḅḅ⸜炻䴻䆇彬Ṳ忦䘦⸜ˤḴ暞ᶨℕ⸜炻㛔↮埴㤕⊁⏰䎦䨑⭂忚⯽炻᷎忼
展望二零一七年，
本分行將繼續秉持「顧客至上，服務第一」的理念，積極拓展業務，為客戶提供更多元化及更優質的服務。
䫔ᶨ⓮㤕戨埴∝䩳㕤ᶨℓḅḅ⸜炻䴻䆇彬Ṳ忦䘦⸜ˤḴ暞ᶨℕ⸜炻㛔↮埴㤕⊁⏰䎦䨑⭂忚⯽炻᷎忼
⇘枸㛇䎮゛ᷳ㤕䷦ˤ
⇘枸㛇䎮゛ᷳ㤕䷦ˤ
經理

張文欽

⯽㛃Ḵ暞ᶨᶫ⸜炻㛔↮埴⮯两临䥱㊩ˬ栏⭊军ᶲ炻㚵⊁䫔ᶨ˭䘬䎮⾝炻䧵㤝㉻⯽㤕⊁炻䁢⭊㇞㍸ὃ㚜
⯽㛃Ḵ暞ᶨᶫ⸜炻㛔↮埴⮯两临䥱㊩ˬ栏⭊军ᶲ炻㚵⊁䫔ᶨ˭䘬䎮⾝炻䧵㤝㉻⯽㤕⊁炻䁢⭊㇞㍸ὃ㚜
Síntese do relatório de actividade
⣂⃫⊾⍲㚜⃒岒䘬㚵⊁ˤ
⣂⃫⊾⍲㚜⃒岒䘬㚵⊁ˤ

Banco Comercial Primeiro, S.A., fundado em 1899, tem operado mais de cem anos. Em 2016, a sucursal tem-se desenvolvido de forma
estável,
䴻䎮ġġalcançando o grande sucesso previsto.

䴻䎮ġġ

⻝㔯㫥ġ
Em
2017, a sucursal irá, insistir na prossecução do conceito «Cliente Preferencial, Serviço de Primeira», procurando, expandir activa⻝㔯㫥ġ
mente os negócios e oferecer aos clientes diversos serviços com a melhor qualidade.
Gerente-Geral
Alex Chang

N.º 20 — 17-5-2017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II SÉRIE

7091

摘要財務報表的外部核數師報告

致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管理層：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貴分行」）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乃撮錄自 貴分行截至
同日止年度的已審核財務報表及 貴分行的賬冊和記錄。摘要財務報表由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
度的損益表組成，管理層須對該等摘要財務報表負責。我們的責任是對摘要財務報表是否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已審核財務報表及
貴分行的賬冊和記錄符合一致，發表意見，僅向管理層報告，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我們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
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布的《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貴分行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
表，並已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儲備金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組
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及 貴分行的賬冊和記錄符合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 貴分行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財務報表以及獨立核數師報
告一併閱讀。
張佩萍
註冊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澳門，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三日

Síntese do parecer dos auditores externos
Para a Gerência do First Commercial Bank Limitda — Sucursal de Macau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nexas do First Commercial Bank Limitada — Sucursal de Macau (a Sucursa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6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dos registos contabilísticos da Sucursa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Est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s quais compreendem o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6 e a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são da responsabilidade da Gerência da Sucursal. A
nossa responsabilidade consiste em expressar uma opinião, unicamente dirigida a V. Exas. enquanto Gerência, sobre s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com os registos contabilísticos da Sucursal, e sem qualquer outra finalidade. Não assumimos responsabilidade nem aceitamos obrigações perante
terceiros pelo conteúdo deste relatório.
Auditámo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Sucursa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6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emitidas pelo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e expressámos a
nossa opinião sem reservas sobre est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no relatório de 24 de Março de 2017.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compreendem o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6, a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a demons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as reservas e a demonstração dos fluxos de caixa d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e um resumo das principai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com os registos contabilísticos da Sucursal.
Para um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Sucursal,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e do âmbito da nossa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em anexo devem ser lidas em conjunto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com o respectivo relatório do auditor independente.
Cheung Pui Peng Grace
Auditor de contas
PricewaterhouseCoopers
Macau, 13 de Abril d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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