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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中國澳門心慈善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4號184/2018號。

中國澳門心慈善會

章程

第一章

名稱、宗旨及會址

第一條——本會名稱：

中文名為”中國澳門心慈善會”；

英文名為“C h i na Macau’s Hea r t 
Charity Association”。

第二條——宗旨：秉承中華民族的

大愛精神為宗旨，弘揚愛我祖國、愛我澳

門、心繫澳門之精神、團結各方各界善心

人士和社團機構、共同推動中華地區的

公益事業、弘揚慈愛之心、行善積德、關

懷弱勢社群、扶貧助學、參與社會公益事

務。

第三條——會址：澳門瘋堂新街

10-12號新豐大廈1樓A座。如經會員大會
決議，本會會址可遷往澳門其他地點。

第二章

團體

第四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本會

受澳門現行社團法之規定及本章程所管

理。

第三章

會員的資格、權利與義務

第五條——（一）凡認同本會宗旨及

願意遵守本會章程之人士，須依手續填寫

表格，由理事會審查和監事會批核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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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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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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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組織及職權

第六條——本會的組織架構為：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七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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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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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員大會成員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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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的召集每年至少召開

一次，由理事會召集。召集會員大會必須

提前八天以掛號信或簽收書面形式通知，

召集書上需載明開會日期、時間、地點及

議會之議程；有五分之一的會員為合法目

的，有權要求召開特別會員大會。如會議

當天出席人數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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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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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連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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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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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連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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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其他名銜：

（一）本會設創會會長、永遠會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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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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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可以外聘其他善長，由理事會審

核認可。

第五章

經費

第十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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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章程修改

第十二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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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解散

第十三條——本會解散的決議，須獲

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八章

附則

第十四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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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條——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

概依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於第一公

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2,32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3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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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致良知書院文化研究協進會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

設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

件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

存檔於本署2018/A S S/M6檔案組內，編
號為368。

澳門致良知書院文化研究協進會

章程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為“致良知書院文化研究

協進會”。 

 
第二條

宗旨

本會宗旨是：傳播大愛、傳遞正能量。

“致良知”，是明朝儒家思想家王陽明的

心學核心思想，國家領導人多次提到“知

行合一”，其核心思想就是指“致良知”。 
國內及華人社會中，有很多的國學書院，

不同風格的書院，從而形成了各種獨特的

“書院文化”。 

第三條

會址

本會設於：澳門黑沙環中街海上居第

六座21樓D座。

第二章

會員制度

第四條

會員資格

一、本會會員分為會員、顧問會員、榮

譽會員和名譽會員；

二、任何人士經其本人申請、及由兩

名會員推薦，並提交理事會，審批通過

後，可成為會員、顧問會員、榮譽會員或名

譽會員。

第五條

會員的權利

一、會員的權利：

（一）參與會員大會及投票；

（二）選舉及被選為組織架構之據位

人；

（三）使用協會提供之設施及支援。

二、顧問會員、榮譽會員和名譽會員

的權利：

（一）列席會員大會；

（二）優先使用協會提供之設施或支

援。

第六條

會員的義務

一、會員、顧問會員、榮譽會員和名譽

會員的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遵守由理事會

制定的其它規定及會員大會決議；

（二）維護本會合法權益；

（三）參與、支援本會的工作、主動向

本會反映情況，提供有關資料、報表；

（四）按時交納會費。

 二、上述會員必須按照與之相對應的
會員管理制度進行管理。

第七條

會員資格的喪失

但凡會員違反本章程規定之義務、本

會作出之有效決議或作出有損協會聲譽，

經理事會決議後取消會員資格，其所交納

的會費概不退還。

如有以下條件之一者，視為自動退

會：

（1）在各種公開場合發表有損於國
家、協會聲譽和形象的言論，做出不利於

協會團結的事情；

（2）擅自以協會名義從事有損協會
名譽和利益的活動；

（3）違反國家法律、法規或本會章程
者；

（4）一年以上的時間與協會沒有任
何聯繫和往來；

（5）兩年內無故不繳納會費或不參
加協會活動者；

（6）未經協會同意，私自以協會名義
進行有經濟收益的演講及培訓活動，並造

成不良影響者；

（7）在網路媒體和各種公眾場合發
佈不利於安定團結、有損國家、社會和

諧、人身攻擊、誹謗等過激言行者，一律

問責和後果自負。

會員違反國家法律、法規或本會章

程的，理事會將及時做出除名處理，並公

示。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八條

架構

一、本會的組織架構包括會員大會、

理事會、監事會；

二、本會各組織架構成員每三年選舉

一次，連選得連任。

第九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關，負責選舉會員大會會長、副會長、理事

會及監事會成員、審議協會年度工作報告，

以及聽取理事會工作計劃，其職權是：

（一）制定和修改章程；

（二）選舉和罷免架構成員； 

（三）審議理事會的工作報告和財務

報告； 

（四）決定終止事宜； 

（五）決定其他重大事宜。

二、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以及副會

長若干名。本會會長行使下列職權： 

（一）主持會員大會； 

（二）負責督促會員大會、理事會決

議的落實情況； 

（三）代表本會簽署重要文件。

三、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

日以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為之，召集書內

應指出會議召開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

程。大會應由行政管理機關進行召集、且

每年必須召開一次。

第十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主要負責一切涉及協會運

作及管理的事務並制定相關規定，制定年

度工作計劃與執行、會員的接納與開除、

協會的資產管理，以及聘請名譽會長、榮

譽會長、名譽顧問、榮譽顧問及機構工作

人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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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常務副理

事長一名，副理事長若干名，可設立秘書

處，設秘書長一名，副秘書長若干名及理

事若干名，總人數為單數；

理事會職責：

（一）執行會員大會的決議；

（二）聘請名譽會長和顧問；

（三）召集會員大會，並向會員大會

報告工作和財務狀況；

（四）決定會員的除名； 

（五）根據會長的提名，決定秘書長

人選的聘免； 

（六）根據秘書長的提名，決定副秘

書長人選的聘免；

（七）領導各機構開展工作； 

（八）制定內部管理制度； 

（九）決定其它重大事項。

第十一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主要負責對協會年度工作

報告以及賬目報告提出意見，並監察協會

會務的開展；

二、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監事若干

人，總人數為單數。

第四章

收入

第十二條

經費來源

一、會費；

二、接受團體、企業或熱心人士捐

贈；

三、政府資助；

四、在核准的業務範圍內開展活動工

作或服務之收益；（例如提供服務，出版

刊物或其他活動而獲得之收益等；）

五、利息；

六、其他合法收益。

第五章

其他

第十三條

章程之修改及解散

本章程如有未盡善之處，可經會員大

會審議後修改。章程的修改，須獲出席會

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解散本會須獲全體

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通過。

對本會章程的修改，須經理事會審議

後報會員大會表決通過。 

                 
第十四條

 終止程序及廢止後的財產處理

終止動議須經會員大會表決通過，並

報特別行政區有關部門審查。

本會終止前，須成立清算工作組，清

理債權債務，處理善後事宜。清算期間，

不開展清算以外的活動。 

本會終止後的剩餘財產，用於發展與

本會宗旨相關的事業之團體或機構。

  第十五條

附則 

本章程的解釋權屬本會理事會。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於第二公

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3,71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715,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安徽皖北聯誼會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

設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

件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

已存檔於本署2018/ASS/M6檔案組內，
編號為367。

澳門安徽皖北聯誼會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安徽皖

北聯誼會”。

第二條——本會以團結、聯絡、服務

鄉親為宗旨，謀求會員和鄉親之福利及社

會公益，做好育幼、敬老、助困工作，促進

鄉親紮根澳門攜手共創未來，以澳門安徽

皖北聯誼會“團結、愛鄉、發展”為旗幟，

為建設家鄉發展之福利事業盡綿薄之力，

發揚愛國主義精神，為澳門繁榮安定做貢

獻。

第三條——本會會址

澳門關閘大馬路115號新南大廈一樓
J座；

電話：00853-63861576；

傳真：00853-28437218。

第二章

組織與架構

第四條——不分性別，年齡在16歲以
上，願意遵守本會章程及參加本會活動的

鄉親，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

第五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

力機關，設會長1人，常務副會長若干人，
副會長若干人。會長不在，由常務副會長

行使會長職權，常務副會長不在時可由副

會長代行。

第六條——常務委員會為本會常設機

關，常委會由創會會長，正、副會長，理事

長、副理事長、永遠名譽會長、名譽會長、

秘書長組成，其總人數必須為單數。會長

為召集人。

第七條——本會可聘請各界德高望

重之人士為本會榮譽會長，永遠名譽會

長、名譽會長、名譽顧問、顧問。

第八條——理事會設理事長1人，副
理事長若干人，其總人數必須為單數，在

理事長不在時，由副理事長行使理事長職

權。

理事會職權：

1、執行會員大會的決議；

2、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3、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況；

4、決定會員的加入、處分和除名；

5、決定設立辦事機構的設置，並領導
內部機構開展工作；

6、制定內部管理制度；

7、制定本會的年度財務預算、決算方
案；

8、聘任或解任秘書長和副秘書長，決
定辦事機構等內部機構的主要負責人；

9、本章程規定的其他事項。

第九條——監事會設監事長1人，副監
事長若干人，監事若干人，其總人數必須為

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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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本會下設財務部、福利

部、聯絡部、文教部、婦女部、青年委員

會、協調部。

第十一條——常委會職權

1、執行本會章程；

2、處理本會重大事務，執行會員大會
之決議。

第十二條——正、副監事長領導監事

會、依據本會章程查核各幹部，監察理事

會對於會員之違規行為之處分、定期查核

各部工作及賬目。

第十三條——各部職權分配如下

1、秘書處：

對常委會負責，處理本會一切對內、

對外之書信、文件及檔案、通告等，以及各

種會議的通知工作。

2、財務部：

掌管本會一切財政收支平衡事項，保

管有價證劵並將來往賬目每月向監事會

彙報並公佈。

3、福利部：

負責辦理與會員福利相關之事宜、參

與社會慈善公益活動，關心老人，貧病會

員或鄉親，數額較大之補助發款需向常委

會報告後另行處理。

4、聯絡部：

負責聯絡本地及內地各政府機關，兄

弟社團，聯絡各鄉親，使其與本會關係密

切。

5、文教部：

處理會員子女之教育事宜，對有天資

而缺少經濟能力的會員給予助學金，注重

人才成就，並定期組織鄉親進行文藝及體

育活動。

6、婦女部：

負責組織本會之女會員及會員之女

性家屬，使其在工餘時間為本會和社會公

益效力，並協調各家庭安定和好。

7、青委會：

負責補助本會青年會員和會員之未成

年子女，使其有正當之社會活動及健康成

長。

8、協調部：

負責調解本會會員之間的內部糾紛及

協調兄弟社團之關係。

第三章

權利與義務

第十四條——會員之權利

1、享有選舉及被選舉權；

2、享有對本會會務建議及監督權；

3、享有請求本會援助其對外正常事
宜之權利；

4、享有章程及決議案所規定之一切
權利；

5、凡屬本會會員之人員檔案資料，本
會依保密制度給予嚴謹保密，確保會員隱

私的安全。

第十五條——會員之義務

1、普通會員入會時應繳交入會辦證
費用及會員費共伍佰元正，之後每年應續

交會員費，學生會員免交會員費。

2、遵守本會章程及決議，參加本會及
社會公益活動。

第四章

會員入會與退會

第十六條——第一屆已一次性繳交澳

門幣貳仟元以上者，即為本會永久會員，

以後各屆可免交會員費。

第十七條——凡申請入會者應填寫會

員登記表壹份，繳交相片二張，身份證影

印本壹張予秘書處，經批准方正式會員。

第十八條——本會會員入會實行自主

原則，欲退會者須具函通知理事會，必須

交回會徽及會員證。

第十九條——凡有會員違背本會章

程，決議案及在外有損本會聲譽之行為或

有獨犯政府之刑事者，經理事會決定給

予除名。

第二十條——凡退出本會或被除名之

會員、職員，無權向本會索回所交之費用

及捐款，更不得藉口索回公款盈餘。

第五章

會議

第二十一條——本會會議分為下列諸

種：

1、會員大會：定於每年十二月份舉
行。由理事會召集。

2、臨時會員大會：如遇有重大事件得
由理事會召集。

3、理事會會議：不定期召開，由理事
長決定。

4、常務委員會會議：不定期召開，由
會長決定。

5、監事會會議：每次召開時間由監事
長決定。

6、各部委會議：每月召開一次，由部
長商定。

7、理、監事聯席會議：不定期召開，
由常委會決定。

第二十二條——每次會議由秘書處提

前十天通知，每次會議需過半數人員參

加，否則不能作出任何決議。決議應由到

會人員60%通過方為有效，否則決議將被
視為無效。但法律或本章程另有規定除

外。通知而不到會者為棄權論，會員大會

須提前十天以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通知

全體會員，通知書內須注明會議之日期、

時間、地點及議程。

第六章

選舉與任期

第二十三條——參選資格

只要熱心社團公益工作，願意服務鄉

親，能作無私奉獻並具領導才幹，品德兼

優者均可參加競選。

第二十四條——產生辦法

本會之組織機關成員（除常務委員會

外）均由會員大會依照第二十三條議事原

則，進行不記名投票，得票達60%者，視
為當選。

第二十五條——本會創會會長，永遠

名譽會長，名譽會長有權列席本會任何會

議，正、副會長、理事長、監事長離位後為

本會永遠名譽會長。

第二十六條——任期

本會組織機關成員每屆任期為三年，

可競選連任。每屆任期屆滿前兩個月，由

理事會籌備召開會員大會，進行換屆選

舉。

第七章

經費與開支

第二十七條——本會經費源於會員自

動捐款，社會捐助及會員年費。

第二十八條——經費之支出

本會一切會務活動之費用，社會公

益，社會捐助，臨時接待等支出均嚴格依

據會計原則審核。

第二十九條——支出審批權限

凡日常費用金額在澳門幣二百元以內

由各正部長決定動用，二百元以上之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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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支由會長、副會長、理事長協商決定，並

得簽名同意方可使用。

第三十條——銀行開戶

由會長、副會長、理事長、三人聯名，

一切用款需三人簽名方可領取。

第三十一條——本會一切資產（包括

外來資助、捐助之有價資產或不動產）均

屬於澳門安徽皖北聯誼會所擁有，任何人

不得擅自挪用、佔用；不得將屬於本會之

資產據為己有，如經發現，本會保留追還

之權利，必要時可訴諸法律。

第八章

附則

第三十二條——本會會址為本會舉行

各種會務，接待來客和鄉親，舉辦各種聯

誼活動之場所，不得舉辦有博彩性質之活

動，以及與澳門法律有抵觸之活動。

第三十三條——本會刻有鋼質圓形

原子印章壹枚，全稱“澳門安徽皖北聯誼

會”由會長保管。

第三十四條——本會刻有橢圓形財務

原子印章壹枚，全稱“澳門安徽皖北聯誼

會”。

第三十五條——本會所有固定資產一

律造冊登記。

第三十六條——修改本會章程之決

議，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

散本會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

贊同票。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於第二公

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4,29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294,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出彩澳門拍客協會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

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

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

檔於本署2018/A S S/M6檔案組內，編號
為373。

出彩澳門拍客協會

章程

第一章

名稱、宗旨及會址

第一條——本會名稱：

中文名為“出彩澳門拍客協會”（簡稱

“出彩拍客”）；

英文名為“A m a z i ng M ac au Pro-
camera Association”（簡稱“AMPA”）。

本會乃非牟利團體。

第二條——本會宗旨為“愛國愛澳、

配合澳門特區政府青年人拍客群體專業

化發展需要，架構澳門與內地青年人拍客

之間相互交流的平臺、培訓及培養澳門更

多的青年人成為專業化拍客製作經營管

理人才，促進澳門與內地拍客青年人交流

合作，促進澳門文化產業發展。”

第三條——會址：澳門友誼大馬路

888號友誼大廈2樓F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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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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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的最高權力機關是會員大

會。設有會長一名，副會長若干名，任期三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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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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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理事會召集。在必要情況下應理事

會或不少於五分之一會員以正當理由提出

要求，亦得召開特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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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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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會成員提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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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會員大

會，向會員大會提交工作（會務）報告，及

接受監事會對工作之查核。

第八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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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監事會為本會會務的監察機

關。負責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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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的修改，須獲出席會

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方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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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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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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9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95,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酒類產品專業協會

Associação Profissional de Produtos de 
Vinhos de Macau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

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

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

檔於本署2018/A S S/M6檔案組內，編號
為374。

澳門酒類產品專業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中文名稱：澳門酒類產品專業協會；

葡文名稱：Associação Profissional 
de Produtos de Vinhos de Macau；

英文名稱：Macao Wine Products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英文簡稱：MWPPA。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致力為本澳及世

界各地不同酒類產品之業界建立平台，以

提升同業的品牌知名度以及促進業務交

流為宗旨。

第三條

會址

本會設於澳門台山牧場街61號新城
市工業大廈3樓G座。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或由本會會員推薦，經理事會批准，填寫

會員入會申請表，繳納入會登記費及年費

後，方可成為本會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享

有本會舉辦活動的參與和福利之權利；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參與決議，

以及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機關

第六條

機關

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本會最高權力機關為會員大

會，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會長、副會長、秘書長和理事會、監事會成

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

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

兩名或以上，秘書長一名；每屆任期為三

年，可連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及簽收之方式召集，

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

和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均可召開特

別會員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八條

理事會

（一）本會執行機關為理事會，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日常具體會務。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及理

事多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會議每年最少召開一

次，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

方可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

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九條

監事會

（一）本會監察機關為監事會，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監

事多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會議每年最少召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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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會費收入；

（二）接受社會團體或個人的贊助及

捐贈；

（三）政府資助；

（四）其他合法收入；

（五）倘若會務經費不敷或特別需要

用款時，得由理事會決定籌募之。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6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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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南新商舖互助會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

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

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

檔於本署2018/A S S/M6檔案組內，編號
為371。

南新商舖互助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南新商舖互助會。

第二條

本會為非牟利社團

宗旨為：

1）愛國愛澳、遵法守法、㩦手振興澳
門經濟。

2）維護各商戶合法權益，和睦互助，
守望相顧。

3）協助調解商戶間或商戶與社會各
方利益矛盾及衝突。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氹仔柯維納馬路 
374A~410號南新第一座地下H舖。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南新各商舖業主及南新各商舖租

客均可申請成為本會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權利

1）參加會員大會及本會所舉辦之各
項活動。

2）在有需要時要求召開特別會員大
會。

3）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二）會員義務

1）遵守本會章程和決議。

2）按時繳交會費的義務。

3）不得作出損害本會聲譽之行為。

（三）如嚴重損壞本會聲譽，將由理

事會與監事會聯合商議後作出決定終止

該會員之會籍。

第三章

組織機關

第六條

機關 

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1）本會最高權力機關為會員大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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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會員大會設一名主席、一名副主
席、一名秘書。每屆任期為兩年，可連選

連任。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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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五分之一以上人數之會員聯名，便
可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5）除本章程或法律規定外，會員大會
之決議以出席人數過半通過（缺席會議

當放棄權利）。

6）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提前
八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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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

理事會

1）本會行政管理機關為理事會，負責
執行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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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一名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

理事若干名。每屆任期為兩年，可連選連

任。

3）理事會每六個月召開會議一次。會
議要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未能出席

之理事成員可透過授權方式由其他成員

代表出席），方可議決事宜，決議須獲絕

對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九條

監事會

1）本會監事機關為監事會，負責監察
理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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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一名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

每屆任期為兩年，可連選連任。

3）監事會每六個月召開會議一次。會
議要有過半數監理事成員出席（未能出席

之監事會成員可透過授權方式由其他成

員代表出席），方可議決事宜，決議須獲

絕對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四章

附則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及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定籌募之。

第十一條

會徽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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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沁月舞蹈團

Grupos de Dança Sam Ut de Macau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

設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

件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

存檔於本署2018/A S S/M6檔案組內，編
號為369。

澳門沁月舞蹈團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

本團為非牟利性質團體，定名為“澳

門沁月舞蹈團”，英文名為“Macao Sam 
Ut Dance Group”，葡文名為“Grupos 
de Dança Sam Ut de Macau”。

第二條——宗旨

本團以推動舞蹈藝術發展，培養會員

對舞蹈之認識和審美，促進澳門與外地舞

蹈文化、交流及合作為宗旨。

第三條——會址

1.）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士多鳥拜斯大
馬路30C號金碧大廈1樓A座。

2.）經會員大會批准，會址可遷至澳
門任何地方。

第二章

團員

第四條——團員資格

任何贊成本團宗旨，願意遵守本團章

程者，均可申請成為團員。

第五條——團員權利：

1.）參加團員大會；

2.）有選舉及被選舉權；

3.）參加本團所辦之各種活動。

第六條——團員義務：

1.）遵守本團之章程及團員大會與理
事會之決議；

2.）依時繳納團費；

3.）積極參與本團所辦之活動；

4.）不作任何損害本團聲譽之行為。

第三章

管理架構

第七條——本團管理架構由團員大

會、理事會和監事會組成。

第八條——團員大會負責制訂或修

改本團章程，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的成

員，以投票方式決定重大計劃和工作方

向。

第九條——理事會為本團的行政管

理機關，負責執行團員大會的決定及推動

團務；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一名、理

事一名、秘書一名、財政一名，每屆理事會

成員任期為兩年，可連任。

第十條——監事會為監察理事會各

項工作的機關，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

一名及監事一名，任期兩年，可連任。

第十一條——名譽團長及顧問，必須

聘自知名人士及有舞蹈造詣之人士。由理

事會提名，交團員大會以過半數票通過。

第四章

會議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

一次，大會之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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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需要情況

下，特別會議可由管理架構召開，所有會

議需有最少四分之三成員出席，於最少八

日前通知。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

決議，須獲全體社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五章

財政

第十三條——經費

本團經費來自團員團費、政府或社會

團體及有心人士贊助、捐贈。

第六章

章程之遺漏及修改

第十四條——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

出席團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本章程僅能

由團員大會修改。倘有未列明之事項將按

澳門現行之有關法律規範。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於第二公

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787,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台山青年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五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2018年社團及財團儲存文
件檔案”第2/2018/ASS檔案組第110號，
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台山青年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台山青年

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Jovens de 
Macau Taishan”，英文名稱為“Taishan 
Youth Association of Macau”。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以凝聚在

澳門的台山籍青年的愛國愛澳愛鄉力量

為基礎，透過組織及參與澳門特區政府

的各項事務，以及推動本澳青年與祖國的

先進青年組織及世界各地愛國華人社團

的聯繫和交流，團結四海鄉親，為澳門特

區政府實踐“一國兩制、澳人治澳”培育

具有國際視野的人才。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連勝馬路12號信
耀大廈一樓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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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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理事會批准

後，便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享

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

機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大

會，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主席、副主席、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

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的

工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

及秘書各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

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

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

和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

會員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八條

理事會

（一）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會，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日常具體事務。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及理

事各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三）理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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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監事長及監

事各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三）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四章

附則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及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定籌募之。

第十一條

會徽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五日於海島公證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2,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大灣區人工智能學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五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2018年社團及財團儲存文
件檔案”第2/2018/ASS檔案組第108號，
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大灣區人工智能學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大灣區人工智

能學會”；英文名稱為“Macau Greater Bay 
Are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stitute”。

第二條

性質

本會是以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尤其是

澳門地區的人工智能科技發展，探索科技

前沿為主要活動目的的非牟利性社團。

第三條

宗旨

本會旨在探索尖端科技；向大灣區各

界普及推廣人工智能科學，並長期致力於

推動大灣區人工智能科技的發展。

第四條

會址

澳門宋玉生廣場258號建興龍廣場12
樓P座。

第二章

活動

第五條

活動週期及原則

1. 本會不定期組織若干會員活動，具
體活動週期可靈活調整。

2. 本會以不佔用多數會員之工作時間
為原則。

第六條

活動方式及內容

1. 本會定期向粵港澳大灣區各界宣傳
及推廣人工智能科技的最新資訊。

2. 本會將不定期組織會員外出交流
並參觀訪問科技產業園及公司。

3. 本會將不定期承辦其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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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會員制度

第七條

會員的加入資格

1. 承認本會章程，認可本會宗旨的人
士均可加入本會。

2. 會員應有團隊精神，且具備對社團
活動的熱情。

第八條

會員入會及退會程序

1. 任何符合上條所陳述之資格且認
可本會章程者，可填寫申請表，經理事會

批准，即可成為本會會員。

2. 會員可自願申請退會，需提前通知
理事會。

第九條

會員權利

1. 參加本會舉辦的各類活動。

2. 提出申請並計劃舉辦活動。

3. 對本會活動的監督權、建議權和批
評權。

4. 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第十條

會員義務

1. 遵守本會章程和制度。

2. 執行本會各項決議並維護本會權
益。

3. 需具備敬業精神，不得無故拖延和
終止被委派之工作。

4. 提出工作建議和意見。

5. 參加本會各類活動。

第十一條

會員獎勵辦法

凡對本會各項會務活動有突出貢獻

之會員可獲得表揚或嘉許。

第四章

本會的組織管理及構建形式

第十二條

組織架構

1. 本會組織架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2. 會員大會設主席團，由1名會長，1
名常務副會長及若干名副會長組成，主席

團總人數必須為單數。其職能為選舉組織

架構成員、聽取和審查理事會工作報告、

決定會務方針和其他重大事項。每年至少

召開一次會員大會，須最少提前八日以掛

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會員，召集書內須

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3. 理事會設理事長1名、常務副理事
長1名、副理事長及理事各若干名，其組成
人數必須為單數。職能為負責本會日常工

作。

4. 監事會設監事長1名、副監事長1名
及監事若干名，其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

職能為履行相關監察及建議工作。

5. 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及監事會
各成員每屆之任期為三年，只可連選連任

一屆。

第五章

本會資產管理

第十三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及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有理事

會決定籌募之。

第十四條

資產用途

1. 本會之經費及其他行政文具屬於
本會財產，其他單位不得侵佔。

2. 本會之全部經費及日常行政用品
必須用於本會集體活動，不得為私人侵佔

和挪用。

3. 本會財務管理須嚴謹真實；財務管
理人員交接時須逐條明晰，以確保內容完

整。

第十五條

財政預算

1. 本會的財政預算應量入為出，力求
收支平衡，避免赤字，而開支應符合本會

的財政計劃。具體財政運作由內部規章規

範。

2. 本會年度財政實行每屆結算。

第六章

附則

第十六條

生效

本章程自正式公佈之日起對全體會員

生效。

第十七條

釋義及修訂

1. 本章程最終解釋權歸澳門大灣區
人工智能學會所有。

2. 澳門大灣區人工智能學會保留對
本章程作出修訂的權利；修訂後的章程將

第一時間公佈予全體會員。

第十八條

修改章程

修改章程之決議，需獲出席的會員3/4
的贊同票方可通過。

第十九條

解散本會的權利

解散本會之決議，需獲全體會員3/4
的贊同票方可通過。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五日於海島公證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3,03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036,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世界藝術家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五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2018年社團及財團儲存文
件檔案”第2/2018/ASS檔案組第107號，
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世界藝術家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世界藝術家
協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Mundial 
de Artistas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The World Art ists 
Association of Macau”。

英文簡稱為：“W.A.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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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的組織，宗旨為：聯合

本澳及國際藝術家團體和個人，擴大友好

交流與合作，推廣本澳藝術文化精粹，培

養優秀文化藝術人才，配合特區政府施政

方針，促進藝術文化的交流與發展。

第三條——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氹仔運動場圓形

地21號美景花園美華閣23樓T室。經會員
大會決議可將會址搬遷。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認同本會宗旨及願意遵

守本會章程者，均可申請成為本會會員。

經本會理事會批准後，便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享

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付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

大會、理事會、監事會。

第七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具有職權如下：

1）負責制定、修改會章及會員守則。

2）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副主席、秘書
及理事會、監事會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工作計劃及
重大事項。

4）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架構及選舉方式如

下：

1）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及秘
書各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2）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提前
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通知

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和議

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會員

大會。

3）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
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議，

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八條——理事會

（一）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會，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日常具體會務。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及理

事各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三）理事會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

次。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

方可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

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九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監

事各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三）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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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可決議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

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四章

附則

第十條——經費

（一）本會經費源於會費、社會各界

熱心人士、企業及有關機構贊助或捐贈；

政府資助以及其他合法收入，本會之收益

可作為日常辦公和會務活動經費等，倘有

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會決定籌

募之。

（二）本會經費收支，須由理事會造

具決算報告經會員大會通過。

第十一條——會徽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五日於海島公證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2,20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208,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e Ciência, Engenharia e 
Segurança Contra Incêndios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五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2018年社團及財團儲存文
件檔案”第2/2018/ASS檔案組第109號，
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Estatuto da Associação de Ciência, En-
genharia e Segurança Contra Incêndios

CAPÍTULO I

Princípios gerais

Artigo 1.º

É constituída a Associação de Ciência, 
Engenharia e Segurança Contra Incêndios, 
denominada em chinês 消防工程科學及
防火安全協會 e em inglês Fire Enginee-
ring Science and Fire Safety Association, 
com siglas identificadoras em português   
«ACESCI» , em chinês “消防科學及防火協
會”  e em inglês «FESFSA».

Artigo 2.º

1. A Associação de Ciência, Engenharia 
e Segurança Contra Incêndios (ACESCI)  
é uma instituição civil, de direito privado, 
sem fins lucrativos que visa promover a 
cooperação e assistência técnica na área 
do fabrico, montagem e importação de 
equipamentos de protecção, prevenção e 
combate a incêndios.

2. Para a concretização deste objectivo 
compete, especialmente, à Associação dar 
suporte técnico aos associados nas diversas 
áreas, desenvolver campanhas educativas 
e publicitárias com interesse para as activi-
dades dos fabricantes destes equipamentos 
e estabelecer parcerias com laboratórios 
credenciados, o Corpo de Bombeiros e 
outras instituições, públicas e priva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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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ando apurar a qualidade da mais vasta 
gama de produtos de protecção, prevenção 
e combate a incêndios. 

 
Artigo 3.º

1. O Emblema  é o símbolo representati-
vo da Associação. 

2. A Assembleia geral poderá deliberar 
a utilização de qualquer outro símbolo que 
entender conveniente para a prossecução 
dos fins e/ou objectivos da Associação. 

CAPÍTULO II

Membros e Mecenas

Artigo 4.º

1. A Associação é constituída por mem-
bros titulares, associados e honorários.

2. São membros titulares todos os subs-
critores do presente contrato de constitui-
ção.

3. Podem ser membros associados quais-
quer pessoas singulares ou colectivas, se-
diadas n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ou fora dela. 

4. Podem ser membros honorários todas 
as pessoas singulares que tenham prestado 
serviços relevantes à Associação, como 
tal reconhecidos e aprovados pela Assem-
bleia-Geral.

5. Podem ser mecenas as instituições, 
organizações, laboratórios, sociedades e 
pessoas singulares que pretendam contri-
buir financeira ou materialmente para os 
fins da Associação.  

Artigo 5.º

1. A admissão de novos membros, de-
pende da apresentação de proposta funda-
mentada e subscrita, no mínimo por três 
membros titulares da Associação, acompa-
nhada de informação pormenorizada sobre 
o candidato a membro.

2. A aprovação da proposta de admissão 
carece de voto favorável de uma maioria 
qualificada de dois terços dos membros da 
Direcção da Associação.

Artigo 6.º

São direitos dos membros titulares e as-
sociados:

a) Usufruir dos benefícios que a associa-
ção lhes conceda;

b) Eleger e ser eleito para os órgãos as-
sociativos.

Artigo 7.º

São direitos dos membros honorários:

a) Usufruir dos benefícios que a Asso-
ciação lhes conceda;

b) Participar nas actividades organizadas 
pela Associação.

Artigo 8.º

São deveres dos membros:

a) Cumprir as deliberações dos órgãos 
associativos;

b) Colaborar no desenvolvimento da As-
sociação e participar nas suas actividades;

c) Zelar pelo prestígio da Associação;

d) Pagar uma quota anual.

Artigo 9.º

O não cumprimento da obrigação de pa-
gamento da quota anual, por mais de dois 
anos consecutivos, poderá implicar a perda 
da qualidade de membro.

Artigo 10.º

A renúncia à qualidade de membro deve-
rá ser formalizada mediante comunicação 
escrita dirigida ao Presidente da Associa-
ção, sem prejuízo do dever de pagamento 
integral da quota relativa ao ano em curso.

CAPÍTULO III

Órgãos

Artigo 11.º

São órgãos da Associação:

a) A Assembleia-geral;

b) A Direcção; e 

c) O Conselho Fiscal.

Secção I

Assembleia-geral

Artigo 12.º 

A Assembleia-geral é o órgão supremo 
da Associação.

Artigo 13.º

1. Compete à Assembleia-geral:

a) Determinar a política da Associação;

b) Aprovar o plano de trabalhos;

c) Aprovar a alteração dos Estatutos;

d) Deliberar sobre a dissolução da Asso-
ciação;

e) Ratificar as decisões da Direcção, que 
concedam ou retirem a qualidade de mem-
bro;

f) Apreciar os relatórios de actividades e 
de contas da Direcção;

g) Fixar o montante das quotas dos 
membros titulares e dos associados;

h) Eleger, através dos membros titulares 
e associados, os membros da Mesa da As-
sembleia-geral, da Direcção e do Conselho 
Fiscal, para o desempenho de mandato de 
três anos, sendo permitida a reeleição por 
uma ou mais vezes;

i) Eleger os membros da Assembleia-
-geral, da Direcção e do Conselho Fiscal;

j) Ratificar o Regulamento Interno da 
Associação e demais regulamentos neces-
sários ao seu bom funcionamento.

2. Nas reuniões ordinárias da Assem-
bleia-geral será fixada a data da reunião 
seguinte.

Artigo 14.º

A Mesa da Assembleia-geral é composta 
por um Presidente e dois secretários.

Artigo 15.º

Compete ao Presidente da Mesa da 
Assembleia-geral:

a) Convocar as reuniões da Assembleia-
-geral ordinária nos termos previstos nos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e a Assembleia-
-geral extraordinária, a pedido do Pr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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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te da Associação, do Conselho Fiscal, 
ou, de pelo menos um terço dos seus mem-
bros titulares;

b) Preparar as condições logísticas e 
materiais necessárias para a realização das 
reuniões da Assembleia-Geral;

c) Dirigir os trabalhos das reuniões da 
Assembleia-geral;

d) Organizar e reunir toda a documen-
tação produzida durante as reuniões da 
Assembleia-geral e enviá-la ao Presidente 
da Direcção da Associação.

Artigo 16.º

A Assembleia-geral realiza-se anual-
mente em sessão ordinária, no local, a data 
e a hora fixados  na reunião precedente.

Artigo 17.º

1. A Assembleia-geral é constituída pe-
los membros titulares e associados.

2. A Assembleia-geral é convocada por 
meio de carta registada, enviada com a an-
tecedência mínima de 8 dias, ou mediante 
protocolo efectuado com a mesma antece-
dência, indicando o aviso convocatório o 
dia, hora e local da reunião e a respectiva 
ordem de trabalhos, o qual deverá ser pu-
blicado e afixado na sede da Associação.

3. A Assembleia não poderá funcionar 
validamente, em primeira convocação, sem 
a presença de, pelo menos, metade dos 
associados, funcionando uma hora depois 
ou em segunda convocação com qualquer 
número.

4. As deliberações, salvo em casos pres-
critos na lei, são tomadas por maioria ab-
soluta dos votos dos associados presentes, 
requerendo as deliberações sobre alteração 
dos estatutos o voto favorável de três quar-
tos do número de associados presentes. 

Artigo 18.º

1. As deliberações da Assembleia-geral 
são tomadas por maioria absoluta dos 
membros presentes.

2. Os Estatutos da Assembleia só podem 
ser alterados em reunião da Assembleia-
-geral expressamente convocada para esse 
fim e aprovação por uma maioria qualifica-
da de três quartos dos membros presentes.

3. A dissolução da Associação só pode 
ser decidida em reunião da Assembleia-
-geral expressamente convocada para esse 
fim e aprovação por uma maioria qualifica-
da de três quartos dos membros total.

Artigo 19.º

Cada membro titular e associado tem 
direito a um voto.

Artigo 20.º

1. Os membros titulares e associados 
podem fazer-se representar nas reuniões 
da Assembleia-geral por outro membro, 
através de mandato de representação.

2. O mandato de representação só será 
admitido, se for entregue ao Presidente da 
Mesa da Assembleia-geral até ao início dos 
trabalhos da Assembleia.

3. O Presidente da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fará distribuir, de seguida, a lista dos 
membros validamente representados com 
a indicação do respectivo representante.  

Artigo 21.º

Os membros honorários serão sempre 
convidados a participar nas reuniões da 
Assembleia-geral, não tendo direito a voto.

Artigo 22.º

O Presidente da Direcção da Associação 
poderá sempre convidar a assistir às reuni-
ões da Assembleia-geral, como observado-
res, personalidades e instituições cuja par-
ticipação tenha interesse para os trabalhos.

Secção II

Direcção da Associação

Artigo 23.º 

A Direcção da Associação é o órgão di-
rigente máximo da Associação.

Artigo 24.º

Sempre  que  se  verifique  ausência,  im-
pedimento  prolongado  ou  perda  da  qua-
lidade de membro da respectiva instituição, 
as funções de Presidente da Direcção da 
Associação serão assumidas até à eleição 
de novo Presidente, pelo Vice-Presidente 
da Direcção da Associação.

Artigo 25.º

A Direcção da Associação é composto 
por um presidente, um vice-presidente, 
oito vogais e um secretário-geral.

Artigo 26.º 

1. A Direcção reúne-se ordinariamente 
uma vez por ano.

2. A Direcção reúne-se extraordina-
riamente sempre que for convocado pelo 
Presidente por iniciativa própria ou a 
requerimento de, pelo menos, dois terços 
dos membros da Direcção em efectividade 
de funções, devendo o respectivo pedido 
ser acompanhado da indicação precisa dos 
assuntos a tratar. 

Artigo 27.º

1. As deliberações da Direcção são to-
madas por maioria de votos dos membros 
presentes, tendo o Presidente voto de qua-
lidade.

2. Nenhuma deliberação é válida sem 
que esteja presente, a maioria dos mem-
bros em exercício.

3. Se a Direcção não puder reunir por 
falta de quórum o Presidente pode, con-
siderar que os assuntos constantes da or-
dem de trabalhos carecem de deliberação, 
recorrer ao voto escrito, nos termos que 
vierem a ser estatuídos no Regulamentado 
Interno da Associação, neste caso as de-
liberações serão válidas se aprovadas por 
maioria absoluta de votos favoráveis dos 
membros presentes. 

Artigo 28.º

O Presidente da Direcção da Associação 
é eleito de entre os membros titulares. 

Artigo 29.º

Compete ao Presidente da Direcção da 
Associação:

a) Representar a Associação;

b) Dirigir a actividade da Associação;

c) Convocar e presidir às reuniões da 
Associação;

d) Autorizar a contratação de pessoal 
técnico e administrativo.

Artigo 30.º

Compete à Direcção da Associação:

a) Velar pela observância dos Estatutos 
e das demais disposições regulamentares;

b) Firmar e rescindir contratos e convé-
nios;

c) Executar as decisões da Direcção e as 
deliberações da Assembleia-geral;

d) Desempenhar todas as missões que 
lhe forem cometidas pelo Preside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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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Distribuir por todos os membros da 
Associação a documentação produzida na 
reunião da Assembleia-geral;

f) Preparar as reuniões da direcção;

g) Preparar o projecto de programa de tra-
balho e o orçamento anuais da Associação;

h) Organizar a documentação e arquivo 
da Associação;

i) Receber as quotizações anuais dos 
membros;

j) Receber outras contribuições financei-
ras e materiais que sejam feitas à Associação.

Secção III

Conselho Fiscal

Artigo 31.º

1. O Conselho Fiscal é composto por um 
presidente, um vice-presidente, três vogais 
efectivos, eleitos pela Assembleia-geral de 
entre os membros titulares e associados da 
Associação.

2. O Conselho Fiscal deve examinar 
anualmente as contas do ano precedente, 
elaborar um relatório sobre as mesmas e 
submetê-lo à apreciação da Assembleia-
-geral através da Direcção.

Secção IV

Processo Eleitoral e Mandatos

Artigo 32.º

Os  titulares dos órgãos electivos da As-
sociação são eleitos na Assembleia-geral 
expressamente convocada para esse fim.

Artigo 33.º 

Os membros da Mesa da Assembleia-geral, 
os da Direcção e do Conselho Fiscal apresen-
tar-se-ão a sufrágio em lista única, proposta 
no mínimo por três membros titulares.

Artigo 34.º

1. Considerar-se-ão, eleitos, os membros 
da lista que tiverem obtido a maioria abso-
luta de votos dos membros presentes.

2. Se nenhuma das listas obtiver a maio-
ria absoluta de votos dos membros presen-
tes na Assembleia-geral proceder-se-á a 
nova votação, apenas entre as duas listas 
mais votadas considerando-se eleitos os 
candidatos a titulares daqueles órgãos cuja 
lista obtiver maior número de votos. 

Secção V

Disposições financeiras

Artigo 35.º

1. A Associação será financiada pelas 
quotizações anuais dos seus membros, cujo 
valor será aprovado em Assembleia-geral.

2. A Associação promoverá acções para 
obtenção de outras fontes de financiamen-
to, nomeadamente de receitas provenientes 
do desenvolvimento das suas actividades, 
da aceitação de doações e de subsídios e 
contribuições que lhe forem atribuídos.

Artigo 36.º

1. Os membros pagarão a quota anual 
fixada em Assembleia-geral.

2. Os membros titulares e associados po-
derão ainda contribuir com um valor adi-
cional que entenderem, para as actividades 
da Associação, a fixar no regulamento 
interno da Associação a ser aprovado em 
Assembleia-geral.

CAPÍTULO IV

Sede

Artigo 37.º

A Sede da Associação é na Avenida da 
Praia Grande, n.º 693, Edifício Tai Wah, 
10.º andar «B», em Macau.

CAPÍTULO V

Alteração dos Estatutos

Artigo 38.º

1. A alteração dos Estatutos só pode ser 
aprovada pela Assembleia-geral, nos ter-
mos previstos no n.º 2 do artigo 18.º

2. A alteração dos estatutos pode ser pro-
posta pela Direcção da Associação ou por um 
quinto dos membros da Assembleia-geral.

CAPÍTULO VI

Dissolução da Associação

Artigo 39.º

1. A dissolução da Associação só pode 
ser decidida pela Assembleia-geral nos ter-
mos previstos no n.º 3 do artigo 18.º

2. Só terão direito a voto, na Assembleia-
-geral a que se refere o n.º 1 deste artigo, os 
membros que tiverem pago a sua quota anual.

Artigo 40.º

Em caso de dissolução a Assembleia-ge-
ral decidirá o destino a dar ao património 
da Associação.

CAPÍTULO VII

Disposições diversas e transitórias

Artigo 41.º

1. A Direcção da Associação sempre 
que haja alteração de Estatutos elaborará, 
no prazo de noventa dias, um projecto de 
Regulamento Interno da Associação, que 
enviará a todos os membros titulares para 
que se pronunciem nos noventa dias subse-
quentes.

2. Findo o prazo pode a Direcção da As-
sociação proceder à aprovação do Regula-
mento Interno, o qual entrará em vigor, a 
título provisório, no nonagéssimo primeiro 
dia após o seu envio a todos os membros 
titulares.

3. O Regulamento Interno será sujeito a 
ratificação na Assembleia-geral subsequen-
te à sua aprovação.

CAPÍTULO VIII

Entrada em vigor

Artigo 42.º

O presente Estatuto entra em vigor na 
data da sua publicação no Boletim Oficial 
da RAEM.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五日於海島公證署

二等助理員  Mário Alberto Carion 
Gaspar

（是項刊登費用為 $7,95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7 957,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家國情懷歷史學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章程 
之修改已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以

書面作出，修改之章程條款為第一條、第

二條、第三條2）、第十條及第十一條，附
件為有關章程全文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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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家國情懷歷史學會

章程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家國情

懷歷史學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本會住所設於“澳門勞動

節街198號地下D”，經理事會同意，會址
可遷移至本澳其它地方。

第三條——宗旨：

1）宣揚愛國愛澳精神；

2）以開展愛國愛澳教育、提高全民國
防意識、振奮民族精神、激發愛國熱情、

增強民族責任感為本會的主要工作目標；

3）透過舉辦活動，積極推動本地區
與鄰近地區對中國近代歷史交流和合

作；

4）舉辦講座、聚會、課程、展覽、會
議、研討會等各類型浩動，出版、發行或

售賣與本會宗旨有關之書籍及刊物。

第四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無

存立期限，設有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

會。

第五條——凡支持本會章程，填寫入

會表格，經理事會審批即為會員。會員有

權參加本會的活動，擁有選擇權和被選舉

權。

第六條——1）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
高權力機構，設會長一名及副會長若干

名；會長負責召開及主持會員大會，可決

議通過或修改章程，選舉領導架構；

2）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
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3）解散或延長本會存續期之決議，須
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七條——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

理事長及理事若干名，其組成人數必須

為單數；理事會須根據會員大會制訂的方

針，領導、管理和主持會務活動；招收會

員；製作年度工作報告書和財務報告書。

第八條——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副

監事長及監事若干名，其組成人數必須為

單數；監事會須監督理事會之運作；審核

財務帳目。

第九條——經理事會決議，得聘請

社會知名人士擔任本會榮譽會長、名譽會

長、名譽顧問和顧問，以指導本會工作。

第十條——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

由理事會召集，需最少提前八日以透過掛

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召集書內應指

示會議的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如於

第一次召集開會時，出席會員不足所須之

法定人數，會議得於半小時後經第二次召

集後舉行，屆時無論出席會員人數多少，

會議可以合法及有效進行決議。而不少

於總數五分之一之會員以正當目的提出要

求時，亦得召開大會。會員大會、理事會

及監事會之成員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

任。

第十一條——本會的經費來源包括

會員會費、自願捐獻、私人、商業機構、政

府機構之贊助或資助及其他收入來源。

第十二條——本章程未有列明之事，

概依澳門現行法律規範執行。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私人公證員 司徒民義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8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88,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愛護地盤狗協會

Associação Protectora de Cães em Locais 
sob Construção Civil em Macau

Association for Protection of Dogs on 
Construction Sites in Macau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se encontra arquivado, neste Cartório, des-
de 29 de Novembro de 2018, no maço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f)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do Notariado com o n.º 1/2018, 
sob o n.º 6, o acto de constituição da asso-
ciação com a denominação em epígrafe, 
que se regerá pelas cláusulas constantes 
dos artigos seguintes que constituem os 
seus estatutos. 

澳門愛護地盤狗協會

Associação Protectora de Cães em Locais 
sob Construção Civil em Macau

Association for Protection of Dogs on 
Construction Sites in Macau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澳門愛護

地盤狗協會。

葡文名稱：Associação Protectora de 
Cães em Locais sob Construção Civil 
em Macau。

英文名稱：A s s o c i a t i o n  f o r 
Protection of Dogs on Construction 
Sites in Macau。

會址：澳門馬揸度博士大馬路431-
487號及漁翁街354-408號南豐工業大廈3
樓C。

宗旨

本會為一非牟利慈善團體，目的為加

強建築業界之間的溝通與交流，提升本澳

地盤狗的生活質素，搭建業界與政府的

交流平台，提倡實施絕育後交回，組織拯

救團隊為地盤狗提供援助及基本醫療支

援。

第二條——會務範圍

一． 主動聯絡建築業界，以教導愛護
動物及尊重生命的觀念；

二． 以本澳建築地盤流浪動物及被
遺棄動物為協助及拯救對象；

三． 提供流浪動物基本餵食；

四． 致力結集本澳團體尤以動物社
團，並力求改善資源問題；

五． 給流浪動物進行結紮手術；

六． 和其他機構、單位及社團合作，
推廣動物福利，善待動物。

第二章

會員

第三條——入會條件

任何人士，不分性別、年齡、國籍、宗

教信仰，對動物有愛心，支持本會，尊重

本會章程的人士均可參加。

第四條——入會方式

以單人個人或社團名義入會。

第五條——會員權利

一． 有權出席會員大會及本會一切活
動；

二． 在會員大會享有投票權，選舉權
及被選舉權；

三． 有提出異議及退會的權利。

第六條——會員義務

一． 出席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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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加和協助本會舉辦之各項活
動；

三． 尊重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
費；

四． 不做有損本會的行為。

第七條——開除會籍

一． 任何會員如有違反本地區法律、
本會章程，將被開除會籍；

二． 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
事會決定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嚴重危害

本會者，得經理事會通過開除會籍。

第八條——會員退會

一、自願退會需函告理事會；

二、 積壓會費三個月或以上，經催促
無效者，視同退會。

第三章

組織

第九條——架構

一、本會領導機構由會員大會、理事

會及監事會組成。

二、 理事會和監事會的成員是在會員
大會上選舉產生，任期三年，連選連任。

三、選舉形式是以不記名投票以絕對

多數票通過。

第十條——會員大會

一、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

構，由全體會員組成。每年舉行大會壹

次，並須在召開會員大會前最少八天透過

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召集信內需指

出大會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等。出席

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員人數的二分一，但

一小時後仍未達二分一的人數，則可召開

大會，但法律另有規定除外。

二、在緊急情況下，由符合法定人數

可以召開。

三、會員大會設主席一人、秘書一人。

四、會員大會之職權包括通過修改會

章及商討其他重要事項。

第十一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是本會最高執行機構，負

責執行大會的決議、開展各項會務活動、

接納會員，並具代表本會的資格；

二、理事會由單數成員組成，包括理

事長一人，理事若干人，總數為單數，由會

員大會選舉產生。

第十二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負責監察理事會工作和財

政開支；

二、監事會由不少於三名成員組成，

包括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監事若干

人，總數為單數，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第十三條——修章

修改章程之決議需出席會員中之四分

之三人贊同，方視為有效。

第十四條——解散

本會之解散決議需全體會員中之四分

之三人通過，方視為有效。

第十五條——經費

本會經費來源於會費及社會人士資

助。

第十六條——本章程如有未盡善處，

均按澳門法律辦理。

過渡規定

一、 現指定下列人士擔任本會第一屆
各機關的職務：

會員大會

主席：梁熾彪 Leong, Chi Pio

秘書：王開心Wong, Hoi Sam

理事會

理事長：李子康 Lei, Chi Hong

副理事長：陳雅善 Chan, Nga Sin 

理事：李偉漢 Lei, Wai Hon

監事會

監事長：談俊奔 Tam, Chon Pan

副監事長：梅安妮Mui, On Nei Ana

監事：馮美嫻 Fong, Mei Han  

二、本會所有行為、合約及文件須由

理事長一人簽署。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30 de No-
vembro de 2018. — O Notário, Manuel Pinto.  

 （是項刊登費用為 $3,07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075,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中資﹙澳門﹚職業介紹所協會

Associação de Agências de Emprego de 
Capital da China (Macau)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por 
extracto, que se encontra arquivado neste 
Cartório, sob o n.º 10 do Maço n.º 1/2018 
de Depósito de Associações e Fundações, 
um exemplar da alteração do n.º 2 do artigo 
1.º dos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com a de-
nominação em epígrafe, que passa a ter a 
redacção constante do documento anexo.

中資﹙澳門﹚職業介紹所協會之修改章程

第一章

第二條

會址

一、本會的會址：澳門冼星海大馬路

105號金龍中心19樓M；

私人公證員 潘世隆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3 de De-
zembro de 2018. — O Notário, Marcelo Poon.

（是項刊登費用為 $49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9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國際應用心理學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存檔於本署2018/A S S/M6檔案組內，編
號為370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三章

組織機關

第七條

機關

本會的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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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允許設立附屬部門，附屬部門隸

屬於本會，受理事會監督行政及財政，受

會員大會監督選舉及規章，其具體組成、

許可權及運作等規定由內部章程規範。

第八條

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機關，除擁

有法律所賦予之職權外，還可制定和修訂

本會章程，選舉和罷免組織機關成員。審

議理事會和監事會的工作報告和財務報

告。制定本會的政策及其他重大問題而作

出決定。聘請永遠榮譽會長、榮譽會長、

永遠名譽會長及名譽會長。

一、會員大會享有以下權力：

（一）制定和修改本會章程；

（二）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的成員；

（三）行使法律或章程賦予的權力。

二、會員大會由全體有投票權的會員

參與組成，召開日常會議。

三、會員大會設主席團。主席團由主

席一人，副主席若干名，秘書一人，總數為

單數，並由主席主持工作。

四、會員大會每年至少舉行一次會

議，最少八天之前以掛號信通知會員，通

知書內必須注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

和議程。會員大會在超過半數會員出席時

方能召開，若當時出席的會員人數不足，

不能召開會議，且半小時後作出第二次召

集，屆時則不論出席會員人數的多少均視

為有效，決議以出席者之過半數同意為有

效。遇票數相同時，主席具有決定性的表

決權。

五、會員大會主席團任期為三年，可

連選連任。

第九條

理事會

一、維持不變。

二、維持不變。

三、理事會成員任期為三年，可連選

連任。

第十條

監事會

一、維持不變。

二、維持不變。

三、維持不變。

四、監事會成員任期為三年，可連選

連任。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6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6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Geral do Sector Imobiliário 
de Macau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os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Geral do Sector 
Imobiliário de Macau foram alterados os 
artigos 22.º, 26.º e 27.º do Capítulo terceiro, 
por documento particular datado de 27 de 
Novembro de 2018, passando o mesmo a 
ter a seguinte redacção em anexo.

澳門地產業總商會

Associação Geral do Sector Imobiliário 
de Macau

Macau General Association of Real 
Estate

章程修改

第二十二條——會員大會召開須由會

長或會長會同理事會、監事會聯席會議通

過，並由理事會召集之，開會日期必須提

前十五天以掛號信方式或透過簽收之方

式通知各會員，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

期、時間、地點及議程。可在會慶日舉行，

在特殊情況下可提前或延期舉行。

第二十六條——常務理事會會議，由

理事長召集之，每次會議須有半數以上常

務理事會成員參加方得開會和決議，決議

取決於出席據位人之過半數票，理事長除

本身之票外，遇票數相同時，有權再投一

票。

第二十七條——常務監事會會議，由

監事長召集之，每次會議須有半數以上常

務監事會成員參加方得開會和決議，決議

取決於出席據位人之過半數票，監事長除

本身之票外，遇票數相同時，有權再投一

票。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30 de 
Novembro de 2018. — O Notário, António 
Baguinho.

（是項刊登費用為 $72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723,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珠海各級政協委員聯誼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起，存放於本署13/2018號檔案組內，並登
記於第1號“獨立文書及其他文件之登記
簿冊”內，編號為45號，該聯誼會修改章
程內容載於本證明書之附件內並與原件

一式無訛。

澳門珠海各級政協委員聯誼會

章程修改

澳門珠海各級政協委員聯誼會（以下

簡稱“本會＂），聲明修改本會章程第四

條、第五條第1款、第八條、第九條、第十
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第1款如下：

“第四條

會員資格

1. 珠海市、區兩級政協現屆澳門委
員、特聘委員具當然會員資格，向本會申

請後成為會員。

2. 正常退任的珠海市、區兩級政協澳
門委員，繼續保留會員資格。

3. 會員申請退會，須向本會提出書面
申請，並經會長及理事會批准。

4. 經會長同意及理事會決議通過，會
員資格得被取消。

第五條

會員之權利

1. 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和表決權，僅
珠海市、區兩級政協現屆澳門委員、特聘

委員之會員可被選舉擔任本會的會員大

會主席團、理事會及監事會之成員。

2. （保持不變）

3. （保持不變）

第八條

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是本會的最高權力機構，
由全體會員組成。設會員大會主席團，有

會長一名、常務副會長若干名、副會長若干

名，主席團成員必須為單數，由會員大會協

商推選產生。會長為本會會務最高負責人，

召集及主持會員大會；對外代表本會，對內

策劃會務，會長、常務副會長及副會長可出

席理事會各項會議，有發言權和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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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員大會職權為：修改本會章程；
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監事會的

成員以及其他法律所賦與的一切權力。

3.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議。
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或

透過簽收方式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

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在必要情況

下應理事會或不少於二分之一會員以正當

理由提出要求，亦得召開特別會議。

4. 會員大會在至少半數會員出席的
情況下方可作出決議，如不足半數，則原

訂時間三十分鐘後在同一地點召開之會

議視為第二次召集之會議，屆時不論出席

人數多少均可作出有效決議，但法律另有

規定者除外。

第九條

理事會

理事會是本會的執行機構，設理事長

一名、副理事長若干名、財務長一名及理

事若干名組成，成員人數必須為單數，由

會員大會協商推選產生。理事會負責執行

會員代表大會決議及日常具體會務工作，

於每年會員大會上，作會務報告、財務報

告。

第十條

監事會

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設監事長一

名、副監事長若干名及監事若干名，成員

人數必須為單數。由會員大會協商推選

產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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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年度監察活動

報告。

第十一條

榮譽及名譽職位

本會得根據會務發展需要聘任榮譽

會長、名譽會長、名譽顧問、顧問。由會

長、常務副會長、副會長、理事長和監事長

協商聘請。

第十二條

經費來源

1. 會員的會費，會員之會費金額由理
事會制定；

2. （保持不變）

3. （保持不變）”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於澳門特

別行政區

私人公證員 黄顯輝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5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56,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e Não Residentes do Nepal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se encontra arquivado, neste Cartório, des-
de 29 de Novembro de 2018, no maço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f)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do Notariado com o n.º 1/2018, 
sob o n.º 5, foram alterados os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mediante a alteração da redac-
ção dos artigos primeiro a décimo segun-
do, com a eliminação dos artigos décimo 
terceiro a décimo sexto, conforme consta 
do documento anexo. 

CAPÍTULO I

Princípios gerais

Artigo 1.º

Denominação

A Associação adopta a denominação de 
«Associação de Não Residentes do Nepal» 
em português, «Non Resident Nepali As-
sociation» em inglês, “尼泊爾籍非居民協
會” em chinês, abreviadamente designada 
por «NRNA-Macau».

Artigo 2.º

Objectivos

1. A Associação é uma instituição sem fins 
lucrativos, tendo os seguintes objectivos:

1.1 Unificar os nepaleses residentes em 
Macau;

1.2 Proteger e assegurar o interesse e os 
direitos de todos os cidadãos Nepaleses em 
Macau e no Nepal;

1.3 Representar o Nepal como uma or-
ganização comum e estabelecer uma rede 
global de coordenação com as organiza-
ções nepalesas em Macau;

1.4 Estabelecer e desenvolver parcerias 
com o Governo do Nepal e os empresários 
nepaleses para investir capital de recursos 
humanos no desenvolvimento multidimen-
sional do Nepal;

1.5 Promover a cultura nepalesa e o tu-
rismo em Macau; e

1.6 Motivar o investimento nepalês em 
Macau.

2. A Associação rege-se pelos presentes 
estatutos e pelo seu Regulamento Interno. 

Artigo 3.º

Sede

A Associação tem a sua sede em Macau 
na Avenida da Amizade, n.º 201, San Kin 
Yip. Comm. Center, 8.º andar A. 

CAPÍTULO II

Associados

Artigo 4.º

Admissão de Associados

1. Podem ser associados aqueles que 
concordem com os objectivos desta Asso-
ciação e que sejam cidadãos nepaleses com 
18 anos de idade completados, devendo a 
sua admissão deve ser feita mediante re-
querimento aprovado pela Direcção.

2. A composição dos associados da As-
sociação é a seguinte:

2.1 Membro Geral: Qualquer cidadão 
nepalês ou cidadão estrangeiro de origem 
nepalesa que tenha residido no país estran-
geiro por mais de 2 anos; 

2.2 Membro vitalício: Qualquer pessoa 
que já seja membro geral e que contribua 
com o pagamento de uma quantia certa e 
fixa;

2.3 Membro Honorário: Nepaleses que 
contribuíram para a protecção dos interes-
ses dos nepaleses não residentes. 

Artigo 5.º

Direitos e deveres dos Associados

1. Todos os associados têm o direito de 
eleger e ser eleito para os órgãos sociais, e 
participar em todas as actividades da As-
sociação.

2. Todos os associados são obrigados a 
cumprir o estabelecido nos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nos regulamentos internos, 
bem como nas deliberações da Assembleia 
Geral e são obrigados a pagar as quotas.

CAPÍTULO III

Órgãos da Associação

Artigo 6.º

Órgãos

São órgãos da Associação a Assembleia 
Geral, a Direcção e o Conselho Fis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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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go 7.º

Assembleia Geral

1. A Assembleia Geral é o órgão supre-
mo da Associação.

2. À Assembleia Geral compete delibe-
rar sobre:

2.1 alteração e interpretação dos Estatu-
tos da Associação;

2.2 eleição do Presidente, Vice-Presiden-
te e Secretário da Assembleia Geral;

2.3 eleição dos membros da Direcção;

2.4 eleição dos membros do Conselho 
Fiscal; 

2.5 actividades da Associação;

2.6 aprovação do relatório anual da Di-
recção;

2.7 aprovação dos relatórios e contas;

2.8 aprovação do orçamento;

2.9 admissão, suspensão ou expulsão dos 
Membros;

2.10 estabelecimento de quotizações de 
filiação;

2.11 concessão dos títulos de Presidente 
Honorário ou de Membro Honorário;

2.12 revogação do mandato de um ou 
vários membros dos órgãos da Associação;

2.13 dissolução da Associação; e,

2.14 o que for solicitado por algum Mem-
bro, nos termos dos presentes Estatutos.

3. A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é com-
posta por um Presidente, um Vice-Presi-
dente e um Secretário, que exercerão os 
seus mandatos durante três anos e podem 
ser reeleitos por mandato sucessivo.

4. A Assembleia Geral deve reunir-se 
ordinariamente uma vez por e, extraordi-
nariamente, quando for assim convocada.

5. A Assembleia Geral é convocada por 
meio de carta registada, enviada com a ante-
cedência mínima de 8 dias, ou mediante pro-
tocolo efectuado com a mesma antecedência.

6. Na convocatória indicar-se-á o dia, 
hora e local da reunião e a respectiva or-
dem de trabalho.

7. As deliberações respeitantes à alteração 
dos Estatutos e da dissolução da Associação 
são aprovadas com o voto favorável de, pelo 
menos, três quartos dos associados presentes.

Artigo 8.º

Direcção

1. A Direcção é o órgão de administra-
ção da Associação ao qual compete execu-

tar as deliberações aprovadas da Assem-
bleia Geral e gerir a pessoa colectiva.

2 . A Direcção é constituída por um 
número ímpar, com um mínimo de cinco 
membros, sendo um deles Presidente e um 
Vice-Presidente, que exercerão o seu man-
dato por um período de três anos, podem 
ser reeleitos por mandato sucessivo.

3. A Direcção deve reunir-se ordinaria-
mente uma vez em cada três meses.

4. A Direcção só pode deliberar com a 
presença da maioria absoluta dos mem-
bros, e as deliberações são aprovadas por 
maioria absoluta de votos favoráveis dos 
membros presentes.

Artigo 9.º

Conselho Fiscal

1. O Conselho Fiscal é o órgão de fis-
calização da Associação, o qual compete 
fiscalizar as actividades e as contas da Di-
recção.

2. O Conselho Fiscal é composto por 
um número ímpar, com um mínimo de três 
membros, sendo um deles Presidente e um 
Vice-Presidente, que exercerão o seu man-
dato por um período de três anos e podem 
ser reeleitos por um mandato sucessivo.

3. O Conselho Fiscal deve reunir-se uma 
vez em cada três meses. 

4. O Conselho Fiscal só pode deliberar 
com a presença da maioria absoluta dos 
membros, e as deliberações são aprovadas 
por maioria absoluta de votos favoráveis 
dos membros presentes.

CAPÍTULO IV

Fundos da Associação

Artigo 10.º

Fundos

Os fundos da Associação provêm das 
quotas e donativos recebidos dos seus asso-
ciados e de terceiros. Se houver insuficiên-
cia ou necessidade de utilização de grande 
quantidade de fundos, a Associação me-
diante deliberação da Direcção pode pro-
ceder à angariação de fundos.

CAPÍTULO V

Disposicões gerais

Artigo 11.º

Dissolução

A Associação pode ser dissolvida a 
qualquer momento mediante deliberação 

da Assembleia Geral aprovada com o voto 
favorável de pelo menos três quartos dos 
associados presentes.

Artigo 12.º

Casos Omissos

Os casos omissos serão resolvidos em 
Assembleia Geral.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30 de 
Novembro de 2018. — O Notário, Manuel 
Pinto.

（是項刊登費用為 $3,54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549,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中小微企互助會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no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que foram alterados os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conforme consta 
do documento, assinado em 26 de Novem-
bro de 2018, arquivado neste Cartório sob 
o n.º 27/2018, no maço a que se refere a alí-
nea f)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do 
Notariado.

澳門中小微企互助會

社團之修改章程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中小微企

互助會”，葡文名稱為“A s s o c i a ç ã o 
Ajuda Mútua de Micro, Pequenas e 
Médias Empresas de Macau”，英文名稱
為“Macao Micro,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Mutual Aid Association”。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26 de 
Novembro de 2018. — O Notário, H. Mi-
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57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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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豐亨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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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表（人壽保險公司）

二零一七年度

 借方 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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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貸方 澳門元

損益表

二零一七年度

           澳門元

 會計 受權人

 張德通 羅錦其

主要股東

股東名稱  股份數目 佔股比例

大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85,750 28.58%
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 275,000 27.50%
華僑永亨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05,000 10.50%
永隆保險有限公司  60,000 6.00%

本公司出資超越有關機構資本5%之名單

機構名稱  股份數目 佔股比例

無

股東大會主席團

主席 ： 大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副主席 ： 永隆保險有限公司

秘書 ： 創興保險有限公司

董事會

董事長 ： 何浩生

副董事長 ： 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曾小平代表）（二零一七年六月九日離任）

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吳士強代表）（二零一七年六月九日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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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 李德濂（二零一七年八月十六日離任）

張建洪（二零一七年十月九日委任）

陳錦聯

郭錫志

徐繼昌

羅錦其

公司秘書 ： 林正光

監事會

主席 ： 伍華（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離任）

陳恒和（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委任）

副主席 ： 歐陽耀光（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離任）

沈堅衛（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委任）

委員 ： 袁福和

行政管理

總經理 ： 羅錦其

副總經理 ： 林正光

會計 ： 張德通

董事會暨監事會聯合報告書

本公司二零一七年度賬目已核算完畢，董事暨監事謹呈上該年度業務及財務報告。

業務範圍及營業概況

本公司於財政年度經營人壽險產品及私人退休金管理業務。

二零一七年澳門人壽保險市場隨著澳門經濟發展繼續保持增長。根據澳門金融管理局提供的保險業臨時統計數字，二零一七年澳門

人壽保險業務毛保費收入約196億（澳門元，下同），較二零一六年增長約6.90%；澳門私人退休金管理業務亦穩步增長，至二零一七
年底受託管理總資產約208億元，較二零一六年增長約22.41%。

本公司繼續以穩健的策略拓展業務，二零一七年毛保費收入為2.55億元，較二零一六年增長0.26%。在私人退休金管理業務方面，至
二零一七年底本公司管理的資產達53億元，較二零一六年增長22.71%。

業績及盈餘分配

本公司營運結果列於財務報表之第3頁至第7頁。

經董事會建議並獲監事會同意之利潤分配方案呈股東週年大會審議通過。

董事及監事

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內董事會成員為：何浩生、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吳士強代表）、張建洪、陳錦聯、郭錫志、徐繼昌及羅錦其。

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內監事會成員為：陳恒和、沈堅衛及袁福和。

核數師

本公司財務報表經由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畢，並經監事會審閱及建議呈股東週年大會決議通過。而安永會計師事務所今年已任

滿告退，但表示願意應聘連任，監事會議決通過建議續聘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二零一八年度的核數師。

何浩生  陳恒和

董事長   監事會主席

澳門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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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報告

致聯豐亨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聯豐亨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七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於

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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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財務狀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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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更全面了解聯豐亨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財務

報表以及獨立核數報告一併閱讀。

包敬燾

註冊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三日，於澳門

（是項刊登費用為 $9,92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9 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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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豐亨保險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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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表（非人壽保險公司）

二零一七年度

 借方 澳門元

 貸方 澳門元

損益表

二零一七年度

  澳門元

會計

張德通 

受權人

羅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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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股東名稱 股份數目 佔股比例

大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52,400 38.10%

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 128,000 32.00%

華僑永亨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8,000 12.00%

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24,000 6.00%

本公司出資超越有關機構資本5%之名單

機構名稱 股份數目 佔股比例

無

股東大會主席團

主席 ： 何厚鏗

副主席 ： 華僑永亨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秘書 ： 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董事長 ： 何浩生

副董事長 ： 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曾小平代表）（二零一七年六月九日離任）

  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吳士強代表）（二零一七年六月九日委任）

  李德濂（二零一七年八月十六日離任）

  張建洪（二零一七年十月九日委任）

董事 ： 何厚鏗

  陳錦聯

  徐繼昌

  歐陽耀光（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離任）

  沈堅衛（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委任）

  劉慧軍

  羅錦其

  華僑永亨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林麗珍代表）

  恒生保險有限公司（鄧子平代表）

公司秘書 ： 張德通

監事會

主席 ： 朱曉平

副主席 ： 陳恒和

委員 ： 袁福和

行政管理

總經理 ： 羅錦其

副總經理 ： 區麗麗

會計 ： 張德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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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暨監事會聯合報告書

本公司二零一七年度賬目已核算完畢，董事暨監事謹呈上該年度業務及財務報告。

業務範圍及營業概況

本公司於財政年度內經營保險業務。

二零一七年澳門非人壽保險市場隨着澳門經濟的發展繼續保持增長。根據澳門金融管理局公佈的保險業務臨時統計數字，二零一七

年澳門非人壽保險毛保費收入達到22.86億（澳門元，下同），較二零一六年增加6.04%。

本公司繼績秉持穩健和多元化的業務拓展策略，二零一七年毛保費收入達到6億，較二零一六年增加5.40%。

業績及盈餘分配

本公司營運結果列於財務報表之第3頁至第7頁。

經董事會建議並獲監事會同意之利潤分配方案呈股東週年大會審議通過。

董事及監事

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內董事會成員為：何浩生、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吳士強代表）、張建洪、何厚鏗、陳錦聯、徐繼昌、沈堅衛、

劉慧軍、華僑永亨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林麗珍代表）、恒生保險有限公司（鄧子平代表）及羅錦其。

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內監事會成員為：朱曉平、陳恒和及袁福和。

核數師

本公司財務報表經由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畢，並經監事會審閱及建議呈股東週年大會決議通過。而安永會計師事務所今年已任

滿告退，但表示願意應聘連任，監事會議決通過建議續聘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二零一八年度的核數師。

何浩生

董事長

朱曉平

監事會主席

澳門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報告

致聯豐亨保險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聯豐亨保險有限公司二零一七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一八

年三月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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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財務狀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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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更全面了解聯豐亨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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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敬燾

註冊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三日，於澳門

（是項刊登費用為 $9,92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9 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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