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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證署公告及其他公告
第 一 公 證 署

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七日於第一公證署

第六條——會員的義務

公證員 李宗興

會員的義務如下：

證 明
澳門學術與藝術協會

ANÚNCIOS NOTARIAIS E OUTROS

（1）貫徹本會宗旨，促進會務發展及
維護本會聲譽；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七日，
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
案組2號126/2021。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7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77,00)

（2）遵守本會章程及各項決議。
第三章

第 一 公 證 署

組織架構

證 明

澳門學術與藝術協會
第七條——各機關之權限

章程
第一章
名稱，會址及宗旨
第一條——名稱
本 會中 文名稱 為“澳 門 學 術與 藝 術
協會”；中文簡稱為“學藝協會”；英文名
稱為“Macao Association of Arts and
Academics”，本會的存立並無限期。
第二條——會址
本會地址設 於澳門路環一街居雅大
廈8樓X座。
第三條——宗旨
本會為不牟利團體，宗旨為：
（1）團結澳門社會科學工作者、藝術
工作者及有志於社會科學及藝術研究的
人士；
（2）以研究澳門社會、藝術發展為宗
旨。堅持以學術角度探討藝術發展，面向
社會提倡務實研究的作風，開展文化藝術
活動及學術研究和交流。
第二章
會員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任何社會科學工作者、藝
術工作者，經申請由理事會批准後獲成為
會員。
第五條——會員的權利
會員的權利如下：

（1）會員大會由所有會員組成，為本
會的最高權力組 織，負責定制或修改會
章，繕寫會務紀錄，選舉會長及副會長、
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審查會務，財務或
解散本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若干名。

（3）按照本會的章程，請求召開會員
大會；
（4）參與本會所舉辦的一切活動及
享有本會提供的各項福利。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 立章 程 文 本自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四
日，存放 於本 署的社團及財團存 檔文件
內，檔案組3號128/2021。

（2）理事會為本會之執行機關，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的決策和日常具體事務，理
事會組成總人數為單數，設理事長一名，
副理事長若干名，理事若干名。

澳門爵士鼓協會
章程
第一章

（3）監事會為本會之監察機關，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財政，活動及
編制年度報告等，監事會組成總人數為單
數，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若干名，監
事若干名。
（4）上述機關成員任期三年，可連選
連任。
第八條——會議

總則
第一條——本會名稱：
中文名稱為【澳門爵士鼓協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Bateria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Macau Drum set Asso
ciation】。

（1）任 何 會員 大 會 決 議 以 表 決 通

第二條——本會會址：

過。
（2）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並需於
最少十天前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知各
會員，通知書上須列明開會日期、時間、
地點及議程。
（3）會員大會以超過全體會員人數
一半出席者為有效，若超過原定開會時間
半小時而出席人數不足半數，作第二次召
集。屆時會議法定人數不受限制。
（4）修改 本會 章 程 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1）選舉及被選舉權；
（2）參加會員大會及表決；

澳門爵士鼓協會

第四章
資產及經費
第九條——來源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或各界人士的
贊助資金。

一、會址設於澳門南灣大馬路昌輝大
廈地下A1座。
二、本會可經由會員大會議決更改會
址。
第三條——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普及和推
廣爵士鼓演奏，培養澳門音樂人才，提供
會員排練培訓，演出機會及舉辦比賽。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有意推廣爵士鼓、對爵
士鼓有興趣或有意學習爵士鼓和參予演
出機會者，並願意遵守本會會章，經本會
理事會通過後，均可成為本會會員。
第五條——會員之權益：
一、參與會員大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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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三、參與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

一、理事會之組成：由三名或以上的
單數成員組成，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其中一人為理事長。

第六條——會員之義務：

二、理事會之職權：

一、遵守 本 會 章 程 及會員 大 會之決

1、確保執行本會章程；

議；
二、協助本會發展並提高本會聲譽；
三、繳納由理事會訂定之入會費及按
時繳交年費。
第三章
組織架構

二、理事會；

章程

3、向會員大會提交年度工作、財務報
告及次年度工作計劃；

第一章

4、執行會員大會通過之決議；
5、安排及協助會員大會會議的召開
工作。
第十條——監事會的組成及職權：
一、監事會之組成：由三名或以上的
單數成員組成，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其中一人為監事長。

一、會員大會的組成：由所有會員組
成，是本會最高權力機構。會員大會設主
席一名及副主席一名，任期三年，可連選
連任。

總章
第 一 條 —— 本 會 名 稱：中 文 名 稱
為“ 澳 門 藍 宇 體 育 會 ”，英 文 名 稱 為
“Macao Lam U Sports Association”。
第二條 ——本會會址設 於澳門聖美
基街15A15B號昌明大廈地庫B座，經會
員大會決議通過後，會址可遷移至澳門特
別行政區內之任何地點。
第三條——宗旨：

二、監事會之職權：

三、監事會。
第八條——會員大會的組成、權限及
運作：

澳門藍宇體育會

2、負責會內之行政及財政工作；

第七條——本會設立下列架構：
一、會員大會；

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
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
檔於本署2021/ASS/M4檔案組內，編號為
208。

1、對每年由理事會提交之年度工作
及財務報告向會員大會提交意見書；
2、監察理事會對會員大會決議的執
行；
3、監督各項會務工作的進行。

經費

1、通過、修改及解釋本會章程；

（2）發展及推廣體育運動，得以在本
澳普及開展；
（3）開展及保持與本地區組織和鄰
近地區之相關協會間合作和聯繫合作及
交流。

第四章

二、會員大會的權限：

（1）本會是非 牟 利團體，以熱愛 祖
國、熱愛澳門、熱愛運動、辦好文娛康體
活動為宗旨；

第十一條——經費來源：
2、選舉及罷免理事會及監事會各級
成員；
3、定出本會工作方針；

第二章
一、會員繳付的入會費及年費；
二、政府的資助、社團及各界人士的
贊助和捐贈；

4、審議及通過理事會提交之年度工
作，財務報告及次年度工作計劃；
5、審議及通過監事會提交之工作報
告及相關意見書。
三、會員大會的運作：
（1）會員大會須於最少十天前以掛
號信或簽收方式通知各會員，通知書上須
列明開會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每次
會員大會以超過全體會員人數二分之一出
席者為有效，如人數不足，則於超過通知
書上指定時間三十分鐘後作第二次召集，
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寡，會員大會均得開
會，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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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會員大會應由理事會進行召集，
且每年必須召開一次，以通過資產負債表。
第九條——理事會的組成及職權：

三、本會開展各項活動的各種收入。

會員
第四條 ——凡 對體育運 動有興趣 之
人士，皆可申請加入為會員，必須經理事
會通過成為會員。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於第一公證

第五條——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署
公證員

一、會員之權利：

李宗興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7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76,00)

（一）參加 由 本 會 主 辦 之 比 賽及活
動；
（二）向本會理事會提出所有認為對
體育運動發展有用之措施。

第 二 公 證 署

二、會員之義務：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一）遵守本會和本會已加入之相關
組織之章程和規章；

證 明 書

（二）尊重本會會員大會之決議及其
餘組織機關之決定；

CERTIFICADO

澳門藍宇體育會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一年六月十七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

（三）在本會指定之期限內繳交會費
及參加由其主辦或協辦之活動之報名費，
若會員連續兩年欠繳納會費者，則作退會
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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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七章

組織

附則

門特區政府核准登記註冊的合法組織，是
以澳門趙族聯誼會為基礎，自願組成的非
牟利社會組織，其存續不設期限。

第六條——本會設會員大會、理事會、
監事會。上述各組織機關之據位人之任期
為兩年，可連選連任。

第十五條——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會
員大會，本會章程由會員大會通過之日生
效。若有未盡善之處，由會員大會討論通
過修訂。

第二章

第七條——會員大會權限：
（1）修改章程；

第十六條——本會章程未規範事宜，
概依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2）選舉和罷免領導機關成員；

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3）審議理事會的工作和財政收支
報告；

一等助理員 蘇偉昌Sou Wai Cheong

（4）決定會務方針等其他重大事宜。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1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19,00)

第八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
機關。設會長一名；副會長一至三名；秘
書一名。

宗旨
第五條——宗旨：愛國愛澳、團結居
住澳門的宋朝遺民、忠臣烈士之後裔、澳
門相關歷史研究學術團體及澳門姓氏文
化族群團體，針對宋朝文化及影響下澳門
早 期歷史研 究交流活動，開展及推廣有
關趙氏宋朝宗室歷史文化，弘揚百家姓氏
與澳門傳統學術文化，傳承古文化歷史底
蘊，研究、收集、出版有關歷史文化資料，
並以互助之精神，設立研究學習小組，並
配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為澳
門特別行政區之發展作出貢獻。

第 二 公 證 署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至少提前8日
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知，通知書內須註
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和議程，該會
議必須在澳門舉行。
第九條——會員大會召開時，若時間
到達而出席人數不足半數，則可延遲半小
時開始。及後不論出席會員人數多寡，會
議繼續進行及所表決事項均屬有效。
第十 條 ——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 管
理機關。負責召集會員大會，管理日常事
務，執行 會員 大 會之決 議。設 理事長 一
名；副理事長一至三名；理事一至十名，
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
第十 一 條 —— 監事會為本會監 察機
關，負責監察理事會之運作，查核賬目及
提供有關意見。設監事長一名；秘書一名；
監事一至三名，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宋史文化研究學會
Associação de Estudos da História
Cultural da Dinastia Song de Macau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一年六月十七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
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
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
檔於本署2021/ASS/M4檔案組內，編號為
207。

章程

經費

第一章

第十二條——本會經費的來源：

總則

（一）會費收入；
（二）任 何 對本 會 的 社會 贊助 與 捐
贈。
第五章
章程修改
第十三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
後施行。章程的修改，須獲出席會員四分
之三的贊同票通過方能成立。

第一條——名稱：中文名稱為“澳門
宋史文化研究學會”（以下稱“本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Estudos da
História Cultural da Dinastia Song de
Macau”。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連勝
馬路107A號一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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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散決議

第三條——本會創會人：由十五人組
成，創會人有權利共同監督會務政策及運
作，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及創會人資格的
繼承權，細節可載入內部規章。

第十四條——解散本會的決議，須獲
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四條——本會性質：經中華人民共
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同意成立，經澳

第六章

會員
第六條——凡贊同本會宗旨，接受本
會章程人士，均可由本會邀請或經申請獲
理事會批准後成為會員。
第七條 ——會員可 享 有出席 會員 大
會，提出意見及建議，選舉與被選舉權，
參與及協助本會舉辦的一切活動。
第八條 ——會員 應 有義 務 遵守會 章
及會員大會決議，參與、協助及支持本會
的工作，繳納會費，若當選為本會機關成
員，需履行任內之職責。

第四章
組織機關

澳門宋史文化研究學會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九條 ——會員 大 會 為本會之 最高
權力機關，負責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主席團、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決定會務
方針，通過理事會及監事會的管理報告及
監察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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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
次，必須於開會前八天以掛號信方式或簽
收方式作出通知，召集書內需載明會議的
日期、時間、地點和議程。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必須在半數或
以上會員出席的情況下方可決議。若不足
法定人數，會議延至半小時後作第二次召
集，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少，均為有效會
議。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主席團設會長
1人、常務副會長若干人及副會長若干人；
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主席團成員總
數必須為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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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會長職責：依照本會的
宗旨，決定工作方針路線、工作任務及工
作計劃，對外代表本會推廣本會宗旨，加
強對外的友誼與交流，對內傳達澳門趙族
聯誼會的 指示，協調本會與上 級會務工
作，審議理事會及監事會之工作報告、財
務報告及意見書。
第十四條 —— 理事會為本會的執行
機關。設理事長1人，副理事長若干人，理
事若干人，但總人數必須為單數；任期為
三年，可連選連任。
第十五條——理事會職權為執行會員
大會通過的決議，執行會長，監事長的共
同決定，策劃、組織及安排本會之各項活
動，處理日常會務及履行法律規定之其他
義務。
第十六條 —— 理事會平常會 議 每 半
年舉行一次，由理事長負責召開；特別會
議由理事長或理事會任一成員要求召開。
第十 七條 —— 理事會下 設 若 干工作
組，成員由理事互選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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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第二章

附則

會員

第二十五條——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
會員大會。
第二十六條——本會章程未列明之條
文，根據澳門特別行別行政區現行《民法
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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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第五條

一等助理員 蘇偉昌Sou Wai Cheong

會員權利及義務

（是項刊登費用為 $2,51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5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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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一、新會員入會必需超過六個月後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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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會員欠交會費 超 過
十二個月，期間經催收仍不繳交者作自動
退會論。
三、對本會有特殊貢獻的會員，經理
事會成員提名，理事會、監事會聯席會議
通過，並經會長同意，可聘為永遠榮譽會
長、榮譽會長或榮譽顧問。

第十八條——凡需要與澳門特別行政
區或各行政機關簽署文件時，由理事長代
表或經由理事會決定指派代表簽署。

澳門自愈養生協會

第六條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一年六月十八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立
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的
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檔
於本署2021/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為
214。

會員行為

第十九條——監事會為本會的監察機
關。設監事長1人，副監事長若干人，監事
若干人，但總人數必須為單數；任期為三
年，可連選連任。
第二十條——監事會負責監察本會理
事會之運作，查核本會財政賬目，就其監
察活動編製年度報告，履行法律規定之其
他義務。

澳門自愈養生協會
章程

第二十一條——監事會平常會議每年
舉行一次，由監事長負責召開；特別會議
由監事長或監事會任一成員要求召開。

第一章

第二十二條——其他名銜：設榮譽會
長、名譽會長、顧問各若干人，由理事會或
監事會推薦，聘請社會各界有聲望的知名
人士擔任。

第一條

總則

會員如有違反會 章破壞本會之行為
者，得由理、監事會視其情節輕重分別予
以書面勸告或開除會籍之處分，如屬自動
退會或開除會籍者，其所交之各項費用概
不發還。
第三章
組織機關
第七條
機關

名稱

本 會組 織 機 關 包 括 會員 大 會、理事
會、監事會。

本 會中 文名 稱 為“澳 門自愈 養 生協
會”。

第八條
會員大會

第五章
經費
第二十三條——本會的經費來源採取
集腋成裘的原則，主要收入來自會員繳納
的會費或捐助，社會人士捐助，政府機構
資助及所舉辦之各項活動的贊助捐款，但
該捐款不附帶任何與本會宗旨不符的條
件。
第二十四條——賬戶設立：以澳門趙
族聯誼會存摺戶口為常規性運作，有必要
時，可由創會人、理事會及監事會共同推
選五人開設新賬戶，並由三人簽署即可啟
動賬戶。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
宗旨：提倡大自然可提高自愈能力，
幫助身體減輕疲勞以及在樹木和陽光下
運動乃順應自然以養生。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氹仔大潭山斜坡135
275號大潭山壹號第一座御豪苑23樓B。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關，
有權選舉和任免會員大會會長，副會長，
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二、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若
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最少一次，召
開須由理事會召集之，開會日期必須提前
八天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知，通知書內
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和議程。
四、會員大會舉行時，出席人數必須
有超過會員大會成員之一半參加方得舉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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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修改本會章程的決議，須獲出席
會員四分之 三 之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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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證 明 書

第九條
理事會

CERTIFICADO

一、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理事會
負責管理會務，執行會員大會的決議。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一名。
每屆任期為三年，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會議由理事長召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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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票通過。

機關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一年六月十七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
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
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
檔於本署2021/ASS/M4檔案組內，編號為
206。

本 會組 織 機 關 包 括 會員 大 會、理事
會、監事會。

聖天尼體育會
章程

總則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關，負責監
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聖天尼體育會”，英
文名稱為“Sentinel Sports Club”。

三、監事會會議由監事長召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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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票通過。

經費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推動本地
體育運動的發展，提升本地運動員的競技
水平。促進本澳居民與外地的體育活動交
流。

第十一條
經費

第三條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或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定籌募之。

會址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二條
附則
一、本章程經本會會員大會通過後生
效。
二、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於本會會員大

本 會 會 址 設 於澳 門 新馬路21 5 號 地
下。

第二章
會員

一等助理員 蘇偉昌Sou Wai Che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28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289,00)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 會由所有會員組成，為
本會最高權力機關，負責修改會章；選舉
會員大會主席、副主席、秘書和理事會、
監事會成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
理事會工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
一名和秘書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
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由理
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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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會 為 本 會 的 行 政 管 理 機
關，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各一名，理
事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 會 議 每 三個月召開 一
次。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
方可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
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四條
會員資格

第九條

凡有興趣的人士並贊成本會宗旨及認
同本會章程者，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經
本會理事會批准後，便可成為會員。

監事會

會。
二零二一年六月十八日於第二公證署

第七條

第一章

監事會

第四章

第六條

聖天尼體育會

第十條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一名。
每屆任期為三年，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可連選連任。

組織機關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關，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會員權利及義務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各一名，監
事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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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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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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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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會由一群熱愛健身運動的人組
成建立；

第十條

2. 促進健身愛好者的運動知識，共同
實踐交流；

使本會負責之方式
本會所有行為、合約及文件須理事會
理事長和副理事長共同簽署。
第四章

3. 促進與其他協會、機構，以及國外
相關實體之交流。

第八條
（聘請職銜）
本 會 得聘 請 永 遠 創會 會長、名譽會
長、榮 譽會長及 顧問團等以推 進會務發
展。
第三章

二、本會從註冊成立之日期起，即為
永久性社團組織。

組織架構
第九條

經費

（本會組織）

第三條
第十一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或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要用款時，得由理
事會決議籌募之。

（會址）

一、本會組織機關包括：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美副將大馬路 嘉
華閣11樓M，經會員大會批准，會址可遷
至澳門任何地方。

1. 會員大會；
2. 理事會；
3. 監事會。

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第二章

一等助理員 蘇偉昌Sou Wai Cheong

會員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40.00）

第四條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40,00)

（會員類別及資格）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及監事
會各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每屆任期為三
年，可連選連任。

第十條

本會會員為個人會員，其入會資格如

（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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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積極健身專才協會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一年六月十七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
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
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
檔於本署2021/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
為205。
澳門積極健身專才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1. 凡對健身運動或團課有興趣者，皆
可向理事會申請，經本會理事會討論審核
通過後，即可成為本會會員。
2. 同意本會之宗旨，申請加入本會為
個人會員，經理事會批准後，即可成為正
式會員。

會費得由會員大會議決修改，其繳納
方法則由理事會規定。

第六條

一、本會屬非牟利團體，宗旨為：

第十一條
（會員大會的職責）
會員大會除法律所賦予之職責外，尚
負責：

（會員權利）

一、修改章程，選舉和罷免本會各機
關成員；

一、出席會員大會及參與本會所舉辦
之一切活動；

二、審議及通過本會的工作方針、政
策及其它重大事項；

二、享 有 選 舉 權、被 選 舉 權 及 表 決
權，並有 權向 本 會 提出 批評、建 議 及 質
詢。

三、審議及通過理事會和監事會所提
交之年度工作報告、財務報告及意見書；
四、會員紀律處分及開除會籍之決策
權。

（會員義務）
一、遵守會章，執行本會各項決議；

（宗旨及存續期）

三、會長負責主持會員大會；在其缺
席時需以書面方式委任副會長或其他人
士主持會議；並由理事會秘書長負責協助
有關工作及繕錄會議紀錄。

（會費）

第七條

第二條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設會長一人及副
會長若干人；其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

第五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積極健身專才
協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關；

二、推動會務之發展及促進會員間之
互助合作；
三、繳納入會基金及會費。

第十二條
（理事會）
理事會為本會的執行機關；由五名或
以上單數成員組成；設理事長一人、副理
事長若干人，秘書長一人及理事若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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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理事會的職責）

足，則於半小時後作第二次召集，屆時不
論出席之會員人數多少，會 議 均視 為 有
效；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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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會員大會表決議案，採取一人一票
的不記名投票方式，除本章程或法律另有
規定外，任何議案均須出席會員的絕對多
數贊同票通過，方為有效；

第二十一條

理事會 除 法 律 賦 予之 職 責外，尚 負
責：
一、制定 達 致 本 會 宗旨的政 策 及活
動；
二、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維持會務
發展及舉辦各項活動；
三、每年向會員大會提交會務報告、
帳目和監事會交來之意見書；
四、審批入會申請；
五、釐定會員入會基金和會費金額、
籌募經費；
六、決議違規會員之處分；
七、依章召開會員大會。

第十四條

五、會員如不能參加大會，可委託其
他會員代表出席。每一會員只能代表一位
不能出席的會員。

第十五條

（理事會會議）

責：
一、監督會員遵守本會章程和內部規

二、本會章程未列明之條文，概依澳
門現行法律規範執行。

一等助理員 蘇偉昌Sou Wai Che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4,067.00）

一、理事會每月召開會議一次，理事
長認為必要及經五名理事同意，可召開特
別會議；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067,00)

二、會議在有過半數成員出席時，方
可進行議決。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
數贊同票方為有效。如遇票數相等，理事
長有權宣佈再投票或多投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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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條

證 明 書

（監事會會議）

CERTIFICADO

一、監事會每年召開監事會議一次，
監事長認為必要及經半數監事同意，可召
開特別會議；

（監事會的職責）
監事會 除 法 律 賦 予之 職 責外，尚 負

一、本章程任何條款之解釋權歸會員
大會；

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第十七條

（監事會）
監事會為本會的監察機關；由三名或
以上單數成員組成；設監事長一人、副監
事長及監事各若干人。

（附則）

二、會議在有過半數成員出席時，方
可進行議決。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
數贊同票方為有效。如遇票數相等，監事
長有權宣佈再投票或多投一票。

京津澳文化健康促進會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一年六月十七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
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
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
檔於本署2021/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
為204。

則；
二、監督會員大會及理事會決議的執
行情況；
三、審查本會帳目，核對本會財產。
第四章
會議
第十六條
（會員大會會議）
一、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會議，由
理事會召集。有必要時得由理事會提前或
延期召開，需提前十五天以掛號信或簽收
方式通知，召集書內須載明會議的日期、
時間、地點及議程；

第五章

京津澳文化健康促進會

財務管理

章程

第十九條

第一章

（經費）

總則

一、本會收入來自會員會費、私人或
公共實體的捐贈和資助；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京津澳
文化健康促進會”（以下簡稱「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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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條 —— 宗旨是 立足澳門在新時
代《一國兩制》引領下，面向中國京津冀
地區、粵港澳地區，促進澳門與祖國的內
地文化書畫藝術、醫藥衛生健康交流與發
展，使澳門文化健康事業有長足發展。

第六章
其他規定
第二十條

第三條——本會會址：澳門友誼馬路
888號友誼大廈3樓H。

（章程的執行、修改及解散）

二、特別會員大會得由理事會認為必
要時或不少於二分一會員聯名提出書面申
請而召開（申請書須明確載明擬處理的事
項）；

二、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會員大會；

三、第一次召集，最少有一半會員出
席，會員 大 會 才 得 決 議。如 法 定 人數不

三、修改章程的決議，須獲出席會員
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一、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後執行；

第二章
會員資格
第四條——凡是愛國、愛澳並致力於
本會宗旨，經辦理入會手續後均為本會會
員。

作特定用途之財產按《民法典》有關規定處理。
三、不屬上款所指之財產，其歸屬會員大會之決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第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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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會員權利及義務
第五條 ——凡 本會 會員享 有 下 列權
利：
（一）行使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二）優先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三）其他應享之權利。
第六條 ——凡 本會 會員 應 盡下 列義
務：
（一）積極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二）宣揚本會各項活動；
（三）維護社團權益和財產；
（四）進行會內表決；
（五）如期繳納會費。
第四章
組織
第七條——任期：
獲選為機關成員者，任期為一年，可
連選連任。

由三名或以上之單數成員組成，包括理事
第十六條——本會內部規章經理事會
長一名、副理事長一名至若干名、理事數 	
   通過後，將公布執行。
名。
第十七條	
   	
   	
   本章程各條款之解釋權歸會員大會所
第十 七條 ——本章程各條款之解釋
（二）理事會理事長、副理事長由理 	
   權歸會員大會所有。
事會成員間互相選出。
第十八條	
   	
   	
   本章程若有任何遺漏之處，由會員大
第十八條——本章程若有任何遺漏之
（三）理事會在有過半數成員出席時 例修訂。	
  
處，由會員大會以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方可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之絕對 	
   法例修訂。
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如表決票數相同，
第十九條	
   	
   	
   以下為本會會徽。	
  
則以理事長所作之票為決定票。
第十九條——以下為本會會徽。
第十條——監事會
監事會由三名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
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設監事長一名，副
監事長一名，監事若干名，每一年改選一
次，連選可連任。負責監督理事會一切行
政決策及工作活動；審核本會財政狀況和
賬目結算；提出改善會務及財務運作之建
議。
第十 一 條 ——本 會 設 文 書 部、公 關
部，各部幹事一人。文書部總理本會財務
開支及本會文書事宜。公關部管理本會對
外募款、交流及編輯《時代》雜誌會刊等
事宜。
第十二條——本會由會長、理事長在
必要時聘請書畫家、健康專業人士若干
名，以協助公關部教學培訓指導，不定期
出版會刊雜誌。

第八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 大 會 為 本 會最 高 權 力 機
關，負責決定本會會務；選舉會員大會主
席、理監事會成員；修改會章；審查和批
准理事會工作報告。設主席一名。
（二）會員大會可在大會主席、理事
會或不少於四分之一會員以正當目的提出
要求時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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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首次召集之會員大會會議，
須過半數會員出席方可議決，否則會議順
延半小時後作第二次召集，屆時不論出席
人數多少均可召開；任何決議需出席會員
之絕對多數贊同票通過，但法律規定特定
多數除外。
（五）倘會員未能參加會議，可委託
其他會員代表出席，有關委託須以書面為
之。
（六）修改章程的決議，須獲出席會
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七）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
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九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是本會行政管理機關，
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及處理日常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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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本會內部規章經理事會通過後，將公

第五章
經費
第十三條——收入
本會為非牟利社團，經費源於會員會
費、社會和政府之資助及其他合法收入。
第十四條——會費
（一）會費的額度和交納方法由理事
會規定。
（二）本會對已繳交之會費及捐款均
不予退還。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五條 ——本會 章 程的修改 權和
本會的解散權屬會員大會的權利範圍。該
會員大會按照本章程第八條的規定召集
外，還必須符合以下要件：
一、在解散本會之會議上，會員大會
同時解決資產的處理方案，清盤工作由應
屆的會員大會負責。

	
  

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蘇偉昌Sou Wai Che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60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6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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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熱唱音樂文化協會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一年六月十八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立
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的章
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檔於
本署2021/ASS/M4檔案組內，編號為211。
熱唱音樂文化協會
章程
第一章
名稱，會址，宗旨
第一條
名稱
本 會中 文名 稱 為“熱 唱音 樂 文化 協
會”，本會的存立並無期限。

二、本會解散後，倘由任何在本會解
散前在附有負擔下獲贈或遺留之財產，或
撥作特定用途之財產按《民法典》有關規
定處理。

第二條

三、不屬上款所指之財產，其歸屬會
員大會之決議處理。

本會地址設於澳門氹仔埃武拉街88
號花城牡丹花園第一座8樓M室。

會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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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宗旨

（4）上述機關成員由會員大會選舉
產生，任期為三年，期滿但工作良好，可以
再選連任。

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檔
於本署2021/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為
212。

本會為不牟利團體，宗旨為：
（1）團結澳門各行業愛好歌唱人士，
促進澳門熱愛歌唱達到水平的發展，推動
各區與人際關係了解聯繫；
（2）關注民眾生活，服務社群，支持
公益，參與社會各項活動。
第二章
會員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
會員
任 何愛好歌唱人士或經常參與本會
活動演出者，經申請由理事會批准後，便
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的權利
會員的權利如下：
（1）選舉及被選舉權；
（2）參加會員大會及表決；
（3）按照本會的章程，請求召開會員
大會；
（4）參與本會的一切活動及享有本
會提供的各項福利。

第八條

澳門關愛扶幼助學團隊

會員大會

章程

（1）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關，
有權通過與修改會章，選舉會長、副會長
及理、監事會成員，審查會務、財務及解
散本會。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
四分之三之贊同票。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
存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
贊同票。

第一章

（2）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若
干名，每屆會長、副會長任期三年，可連
選連任，候任會長須曾任本會理、監事或
以上職務。
（3）任何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
對多數票，修改章程及解散法人除外。
（4）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並須於
最少八天前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知各
會員，通知書上須列明開會日期、時間、
地點及議程。
（5）會員大會以超過全體會員人數
1/2出席者為有效，若超過原定開會時間
半小時而出席人數不足半數，屆時會議法
定人數不受限制。
第四章
資產及經費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關愛扶幼助學
團隊」。
第二條
會址
一、本會會址設於澳門美副將大馬路
11O嘉華閣24樓A座。
二、經會員大會議決，本會會址可遷
至澳門任何地方。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存在不設期限。
宗旨是弘揚扶貧濟困的傳統美德，幫助社
會上不幸貧困學生完成基礎教育、改善生
活環境，並支持貧困山區教學點的軟硬件
建設，開展多種形式的社會救助工作。

第九條
第六條

第二章

經費來源

機關之規範

會員的義務
（1）各界人士的贊助資金；
（1）貫徹本會宗旨，促進會務發展及
維護本會聲譽；
（2）遵守本會章程及各項決議；

二零二一年六月十八日於第二公證署

（3）積極參加本會的各項活動。

一等助理員 蘇偉昌Sou Wai Che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60.00）

第三章

第一節

（2）會員會費。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60,00)

機關
第四條
機關
本會的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事會及
監事會。

組織架構
第二節

第七條
各機關之權限

第 二 公 證 署

會員大會

（1）會員大會由所有會員組成，為本
會的最高權力機關，負責修改會章。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第五條

（2）理事會為本會之執行機關，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的決策和日常具體事務，理
事會組成總人數為單數，設理事長一名，
副理事長一名及理事若干名。

證 明 書

（3）監事會為本會之監察機關，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財政、活動及
編制年度報告等，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
長一名，監事若干名，總人數為單數。

CERTIFICADO

組成及會議
一、會員 大 會 為 本 會之 最高權 力 機
關。

澳門關愛扶幼助學團隊

二、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並設
一名會長及一名副會長以協助大會事務。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一年六月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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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會員大會每年必須進行至少一次
平常大會，以便討論及表決本會理事會的
報告書、財務賬目、監事會之意見書及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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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會長、副會長和理事會、監事會成員。而
特別會議須經由理事會或至少二分之一會
員以正當目的提出要求才可召開，並由理
事會召集及由會長主持。

理事若干名（包括秘書及財務），理事會
之總人數必須為單數。
二、本會的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每
三年在會員中選出，其成員可以連任。

第六條
第十一條

會長之特定義務

六、執行本會在財政上的決策；
七、制定本會的年度財政報告和活動
財政報告；
八、依照會計範疇的規則，更新賬簿
內的資料。

理事會之權限
一、會長負責協助主持會員大會之工

第四節

理事會具以下權限：

作；

監事會
1）策劃及領導本會的活動；

二、協助籌辦各項活動；
三、推動本會會務之發展及促進本會
會員之間的合作。

3）對錄取新會員作出決定。

副會長之特定義務
第十二條
一、協助會長推動本會之相關工作；
二、當會長無法出席時，由副會長代

第八條
會議的召開及運作

三、在不違 反法 律 和 本 章 程的 前 提
下，會員大會的決議由出席會員或持授權
委託書的合法代表的出席會員，以絕對多
數投票通過。
第九條
會員大會之權限

監事會須由單數成員組成，成員中包
括一名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若干名監
事。監事會成員由大會每三年從會員中選
出，其成員可以連任。

理事長之特定義務
第十七條

一、在專用簿冊之會議記錄上，與秘
書共同簽署會議記錄；

權限
監事會具以下權限：

二、表決時如票數相同，則理事長有
權再投一票，以作出決定性投票；

1）監察理事會的活動；

三、執行與其職位有關的一切行為。

一、會員大會須由會長主持且以書面
方式召開會議，而大會之召集須提前八日
以掛號信方式郵遞通知或最少提前八日
透過簽收方式通知各會員，召集書內應指
出會議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二、至少須有二分之一會員出席，會員
大會方可進行。

組成

議；

第七條

理。

第十六條

2）遵守及執行章程及會員大會的決

第十三條
副理事長之特定義務

2）定期檢查和監察本會的賬目；
3）對理事會的年度報告及賬目擬定
意見書。

當理事長無法出席時，由副理事長代
第三章

理。

會員之規範
第十四條

第十八條

秘書之特定義務
一、在專用簿冊上記錄本會所有的會
議錄記錄；
二、會議錄上，與理事長共同簽署會
議記錄；

會員
凡熱心公益，認同及擁護本會宗旨，
並願意遵守本會會章者，依手續申請，經
理事會審核認可，均可成為會員。

會員大會具以下權限：
1）訂定本會活動的一般指引；

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存。

2）每三年選舉會員大會會長、副會長
和理監事會成員；

一、本會會員之權利：
第十五條

3）通過對本章程的修改；

財務之特定義務

4）審議並通過理事會的報告、賬目以
及監事會的相關意見書。

理事會

1）在會員大會上投票以及選舉和被
選舉；

一、收取給予本會的捐贈物；
二、負責本會的所有財務調動；

第三節

第十九條

三、將屬於本會的重要文件看管及保

三、負責本會銀行賬目之開設、取消
和轉移工作事項；

2）批評、建議、質詢有關本會事務；
3）出席會員大會及參加本會舉辦的
一切活動。
二、本會會員之義務：

第十條
組成

四、根據本會的決定，使用本會的財
政基金；

1）遵守本會章程及執行一切決議事
項；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關，
成員中包括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一名、

五、負 責所有與 本 會 有 關 財 務 的 信
函；

2）協助推動本會會務之發展。

N.º 26 — 30-6-2021

10041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II SÉRIE

第二十條
會員之除名

其他收益等，但為協會服務所花費用可報
銷。

凡違反本會規章之會員，均可被理事
會除名。

第二十七條
附則

第二十一條
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
所有會員均有權 選舉社團機關成員
和 被 選 舉 擔 任 社 團 機 關 成 員的 任 何 職
務。

所有於本章程沒有規定之事宜，則由
大會處理。
二零二一年六月十八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蘇偉昌 Sou Wai Che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4,588.00）

第四章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588,00)

經費及財產
第二十二條
經費及財產
一、本會之所有活動經費源於本會會
員會費及社會各界人士的捐贈及資助。
二、所有給予本會的捐贈、資助及遺
產均屬本會之財產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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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第五章

澳門趙氏婦女協會

章程之修改及本會之消滅

Associação das Mulheres de
Clã Chio de Macau

第二十三條
章程之修改
如需修改章程，必須為此而特別召開
會員大會，在第一次召集中出席會員需佔
會員總數之三分之二，而第二次召集須在
不同日期，出席會員人數不限。修改章程
的決議，須獲出席 會員四分之 三 之贊同
票。

第六章
一般規則
第二十五條
與其他團體之聯繫
本會可以與其他團體合作，但不是其
義務工作。
第二十六條
對會員之報酬
本會為非盈利性，本會會員出任本會
職務時不收取薪酬、利潤、租金、獎金或

宗旨
第五條——宗旨：遵守《中華人民共
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和澳門法
律，依照澳門趙族聯誼會的方針路線，構
築婦女界展現才華與邁向世界的理想平
台，與國際婦女節（191738）接軌。主要
重視婦女權益，參與各界研討論壇，文化
活動，坐談會及不同形式 慶祝 婦女在 經
濟、政治和社會等領域作出重要貢獻。組
成『婦女義工志工團』，凝聚澳門的趙氏
婦女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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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推動本澳婦女與祖國先進婦女組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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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作出應有貢獻，弘揚愛國愛澳愛鄉的高
尚情操。
第三章
會員
第六條 ——凡 趙 氏宗親定 居澳門的
婦女及兒媳，承認本會章程、維護本會權
益、執行本會決議，經理事會批准，均可
成為本會會員。若自行退出本會，應以書
面形式通知本會理事會；會員若違反本會
章程，損害本會利益，或違背本會所依循
的原則，經理事會通過，可被撤銷會籍。

澳門趙氏婦女協會

第七條——會員權利：參與本會的活
動，享受本會所辦之康樂活動和福利之權
利，出席會員大會及有表決權，有選舉權
及被選舉權。

章程

如解散本會，必須為此而特別召開會
員大會，並獲得全體會員五分之四贊同票
時，方可解散。

第二章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一年六月十八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立
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的
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檔
於本署2021/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為
213。

第二十四條
解散

受澳門趙族聯誼會直接管轄和領導。以定
居澳門的趙氏婦女及兒媳為主要成員，自
願組成的非牟利社會組織，其存續不設期
限。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中文名稱為“澳門
趙氏婦女協會”（以下稱“本會”），葡文
名稱為“Associação das Mulheres de Clã
C h io de Macau”，英文名稱為“Macao
Chio Clan Women Association”。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連勝
馬路107A號一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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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創會人：由十五人組
成，創會人有權利共同監督會務政策及運
作，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及創會人資格的
繼承權，細節可載入內部規章。
第四條——本會性質：經中華人民共
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同意成立，經澳
門特區政府核准登記註冊的合法組織，接

第八條——會員義務：會員必須遵守
本會章程、內部規章及會員大會決議，按
時繳付會費；積極參與本會活動及支持會
務工作；獲選為本會各機關的成員後，必
須履行任期內獲本會授予之工作，推動本
會會務發展；維護本會的聲譽及權益。
第四章
組織機關
第九條 ——會員大 會為本會之 最高
權力機關，負責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主席團、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決定會務
方針，通過理事會及監事會的管理報告及
監察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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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
次，必須於開會前八天以掛號信方式或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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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方式作出通知，召集書內需載明會議的
日期、時間、地點和議程。
第十 一 條 ——會員大 會必 須在半 數
或以上會員出席的情況下方可決議。若不
足法定人數，會議延至半小時後作第二次
召集，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少，均為有效
會議。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主席團設會長
1人、常務副會長1人，副會長若干人；任期
為三年，可連選連任。主席團成員總數必
須為單數。
第十三條——會長職責：依照本會的
宗旨，決定工作方針路線、工作任務及工
作計劃，對外代表本會推廣本會宗旨，加
強對外的友誼與交流，對內傳達澳門趙族
聯誼會的 指示，協調本會與上 級會務工
作，審議理事會及監事會之工作報告、財
務報告及意見書。

構資助及所舉辦之各項活動的贊助捐款，
但該捐款不附帶任何與本會宗旨不符的
條件。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三條——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
會員大會。
第二十四條——本會章程未列明之條
文，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民法典》
辦理。

一等助理員 蘇偉昌Sou Wai Che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67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674,00)

第十五條 ——理事長負責管 理理事
會的日常工作，主持及召開理事會會議，
理事會之任何決議，必須經出席人數過半
數以上同意，方得通過。

英文名稱為“Macau I nter national
Mascot Association”。
第二條——會址

第二十二條——賬戶設立：以澳門趙
族聯誼會存摺戶口為常規性運作，有必要
時，可由創會人、理事會及監事會共同推
選五人開設新賬戶，並由三人簽署即可啟
動賬戶。

二零二一年六月十八日於第二公證署
第十四條 ——理事會為本會的執行
機關。設理事長1人，副理事長若干人，理
事若干人，但總人數必須為單數；任期為
三年，可連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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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高地烏街6號基寧
閣4樓C；經會員大會議決，會址可遷至澳
門其他地方。
第三條——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組織，宗旨為鼓勵推廣
澳門品牌吉祥物，建立澳門與國際吉祥物
文化交流平台，推動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發
展，共同創建澳門吉祥物品牌文化。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會員的資格、權利與義務
（一）凡認同本會宗旨及願意遵守本
會章程之人士，均可提出申請，經本會理
事會審核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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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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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應向理事會作出通知。

第十六條——理事會職權：執行會員
大會之決議，負責本會之行政管理及計劃
會務發展，每年向澳門趙族聯誼會提交來
年的年度支出預算，向會員大會提交管理
報告及提出建議，依章程召開會員大會，
制定和通過內部規章。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第十七條——凡需要與澳門特別行政
區或各行政機關簽署文件時，由理事長代
表或經由理事會決定指派代表簽署。

澳門國際吉祥物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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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作出任何有損害本會
聲譽之行為。

Associação Internacional de
Mascotes de Macau

第三章

第十八條——監事會為本會的監察機
關。設監事長1人，副監事長若干人，監事
若干人，但總人數必須為單數；任期為三
年，可連選連任。
第十九條——監事會職權：監察理事
會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定期審查賬目，
制定意見書提交會員大會。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一年六月十八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立
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的
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檔
於本署2021/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為
215。

澳門國際吉祥物協會
第 二十 條 —— 其他 名 銜：設 榮 譽 會
長、名譽會長、顧問各若干人，由理事會或
監事會推薦，聘請社會各界有聲望的知名
人士擔任。

第五章
經費
第二十 一 條 ——本會的經 費來源採
取集腋成裘的原則，主要收入來自會員繳
納的會費或捐助，社會人士捐助，政府機

章程
第一章
名稱、宗旨及會址
第一條——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國際吉祥物協
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Internacio
nal de Mascotes de Macau”；

會員大會
第五條 ——本會的最高權力機關是
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負責修改章
程；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
作報告；會員大會主席團由會員大會選舉
產生，其成員包括會長一名，副會長及秘
書若干名。
第六條 ——會員大 會主 席團每 三年
改選一次，連選可連任。會員大會每年召
開例會一次；必要時可由理事會隨時召開
特別會議。會議通知及議程須至少提前八
天通知會員，並以掛號信或簽收形式通知
會員召開會議，召集書內須載有開會的時
間、日期、地點及議程。
第七條——修改章程的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解散本會或更
改本會存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
之三之贊同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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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 二 公 證 署

理事會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第八條 ——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 管
理機關，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
人。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第九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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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一名。總人數必須為單
數，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第十條——理事會每四個月得召開例
會一次，討論會務；如有必要，可由理事長
隨時召開特別會議。

中國澳門體藝文化協會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一年六月十七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
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
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
檔於本署2021/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
為203。

第五章

第十二條——監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
選舉產生，設監事長一名，監事若干名，
總人數必須由三人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
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理事長對外代
表本會，對內領導和協調本會各項工作；
副理事長有責任參加理事會之會議，以協
助理事長，或理事長缺席時，在其職權範
圍內，代其處理工作；理事協助理事長工
作。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
方可議決事宜。理事會決策時，須經半數
以上出席成員通過方為有效。
3. 監事會是本會之行政 監 察及審查
機關。每年召開一次或當監事長認為有需
要時，與理事會舉行會議。負責審查本會
之賬目，監督預算案之執行；審閱每年之
財政報告及賬目，並編制年度報告。監事
會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一名、監事若
干名，但其成員人數須為單數。每屆任期
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中國澳門體藝文化協會

監事會
第十 一 條 ——監事會為本會監 察機
關，負責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
收支。

章程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中國澳
門體藝文化協會”（下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會址設 於澳門若 翰
亞美打街8A號泰德中心地下B，經會員大
會決議可更改。

第六條 ——會員 大 會每年最少召開
一次，特殊情況下可提前召開，由理事會
召集，需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
知，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
地點及議程。
第七條——本會會員可擁有參與本會
各項活動的權利，並有協助本會各項活動
的籌劃與推廣的義務。

第三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
第八條——本會的經濟來源：

是：

第十三條 ——會員 大 會可根 據會務
發展的需要，酌量聘請社會賢達人士擔
任本會的榮譽會長、榮 譽顧問及 顧問等
職銜。

第七章
經費及其他
第十四條——本會為非牟利組織，有
關經費來源於會員會費及各界人士之捐贈
或公共實體之贊助。
第十五條——本會一切責任之承擔，
包括法庭內外，均由會長或理事長或秘書
長任 何兩位共同簽署方為有效。但一般
之文書交收則只須任何一位會員大會主
席團成員簽署。
第十六條 ——本會 章 程由會員大 會
通過之日起生效，若有未盡善處，由會員
大會討論修訂。
二零二一年六月十八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蘇偉昌Sou Wai Che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2,00)

1. 會員會費；

1. 以推廣及發展體育、文化、藝術為

第六章
榮譽職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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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2. 任何對本會的贊助及捐贈。
2. 參與社會公益活動；
3. 服務社群為本會宗旨。

第四條——凡愛好體育活動及認同本
會章程者，經本會理事會審批後，均可成
為會員。

第九條——本章程忽略之事宜依本澳
現行法律規範。
二零二一 年六月十 七日於第二公 證
署
一等助理員 蘇偉昌Sou Wai Cheong

第五條——本會機關包括會員大會、
理事會及監事會。

（是項刊登費用為 $1,45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451,00)

1. 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關，
負責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和理
監事會成員及決定各會務工作。決議時須
經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的同意方為有
效；如屬修改會章之決議，則須獲出席大
會四分之三之會員的贊同票方為有效，如
屬解散法人之決議，則須獲全體會員四分
之三的贊同票方為有效。會員大會主席團
設會長一名，副會長一名，秘書長一名，
其成員人數須為單數。每屆任期為三年，
可連選連任。
2. 理事會是本會之行政與活動負責
之執行機關，負責草擬 並執行每年 活動
計劃和預算案；訂定會費金額 及 繳費方
式；訂定暫時停止會員資格。理事會設理
事長一名、副理事長一名、財政一名、理
事若干名，但其成員人數須為單數。每屆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粵港澳大灣區藝術文化創新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二一年六月十六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2021年社團及財團儲存
文件檔案”第1/2021/ASS檔案組第32號，
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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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藝術文化創新協會

第七條

第十一條

章程

會員大會

會徽

第一章

（一）本 會最 高 權 力 機 構 為 會員 大
會，負責制訂或修改會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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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 會中 文名稱 為“粵 港 澳 大 灣 區 藝
術文化創新協會”，中文簡稱為“大灣區
藝創協”，葡文名稱為“A s s o c i a ç ã o d e
Inovação de Arte e Cultura de Área de
Grande Baía de GuangdongHong Kong
Macau”，葡文簡稱為：“GBAIA”。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爲非牟利團體。宗旨爲響應國家
“一帶一路”的政策，團結粵港澳和國內
外各界文化藝術人士，加強創新文化藝術
建設，推動粵港澳藝術文化創新事業的發
展，堅持尊重國際藝術規律、發揚藝術文
化創新民主的原則，為熱愛藝術文化創新
的企業、團體和人士提供壹個良好的交流
及展示平臺。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氹仔哥英布拉街
濠庭都會第七座35樓A。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副主席及秘
書各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
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
和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
會員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二零二一年六月十六日於海島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是項刊登費用為 $2,22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221,00)

第八條
理事會
海 島 公 證 署

（一）本會執行機構爲理事會，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日常具體會務。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及理事各
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爲有效。

第九條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幼托協會
為 公 佈 的目的，茲 證 明上 述 社 團 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21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1/2021/A S S檔案組第35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監事會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均可申請爲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
後，便可成爲會員。

（一）本會監察機構爲監事會，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澳門幼托協會

第一章

第五條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及監事各
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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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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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第十條
機構
本 會組 織 機 構 包 括 會員 大 會、理事
會、監事會。

章程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幼托協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Creche de
Macau”，英文名稱為“Macau Nu rser y
Association”，英文簡稱為“MNA”。

附則

組織架構
第六條

林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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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
1. 是專為澳門本地13歲的小朋友家
長提供各種支援，提供家長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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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滙聚優秀幼教人才，提高家長對幼
兒教育認知，協助有需要家庭之小朋友入托
及提供幼兒玩樂場地，從而造福本地兒童。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馬交石街御景灣
第一座180190號地下及一樓G座。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第八條
理事會
1. 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會，負責執行
會員大會決議和日常具體會務。
2. 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 上單數 成
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及理事各一
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3. 理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會議
在有過半數的理事會成員出席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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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理事會可按會務需要，邀請若干名
社會知名人士擔任顧問，任期與應屆理事
會一致。

會員權利及義務
1. 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享受本
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2. 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繳交
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國際建築行業（澳門）研究會
為 公 佈 的目的，茲 證 明上 述 社 團 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21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1/2021/A S S檔案組第34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國際建築行業（澳門）研究會
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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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島 公 證 署

第九條

第一章

監事會

總則

1. 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會，負責監察
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第一條

2. 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 上單數 成
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及監事各一
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3. 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會議
在有過半數的監事會成員出席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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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國際建築行業（澳
門）研究會”，葡文名稱為“A s s o c i a ç ão
Internacional de Pesquisa da Indústria
da Constr ução (Macau)”，英文名稱為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Industry
(Macao) Research Association”，英文簡
稱為“ICIRA”。

組織機構
第六條

第四章

機構

附則

本會的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十條

第七條
會員大會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融合澳門、
中國大陸以及海外各建築行業的企業及專
業人員，以澳門為平台，互相交流、提升技
術、創新互補，促進建築行業的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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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大會，負
責制定和修改會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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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徽

第二章
會員

3. 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提前
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通知
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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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本會在不違反法律規定及本會章程
的原則下，得制定本會內部規章。內部規章
之解釋、修改及通過之權限均屬會員大會。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勞動節大馬路376
號金海山花園第7座地下。

第十一條

2. 會員大會設主席、副主席及秘書各
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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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條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持有相關工程專業學歷或從事相
關工程專業行業者，均可申請加入本會。
經本會理事會批准後，便可成為會員。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於海島公證
署

第五條
一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2,21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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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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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三）會員 經 書面 預 先 向 理事會 通
知，可退出本會。

第三章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及監事各
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議每年至少召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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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機關
第六條

第四章

機關

附則

本 會組 織 機 關 包 括 會員 大 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十條

第七條
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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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副主席、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
員；決定會務方針；取消會員資格；審查
和批准理事會工作報告。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亦接受社會
各界贊助捐贈、政 府資助及其他合法收
入。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定籌募之。

理事會

第九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關，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章程

第二條
法人住所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於海島公證

法人住所設於澳門馬統領街32號廠
商會大廈7樓A座，倘有需要，可透過會員
大 會決議 更 改，以及可在外地設 立辦 事
處。

署
一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2,28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289,00)

（三）理事會議每年至少召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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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亞太影業協會

本社團定名為“澳門亞太影業協會”；
葡文名為“Associação da Indústria de
Cinema da Ásia-Pacífica de Macau”；
英文名為“Macau Asia-Pacific Motion
Picture Industry Association”，英文簡
稱為“MAPMPIA”，以下簡稱“本會”。

（一）理 事會 為 本 會 的 行 政 管 理 機
關，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日常具體會
務。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及理事各
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foi constituída por documento autenticado
assinado neste cartório, no dia 23 de Junho
de 2021, uma associação com a denomi
nação em epígrafe, cujos objecto e sede
constam do estatuto em anexo, sendo acto
constitutivo e estatuto arquivados neste
cartório no maço de documentos de asso
ciações e de instituição de fundações do
ano 2021, número 1/2021 sob o documento
número 14.

名稱

會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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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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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公
證署“2021年社團及財團文件檔案組”第
1/2021檔案組內，編號為14，章程條文內
容載於附件。

第一條
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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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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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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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第三條
性質及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發揮澳
門“一國兩制”制度優勢和雙循環平台節
點優勢，廣泛團結亞太地區影視業界人士
及團體機構，以亞太聯盟中心以及亞太影
展項目為載體，推動澳門編劇、製片、導
演、特效製作等電影人才培育和儲備，支
持澳門加快構建“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
元文化共存”的文化交流合作基地，助力
澳門實現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提升
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和中國國際形象。

CERTIFICADO

澳門亞太影業協會
Associação da Indústria de Cinema
da Ásia-Pacífica de Macau

為 着公 佈 之目的，茲 證 明 透 過 二零
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於本 私 人公 證署所
簽 署的經 認證 文 書 設 立了上 述 社團，其

第四條
會員
一、只要認同及遵守本會章程，從事
相關電影產業之人士，或從事影視產業相
關協會、公司及機構，均可由本會邀請或
經申請，並獲會長和理事會批准得成為會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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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若會員被發現其行為及公開言語
表現出與本會章程有正面衝突或具違背
性質，本會有權 通 過 理事會商 議 及審核
後，單方面取消該會員之會員資格而無須
向其預先通知。
三、會員享有選舉 權、被選舉 權、罷
免權及其他權利，以及須履行相關義務。

第五條
組織及任期
一、本會組織機關為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領導機關成員任期為三年，
連選得連任，具體由內部規章訂定。
二、經理事會決定，可聘請熱心社會
人士擔任顧問及榮譽職務。

中一人為理事長、副理事長若干名、秘書
長一名及理事若干名。
二、理事會具有以下職權：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關，
設立不少於三名且總數為單數的主席團，
其中一人為會長。
二、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
以掛號信方式或最少提前八日透過簽收
方 式而為之，召集 書內應 指出會 議 之日
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三、會員大會至少每年召開一次平常
大會。會員大會在超過半數會員出席時方
能召開，若出席人數不足，半小時後作第
二次召集，屆時則不論出席人數多少均視
為有效。
四、會員大會的職權如下：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一）召集會員大會；
（二）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CERTIFICADO

（三）計劃會務發展；

澳門新經濟協會
Associação Económica Nova de Macau

（四）管理行政及財政運作；
（五）編製年度活動報告及財務執行
報告；
（六）法律、章程、內部規章及會員大
會決議賦予的其他職權。

第八條
第六條

私 人 公 證 員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關，由不少
於三名且總數為單數的成員組成，其中一
人為監事長。
二、監事會具有以下職權：
（一）監察理事會的運作；
（二）對會務及財務管理作出意見；
（三）審核本會年度活動報告及財務
執行報告；
（四）法律、章程、內部規章及會員大
會決議賦予的其他職權。

為 着公 佈 之目的，茲 證 明透 過 二零
二一年六年二十三日於本 私 人公證署所
簽 署的經 認證 文 書 設 立了上 述 社團，其
宗旨及住 所均 載 於於附件的章 程內。該
社團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檔於本私人公
證署“2021年社團及財團文件檔案組”第
1/2021檔案組內，編號為13，章程條文內
容載於附件。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foi constituída por documento autenticado
assinado neste cartório, no dia 23 de Junho
de 2021, uma associação com a denomi
nação em epígrafe, cujos objecto e sede
constam do estatuto em anexo, sendo acto
constitutivo e estatuto arquivados neste
cartório no maço de documentos de asso
ciações e de instituição de fundações do
ano 2021, número 1/2021 sob o documento
número 13.

澳門新經濟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第九條

總則

經費
（一）選舉領導機關成員；
（二）修 改 本 會 章 程 及制定內部規
章；
（三）制定 本 會工作 方針及 重 要 事
項；

經費來源為會員會費、贊助、捐款、資
助、活動收益及其它合法收入，且理事會
認為必要時，得進行籌募經費。
第十條

第一條——本會名稱：
中文名稱：澳門新經濟協會；英文名
稱：Macau New Econom ic Union，英
文簡稱M N EU；葡文名稱：A s so c iaç ão
Económica Nova de Macau。

解釋、修改及解散
（四）審議及通過理事會工作報告及
年度賬目，以及監事會意見書；
（五）法律、章程、內部規章及會員大
會決議賦予的其他職權；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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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程解釋權和修改權屬會員大會。
如需修章，須獲得出席會員的四分之三的
贊同票方為有效。社團解散必須經本會全
體會員人數四分之三贊成，方可解散。本
章程所未規範事宜，概依澳門現行法律執
行。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於澳門
私人公證員

第七條

麥興業

理事會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23 de
Junho de 2021. — O Notário, Mak Heng Ip.

一、理事會為本會行政管理機關，由
不少於三名且總數為單數的成員組成，其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707,00)

（是項刊登費用為 $2,707.00）

第二條——本會宗旨：
秉 持 愛國愛 澳、多元 興 澳的 根本宗
旨，廣泛團結澳門及國內外工商人士，發
揮澳門“一國兩制”制度優勢和平台節點
優勢，瞄準創新科技、數字經濟等前沿方
向和新興高潛產業，開展平台搭建、項目
媒合、業態升級、青創輔導、技能培訓等
服務，支持澳門企業參與高質量綠色大灣
區建設、國內外企業開展雙向交流合作，
致力推動澳門加快融入以國內大循環為
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
局，在共建粵港澳大灣區和服務國家發展
大局中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經濟可
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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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本會會址：
澳門士多鳥拜斯大馬路67 69號松柏
新邨地下O座，經理事會同意，可遷往本
澳其他地方。

第九條——會員如有違反會章，破壞
本會之行為 者，得由理事會視其情節 輕
重，分別予以勸告、警告或開除會籍之處
分。

第三章
第二章

一：商號會員：凡認可本會宗旨，持有
當地政府 發出的營業牌照之企業、商號
等，經本會商會號會員介紹，均得申請加
入本會成商號會員。每商號會員指定一人
為代表，如代表人有變更時，應由該商號
具函申請改換代表人。
二、個人會員：凡認可本會宗旨，持有
當地政府發出的營業牌照的企業、商號之
負責人（如董事、經理、股東等）及高級職
員，經本會個人會員介紹，均得申請加入
本會為個人會員。
第五條——商號或個人申請入會，均
須經本會理事會議或常務理事會議通過，
方得為正式會員，本會保留一切解釋權。
第六條——本會會員有下列權利：
一、選舉權及被選舉權（註：本條款
所指之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屬接納入會後
三個月之會員方得享有）；
二、對本會工作具有監督、批評及建
議權利；
三、平等享受本會所辦文教、工商、康
樂、福利事業權。
第七條——本會會員有下列義務：
一、遵守會章，維護本會合法權益，
執行本會各項決議；
二、推動會務之發展及促進會員間之
互助合作；
三、繳納入會基金及會費。
第八條——本會會員繳納會費規範：
一、普 通 會員之會費應 於本 會 該 財
政年度（本會財政年度訂公曆十二月卅一
日為結算日）內繳交，逾期時，本會得以
掛號函催繳之。再三十天後，倘仍未清繳
者，則作自動退會論。
二、經本會查明身故之個人會員，及
由於結束業務，解散及其他原因以致停業
或不復存在之商號會員，其會員資格即告
喪失。

第十四條 ——本會屬具 法人資格 組
織，凡需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或各有關機構
簽署文件時，得由會長或理事長代表；或
經由會議決定推派代表簽署。

二、選舉會長、副會長、理事會及監事
會成員；

第十五條 ——本會監 察機構為監事
會，由會員大會就商號會員、個人會員或
商號會員之代表人選出若干名監事組成，
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若干名，
且總數必為單數。監事一經選出後，除非
出現多於 總數 三分之一的空 缺，否則無
需補選。監事會成員任期三年，連選得連
任。惟監事長連任原職不得超過兩屆。其
職權如下：

三、決定商議工作方針、任務、工作計
劃及重大事項；

議；

組織

會員
第四條——本會會員分商號會員、個
人會員兩種，其入會資格如下：

五、依章召開會員大會。

第十條——本會機構為﹕會員大會，
理事會及監事會；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
員大會。其職權如下：
一、制定或修改會章；

一、監 察 理事會 執行 會員 大 會之決

二、定期審查帳目；

四、審查及批准理事會之工作報告。
第十一條——本會有創會會長二人，
為理監事架構之當然成員，具有召集及主
持特別會員大會、監督創會宗旨貫徹落實
情況、指導會務工作之職權。
第十二條——本會設會長一人，副會
長若干名，且總數必為單數，由會員大會
選舉產生。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惟
會長連任原職不得超過兩屆。會長為本會
會務最高負責人；主持會員大會；對外代
表本會；對內策劃各項會務。副會長協助
會長工作。正、副會長可出席理事會議，常
務理事會議，理、監事聯席會議，有發言
權和表決權。
第十三條 ——本會 執行機構為理事
會，由會員大會就商號會員、個人會員或
商號 會員之代 表 人 選出之理事組 成，且
總數必為單數。理事一經選出後，除非出
現多於總數五分之一的空缺，否則無需補
選。理事會成員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惟理事長連任原職不得超 過兩屆。理事
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若干名，且總
數必為單數。理事長協助會長處理對外事
務；負責領導理事會處理本會各項會務。
副理事長協助理事長工作。理事會根據需
要設置專責委員會，由理事會通過聘任若
干委員組織之。正、副理事長及各部門之
負責人選，由理事會互選產生。理事會各
部、委之職權及工作，由理事會另訂辦事
細則決定之。理事會職權如下：
一、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二、計劃發展會務；
三、釐定會員入會基金和會費金額、
籌募經費；
四、向 會員 大 會 報 告工作及 提 出 建
議；

三、得 列席 理事會 議 或 常務 理事會
議；
四、對有關年報及帳目制定意見書呈
交會員大會。
第十六 條 ——本 會正、副 會長 卸 職
後，得聘為永遠會長或永遠榮譽會長；本
會理事長卸職後，得聘為永遠榮 譽理事
長。可出席本會理事會議及其他會議，有
發言權及表決權。本會監事長卸職後，得
聘為永遠榮譽監事長，可出席監事會議，
有發言權及表決權。本會視工作需要，得
聘請對本會有卓越貢獻之人士為名譽會
長、名譽顧問、會務顧問、法律顧問、研究
顧問。
第十七條——商號會員如獲選為正、
副會長，理事、監事職務者，須為原會籍
代表人，如有更換，須獲相關會議通過方
可。
第十八條 ——本 會 設 秘 書處 處 理日
常具體事務，其工作向理事會及監事會負
責。

第四章
會議
第十九條 ——會員大 會每年 舉行一
次，由理事會召集之。如理事會認為必要，
或有三分之一以上會員聯署請求時，得召
開特別會員大會。會員大會之召集，至少
須於開會前八天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
知，方得開會，如法定人數不足，會員大會
將於超過通知書上指定時間三十分鐘後
作第二次召集，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寡，
會員大會均得開會；選舉正、副會長、理
事會及監事會成員時，會員如因事不能到
場，可委託其他會員代為投票。修改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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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決議，須獲出席 會員四分之 三 之贊成
票。解散本會之決議，須獲得全體會員四
分之三之贊成票。

亞洲武術聯合會

第二十 條 ——正、副 會長，正、副 理
事長，正、副監事長聯席會議每年召開壹
次；會長會議，理事會議及監事會議於需
要時召開，分別由會長、理事長、監事長
召集。

第一章

名稱、地點和地位

第二十一條——本會各種會議，除法
律規定外，均須經出席人數半 數以 上同
意，始得通過決議。

1.1. 本會中文名稱為“亞洲武術聯合
會＂（中文簡稱為“亞武聯＂），英文名稱為
“Wushu Federation of Asia＂。

第二十二條——理事及監事應積極出
席例會及各類會議。若在任期內連續六次
無故缺席，經理事、監事聯席會議核實通
過，作自動退職論。

1.2. 亞武聯屬國際武術聯合會轄下
的亞洲洲際聯合會，是一個非政府及非牟
利武術組織，由亞洲國家地區的武術機構
組成。

章程

名稱、宗旨和語言
第一條

1.3. 亞武聯秘書處設在秘書長所在城

第五章

市。

經費
第二十三條——本會經費如有不敷或
有特別需要時，得由理事會決定籌募之。

本會會址：澳門東望洋街塔石體育館
B2層B225室。

第二十四條——本會經費收支，須由
理事會報告經會員大會通過。

第二條

4.1.1. 得到該國家（地區）奧林匹克委
員會和（或）體育當局承認的國家（地區）
總會可申請加入成為亞武聯正式會員。
4.1.2. 未得到該國家（地區）奧林匹
克 委員會 和（或）體 育當局承 認 的國家
（地區）總會可申請加入成為亞武聯臨時
會員。
4.1.3. 其代表地區屬非自治和（或）沒
有獨立國家或地區之奧林匹克委員會或
體育當局經提申請而得到本會執行委員
會批准的國家（地區）總會可申請加入成
為亞武聯會友。
4.2. 如國家或地區出現分裂或合併情
況，亞武聯將根據國際武術聯合會承認情
況相應地調整其武術協會正式會員或會
友資格。
4.3. 如國家（地區）總會的代表資格
被所在國家或地區奧林匹克委員會或體
育當局變更，亞武聯有權於收到國際武術
聯合會核實後，更改其會員會籍和權利。
第五條
入會手續

使命及宗旨

其他

2.1. 承認並遵守《奧林匹克憲章》宗
旨和基本原則，弘揚奧林匹克精神。

第二十五條 ——本會 章 程 之解 釋權
及修改權屬會員大會。

2.2. 支持國際武術聯合會致力於實現
其宗旨。

第二十六條 ——本 章 程 如 有未 盡善
處，按澳門現行法律處理。

2.3. 在亞洲以各種可能的形式推動、
推廣和發展武術運動，提高廣大人民的健
康水平並且通過比賽和交流加強相互間
的友誼與合作。

第六章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於澳門
私人公證員

麥興業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23 de
Junho de 2021. — O Notário, Mak Heng
Ip.
（是項刊登費用為 $3,94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942,00)

2.5. 尊重民主、平等、和諧的原則。反
對各種形式的種族、政治、宗教、文化、意
識形態、性別和內部派別歧視。

5.2.2. 中文或英文組織章程；
5. 2 . 3. 近兩年內開展武術活動的報
告；
5.2.4. 繳納亞武聯入會費。

第三條

第六條

工作語言

正式會員和會友權利及義務

3.1. 本會的正式工作語言為中文和英
文。

第二章

CERTIFICADO

會員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十八日存
檔於本署2021/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
為210號。該修改全部章程文本如下：

5.2. 已被國際武術聯合會承認的國家
（地區）總會遞交由國際武術聯合會發出
之承認其為國家（地區）總會之信函並向
亞武聯秘書處提交以下文件後可自動成
為亞武聯會員：
5.2.1. 書面文件正式申請；

證 明 書

亞洲武術聯合會

5.1. 所有亞洲國家或地區武術機構代
表先向國際武術聯合會申請並被接納為
國家（地區）總會後，得提出申請加入亞
武聯。

2.4. 組織、管理及批准亞洲地區的武
術比賽和活動。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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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正式會員和會友資格
4.1. 一個亞洲國家或地區只能有一個
統一的、有代表性的國家（地區）總會申
請加入亞武聯。

6.1. 會員權利：
6.1.1. 國家（地區）總會有權被承認
為該國（地區）的唯一管理武術運動的組
織；
6.1.2. 國家（地區）總會可申請參加亞
武聯轄下之比賽和活動；
6.1.3. 國家（地區）總會可申請承辦亞
武聯轄下之比賽和活動；
6.1.4. 國家（地區）總會有權推薦該
國家或地區國際裁判員擔任亞武聯組織
和批准的比賽和活動的裁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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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正式會員在會員大會上有表決
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8.5. 新入會需在亞武聯會員大會通過
後三十天內按比例繳交該年度會費，並由
下年度開始每年繳交全年會費。

6.2.2. 不斷努力團結聯繫該國家或地
區內的其它武術組織；
6.2.3. 定期舉辦全國家或地區武術錦
標賽；
6.2.4. 按照本章程第八條繳納年度會
費；

11.4. 會員大會負責修改會章；選舉會
員大會主席、執行委員會及監事會成員；
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執行委員會的
財政報告及工作報告。

8.7. 不按規定日期向亞武聯繳 納會
費的會員即時停止參加亞武聯的錦標賽
及活動，在會員大會上不被納入法定人數
內、沒有表決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直
至付清會費才能恢復權利。

11. 5. 會員大會由主席主持，出席之
會員人數必須超過會員半數，若不足半數
時，須將會議押後半小時舉行，屆時不論
出席人數是否過半，會議均為合法。

第九條

11.6. 會議決議須經出席會員半數以
上贊成方為有效，若投票時為平票，則由
大會主席作最後決定。

會員或會友的資格終止、退會及暫停

6.2.5. 執行亞武聯會員大會和執行委
員會的決案；
6.2.6. 實踐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世
界反興奮劑機構以及國際武術聯合會關
於反興奮劑的規定，開展反興奮劑宣傳教
育活動；
6.2.7. 積極參加亞武聯及亞洲區內之
武術賽事及活動。

第七條
會員及會友的自主性
7.1. 應保持其自主性，獨立管理內部
事務，確保不受第三方干預。
7.2. 要抵制可能妨礙其遵守《奧林匹
克憲章》和（或）《國際武術聯合會章程》
和（或）《亞武聯章程》的任何外來壓力，
包 括但不 限 於政 治、宗 教、經濟上 的 壓
力。
7.3. 必須確保其組織章程擁有完全獨
立的選舉或委任程式，不受政府當局及其
他機構的干預。
7.4. 亞武聯不承認任何不符合上款規
定的選舉或任命。

9.1. 如會員或會友拒絕執行和（或）
嚴重違反亞武聯章程而導致其名譽及利
益受到重大損害，亞武聯執行委員會可按
照既定的程序向國際武術聯合會提出終
止其會員或會友資格的提案，經會員大會
通過後開除。
9.2. 下列情況將視為自動退會：
9.2.1. 該國家（地區）總會不再存在。
9.2.2. 該國家（地區）總會書面通知
亞武聯秘書長提出退會。
9.3. 國家（地區）總會退會或其會員
資格終止後，亞武聯有權接納來自該國家
或地區的新國家（地區）總會。
9.4. 退會成員不得對亞武聯提出任何
要求，包括但不限於經濟或財產要求。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十條
架構
10.1. 亞洲武術聯合會組織架構包括
會員大會、執行委員會及監事會。
第十一條

第八條
會費和特別條款
8.1. 正式會員及臨時會員得每年繳交
年度會費。
8.2. 入會費和年度會費金額的更新由
會員大會確定。
8.3. 入會費和年度會費用於開展亞武
聯的一切活動。如有必要，經會員大會通
過可徵收特別費用。
8.4. 入會費需在提交入會申請時一併
繳交。

允許會員委託投票。臨時會員及會友並無
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8.6. 每年會費應在六月三十日前交亞
武聯秘書處。

6.2. 會員義務如下：
6.2.1. 接受亞武聯對會員資格的定期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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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
11.1. 會員大會是亞武聯的最高權力
機關，由所有會員組成，並由會員大會選
舉產生主席一名，任期為兩年，得連選連
任。
11.2. 秘書處必須在會員大會召開至
少前八天將開會通知（包括開會的日期、
時間、地點和會議議程）以掛號信方式或
透過簽收之方式發給各會員和會友。
11.3. 召開會員大會時，會員可派兩名
代表出席。只有正式會員在會員大會上有
表決權，每一正式會員有一票表決權，不

11.7. 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11. 8 . 會員 大 會 會 議可透 過 視像會
議、電話會議或其他類似的方式同時在不
同地方進行，並須確保在不同地方出席會
議之成員能適當參與會議及直接對話。
11.9. 亞武聯執行委員會主席兼任會
員大會主席。

第十二條
執行委員會
12.1. 執行委員會成員經會員大會選
舉產生，是亞武聯的行政管理機關。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日常具體會務。會員
大會閉會期間執行委員會為最高權力機
關。
12.2. 執行委員會由主席一人、副主席
四人、秘書長一人（由主席委任）及執行委
員七人共十三人組成。
12.3. 執行委員會成員經會員大會選
舉產生，任期兩年，得連選連任。權力移
交在選舉後至亞洲武術錦標賽或亞洲運
動會結束前進行。新一屆執行委員會在亞
洲武術錦標賽或亞洲運動會結束後得行
使其權力。
12.4. 執行委員會會議可透過視像會
議、電話會議或其他類似的方式同時在不
同地方進行，並須確保在不同地方出席會
議之成員能適當參與會議及直接對話。
12.5. 執行委員會會議須由半數以上
執委出席方為有效。決議應獲出席執委的
絕對多數通過。表決票數相等時，主席得
有決定性一票。
第十三條
監事會
13.1. 監事會為本會之監察機關，設
監事長一名，監事長由會員大 會主 席任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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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監事會會議由監事長召集，監
事會成員由3人或以上單數成員所組成，
其中一人為監事長。
13.3. 監事會之權限為監督預算案之
執行，審核每年之財政報告及賬目，編制
年度報告，在必要時，審查總會賬目。
13.4. 監事會成員任期為兩年，得連
選連任。
第十四條
名譽主席、顧問
14.1. 對已經離任的亞武聯主席、副
主席及執行委員，亞武聯可授予名譽職務
名銜。
14.2. 執行委員會可聘請熱心支持武
術並對武術作出貢獻的人士為顧問。
14.3. 名譽主席和顧問可參加亞武聯
活動。
第四章
錦標賽
第十五條
比賽和活動的類型
15.1. 下列比賽由亞武聯主辦、會員承
辦，比賽採用國際武術聯合會制定的競賽
規則。
15.1.1. 亞洲武術錦標賽：每兩年舉行
一次，在偶數年舉辦，如遇亞運會有武術
比賽時則不再另行舉辦錦標賽。屆數按
正式亞洲武術錦標賽的屆數排列；
15.1.2. 亞洲青少年武術錦標賽：每兩
年舉行一次，在奇數年舉辦；
15.1.3. 亞洲傳統武術錦標賽；
15.1.4. 散打/套路亞洲盃。
15.2. 其他經亞武聯執行委員會通過
的亞洲武術比賽和活動。
第十六條
比賽和活動的申辦
16.1. 申辦亞武聯比賽和活動的會員
應遵守亞武聯有關規定，遞交相應申辦資
料。
16.2. 提出申辦亞武聯比賽的會員，須
在離下一屆會員大會召開前六個月向秘書
處提交書面申請和計劃概述，並保證接受
所有會員和會友參賽。申辦亞武聯比賽的
資料應包括但不限於：

16.2.1. 城市名稱及相關信息（城市情
況、詳細地圖、賓館和機場的位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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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2. 比賽和訓練場館（場館名稱、
位置、比賽場地面積及設備、觀眾席數量
等）；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16. 2 . 3. 交通（機場名稱，當地交通
方式，參 賽隊伍抵達及離開的交通安排
等）；
16.2.4. 食宿（賓館數目、名稱、地點，
賓館容量，會議室數目及容量，住房安排，
參賽人員費用，賓館距賽場距離等）；
16.2.5. 國家（地區）奧林匹克委員會、
體 育當局和（或）地 方政 府出具的 支 持
信；
16.2.6. 保證允許所有會員協會參賽。
16.3. 亞武聯比賽的地點最遲在賽前
兩年由會員大會決定。如果會員大會會議
期間未能就下一屆亞武聯比賽舉辦地點
作出決定或在特殊情況下，執行委員會有
權在不足兩年內決定舉辦地點。

國際中醫藥科技協會
Associação Científica Internacional
de Medicina Tradicional Chinesa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七日存
檔於本署2021/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
為209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一章 第二條 ——本會會址設 於澳
門伯多祿局長街（白馬行）313號銀座廣
場2樓Q座。經會員大會批准，會址可遷移
至本澳任何地方。
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蘇偉昌 Sou Wai Cheong

16.4. 由會員大會決定的賽事舉辦協
會，因故不能如期舉辦，得在一年前通知
執行委員會，可由下一屆舉辦協會替補。

（是項刊登費用為 $39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97,00)

16.5. 獲得承辦權的會員得與亞武聯
簽訂承辦比賽的書面協議。
第 一 公 證 署

第五章
其他事項

證 明
第十七條
更正

經費來源

中國（澳門）家政研究與發展學會

17.1. 會員會友繳交之會費。
17.2. 會員會友及社會熱心人士之捐
贈及贊助。
17.3. 政府有關部門資助。
第十八條
章程的修改與解釋
18.1. 章程的解釋權屬會員大會，章
程未盡事宜，由執行委員會處理，並報告
會員大會修訂。
18.2. 本會之解散，需經全體會員四分
之三以上同意通過。
二零二一年六月十八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蘇偉昌 Sou Wai Cheong

因刊登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日《澳門
特別行政區公報》第二十二期第二組 第
8662頁內的關於“中國（澳門）家政研究
與發展學會”社團設立的章程內容有誤，
現更正該會章程第一條：
原文 為：......；英 文名稱為“C h i n a
(Macau) Home Administration Reserch
and Development Society”。
應 改 為：......；英文名稱為“C h i n a
( M a c a u) H o m e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ociety”。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李宗興

（是項刊登費用為 $5,913.00）

（是項刊登費用為 $39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 91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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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澳電二零二零年業績報告及財政結算
活動摘要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對本澳旅遊業和經濟活動造成嚴重打擊，總用電量同比下降6.7%至5,378吉瓦時，為自澳電1972年成立
以來首次下跌。在疫情下，澳電力保本澳供電，基於澳電責任的平均服務可用指數 (ASAI) 於年內再度達到世界頂尖水平99.9999%
的佳績，所有關鍵績效指標均超越專營合同內訂定的目標。
防疫期間，澳電迅速配合澳門特區政府推行住宅用戶及企業商號3個月電費補貼紓困措施，有序地執行各項安排；為力保穩定供電，
澳電除路環發電廠、調度中心及搶修隊伍一直保持24小時運作外，主要營運部門亦增設後備運作中心，確保工作間爆發疫症時可繼
續運作。
受新冠疫情下旅行限制影響，製造廠商無法來澳檢修路環發電廠的燃氣2號輪機，導致相關機組幾乎一整年無法運行。因此，澳門
在年內以輸入電力為主，達4,853吉瓦時，佔澳門總用電量90.2%。本地發電量及購自澳門垃圾焚化中心的電量分別為373吉瓦時及
152吉瓦時，同比下降39.1%及13.1%，佔澳門總用電量6.9%及2.8%。
澳電年內資本支出總額6億零5百萬澳門元，當中約74%為輸配電網絡的拓展及維護的相關投資，主要項目包括興建與中國南方電網
互連的第三座220千伏北安主變電站，以及上葡京、青茂口岸、葡京人、銀河第三期及離島醫院等在建大型項目；而與產電相關的投
資項目約佔12%，當中包括技術難度世界領先、亞洲直徑最大的1.8米高密度聚乙烯輸水管安裝工程。
澳電積極支持澳門特區政府構建智慧城市，結合最新計量科技、通信技術及數據分析工具，於年內完成更換和安裝超過20,000個智
能電錶，實施高級計量架構（A M I）系統，實現測量、收集、分析和運用即時能耗數據的功能，澳門的終端用電開始邁入智能計量時
代。我們亦完成了智慧街燈試點項目，並在此基礎上，和澳門大學智慧城市物聯網國家重點實驗室就智慧街燈的未來應用開展深入
的研究工作。
澳電繼續推動智能化客服，年內再增加三個實時電子支付渠道。而「聊天機械人」以全新形象登場，同時支援真人客服，令在線服務
更全面，並由澳電微信延伸至澳電網站。客戶對澳電的服務質素及穩定供電予以高評價，於每年進行的「客戶滿意度調查」中滿意度
達88.6%，再創十年新高。
鑑於本澳很多舊廈的公共電力裝置因長期缺乏保養及維修，對市民的安全構成潛在危險，澳電股東們決定出資3千萬澳門元成立一
個一次性的「低層舊廈公共電力裝置安全升級資助計劃」，資助有即時危險的低層舊廈更新公共電力裝置，我們預計於2021至2023
年可以資助約200幢樓宇更新升級，消除安全隱患。
目前疫情仍在全球肆虐，澳電將繼續全力配合澳門特區政府採取的各項措施，形成社會合力，做好疫情防控，在積極參與智慧城市
建設的同時，為本澳經濟復甦注入源源不絕的動力。
資產負債表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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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報告
致澳門電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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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了澳門電力股份有公司二零二零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二一
年三月二十四日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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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組成，
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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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附由管理層編制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財務報表的摘要內容。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的內容，在所有重要方面，與已審核
的財務報表的內容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澳門電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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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麗娟 執業會計師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於澳門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 CEM, S.A.
Síntese do Desempenho Anual 2020
Destaques da Actividade
O surto de COVID-19 em 2020 foi um duro golpe para o turismo e as actividades económicas em Macau. O consumo total de energia
caiu 6,7% em termos homólogos para 5.378 GWh, a primeira queda observada desde o estabelecimento da CEM em 1972. A CEM
esforçou-se por manter o fornecimento de energia estável em Macau no meio da pandemia. Em 2020, o Índice de Disponibilidade Média
do Serviço (ASAI) com base na responsabilidade da CEM atingiu novamente um nível de excelência mundial de 99,9999% e todos os
indicadores-chave de desempenho superaram as metas estabelecidas no Contrato de Concessão.
No decorrer da pandemia, a CEM cooperou de forma agilizada com 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para lançar a medida de apoio de
subsídio de electricidade de 3 meses para clientes residenciais e estabelecimentos comerciais, e implementou vários procedimentos de
forma ordenada. A fim de garantir um fornecimento de energia estável, para além da Central Térmica de Coloane, o Centro de Despacho e a Equipa de Emergência da CEM operaram 24 horas por dia. Os principais departamentos operacionais também criaram centros
de operação de backup para garantir a continuidade do funcionamento em caso de surtos no local de trabalho.
Devido a restrições de viagens durante a pandemia, o fabricante não pôde visitar Macau para efectuar a manutenção e reparação da unidade de turbina a gás nº 2 na Central Térmica de Coloane, pelo que as respectivas unidades geradoras ficaram impossibilitadas de operar
durante quase um ano inteiro. Como resultado, a electricidade em Macau foi principalmente importada da China Continental em 2020,
atingindo 4.853 GWh, responsável por 90,2% do consumo total de energia de Macau. A geração de energia local e a electricidade comprada à Central de Incineração de Resíduos de Macau diminuíram 39,1% e 13,1% em termos anuais para 373 GWh e 152 GWh, respectivamente, representando 6,9% e 2,8% do consumo total de energia de Macau.
O investimento total da CEM ascendeu a 605 milhões de Patacas em 2020, com cerca de 74% investido na expansão e manutenção da
rede de transporte e distribuição. Os principais projectos incluíram a construção da terceira subestação primária do Pac On de 220kV
conectada com a China Southern Power Grid, bem como os projectos de larga escala em construção, tais como o Grand Lisboa Palace,
o Porto de Qingmao, o Lisboeta Macau, a Fase 3 do Galaxy Macau e o Hospital das Ilhas, entre outros. Os projectos relacionados com a
geração de energia representaram cerca de 12% do investimento total, incluindo o projecto de instalação da conduta HDPE de 1,8 metros, que é o mais desafiador tecnicamente do mundo e apresenta o maior diâmetro da Ásia.
A CEM tem apoiado activamente 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na construção de uma cidade inteligente. Em 2020, a CEM concluiu a
substituição e instalação de mais de 20.000 contadores inteligentes. Combinando as mais recentes tecnologias de contagem e comunicação, bem como ferramentas de análise de dados, a CEM implementou o sistema de Infraestrutura Avançada de Contagem (AMI) para
permitir a medição, recolha, análise e uso de dados de consumo de energia em tempo real. Isso representa a entrada numa nova era de
contadores inteligentes para o consumo de energia final de Macau. Também concluímos o projecto piloto de Iluminação Pública Inteligente. Com base neste projecto, a CEM realizou uma investigação aprofundada sobre as futuras aplicações da iluminação pública inteligente em parceria com o Laboratório Estatal de Internet das Coisas para a Cidade Inteligente da Universidade de Macau.
Além disso, a CEM tem se dedicado a promover serviços ao cliente inteligentes. Em 2020, a CEM adicionou mais três canais de pagamento electrónico em tempo real. O nosso Chatbot foi revelado com um novo visual e o serviço foi estendido da conta de WeChat para o
site da CEM. Este também oferece suporte ao atendimento ao cliente ao vivo para prestar serviços online mais abrangentes. Os clientes
têm realçado a qualidade do serviço e do fornecimento de energia estável da CEM. No “Inquérito de Satisfação do Cliente” anual, a
CEM atingiu um nível de satisfação de 88,6%, o máximo obtido nos últimos dez anos.
Uma vez que as instalações eléctricas em áreas comuns de muitos edifícios antigos de Macau não têm tido manutenção e reparação há
muito tempo, o que pode tornar-se um risco para a segurança pública, os accionistas da CEM decidiram atribuir 30 milhões de Patacas
para criar um “Programa de Subsídio de Melhoria da Segurança de Instalações Eléctricas em Áreas Comuns de Edifícios Antigos Baixos”, de utilização única, para financiar a remodelação de instalações eléctricas em áreas comuns de edifícios antigos baixos com riscos
iminentes. Prevemos que cerca de 200 edifícios receberão o subsídio de remodelação entre 2021 e 2023, podendo os riscos potenciais à
segurança ser eliminados.
Uma vez que a pandemia ainda se manifesta de forma galopante em todo o mundo, a CEM continuará a cooperar plenamente com 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na implementação de várias medidas para formar um esforço social conjunto para prevenir e controlar a
pandemia. Enquanto participa activamente no desenvolvimento da cidade inteligente, a CEM injecta constantemente um ímpeto para a
recuperação da economia de 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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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ório dos Auditores Independentes sobre Inform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os accionistas da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 CEM, S.A.
(Sociedade anónima incorporada em Macau)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 CEM, S.A. relativas ao ano d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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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pressámos uma opinião sem reservas relativamente à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que auditámos, integram o balanço, à data de 31 de Dezembro de 2020, 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a demons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o capital próprio e a demonstração de fluxos de caixa relativas ao ano findo, bem como um resumo das
principai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adoptada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reparadas pela gerência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nuais auditadas da Sociedade.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da Sociedade.
Para 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Sociedade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assim com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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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ong Lai Kun, Auditor de Contas
KPMG Sociedade de Auditores
Macau, 24 de Março de 2021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40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2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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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報告
公司長時間受到多方面的因素衝擊，除了港珠澳大橋開通後帶來的出行模式轉變，以及香港社會和政治氣候不穩導致旅客數字下
降，更因二零二零年新冠肺炎疫情令海路口岸由二月起關閉，導致客船服務全面暫停。縱使公司已實施一系列嚴謹的成本控制措施，
業績仍受嚴重影響。
踏入二零二一年，世界各地持續受到疫情的困擾，港澳恢復正常通關的時間以至將來復甦步伐充滿不確定性，唯公司會積極為區域
旅遊的恢復作好準備。
公司董事 何超瓊
二零二一年三月八日

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

遠東水翼船務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本核數師已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布的《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遠東水翼船務有限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並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八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
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上述經審核的財務報表相符。
為更全面了解該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財政狀況，摘要財務報表應與上述經審核財務報表一併參閱。
何美華
執業會計師
何美華會計師事務所
澳門，二零二一年三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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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ório de Desempenho
A companhia tem vindo, desde há muito, a sofrer o impacto de múltiplos factores, incluindo as mudanças nas formas de deslocação provocadas pela abertura da ponte Hong Kong-Zhuhai-Macau, o declínio do número de passageiros devido à instabilidade do clima social e
político em Hong Kong e a suspensão total dos serviços de embarcações de passageiros devido à pandemia de COVID-19 em Fevereiro
de 2020. Apesar da implementação de uma série de medidas rigorosas de controlo de custos, o desempenho a companhia foi, ainda assim, gravemente afectado.
Em 2021, o mundo inteiro continua a sofrer as consequências da pandemia, prevalecendo a incerteza relativamente ao momento de reabertura das fronteiras entre Hong Kong e Macau e ao futuro ritmo de recuperação. No entanto, a companhia preparar-se-á, de forma
pró-activa, para a retoma do turismo regional.
A Directora, Ho Chiu King Pansy Catilina
Aos 8 de Março de 2021

Relatório do Auditor Independente sobre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os Accionistas da Far East Hidrofoil Companhia, Limitada
(Sociedade por quotas registada em Macau)
Examinámo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Far East Hidrofoil Companhia, Limitada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que terminou em 31 de
Dezembro de 2020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emitidas pelo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e expressámos nossa sem reservas sobre est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no relatório de 8 de Março de 2021.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Para um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Companhia em 31 de Dezembro de 2020,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analisadas em conjunto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Ho Mei Va
Contabilista Habilitado a exercer a Profissão
HMV & Associados — Sociedade de Auditores
Macau, aos 8 de Março de 2021

（是項刊登費用為 $6,82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 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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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飛翼船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業績報告
公司長時間受到多方面的因素衝擊，除了港珠澳大橋開通後帶來的出行模式轉變，以及香港社會和政治氣候不穩導致旅客數字下
降，更因二零二零年新冠肺炎疫情令海路口岸由二月起關閉，導致客船服務全面暫停。縱使公司已實施一系列嚴謹的成本控制措施，
業績仍受嚴重影響。
踏入二零二一年，世界各地持續受到疫情的困擾，港澳恢復正常通關的時間以至將來復甦步伐充滿不確定性，唯公司會積極為區域
旅遊的恢復作好準備。
公司董事

何超瓊

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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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報告
致港澳飛翼船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港澳飛翼船有限公司二零二零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二一
年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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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組成，
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隨附由管理層編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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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更全面了解港澳飛翼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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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核數師報告一併閱讀。
楊麗娟 — 執業會計師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於澳門
Hongkong Macao Hydrofoil Company, Limited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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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ório de Desempenho
A companhia tem vindo, desde há muito, a sofrer o impacto de múltiplos factores, incluindo as mudanças nas formas de deslocação provocadas pela abertura da ponte Hong Kong-Zhuhai-Macau, o declínio do número de passageiros devido à instabilidade do clima social e
político em Hong Kong e a suspensão total dos serviços de embarcações de passageiros devido à pandemia de COVID-19 em Fevereiro
de 2020. Apesar da implementação de uma série de medidas rigorosas de controlo de custos, o desempenho a companhia foi, ainda
assim, gravemente afectado.
Em 2021, o mundo inteiro continua a sofrer as consequências da pandemia, prevalecendo a incerteza relativamente ao momento de
reabertura das fronteiras entre Hong Kong e Macau e ao futuro ritmo de recuperação. No entanto, a companhia preparar-se-á, de forma
pró-activa, para a retoma do turismo regional.
A Directora, Ho Chiu King Pansy Catilina
Aos Maio de 24 de 2021.

Relatório de Auditor Independente sobre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os accionistas da Hongkong Macao Hydrofoil Company, Limited
(Constituída em Hong Kong com responsabilidade limitada)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Hongkong Macao Hydrofoil Company, Limited relativas ao ano de 2020 nos
termos d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24 de Maio de 2021, expressámos uma opinião sem reservas relativamente à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 que se acima se alude compreendem o balanço, à data de 31 de Dezembro de 2020, 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a demons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o capital próprio e a demonstração de fluxos de caixa relativas ao ano findo, assim como um
resumo da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relevante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reparadas pela gerência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da sociedade.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da sociedade.
Para 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sociedade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no período e âmbito abrangido pela
nossa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lidas conjuntamente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mesmas resultam e com o respectivo relatório de auditoria.
Ieong Lai Kun, Auditor de Contas
KPMG Sociedade de auditores
Macau, 24 de Maio de 2021.

（是項刊登費用為 $7,4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7 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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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高（澳門）有限公司
（根據8月12日第14/96/M號法律第1條第1款之公告）
資產負債表
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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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書
董事會謹將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報告及公司帳目呈覽。
公司年中沒有改變業務，主要從事廣告服務。公司的財務狀況及業績載於隨附之年度帳目；年度純利為澳門幣9,653,246元、年
結日資本淨值為澳門幣23,487,374元。

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承董事會命
常務董事

董事

Yoann Frédéric El Jaouhari

Juliette Cécile Marie Vigier Mouchonnet

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報告

致 德高（澳門）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德高（澳門）有限公司二零二零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
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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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組
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隨附由管理層編製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財務報表的撮要內容，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的內容，在所有重要方面，與
已審核財務報表的內容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德高（澳門）有限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財務報表
以及獨立核數報告一併閱讀。

何美華
執業會計師
何美華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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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DECAUX (MACAU), LIMITADA
(Publicações ao abrigo do n.º 1 do Artigo 1.º da Lei n.º 14/96/M, de 12 de Agosto)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20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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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vem apresentar o relatório e contas da Companhia d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20.
Não houve mudança na natureza das principais actividades da Companhia, que continuaram a ser relativas a publicidade. A situação
económica e resultados estão expressos nas contas anuais anexas, tendo o Resultado Líquido atingido MOP 9,653,246 e a Situação Líquida MOP 23,487,374.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26 de Março de 2021.
Administrador Executivo
Yoann Frédéric El Jaouhari

Administrador
Juliette Cécile Marie Vigier Mouchonnet

Relatório do Auditor Independente sobre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os accionistas da JCDecaux (Macau), Limitada
(Sociedade de responsabilidade limitada, registada em Macau)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JCDecaux (Macau), Limitada relativas ao ano 2020, nos termos d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26 de Março
de 2021, expressámos uma opinião sem reservas relativamente à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presentes constituem um resum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 que se acima se alude compreendem o balanço, à data de 31 de Dezembro de 2020, 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a demons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o capital próprio e a demonstração de fluxos de caixa relativas ao ano findo, assim como um
resumo da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relevante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reparadas pela gerência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nuais auditadas a que acima se faz referência.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Para 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sociedade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no período e âmbito abrangido
pela nossa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lidas conjuntamente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mesmas resultam e com o respectivo relatório de auditoria.

Ho Mei Va
Contabilista Habilitado a Exercer a Profissão
HMV & Associados — Sociedade de Auditores
Macau, 26 de Março de 2021
（是項刊登費用為 $8,06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8 0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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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旅遊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澳門元

管理報告
自二零二零年二月新冠病毒疫情爆發開始至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因應疫情豁免公司於外港客運碼頭每月之回報金。同時，
公司亦響應政府的呼籲，肩負企業的社會責任，免除了外港客運碼頭所有分營商戶之每月使用費，以至收入大幅減少。儘管海上、空
中航運及旅客人流數目銳減，公司仍堅持履行其營運批給合同內商用空間管理、設施保養、清潔和禮賓之服務。因此，公司於外港客
運碼頭營運上錄得嚴重虧損。由於港澳海上航線仍未有預計復航日期，故預期虧損將會持續至二零二一年。
公司董事 何超瓊
二零二一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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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意見書
鑒於監事會已分析及審閱董事會所提交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報告書及各項目文件，本會認為財務報告恰當地披
露了所有有關之賬目資料及公司財政狀況。因此，監事會認為該等文件可遞交股東會通過。
監事會
澳門，二零二一年三月十日

Sociedade de Turismo e Diversões de Macau, S.A.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20

MOP

Relatório de Gestão
Desde o início do surto epidémico da pneumonia causada pelo novo tipo de coronavírus em Fevereiro de 2020, o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em resposta à pandemia, isentou a Sociedade do pagamento das retribuições mensais relativas ao
Terminal Marítimo do Porto Exterior. Por sua vez, a Sociedade respondeu igualmente ao apelo do governo, assumindo a responsabilidade social corporativa de isentar todos as subconcessionárias do Terminal Marítimo do Porto Exterior do pagamento de todas as tarifas
de utilização mensais, o que resultou numa quebra significativa das receitas. Apesar da queda acentuada no número de embarques marítimos e aéreos e no fluxo de turistas, a Sociedade persistiu em cumprir os serviços de gestão, manutenção das instalações, limpeza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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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pção dos espaços comerciais estipulados no contrato de concessão de exploração. Por conseguinte, a Sociedade registou grandes prejuízos na exploração do Terminal Marítimo do Porto Exterior. De momento, não está ainda prevista uma data de retoma dos itinerários
marítimos entre Hong Kong e Macau, prevendo-se a persistência dos prejuízos até 2021.
A Directora, Ho Chiu King Pansy Catilina
1 de Março de 2021.
Parecer do Conselho Fiscal
Após análise e exame do relatório anual e dos documentos de prestação de contas apresentados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para
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20, o Conselho Fiscal considerou que o documentos financeiros revelavam, de forma adequada e conveniente, a classificação e natureza das contas, bem como a situação financeira da Sociedade. Por conseguinte, o Conselho Fiscal
é de parecer que esses documentos estão em condições de merecer aprovação em Assembleia Geral.
O Conselho Fiscal
Macau, 10 de Março de 2021.

（是項刊登費用為 $5,83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 830,00)

10072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第二組

第 26 期 —— 2021 年 6 月 30 日

澳門公共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
於2020年12月31日

澳門幣
非流動資產
專營項目相關資產
預付專營項目相關資產購置款
於合營公司的投資
遞延所得稅資產

91,762,074
7,725
2,495,000
12,912,793
107,177,592

流動資產
存貨
應收及其他應收款
現金及銀行存款

3,464,438
348,709,950
54,161,274
406,335,662

流動負債
應付及其他應付款

88,709,545

應付員工長期獎勵金

20,567,800

應付股東借款——一年內到期部分

7,700,000

所得稅備用金

8,436,627
125,413,972

流動資產淨值

280,921,690

非流動負債
應付員工離職福利金

72,503,787

應付股東借款——一年以上到期部分

87,900,000
160,403,787

資產淨值

227,695,495

股本及儲備
股本
法定公積

100,000,000
25,000,000

未分配利潤

102,695,495

權益

227,695,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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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書摘要
各位股東：
遵循本澳現行法律及澳門公共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南光澳巴）組織章程的規定，把2020年經營年度業務報告及賬目，提交
各位審議及表決。2020年裡，董事會遵照股東大會的指示，進行各方面工作，謹報告如下：
一、2020年繼續履行澳門特區政府與南光澳巴簽署《道路集體客運公共服務—第三標段》的公證合同；並於9月順利與澳門特區政
府簽訂6年期的新巴士合約，生效日期由2021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
二、2020年南光澳巴共經營特區政府第三標段共57條巴士線路，其中包括7條深宵巴士線路，占全澳公共巴士線路總量的64%；年
底購置全新中巴15台，並已投入使用。2020年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同時為配合澳門特區政府有關防疫措施，南光澳巴日均開行
5100個班次（疫情前6000班），日均行駛里程6.7萬公里（疫情前超7萬公里），日均載客量24萬人次（疫情前33萬人次）。
三、2020年，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南光澳巴始終守一線、保服務、同抗疫，堅持為廣大市民出行提供保障。與此同時，積極配合
澳門特區政府各項防疫措施，積極主動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嚴格執行各項防疫政策，全力保障巴士服務，確保市民安全健康出行，
包括：
• 成立防疫工作應急小組，全力配合政府防疫；
• 做好車輛及設施設備的清潔消毒工作，引入最新消毒抗菌技術的納米粒子光觸媒，為車輛進行醫學級消毒；
• 做好員工健康管理和監測；
• 制定防疫應急處置方案；
• 主動安排曾接載確診者及與確診者同住同棟大廈的車長進行居家有薪隔離。
四、2020年11月，按照上級公司南光集團專項改革方案，南光澳巴作為南光集團管理的二級企業，積極對接集團制度，全力推進公司
股權變更、公司章程修訂、內部組織架構重構及職責分工等系列工作，確保了平穩過渡。
五、為了提高巴士服務質素及員工安全意識，2020年南光澳巴繼續推出多項措施，藉此強化安全生產管理，築牢築穩根基，包括：
• 強化開展安全生產檢查和督查；
• 開展主題式安全整治活動；
• 繼續開展安全生產教育培訓；
• 做好應急預案和演練工作；
• 開展安全文化宣傳。
六、2020年度營運結果，錄得稅後利潤為澳門幣52,851,982元。董事會建議將該盈餘全數結轉下年度。
董事會謹向所有直接或間接支持南光澳巴的人仕深表謝意，更感謝全體員工們的努力，在新巴士合同運作下，南光澳巴將繼續致力
為廣大市民提供安全、穩定、優質的巴士服務。
董事會代表：梁美玲
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於澳門

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報告
致澳門公共汽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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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了澳門公共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二零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
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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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組成，
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隨附由管理層編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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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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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更全面了解澳門公共汽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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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以及獨立核數師報告一併閱讀。
楊麗娟——執業會計師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於澳門
Sociedade de Transportes Colectivos de Macau, S.A.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20

MOP
Activos não correntes
Activos relativos aos serviços exclusivos
Adiantamento para aquisição dos activos relativos aos serviços exclusivos

91,762,074
7,725

Investimento em joint venture

2,495,000

Activos por impostos diferidos

12,912,793
107,177,592

Activos correntes
Mercadorias armazenadas
Quantias e outras por cobrar
Caixa e depósito bancário

3,464,438
348,709,950
54,161,274
406,335,662

Passivos correntes
Quantias e outras por pagar

88,709,545

Previdência por incentivo do longo prazo ao pessoal

20,567,800

Empréstimos a pagar aos accionistas — inferior a um ano

7,700,000

Provisões para imposto complementar de rendimentos

8,436,627
125,413,972

Valor líquido de activos correntes

280,921,690

Passivos não correntes
Previdência por desligação do serviço a pagar ao pessoal

72,503,787

Empréstimos a pagar aos accionistas — superior a um ano

87,900,000
160,403,787

Valor líquido de activos

227,695,495

Capital social e reserva
Capital social
Reservas

100,000,000
25,000,000

Lucros não distribuídos

102,695,495

Capital próprio

227,695,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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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ário do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Caros accionistas:
Nos termos das leis em vigor em Macau e dos Estatutos da Sociedade de Transportes Colectivos de Macau, S.A. (adiante designada por
“TCM Nam Kwong”),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vem apresentar o relatório de exercício e as contas do ano fiscal de 2020 para o efeito de apreciação e deliberação. Em 2020, segundo as instruções da Assembleia Geral de Accionistas, o Conselho Administrativo levou a
cabo diversos trabalhos, em particular:
I. Em 2020, continuou-se a cumprir o contrato notarial do “Serviço Público de Transportes Colectivos Rodoviários de Passageiros —
Secção III”, celebrado entre o Governo da RAEM e a TCM Nam Kwong; em Setembro, a TCM Nam Kwong celebrou, com sucesso, um
novo contrato de autocarros de 6 anos com o Governo da RAEM, com vigência a partir de 1 de Janeiro de 2021 até 31 de Dezembro de
2026.
II. Em 2020, a TCM Nam Kwong operava um total de 57 carreiras de autocarro definidas na Secção III, incluindo 7 carreiras nocturnas,
o que representou 64% do número total das carreiras de Macau; no final do ano, foram adquiridos 15 novos autocarros de médio porte,
tendo os mesmos já entrado em funcionamento. Em 2020, devido ao impacto da epidemia causada pelo novo tipo de coronavírus e em
coordenação com as medidas antiepidémicas adoptadas pelo Governo da RAEM, a TCM Nam Kwong transportou diariamente, em
média, 240 mil passageiros (antes da epidemia, o número era 330 mil passageiros) com cerca de 5100 frequências (antes da epidemia, o
número era cerca de 6 mil frequências), tendo circulado cerca de 67 mil quilómetros (antes da epidemia, o número era mais de 70 mil quilómetros).
III. Em 2020, desde o surto da epidemia, a TCM Nam Kwong tem estado firmemente na linha frente, com vista a não só combater conjuntamente a epidemia, mas também assegurar o funcionamento normal dos serviços de deslocação destinados aos cidadãos. Ao mesmo
tempo, em coordenação com as medidas antiepidémicas do Governo da RAEM, a TCM Nam Kwong tem implementado activa e rigorosamente as mesmas medidas nos trabalhos de prevenção e de controlo, com vista a assegurar o funcionamento dos serviços de autocarros, assim como a deslocação segura e saudável dos cidadãos, incluindo:
• Criação de uma equipa de resposta de emergência para a prevenção da epidemia, de modo a cooperar plenamente com o Governo da
RAEM nos trabalhos de prevenção da epidemia;
• Realização de limpeza e desinfecção dos veículos e equipamentos; introdução de tecnologia antibacteriana -Nano Photocatalysts, com
vista a desinfectar medicamente os veículos;
• Realização de gestão e fiscalização da saúde dos funcionários;
• Formulação de plano de resposta de emergência para prevenção de epidemia;
• Providenciar activamente a quarentena remunerada em casa para os motoristas que tenham transportado infectados confirmados e que
vivam no mesmo prédio que os infectados confirmados.
IV. Em Novembro de 2020, de acordo com o programa de reforma exclusiva do Grupo Nam Kwong, a TCM Nam Kwong, enquanto uma
empresa subordinada do Grupo, articulou-se activamente com as diretrizes do Grupo e envidou todos os esforços para promover uma série de trabalhos, tais como a alteração da participação social, a revisão dos estatutos, a reorganização da estrutura interna e a atribuição
de responsabilidades etc., por forma a assegurar uma transição estável.
V. A fim de elevar a qualidade dos serviços e a consciência dos funcionários em relação à questão de segurança, assim como reforçar a
gestão da segurança operacional e construir uma base sólida, em 2020, a TCM Nam Kwong continuou a implementar uma série de medidas, incluindo:
• Reforço das inspecções e supervisões em relação à operação segura;
• Desenvolvimento de acções tématicas em relação ao ordenamento seguro;
• Desenvolvimento contínuo de acções de formação em relação à operação segura;
• Preparação de plano de emergência e acções de exercício;
• Desenvolvimento de acções de divulgação sobre a cultura de segurança.
VI. Em 2020, a TCM Nam Kwong registou um lucro líquido de MOP $52,851,982,00.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recomendou que
este resultado transitasse plenamente para o seguinte ano fiscal.
Por último,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gostaria de manifestar um agradecimento profundo àqueles que têm apoiado, directa e indirectamente, o desenvolvimento da TCM Nam Kwong. O agradecimento dirige-se igualmente a todos os colegas pela vossa dedicação.
Com a entrada em vigor do novo contrato de autocarros, a TCM Nam Kwong continuará a envidar todos os esforços para proporcionar
aos cidadãos um serviço seguro, estável e de boa qualidade.
Representant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Leong Mei Leng
Macau, 26 de Março de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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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ório de Auditor Independente sobre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os accionistas da Sociedade de Transportes Colectivos de Macau, S.A.
(Sociedade anónima incorporada em Macau)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Sociedade de Transportes Colectivos de Macau, S.A. relativas ao ano de 2020
nos termos d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26 de Março de 2021, expressámos uma opinião sem reservas relativamente à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 que se acima se alude compreendem o balanço, à data de 31 de Dezembro de 2020, 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a demons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o capital próprio e a demonstração de fluxos de caixa relativas ao ano findo, assim como um
resumo da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relevante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reparadas pela gerência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da sociedade.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da sociedade.
Para 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sociedade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no período e âmbito abrangido pela
nossa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lidas conjuntamente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mesmas resultam e com o respectivo relatório de auditoria.
Ieong Lai Kun, Auditor de Contas
KPMG Sociedade de auditores
Macau, 26 de Março de 2021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16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1 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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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

南光實業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本核數師已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頒布的《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南光實業有限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財務報表，並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五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
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上述經審核的財務報表相符。
為更全面了解該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財政狀況，摘要財務報表應與上述經審核財務報表一併參閱。
梁煥秋
執業會計師
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五日，於澳門

業務管理報告
自我司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簽署了「港珠澳大橋澳門邊檢大樓商用空間管理及經營批給」公證合同，在大樓從事商用空間的管理
及經營服務，履行管理公司的責任和義務。
2020年自接手管理便遇上疫情，本司共開展5次公開招商，期間共4間公司投標，受疫情影響，其中兩次公開招商無人投標，截至
目前累計招商25間公司（含營運空間），分別位於大樓地面層（旅行社、免稅店、找換店、便利店、自助機設）；大樓地面上層（美食廣
場）；大樓一樓（手信店、免稅店、自助食品售賣機、自助櫃員機2台）。
自2020年初疫情爆發后，澳門整體經濟環境受創嚴重，港珠澳大橋澳門邊檢大樓旅客數量相較2019年更是流失嚴重，商用空間
經營環境幾乎處於停滯狀態，2020年全年的招商數量不及2019年一個月，全靠特區政府體恤中小企困難並給予扶持，讓入駐商用空
間的中小企得以勉强維持經營，但苦於疫情所造成的衝擊極大，經港珠澳大橋澳門邊檢大樓的旅客數量相較之前依然下滑嚴重，無
法為商戶提供一個正常經營的環境，部分商戶只能被迫停業或是離場，對本司運營造成極大影響。而批給期限逐漸縮短，對潛在投
標者的投標意欲減退，當中最嚴重的是餐飲行業，因其所需的回報期較長，故未來難以滿足口岸的最低商舖要求。
過去一年中，商用空間内無發生任何事故，為確保疫情期間商用空間環境衛生安全，本司嚴格按照衛生局指引對商用空間進行
消毒，並要求商戶每日爲其工作人員體溫定時測量記錄，對商戶違規裝修或造成商用空間破壞的行爲及時制止並修復完善；於重要
節日前完成空間節日氛圍佈置，完成商用空間中旅游諮詢服務櫃檯、免費充電設施及兒童天地等便民服務設施的佈置，為支持澳門
公益事業發展，本司已與廣告公司確定規劃15個公益廣告。
疫情帶來的衝擊仍在持續，本司將繼續加大宣傳力度、提供優惠方案以及引入更多元化的產業進駐大樓，以吸引澳門市民及遊
澳旅客，希望得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爭取於2021年滿足經營商用空間基本要求數量和人員配置，不斷優化商用空間的消費體驗和服
務質量。
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五日於澳門
南光實業有限公司

（是項刊登費用為 $4,3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3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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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銀（澳門）退休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Sociedade Gestora de Fundos de Pensões ICBC (MACAU), S.A.

資產負債表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20

澳門元
Patacas

1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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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表
二零二零年度
Conta de exploração do exercício de 2020

澳門元
Patacas

損益表
二零二零年度
Conta de ganhos e perdas do exercício de 2020

澳門元
Patacas

董事會主席
O Presidente do Consclho de Administração,
徐克恩
XU K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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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報告之概要
2020年度，在複雜的外部經濟環境下，工銀（澳門）退休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繼續保持穩健發展態勢，累計實現稅後利潤
2,497萬澳門元；截至2020年末，本公司總資產達到2.22億澳門元；管理資產市值超過50.77億澳門元。
根據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的總體發展戰略，未來本公司將繼續依托工銀集團網絡、品牌、資金和技術優勢，積極
落實推動私人退休金及央積金業務發展，致力優化網絡佈局、提升資產收益水平，建設成為一家澳門地區首選、業績優秀的退休基
金管理公司，為廣大客戶提供更加安全、便捷的退休基金管理，服務澳門社會。
董事會主席
徐克恩
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於澳門

Síntese do Relatório de Actividades
No ano de dois mil e vinte, a Sociedade Gestora de Fundos de Pensões ICBC (Macau), S.A., perante um ambiente económico externo complicado, continuou a seguir a tendência para um desenvolvimento sustentável, tendo atingido lucros avaliados em vinte e quatro
milhões e novecentas e setenta mil Patacas, após a dedução de impostos. Até ao final do ano de 2020, o activo total desta Sociedade
ascendia a duzentos e vente e dois milhões de Patacas. O valor de mercado dos activos sob gestão desta Sociedade foi calculado em mais
de cinco bilhões e setenta e sete milhões de Patacas.
Norteando-se pela estratégia global de desenvolvimento implementada pelo Banco Industrial e Comercial da China (Macau), S.A., a
Sociedade, no futuro, retirando vantagens da marca, rede, recursos técnicos e financeiros do Grupo ICBC, irá promover activamente o
desenvolvimento da previdência central, optimizar a rede de promoção dos seus produtos e serviços e aumentar os seus activos e receitas,
tornando-se a líder de mercado, com excelente desempenho da actividade gestora de fundos privados de pensões e do regime de providência central, mais procurada por clientes de Macau, a quem presta serviços de gestão de fundos de pensões cada vez mais seguros e de
acesso fácil e rápido, servindo a sociedade de Macau.
Macau, aos 26 de Março de 2021.
Xu Keen
President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獨任監事意見書
工銀（澳門）退休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按章程第二十四條e項的規定及為產生該規定的效力已將有關二零二零年營業
年度的經審核財務報表及董事會報告書交予本所發出意見書。
經審閱交予本所編制意見書的文件後，認為該等文件清楚反映出公司的財產狀況及財政和經濟狀況。
董事會的報告書以明確的方式反映出公司在審議的營業年度期間內所推動及發展的業務情況。
本所考慮外部核數師報告書，同意核數師指出，所交予作為提交賬目的文件真實而公平地反映出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資
產負債表的財務狀況，以及截至該日的營業年度內的財務結果。
綜合所述，本所決定同意通過該等財務報表及董事會報告書。
獨任監事
崔世昌會計師事務所
（由崔世昌代表）
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於澳門

Parecer do Fiscal Único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a alínea e) do artigo 24.º dos Estatutos e para os efeitos previstos na mesma disposição legal,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a Sociedade Gestora de Fundos de Pensões ICBC (Macau), S.A. entregou a esta sociedade de auditores o relatório de
actividades e contas auditado e referente ao exercício de 2020, para efeito de parecer.
Depois de examinados os documentos entregues a esta sociedade, para efeito de emissão de parecer, concluímos que os referidos documentos reflectem, de forma clara, não só a situação patrimonial, mas também a situação financeira e económica da referida Socied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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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reflecte, de forma precisa, as actividades promovidas e desenvolvidas pela Sociedade no
ano de exercício ora em apreço.
Tendo em atenção o relatório apresentado pelo auditor externo, esta sociedade concorda com o exposto no referido relatório, sendo
que os documentos que serviram de base à elaboração das contas reflectem, de forma correcta e real, a situação financeira demonstrada
no balanço com data de 31 de Dezembro de 2020, bem como o resultado financeiro d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20.
Recapitulado o acima exposto, decidimos aprovar o referido relatório de actividades e contas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Macau, aos 26 de Março de 2021.
CSC & Associados — Sociedade de Auditores
(representada por Chui Sai Cheong)
Fiscal Único

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報告
致

工銀（澳門）退休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的一家股份有限公司）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工銀（澳門）退休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二零年度的財務報
表，並已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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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收益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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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附由管理層編制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財務報表和相關會計賬目及簿冊的撮要內容。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的內容，在
所有重要方面，與已審核財務報表和相關會計賬目及簿冊的內容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工銀（澳門）退休基金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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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報告一併閱讀。
楊麗娟執業會計師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於澳門

Relatório de Auditor Independente sobre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os accionistas da Sociedade Gestora de Fundos de Pensões ICBC (Macau), S.A.
(Sociedade Anónima constituída em Macau)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Sociedade Gestora de Fundos de Pensões ICBC (Macau), S.A. relativas ao
ano de 2020, nos termos d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26 de Março de 2021, expressámos uma opinião sem reservas relativamente à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presentes constituem um resum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 que se acima se alude compreendem o balanço, à data de 31 de Dezembro de 2020, 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a demons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o capital próprio e a demonstração de fluxos de caixa relativas ao ano findo, assim como um
resumo das politícas contabilísticas relevante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reparadas pela gerência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nuais auditadas e dos livros
e registos do Sociedade.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os livros e registos da Sociedade.
Para 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cão financeira da Sociedade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no período e âmbito abrangido pela
nossa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lidas conjuntamente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mesmas resultam e com o respectivo relatório de auditoria.
Ieong Lai Kun, Auditor de Contas
KPMG Sociedade de Auditores
Macau, 26 de Março de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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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超過有關機構資本5%之出資的機構名單

Lista das instituições em que a Sociedade detém participações superiores
a 5% do respectivo capital

無

N/A

主要股東名單及有關數值

Lista dos accionistas qualificados e respectivos valores

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Banco Industrial e Comercial da China (Macau), S.A.

持股量：29,980

Nº de acções: 29,980

面值（澳門元）：29,980,000.00

Valor Nominal (MOP): 29,980,000.00

百分率：99.93

Porcentagem: 99.93

公司機關

Órgãos Sociais

董事會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徐克恩先生

董事長

Sr. Xu Keen		

Presidente

禤永明先生

董事

Sr. Huen Wing Ming, Patrick

Administrador

陳錦聯先生

董事

Sr. Chan Kam Lun

Administrador

鄧万鴻先生

董事

Sr. Deng Wanhong

Administrador

Mesa da Assembleia

股東會主席團
姜壹盛先生

主席

Sr. Jiang Yisheng

Presidente

吳志剛先生

秘書

Sr. Wu Zhigang

Secretário

獨任監事

Fiscal Único

崔世昌會計師事務所
（由崔世昌先生作代表）

CSC & Associados — Sociedade de Auditores
(Representada por Sr. Chui Sai Cheong)

公司秘書

Secretário de Sociedade

吳志剛先生

秘書

Sr. Wu Zhig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16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1 160,00)

Secretá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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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會計師報告
致CSI集團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本會計師已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頒布的《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C SI集團有限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財務報表，並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會計師報告。
本人認為，摘要財務報表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上述經審核的財務報表相符。
為更全面了解該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財政狀況，摘要財務報表應與上述經審核財務報表一併參閱。
張少東
執業會計師
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日，於澳門

業務管理報告
CSI集團扎根澳門近20年，業務橫跨公共事業、公共工程、房地產發展、室內設計、娛樂製作、演唱會主辦及策劃、市場活動策劃及紅
酒業務等多個領域。
自公司於二零一七年與澳門特區政府簽署「氹仔客運碼頭商用空間管理及經營批給」公證合同；並於二零二零年六月與澳門特區政
府簽署「氹仔客運碼頭商用空間管理及經營批給」公證附加合同，在氹仔客運碼頭從事商用空間的管理及經營服務，履行碼頭商用
空間管理的責任和義務。
於二零二零年初，新冠肺炎疫情（C OV I D-19）於全球爆發，令中央政府、澳門特別行政區乃至其他國家的政府採取多項政策及措
施，控制病毒傳播。往來澳門與鄰近地區的海上客運服務亦因此暫停營運超過8個月。澳門政府公佈二零二零年使用氹仔客運碼頭
出入澳門的訪客總數較二零一九年下降92.7%，公司於氹仔客運碼頭的營運亦因碼頭運作中斷以及使用碼頭人數減少而受到嚴重影
響。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新冠肺炎疫情（COV I D-19）對公司的財務狀況、經營及現金流量帶來嚴重不利影響。此等
全球緊急衛生事件為時多久及嚴重程度以及相關的影響仍未能確定。鑒於該等狀況變化不定，公司未來將持續受到重大風險。惟由
於未知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何時會完結，或碼頭航線何時才能完全恢復，故現時無法作出合理評估。
二零二一年展望
雖然目前難以預測疫情何時受控，但我們對氹仔客運碼頭的長遠前景仍充滿信心。此外，我們全力支持澳門特區政府將氹仔客運碼
頭部份設施改建為機場第二候機樓，相信有關政策將進一步帶動及提高氹仔客運碼頭樞紐功能及服務效率。為此，公司將盡力為氹
仔客運碼頭注入更強大生命力，令氹仔客運碼頭成為推動澳門旅遊形象的重要一員。
董事主席

鄭志錦

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日，於澳門

（是項刊登費用為 $4,3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3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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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董事會報告書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e 2020
致：各位股東
Todos os accionistas
在 2020 年，全球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下，澳門各行各業經濟大受影響， 隨著經濟活動的不振，市民出行也大大減少。巴士客
量較去年減幅超過25%。在我司加強效益管理及成本控制下，本年度稅後利潤為3,395 萬餘澳門元，較去年同期下減少 27%。
Em 2020, devido ao impacto da epidemia de COVID-19 em todo o mundo, a economia de todos os sectores de Macau
foi afectada severamente. À medida que abrandou a actividade económica, a deslocação dos residentes reduziu também
significativamente. O número de passageiros nos autocarros diminuiu em mais de 25% em comparação com o ano passado.
Com o reforço da gestão de eficiência e controlo de custos, o lucro líquido do ano registou 33,95 milhões de patacas, uma
diminuição de 27% em comparação com o mesmo período do ano passado.
為防範新冠疫清相互感染，我司加強車廂清潔消毒及在車廂駕駛倉建立防範設施，保障車長及乘客安全。
A fim de prevenir a infecção cruzada de COVID-19, a companhia reforçou a limpeza e desinfecção nos veículos e colocou
instalações preventivas no habitáculo de condução para proteger a segurança de motorista e passageiros nos autocarros.
新冠肺炎抗疫期間，我司加強車長培訓，加強車輛保修工作，並投入大量資源加強行車安全預警能力，加強數碼系統建設及營運監
控能力，祈望提升服務水平，加大安全管理。
Durante a luta contra a epidemia de COVID-19, a companhia reforçou a formação dos motoristas e o trabalho de manutenção
dos veículos, e investiu grandes recursos para intensificar a capacidade de alerta de segurança na circulação, a construção
do sistema digital e a capacidade de monitorização operacional, na esperança de melhorar o nível de serviço e a gestão de
segurança.
公司亦計劃在未來兩年購置約200 台適合澳門實際情況的新能源巴士，更替較舊車輛，提高安全系數，提升乘載水平，加強環保服
務。
A companhia também planeia adquirir cerca de 200 novos autocarros de energia limpa adequados à situação actual em Macau
nos próximos dois anos para substituir os veículos mais antigos, a fim de melhorar os factores de segurança, aumentar o nível
de transporte de passageiros e reforçar a protecção ambiental.
展望 2021 年，新冠疫情在本澳門及內地相對受控制，唯在鄰近地區及外地，情況仍然嚴重，本澳經濟復甦仍未保證。2021年會是艱
難的一年，在加強服務的同時亦要加強控制成本效益，利用大數據精準投放。新福利同事上下一心，致力為公交事業發展而努力，必
定迎難而上，提升公交服務水平。
Olhando para o ano 2021, embora a epidemia de COVID-19 esteja relativamente sob controlo em Macau e no Interior da
China, a situação é ainda grave nas regiões vizinhas e no exterior, pois a recuperação da economia de Macau ainda não está
garantida. O ano 2021 será um ano difícil, enquanto melhora os serviços, também devemos reforçar o controlo da eficiência de
custos, utilizando Big Data para prestar os serviços com maior precisão. Os colegas da Transmac estão unidos e empenhados
no desenvolvimento de transporte público, e avançarão nas adversidades para melhorar o nível dos serviços de transporte
público.
董事局主席

廖僖芸

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於澳門

President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Liu Hei Wan 29 de Março de 2021 em Macau
外部核數師意見書之概要
Síntese do Parecer dos Auditores Exteriores
致：公司全體股東
Para: Accionistas
本核數師已根據澳門核數準則審核澳門新福利公共汽車有限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在二零二一
年三月二十九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報告。
Auditámo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Transmac – Transportes Urbanos de Macau S.A.R.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20,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de Auditoria de Macau, e expressámos a nossa opinião sem reservas,
no relatório de 29 de Março de 2021.
依本核數師意見，隨附基於上述財務報表編制的帳項概要與上述財務報表相符。
Em nossa opinião, as contas resumidas estão de acordo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trás referidas das quais elas
result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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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更全面了解該公司於年度間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帳項概要應與相關的經審計年度財務報表一併參閱。
Para um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situação financeira da Companhia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analisadas em conjunto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澳門註冊核數公司

天職澳門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於澳門

O Auditor, Baker Tilly (Macau) — Sociedade de Auditores, em Macau, aos 29 de Março de 2021

（是項刊登費用為 $4,3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3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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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興彩票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澳門幣

行政管理機關成員

行政管理機關成員

吳志誠

李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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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DADE DE LOTARIAS WING HING, LIMITADA
PACAPIO
Balanc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20
Em patacas

O Administrador,

O Administrador,

Ng Chi Sing

Lei Chi Man

管理報告
感謝澳門特區政府對本公司之長期支持及協助！
“白鴿票”是中國最古老之中式彩票遊戲，在澳門誕生已超過兩個世紀，是澳門最悠久之博彩文化，白鴿票堅持「取諸社會、用諸社
會」及不斷提供與時並進之優質服務，期望在保留及傳承澳門博彩特色同時，全力支持及配合政府「保就業、穩經濟、顧民生」之施
政方針，為澳門推動旅遊博彩多元化及澳門長遠發展繼續作出貢獻！
行政管理機關成員

行政管理機關成員

吳志誠

李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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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ório da Administração
A sociedade tem a agradecer ao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pelo seu apoio e suporte de longo prazo à nossa
empresa!
O Pacapio é o jogo de lotaria chinesa mais antigo na China. Nasceu em Macau há mais de dois séculos. Da mesma forma corresponde a
uma manifestação de cultura de jogo mais antiga de Macau. A lotaria Pacapio, mantendo-se sempre o espírito empresarial de «ganhos
da sociedade com retorno social», vem preservando este espírito adaptando-o à evolução dos tempos. Esperamos que, preservando a herança adquirida e as características do jogo de Macau, possamos apoiar e cooperar plenamente com a política do governo de «proteger o
emprego, estabilizar a economia e preservar a subsistência das pessoas», e continuar a contribuir para a promoção do turismo diversificado e do jogo e para o desenvolvimento de Macau a longo prazo!

O Administrador,

O Administrador,

Ng Chi Sing

Lei Chi Man

獨任監事意見書
本獨任監事已按照公司章程規定，分析及審查該年度公司之財務報告及賬目，而公司管理層亦按要求提供了所需相關說明。本獨任
監事認為該財務報告恰當地披露了所有有關之賬目資料及公司財政狀況。
據此，本獨任監事建議股東批准下列文件：
1. 公司二零二零年度之財務報告；及
2. 董事會年度報告。
獨任監事
何美華
註冊核數師
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PARECER DA FISCAL ÚNICA
De acordo com o estabelecido nos estatutos sociais, esta Fiscal Única analisou e auditou o relatório financeiro e as contas da Sociedade
que a sociedade está obrigada a forncer. A Fiscal Única considera que o referido relatório financeiro reflecte adequadamente todas as
informações contabilísticas e o estado financeiro da Sociedade.
Tendo em consideração o exposto, esta Fiscal Única propõe aos accionistas que aprovem os seguintes documentos:
1. Relatório financeiro da Sociedade relativo ao ano de 2020;
2. Relatório anual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O único supervisor
A Fiscal Única, Ho Mei Va.
Auditora inscrita
15 de Março de 2021

（是項刊登費用為 $6,20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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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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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書摘要
二零二零年度
二零二零年，「澳門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澳門有線」）繼續以「收費電視地面服務批給合同」經營收費電視服
務。
二零二零年，受疫情影響，社會經濟一度停擺，澳門有線的商業客戶收入大幅減少，盈利能力大幅下滑。同時，在免費電視訊號
服務制約下，住宅業務亦持續萎縮。
然而，在有限的市場資源下，澳門有線以熱誠堅持既有服務之餘，仍不忘開發多方面的公共電視服務，於疫情期間推出面向中小
企業的免費宣傳計劃，積極與社會各界共度時艱。澳門有線亦開發通過珠海廣電網絡發放因惡劣天氣停課資訊的新模式，積極深化
與內地廣播機構的合作，爭取將互動、雙向式電視服務引入澳門。
澳門有線未來將繼續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積極參與大灣區影視產業交流合作，緊跟大灣區發展戰略步伐，致力於搭建灣區
影視合作交流新平台。亦將重點關注即將出台的《電信網絡及服務匯流制度》，期望特區政府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讓澳門有
線繼續為本澳巿民提供更多元化的優質服務。
董事會
主席：林潤垣
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於澳門

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

澳門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本會計師事務所已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澳門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截至二零二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獨立核數報告。
我們已將董事會為公佈而編製之財務報表摘要與審核之財務報表作出比較。
我們認為，該財務報表摘要，在所有重要方面，與審核之財務報表是一致的。
鮑文輝會計師事務所
由Manuel Basilio代表
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於澳門

監事會報告書摘要
鑒於監事會已分析及審閱董事會所提交之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報告書及各項目文件，本會認為財務報告可適當
地反映公司之活動及其財產狀況，因此監事會認為該等文件可遞交股東會通過。
監事會
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於澳門
（是項刊登費用為 $4,3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3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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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光天然氣有限公司
董事會報告
南光天然氣有限公司透過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簽署的《天然氣分配公共服務批給合同》，在澳門從事天然氣分配網建設及天
然氣分配公共服務業務，履行專營公司的責任和義務。
根據核數師報告，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固定資產投資及在建工程444,941,647澳門元。2020年度天然氣銷量14,656,958
立方米，銷售收入87,735,706澳門元，銷售成本40,434,519澳門元。2020年因受新冠疫情影響，天然氣銷售量未達預期，本年度虧損
17,548,335澳門元；歷年累積虧損94,573,877澳門元。
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對公司的經營造成極大的影響。面對疫情，公司主動作為，積極應對，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經
營生產，力爭將疫情帶來的影響降到最低。積極響應特區政府採取的疫情防控舉措，妥善安排員工留澳住宿，切實落實特區政府提
出的“穩經濟、保就業”的目標任務，延遲住戶的氣費繳交期限，與廣大市民共克時艱，彰顯公司的社會責任擔當；在疫情期間，公司
從未停工停業，在全體員工的共同努力下，保障了天然氣場站和管網的正常運行，確保向各類客戶穩定供氣。
2020年，公司加快數字化轉型，努力構建智慧燃氣，擴大了關鍵節點客戶數據採集及監控量，提升了資訊化水平和服務質素；公
司通過颱風暴雨災害天氣應急演練、施工安全教育、日常技能培訓等方法持續提高員工安全防範意識和能力；公司廣泛開展交流合
作，與專業機構研究分佈式能源在澳門的可行性，引入高效燃氣設備等等，積極推進天然氣綜合利用新模式。
展望2021年，公司將實施澳門半島-氹仔天然氣管道定向穿越工程的建設，有序展開澳門半島主管道鋪設，以讓澳門半島的廣大
市民和工商業早日用上天然氣；積極配合新能源車輛應用需求，推進天然氣加氣站建設；積極配合新建築工程供氣設施建設，並更
廣泛地推動天然氣在各領域的應用，促進澳門天然氣產業健康全面發展。
藉此，本人謹代表南光天然氣有限公司感謝澳門特區政府及社會各界的支持和配合！公司將繼續秉承“為社會貢獻、與客戶共
贏”的企業宗旨，為澳門市民和工商界提供安全、優質和高效的服務。
董事長：唐朝暉
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南光天然氣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南光天然氣有限公司二零二零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
二一年三月五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組
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附隨由管理層編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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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更全面了解南光天然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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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獨立核數師報告一併閱讀。
李慕士執業會計師
崔世昌會計師事務所
澳門，二零二一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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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hia de Gás Natural Nam Kwong, Limitada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A Companhia de Gás Natural Nam Kwong, Limitada assinou, com o Governo de RAEM, o “Contrato de Concessão do Serviço Público
de Distribuição de Gás Natural”, de modo a explorar as actividades de serviço público, nomeadamente a instalação das redes de distribuição de gás natural e a distribuição de gás natural, cumprindo as responsabilidades e obrigações da sociedade detentora de exclusivo.
De acordo com o relatório de auditores, até ao dia 31 de Dezembro de 2020, o investimento em activos fixos e as obras de construção custaram 444.941.647 patacas. O volume de vendas do gás natural em 2020 foi de 14.656.958 de metros cúbicos. As receitas foram 87.735.706
patacas. O custo de venda foi de 40.434.519 patacas. Em 2020, devido à situação pandémica de COVID-19, as vendas do gás natural estejam aquém das expectativas. Registou-se um prejuízo de 17.548.335 patacas no corrente ano, com resultados deficitários acumulados a
exercícios anteriores de 94.573.877 patacas.
A Companhia encontrou-se com um impacto enorme causado pela situação pandémica de COVID-19 de modo repentino em 2020. No
entanto, perante a epidemia, nós tomámos medidas imediatas proactivamente, tanto para a administração de controlo da situação pandémica como para a garantia do nosso serviço de produção, com o objectivo de minimizar o impacto causado pela respectiva pandemia.
Além disso, ao apoiarmos as medidas implementadas e apelos realizados pelo Governo RAEM, nós organizamos alojamentos para o
pessoal da nossa empresa que tinha necessidade de residir temporariamente no território. É necessário salientar que, além da medida
supracitada, também adiamos o prazo-limite do pagamento de gás para beneficiar os nossos utentes, ultrapassando as dificuldades juntamente com os residentes do território para demonstrar a responsabilidade social da nossa empresa, no sentido de cumprir as missões,
de modo práctico, segundo os objectivos do “Plano de garantia do emprego, estabilização da economia e asseguramento da qualidade de
vida da população”. Durante a situação epidémica, a Companhia nunca encerrou as operações e graças aos esforços de todos os trabalhadores, assegurou-se o normal funcionamento da estação e tubulação de gás natural, garantindo o abastecimento estável a diferentes
consumidores.
Em 2020, a Companhia acelerou a transformação digital, esforçou-se para a criação do gás inteligente, expandiu a recolha e a monitoração dos dados de clientes nos pontos importantes. E o nível de informatização e a qualidade de serviço foram elevados; a Companhia
elevou, de forma contínua, a consciência de segurança e a capacidade de prevenção dos funcionários, através de simulacros de resposta
a desastres meteorológicos, como tempestades, educação em segurança na construção e formação de técnicas diárias; a Companhia realizou vários intercâmbios e promoveu uma cooperação mais abrangente, estudou a viabilidade da energia distribuída em Macau com as
instituições profissionais e introduziu os equipamentos de gás de alta eficiência, etc., promovendo activamente um novo modelo de utilização multifuncional de gás natural.
Em 2021, a Companhia realizará as obras de passagem de tubagem por perfuração horizontal dirigida entre a Península de Macau e a
Taipa, e de forma ordenada, a instalação da tubagem principal na Península de Macau, para permitir que os cidadãos, os estabelecimentos comerciais e industriais da Península de Macau utilizem o gás natural o mais rapidamente possível; promoverá, de modo activo, a
construção de postos de abastecimento de gás natural, com vista a satisfazer as necessidades de uso dos veículos de energias alternativas;
colaborará, de forma enérgica e empenhada, com a construção de instalações de abastecimento de gás em novos projectos de construção,
promoverá, de forma ampla, a aplicação de gás natural em diversas áreas, e impulsionar o desenvolvimento saudável e pleno da indústria
de gás natural em Macau.
Queria aproveitar essa oportunidade de manifestar, em representação da Companhia de Gás Natural Nam Kwong, Limitada (GAS), os
agradecimentos pelas coordenações e auxílios dados pelo Governo da RAEM e diversos sectores da sociedade. A Companhia de Gás
Natural Nam Kwong, Lda. irá continuar a cumprir com fidelidade o princípio empresarial de “Contributos para a sociedade e os sectores
industrial e comercial de Macau benefício mútuo com clientes”, a fim de fornecer serviços seguros, de alta qualidade e eficientes aos cidadãos e sectores industrial e comercial de Macau.
President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Tang Zhao Hui
31 de Março de 2021

Relatório de Auditor Independente sobre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os accionistas da Companhia de Gás Natural Nam Kwong, Limitada
(sociedade de responsabilidade limitada, registada em Macau)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o Companhia de Gás Natural Nam Kwong, Limitada relativas ao ano de 2020,
nos termos d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5 de Março de 2021, expressámos uma opinião sem reservas relativamente à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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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 que se acima se alude compreendem o balanço, à data de 31 de Dezembro de 2020, a demonstração deresultados, a demons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o capital próprio e a demonstraçãos de fluxos de caixa relativas ao ano findo, assim como um
resumo da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relevante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reparadas pela gerência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nuais auditadas da sociedade.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da sociedade.
Para 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sociedade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no período e âmbito abrangido pela
nossa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lidas conjuntamente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mesmas resultam e com o respectivo relatório de auditoria.
Mário Corrêa de Lemos, Contabilista Habilitado a exercer a Profissão
for CSC & Associados, Sociedade de Auditores
Macau, 5 de Março de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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