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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證署公告及其他公告
第 一 公 證 署

ANÚNCIOS NOTARIAIS E OUTROS
第五條
會員權利與義務

證 明

（一）會員之權利：
南京師範大學澳門校友會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 立章程 文 本自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 七
日，存 放 於本 署的社團及財團存 檔文件
內，檔案組3號152/2021。

1. 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2. 可參加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及享有
本會一切福利及權利；
3. 可參加本會會員大會，討論其事項
與投票；

南京師範大學澳門校友會
4. 有權對本會的會務提出批評和建

章程
議；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5. 會員有退會的自由，但應向理事會
提出書面申請；凡會員違反、不遵守會章
及 損害本會聲譽及利益，經 理事會議決
後，取消其資格。
（二）會員之義務：

本會中文名稱爲“南京師範大學澳門
校友會”；中文簡稱爲“南師澳門校友會”；
英文名稱爲“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of Macao”；英文簡
稱爲“NNUAAM”。

1. 遵守本會的章程並執行所有會員
大會及理事會之決議案；

第二條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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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旨
本會乃非牟利組織。其宗旨是廣泛聯
絡南京師範大學澳門校友，積極參與澳門
公益事業、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加強
與南京在經濟、教育、文化等社會公益事
業之交流及合作，積極開展文化與經濟交
流。支持澳門、南京的高等教育建設，共
同為兩地的繁榮穩定作出貢獻。

2. 依時繳納會費及其他應付之費用；

4. 不得作出任何破壞本會名譽或損
害本會信用與利益者之行為。

第三章
組織機關
第六條
機關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漁翁街200號海洋
工業中心2座14樓F。

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居澳的南京師範大學之校友或是
對本會有 貢獻，認同本會宗旨及 願意遵
守本會章程之成年人，均可申請爲本會會
員，經理事會批准後，便可成為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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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會的最高權力機關是會員大
會。設有會長一名，副會長若干名。會長對
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及協調本會工作。
副會長協助會長工作，若會長出缺或因故
不能執行職務，由其中一名副會長暫代其
職務。
（二）會員大會的會長、副會長、理事
會及監事會成員均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每屆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並由理事會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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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必要
情況下應理事會或不少於二分之一會員以
正當理由提出要求，亦得召開特別會議。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的代表通過方
能成立。解散本會的決議，須獲全體會員
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五）會員大會之職權為﹕
1. 制定和修改本會章程及內部規章；
2. 制定本會的活動方針；
3. 審理理 監事會之年度工作報告與
提案；
4. 聘請本會的各個名譽及榮譽職銜；
5. 決定本會的清算及終止事宜。
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若干名，
秘書長一名，副秘書長若干名，且人數必
須為三人或以上的單數成員組成，每屆任
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二）理事會可 下 設 若 干 個 工作 機
關，以便執行理事會決議及處理本會日常
會務；工作機關領導及其他成員由秘書長
提名，獲理事會通過後以理事會名義予以
任命。
（三）理事會之權限：
1. 理事會每年召開一次工作會議，討
論安排每年會務活動，如有必要可由理事
長隨時召開特別會議；執行會員大會之決
議及一切會務；
2. 領導會員積 極參 與社會事務及公
益活動，處理其行政工作及維持其所有活
動；
3. 每年應作一年來會務活動報告，向
其提交工作（會務）報告，及接受監事會
對工作之查核。
第九條
監事會
（一）本會監察機關爲監事會，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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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監
事若干名，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本會為非牟利組織，其宗旨是推廣發
展三人籃球活動，參與官方或民間舉 辦
的體育賽事。

（三）監事會之權限：
1. 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執行，以及監
察理事會的運作及查核本會之財產；
2. 監督各項會務工作之進展，就其監
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3. 查閱賬目及財政收支狀況和賬目；
4. 審查本會之一切會務 進行情形及
研究與促進會務之設施。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所有對三人 籃 球感興趣
者，只要接受本會章程，皆可申請加入為
會員，但必須經理事會通過，方可成為本
會會員。
第五條——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一）會員之權利尤其有：

第四章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經費

（2）對本會之會務有建議、批評及諮
詢權利；

本會活動經費的主要來源：
1. 會員交納會費；

（3）享受本會之會員福利及設施。

2. 接受來自政府機關/社會有關人士
的資助捐款；

（二）會員之義務尤其有：
（1）遵守本會之章程與決議；

3. 具體活動籌辦單位的籌款。
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七日於第一公證

（2）積極參與本會各項活動；
（3）按時繳交會費。

署
公證員

李宗興

（是項刊登費用為 $2,78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788,00)

第 一 公 證 署

第六條 —— 違 反 本 會 章 程、內部 規
章、決議或損害本會聲譽、利益之會員，
將由理事會決定及作出譴責和警告之處
分；情況嚴重者，由理事會決定是否除去
該會員的資格。

澳門三人籃球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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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日，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3號158/2021。
澳門三人籃球俱樂部
第一章
名稱
第一條——名稱
本 會 中 文 名 稱 為“ 澳 門 三 人 籃 球
俱樂部”，英文名稱為“T h r e e P l aye r s
B a s k e t b a l l C l u b (M a c a o)”，葡文名
稱為”C lube de Basquetebol de Três
Jogadores (Macau)”。
第二條 ——會址設 於澳門宋玉 生 廣
場181187號光輝商業中心14樓J。
第三條——性質及宗旨

（三）理事會設理事長及秘書長各一
名；常務副理事長、副理事長、常務理事
及理事各若干名，其組成人數必須為三人
或以上且為單數，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
選連任。理事長統籌理事會工作，召集並
主持理事會會議，確定理事會其他成員的
職務分配。理事會在有過半數成員出席時
方可議決事宜，決議取決於出席成員絕對
多數贊同票。
第九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負責執行會員大會賦予
的工作職能，監督本會理事會之運作及查
核本會財政。
（二）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
長及監事若干名。其組成人數必須為三人
或以上且為單數，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
選連任。
第十條——使本會負責之方式
本會所有行為，合約及文件須理事長
簽署。
第十一條——修改章程
修改本會章程 須獲出席成員四分之
三贊同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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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組織結構

證 明

（二）理事會根據工作需要，經會長
同意，可設立多個部門或專責委員會（或
工作機構），也可設立諮詢組織，具體運
作模式及職能，由內部規章確定。此外，
理事會可決定邀請合適人士擔任各類名
譽及榮譽職務。

第七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由全 體會員組成，為
本會最高權力機關，負責修改本會章程，
選舉會長、常務副會長、副會長、理事會及
監事會之成員。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二條——經費
經費來源主要來自會費、各種合法資
助、捐贈及其他合法收益。

（二）會員大會每年必須召開一次，
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透過掛號信
或簽收之方式召集，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
之日期、時間、地點和議程。

二零二一年八月二日於第一公證署

（三）會員大會由會長主持，理事會
召集。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27,00)

（四）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常務副
會長及副會長若干名，常務副會長協助會
長工作。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五）本章程解釋權屬會員大會。
第八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全面落實會員大會制定
的方針及決議；為本會最高執行機關。在
不違反法規規定及本會章程的原則下，可
制定各種內部規章。

公證員 李宗興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27.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專業網紅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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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日，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3號15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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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專業網紅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專業網
紅協會”（以下簡稱本會）；
葡文名為：“Associação Profissional
de C elebr idades da I nter net de
Macau”；

第七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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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設監事長一人，監事若干人（總
人數必須三人或以上，且為單數），任期
三年，連選得連任。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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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
是致力推動網紅文化新經濟產業及培育
有志成為網絡主播和網紅的志願者，培養
他們擁有專業的相關知識與操守，提升業
界國際專業水平和社會就業機會；助力澳
門定位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構建，促進澳
門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擁護「一國
兩制」，配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
政，弘揚愛國愛澳的核心價值。

第四條 ——本會組 織架構包括會員
大會、理事會、監事會。會員大會為本會
最高權力機關，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設
會長一名、副會長一名和秘書一名，任期
三年，連選得連任。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一）制定或修改會章；
（二）選舉或罷免會員大會、理事會
及監事會各成員；
（三）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第五條——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
其職權如下：
（一）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二）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經費

會員權利與義務

第十五條——以下為本會經費來源，
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會決
定籌募之。

第九條——會員入會的申辦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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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會員權利：
（一）享有本會的選舉權，被選舉權
和表決權；

（一）會員會費；
（二）個人或團體捐贈贊助；
（三）在核准的活動範圍內開展活動
或服務的收入。
第十六條 ——本會建 立 嚴格的財務
管理制度，保證會計資料合法、真實、準
確、完整。

（二）享有本會舉辦活動和福利的權

第十 七條 ——本會的資產管 理必須
執行財務管理制度，接受監事會的監督。

（三）優 先 取得 有關 資 料和獲 得服

第十八條——本會資產，個人不得侵
佔、私分和挪用。

利；

務；
（四）入會自願，退會自由。
第十一條——會員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維護本會的合
法權益；
（二）執行本會的決議，努力完成本
會所委託的工作；
（三）積極參加本會各項活動，關心
本會工作和澳門經濟的發展；
（四）向本會反映情況，提供有關資
料、資訊；

（三）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五）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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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條——會員如有嚴重違反本章
程的行為，經會員大會予以除名。會員如
觸犯刑律，其會籍自動被取消及本會有權
追究相應法律責任。

況。

第十四條 —— 特別會議 分別經其理
事長及 監事長召集而召開。而會議決議
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票贊同方為有
效。

第三章

第八條——本會會員分個人會員和單
位會員。

第二章
組織架構

日出席人數不足，於半小時後作第二次召
集，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寡，亦可召開會
議。會員大會決議時除另有法律規定外，
須獲出席會員的絕對多數票贊同方為有
效。

第五章

英文名為：“M a c au P r o fe s s i o n a l
Internet Celebrity Association”。
第二條——本會地址：澳門畢仕達大
馬路2654B號中福商業中心11樓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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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法律規範
第十九條——創設臨時籌委會：
由本會之創立人組成臨時籌委會，負
責本會籌備成立期間之管理及運作，直至
召開首次會員大會及選出第一屆各有關
成員為止。
第二十 條 ——本 章程最終解 釋權 歸
本會會員大會所有。
第二十 一 條 ——本 章程若有未盡善
處，得由會員大會修訂之。
第二十二條 —— 修改 本會 章 程 之決
議，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
散本會的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
贊同票。

（一）設理事長一人、理事若干人（總
人數必須三人或以上，且為單數），任期
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四章

第二十三條 ——本 章 程 如 有未 盡善
處，均按澳門現行之有關法律規範。

會議

二零二一年八月二日於第一公證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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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每年最少舉行
一次，由理事會至少提前八天以掛號信方
式或書面簽收方式召集，召集書內應指出
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會議當

公證員

李宗興

（是項刊登費用為 $2,63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6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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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公 證 署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證 明
澳門作品一藝術家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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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日，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3號156/2021。

澳門作品一藝術家協會

第三章
組織機關

（三）監事會 會 議 每 三個月召開 一
次。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
方可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
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十條

第六條

經費

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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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得
決定籌募之。

本 會組 織 機 關 包 括 會員 大 會，理事
會，監事會。

二零二一年八月二日於第一公證署

章程
第七條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作品一藝術家
協會”，英文名稱為“Opus One A r tists
A s s o c i a t i o n o f M a c a o”，英文簡稱
“OOAAM”，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Opus Um Artistas de Macau”，葡文
簡稱“AOUAM”。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旨在為本澳不同
範疇之藝術家提供交流平台，藉著定期舉
辦各類型藝術活動，以提高市民的藝術造
詣，及促進本澳藝術教育之發展。同時，
本會提供各藝術領域的義務教育指導與
合作平台，從而加強藝術家與澳門市民的
交流。

第三條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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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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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智才體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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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三日，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3號16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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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智才體育會
章程
第一章

第八條
理事會
（一）本會執行機關為理事會，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日常具體會務。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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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章
第一 條 ——本 會名 稱：中 文名 稱 為
“澳門智才體育會”。
第二條 ——本會會址設 於澳門馬 揸
度博士大馬路679號南方工業大廈第二座
14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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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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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發展及推廣體育運動，得以在本
澳普及開展；

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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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會監察機關為監事會，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第二章

第九條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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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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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興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49.00）

（一）本 會最 高 權 力 機 關 為 會員 大
會，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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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址
本會設於澳門南灣大馬路619號時代
商業中心14樓04。

公證員

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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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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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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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五條——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經費

一、會員之權利：

第十三條——本會經費的來源：

（一）參加 由 本 會 主 辦 之 比 賽 及活
動；

（一）會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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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任 何對本會的社會贊助與捐

第三條——宗旨：

贈。

二、會員之義務：
（一）遵守本會和本會已加入之相關
組織之章程和規章；
（二）尊重本會會員大會之決議及其
餘組織機關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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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作退會論
處理。
第三章

第二條 ——本會會址設 於澳門 高地
烏街5A號景德大廈地下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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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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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發展及推廣體育運動，得以在本
澳普及開展；

第五章
章程修改
第十四條——章程的修改，須獲出席
會員四分之三贊同票的代表通過方能成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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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第六章

會員

解散決議
第十五條——解散本會的決議，須獲
全體會員四分之三贊同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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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
第六 條 ——本 會 設 會員 大 會、理 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會員大會負責：
（1）制定及修改章程；
（2）選舉和罷免領導機關成員；
（3）審議理事會的工作和財政收支
報告；

第五條——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第七章

一、會員之權利：

附則
（一）參加 由 本 會 主 辦 之 比 賽及活
第十六條 ——本會章程之解 釋權 屬
會員大會，若有未盡善之處，由會員大會
討論通過修訂。
第十七條——本會章程未規範事宜，
概依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二零二一年八月三日於第一公證署

（4）決定會務方針等其他重大事宜。
第八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
機關。設會長一名；副會長一至四名；任
期為兩年，可連選連任。
第九條 ——會員 大 會將 每年召開一
次，由理事會至少提前8日以掛號信或簽
收方 式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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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會員大會召開時，若時間
到達而出席人數不足，則可延遲半小時作
第二次召集，屆時後不論出席會員人數多
寡，會議繼續進行及所表決事項有效。
第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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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一至十三名，
任期為兩年，可連選連任，但成員總人數
須為單數。
第十二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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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監事長
一至三名；監事一至三名，任期為兩年，可
連選連任，但成員總人數須為單數。

公證員

李宗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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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會員之義務：
（一）遵守本會和本會已加入之相關
組織之章程和規章；
（二）尊重本會會員大會之決議及其
餘組織機關之決定；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9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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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作退會論
處理。

第 一 公 證 署
第三章
證 明

組織

澳門奧才體育會

第六 條 ——本 會 設 會員 大 會、理 事
會、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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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三日，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3號159/2021。

第七條——會員大會負責：
（1）制定及修改章程；
（2）選舉和罷免領導機關成員；

澳門奧才體育會
章程
第一章
總章
第一 條 ——本 會名 稱：中 文名 稱 為
“澳門奧才體育會”。

（3）審議理事會的工作和財政收支
報告；
（4）決定會務方針等其他重大事宜。
第八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
機關。設會長一名；副會長一至四名；任
期為兩年，可連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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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會員 大 會將 每年召開一
次，由理事會至少提前8日以掛號信或簽
收方 式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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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公 證 署

第十條——會員大會召開時，若時間
到達而出席人數不足，則可延遲半小時作
第二次召集，屆時後不論出席會員人數多
寡，會議繼續進行及所表決事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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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三日，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3號161/2021。

證 明

第四章

（二）任 何 對本 會 的 社會 贊助 與捐
贈。

章程修改

第一章
總章
第一 條 ——本 會名 稱：中 文名 稱 為
“澳門百度體育會”，英文名稱為“Macao
Pak Tou Sports Association”。
第二條 ——本會會址設 於澳門氹仔
永誠街天晉第1座住宅8樓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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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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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發展及推廣體育運動，得以在本
澳普及開展；

第十四條——章程的修改，須獲出席
會員四分之三贊同票的代表通過方能成
立。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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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解散決議

（1）制定及修改章程；

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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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第六 條 ——本 會 設 會員 大 會、理 事
會、監事會。

澳門百度體育會

第三條——宗旨：

（一）會費收入；

組織

第七條——會員大會負責

經費
第十三條——本會經費的來源：

第三章

澳門百度體育會

第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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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一至十三名，
任期為兩年，可連選連任，但成員總人數
須為單數。
第十二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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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監事長
一至三名；監事一至三名，任期為兩年，可
連選連任，但成員總人數須為單數。

若會員連續兩年欠繳納會費，則作退會論
處理。

第十五條——解散本會的決議，須獲
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五條——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2）選舉和罷免領導機關成員；
（3）審議理事會的工作和財政收支
報告；
（4）決定會務方針等其他重大事宜。
第八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
機關。設會長一名；副會長一至四名；任
期為兩年，可連選連任。
第九條 ——會員 大 會將 每年召開一
次，由理事會至少提前8日以掛號信或簽
收方 式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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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會員大會召開時，若時間
到達而出席人數不足，則可延遲半小時作
第二次召集，屆時後不論出席會員人數多
寡，會議繼續進行及所表決事項有效。
第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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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一至十三名，
任期為兩年，可連選連任，但成員總人數
須為單數。
第十二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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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監事長
一至三名；監事一至三名，任期為兩年，可
連選連任，但成員總人數須為單數。

一、會員之權利：
第七章

第四章

（一）參加 由 本 會 主 辦 之 比 賽 及活

經費

動；

附則
第十六條 ——本會章程之解釋權 屬
會員大會，若有未盡善之處，由會員大會
討論通過修訂。
第十七條——本會章程未規範事宜，
概依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二零二一年八月三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李宗興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7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72,00)

第十三條——本會經費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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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會費收入；

二、會員之義務：
（一）遵守本會和本會已加入之相關
組織之章程和規章；

（二）任 何 對本 會 的 社會 贊助 與捐
贈。
第五章

（二）尊重本會會員大會之決議及其
餘組織機關之決定；

章程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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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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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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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合 作，整 合 電子產 業 人 才、資 本及 技
術，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電子產業健康規
範發展；

第六章
解散決議
第十五條——解散本會的決議，須獲
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七章

二、組織開展會員及電子產業業界機
構參加展覽、展示及交流等活動，並依託
澳門獨特優勢，推動中國與葡語國家電子
產業交流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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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則
第十六條 ——本會章程之解釋權 屬
會員大會，若有未盡善之處，由會員大會
討論通過修訂。
第十七條——本會章程未規範事宜，
概依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二零二一年八月三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李宗興

理事會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宋玉生廣場263號
中土大廈16 樓E座。

第二章
會員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06.00）

第四條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06,00)

會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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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中葡跨境電子產業協會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
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
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
檔於本署2021/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
為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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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理事長一名及副理事長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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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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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享有
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繳
交會費的義務。

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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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 成，設 監事長一名及副監事長若干
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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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第四章

組織機關

附則

第六條

第十條

機關
澳門中葡跨境電子產業協會
章程

本 會組 織 機 關 包 括 會員 大 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中葡跨境電子
產業協會”。

第二條
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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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
會員大會

第十一條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關，
由全體會員組成，負責修改會章；選舉會
員大會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和理事會、
監事會成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
理事會工作報告。

修改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若
干名及秘書長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
連選連任。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
一、加強中國內地、澳門與葡語國家
從事電子產業及相關行業組織間的交流

經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提
前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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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程的修改，須經理事會通過後向大
會提案，再經出席大會通過修訂。不能出
席會員大會的會員可以以書面授權其他會
員代表出席。
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蘇偉昌Sou Wai Che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21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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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信譽體育會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
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
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
檔於本署2021/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
為259。

（一）遵守本會和本會已加入之相關
組織之章程和規章；
（二）尊重本會會員大會之決議及其
餘組織機關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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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第七條——會員大會權限：
（1）修改章程；

第一章
總章

（2）選舉和罷免領導機關成員；

第一 條 ——本 會名 稱：中 文名 稱 為
“澳門信譽體育會”，英文名稱為“M a
cao Son U Sports Association”。

（3）審議理事會的工作和財政收支
報告；
（4）決定會務方針等其他重大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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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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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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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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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解散決議
第十五條——解散本會的決議，須獲
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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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程

第三條——宗旨：

章程修改

組織

澳門信譽體育會

第二條 ——本會會址設 於澳門福隆
新街74號地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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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第八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
機關。設會長一名；副會長一至四名。
第九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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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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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附則
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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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條——本會章程未規範事宜，
概依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蘇偉昌Sou Wai Che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3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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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明 書
第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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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一至十三
名。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
第十二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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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監事長
一至三名；監事一至三名。組成人數必須
為單數。

CERTIFICADO

澳門盈健體育會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一年七月三十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立
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的
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檔
於本署2021/A S S/M04檔案組內，編號為
262。

第五條——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第四章

一、會員之權利：

經費

（一）參加 由 本 會 主 辦 之 比 賽 及活
動；

第十三條——本會經費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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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會費收入；
（二）任 何 對本 會 的 社會 贊助 與捐

二、會員之義務：

贈。

澳門盈健體育會
章程
第一章
總章
第一 條 ——本 會名 稱：中 文名 稱 為
“澳門盈健體育會”，英文名稱為“Macao
Ieng Kin Sports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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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本會會址設 於澳門清平
直街21號地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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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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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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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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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
機關。設會長一名；副會長一至四名。
第九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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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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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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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一至十三
名。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
第十二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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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監事長
一至三名；監事一至三名。組成人數必須
為單數。

第 32 期 —— 2021 年 8 月 11 日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一帶一路」（澳門）兒科學會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簽 署的經認證 文 書
設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
件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
已存檔於本署2021/A S S/M4檔案組內，
編號為256。

「一帶一路」（澳門）兒科學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四章

第五條——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經費

第一條

一、會員之權利：

第十三條——本會經費的來源：

（一）參加 由 本 會 主 辦 之 比 賽及活

（一）會費收入；

本會中文名稱：「一帶一路」（澳門）
兒科學會；

動；

（二）任 何 對本 會 的 社會 贊助 與 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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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會員之義務：

贈。
第五章
章程修改

（一）遵守本會和本會已加入之相關
組織之章程和規章；
（二）尊重本會會員大會之決議及其
餘組織機關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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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作退會論
處理。

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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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解散決議
第十五條——解散本會的決議，須獲
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七章

組織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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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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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修改章程；

第十七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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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日於第二公證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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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國大陸、澳門及「一帶一路」地
區/國家兒科醫學及行業相關人士自發組
織、自願 組 成 的 行 業 性、非營 利 性 社會
組織。

第二條
本會會址

第三章

第七條——會員大會權限：

英文名稱：The Belt and Road (Macau)
Society of Pediatrics。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8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85,00)

澳門賈伯樂提督街130號豐盈大廈16
樓A室。

第三條
本會宗旨
整合「一帶一路」兒科醫療行業學術
資源，搭建集成創新、創意、合作研發、知
識共享、交流平台，為「一帶一路」地區、
國家兒科醫療發展、自主創新組織相關學
術交流服務。

第四條
本會遵守澳門的法律、法令、維護社
會公德及本會會員的正當權益。加強「一
帶一路」地區、國家兒科醫師友好社團密
切聯繫，促進兒科醫療行業學術交流，共
同推進全球兒科醫療行業創新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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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
凡「一帶一路」地區、國家兒科醫療
行業人士或企業單位，承認本會章程者，
均可申請加入本會。

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
信 方 式 為之，或最少提前八日透 過 簽收
之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
期、時間、地點及議程。會員大會須有半
數以上之會員出席方為有效。在下列任一
情況下得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1）會長、理事長、監事長聯合提議；

3）以本會名義開設銀行賬戶，以及提
取和調動銀行賬戶內款項。
8. 理 事 會 可 將 法 定 及 本 章 程 所 定
的 任 何 權 限 全 部 或 部 分 地 授 予 常務 理
事會。
9. 理事會每年應作年度會務活動總
結報告，包括會務收支賬目。

2）會長提議及理事會決議通過；
第六條
凡是申請入會之會員，須填寫入會申
請表，經本會一名會員介紹，並經理事會
審查通過批准為本會會員。
第七條
會員的義務
1. 遵守本會章程及決議；
2. 積極參加本會舉辦的各種活動；
3. 繳納入會費及年費。

3）超過半數理監事會成員聯署；
4）超過三分之二會員聯署。
以上會議表決事項，須有絕對多數出
席者通過始為有效。
4. 會員大會如遇人數不足半數，則依
照開會時間順延半小時後作第二次召集
召開，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寡，均為有效
會議。
第十二條
理事會

第八條
會員的權利
1. 會員均具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2. 對本會各項工作提出意見及建議；
3. 會員可出席會員大會及作出表決，
以及參加本會組織的各種活動。
第九條
會員違反本會章程有損本會利益和
聲譽者，由本會理事會視其情況，分別給
予勸告，警告或除名處分。
第三章
組織架構及職權
第十條
組織架構
本會的組織架構為會員大會、理事會
及監事會。
第十一條
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關，由
所有會員組成，設會長一名，任期三年，可
連選連任。
2. 會員大會負責選舉會員大會會長、
理事會及監事會架構成員，修改及通過本
會章程，檢討及決定法律或章程並未規定
屬其他機關職責範圍之事宜。
3. 會員大會應由理事會按章程所定
之條件進行召集，並每年最少召開一次。

1.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若
干人、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若干人及理
事若干人，由會員大會選任，理事會成員
總人 數 必 須 為 單 數，任 期 三年，可連 選
連任。
2. 理事會設行政、財務、學術、外聯
及綜合等部，各部設部長一人，副部長一
人，部長和副部長由理事會內部 互 選 產
生，但部長僅可由副理事長擔任。部長出
缺時，由部長指定或由理事會推選的副部
長代其行使職務。理事會可根據會務發展
需要增設其他部門或刪減原有部門。
3. 理事會負責執行會員大會的決議，
向會員大會負責。
4. 理事會日常會務工作由理事長主
持，副理事長、秘書長及副秘書長協助處
理工作。理事長出缺或因故不能視事時，
由理事會推選及會長批准之副理事長代
其行使職務。
5. 理事長、各部部長、秘書長及副秘
書長 組 成常務 理事會，在理事會休 會期
間，由常務理事會負責理事會工作，包括
執行會員大會的決議、管理及制定本會日
常具體會務工作及活動。
6. 理事會會議每年舉行一次，常務理
事會會議每三個月舉行一次，均由理事長
負責召集及主持。必要時理事長可召開特
別理事會會議或特別常務理事會會議。
7. 理事會特別具有以下權限：
1）招聘或開除辦公室秘書等職員，制
定其薪金、報酬和執行有關的紀律工作；
2）接受津貼、捐贈或遺贈；

第十三條
監事會
1. 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若
干人及監事若干人，由會員大會選任，監
事會成員總人數必須為單數，任期三年，
可連選連任。
2. 副監事長及監事協助監事長工作。
監事長出缺時，由監事長推選及會長批准
之副監事長代其職務。
3. 監事會會議每年舉行一次，由監事
長負責召集及主持。必要時監事長可召開
特別監事會會議。
4. 監事會負責監察理事會之行政活
動，可查閱本會賬目及財政收支狀況。

第十四條
榮譽職銜
本會各屆榮休的會長，經得其本人同
意，得被理事會敦聘為永遠會長或其他各
級榮譽職銜。為推動及輔助發展會務，理
事會得敦聘社會上有資望熱心人士為本
會各級名譽職銜。
第十五條
簽署方式
本 會一 切 責任 之 承 擔，包 括 法 庭內
外，由會長一人簽署或理事長及秘書長二
人聯名簽署，加蓋本會公章，方為有效。
第十六條
辦公室秘書
本會得聘用辦公室秘書等職員，負責
處理日常具體事務，其工作向會員大會及
常務理事會負責。
第四章
第十七條
經費
本會經費包括會員入會費、年費和社
會各界熱心人士、企業及有關機構贊助，
本會之收益可作為日常辦公經費和會務
活動經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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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則
第十八條
修改章程
本章程的修改須獲會員大會出席會
員四分之三或以上之贊同票方可通過。解
散本會的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
贊同票。

（2）葡 文 名 稱 為“A s s o c i a ç ã o
Desportivo da Zona de Chancheng de
Macau”；
（3）英文名稱為“Macau Chancheng
District Sports Association”。
第二條——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約翰四世大馬路
44號金來大廈D座五樓。
第三條——宗旨：

第十九條
解釋章程
本章程若有未盡完善之處，由會員大
會討論通過修訂。
第二十條

（1）本會為非牟利團體，致力推動促
進澳門地區體育發展，積極培養青少年參
與各項體育活動；
（2）關心社群、參與澳門各項公益及
社會活動。

適用法律
第二章

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一概依澳門現
行法律執行。
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蘇偉昌Sou Wai Cheong

會員
第四條 ——凡有興趣 並 願意接受本
會章程的人士，均可申請加入本會，並須
由當事人親自申請及填寫入會申請表，經
本會理事會批准後成為本會會員。

（是項刊登費用為 $3,738.00）

第五條——會員之權利：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738,00)

（1）可參加本會會員大會；
（2）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澳門禪城區體育會
Associação Desportivo da Zona
de Chancheng de Macau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
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
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
檔於本署2021/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
為258。
澳門禪城區體育會

（2）討論及通過理事會之每年工作
報告及財務報告；
（3）修訂會費。
會員大會主席團除會長1名，秘書1名
外，副會長為37名，設定會員大會主席團
上下限人數為59名，但總人數須為單數，
由會員大會中選出，會長負責主持會員大
會。
第十 條 ——會員大 會至少 每年 舉行
會議一次，由理事會召集，而特別會員大
會之召開亦須由理事會召集，或因應不少
於五分之一全體會員的要求之下而召開，
各會議之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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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理事會除理事長1名，
秘書1名外，副理事長為26名，理事515
名，理事會總人數上下限分別為23人和9
人，但總人數須為單數，其職權如下：
（1）領導本會，處理其行政工作及維
持其所有活動；
（2）決定新會員入會事宜及革除 會
員之會籍；

（4）可參加本會舉辦之任何活動。

（4）在會員大 會作會務活動報告及
財務報告；

第六條——會員之義務：
（1）遵守本會章程及會員大會通過
之決議案；
（2）依期繳付會費；
（3）積極參加本會舉辦之任 何活動
及提高本會名譽；
（4）如被選為或被委任為本會組織
架構之領導成員，須 積極 履行任內之職
責。
第七條——凡會員違反會章，損害本
會聲譽或利益，經理事會決議，得取消其
會員資格。

第一章

第三章

名稱、會址及宗旨

組織機關

（1）中文名稱為“澳 門 禪 城區體 育
會”；

（1）負責選出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
會及監事會各成員及革除其職務；

（3）對本會有特殊貢獻之人士給予
名譽會籍；

章程

第一條——名稱：

第九條 ——會員 大 會由所有會員 組
成，為本會最高權力機關，其職權如下：

（3）有對會務作出建議及批評之權
利；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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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本會的組織架構包括：會
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會員大會主席
團、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均由會員大會
中選出，任期為三年，可以連任。

（5）理事長對外依照本會宗旨代表
本會。
第 十二 條 —— 監 事 會 除 監 事 長 1名
外，監事24名，監事會總人數上下限分別
為5人和3人，但總人數須為單數，其職權
如下：
（1）監察理事會之行政活動；
（2）查閱賬目及財政收支狀況。
第十三條——榮譽會長、名譽會長、
顧問：
經 理事會建 議，本 會可 聘 請 社會 賢
達、熱心人士為本會之榮譽會長、名譽會
長和顧問。
第四章
經費
第十四條——本會經費的來源：
（1）會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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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 府 資 助 及 社 會 的 贊 助 與 捐
贈。

第三條
會址

第五章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高冠街 22號富達
閣2樓A座。

章程修改及解散法人
第十五條 ——本 章 程 經會員大 會 通
過後施行；章程的修改，須獲出席會員四
分之 三 之贊同票通 過方能成立；解散 法
人須獲得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通
過。
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於第二公證
署

第二章
會員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02.00）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琛晴曲藝文化協會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
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
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
檔於本署2021/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
為257。
澳門琛晴曲藝文化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 會中 文名稱 為“澳 門 琛 晴曲藝 文
化協會”，中文簡稱為“琛晴曲藝文化協
會”。

第二條

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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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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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監事長各一名。
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會員權利及義務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三）監事會 會 議 每 三個月召開 一
次。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
方可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
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三章

第四章

組織機關

經費

第六條

第十條

機關

經費

本 會組 織 機 關 包 括 會員 大 會、理事
會、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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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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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及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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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及秘書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
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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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旨
宗旨為推動澳門曲藝及粵劇發展，與
音樂愛好者之間聯繫，促進交流，豐富澳
門市民曲藝文化知識和普及，是非牟利團
體。

第九條

會員資格

（一）會員有選擇權及被選舉權，享
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第 二 公 證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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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助理員 蘇偉昌Sou Wai Cheong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02,00)

（二）理事會有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各一名。
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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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蘇偉昌Sou Wai Che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9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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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慢慢跑體育會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一年七月三十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立
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的
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檔
於本署2021/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為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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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跑體育會
章程

別會員大會。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
以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書內應指出
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慢慢跑體育會”，
中文簡稱為“慢慢跑”，英文名稱為“Slow
Slow Running Sports Club”，英文簡稱
為“SSR”。

第二條

（二）會員大會之權限為：

第 32 期 —— 2021 年 8 月 11 日
第十一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及各界人士贊
助，尚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定籌募之。

1）修改會章；
2）選舉會員大會會長、副會長、秘書
和理事會、監事會成員；

第十二條
會徽

3）決議在法律或章程內其他未有規
範之事宜。

宗旨
本會為推廣跑步運動，以強身健體，
保家衛國為宗旨，讓年輕人更了解跑步的
意義。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在澳門林茂海邊大馬路
運順新村A座15樓M。

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由理事長一名、秘書長
一名、副理事長、常務理事及理事若干名
組成。理事會成員人數必須為單數。
（二）理事會的權限為：

會員資格
任何認同本會宗旨之人士，經本會理
事會批准即成為本會正式會員。

3）以法人身份代表本會；
4）組織活動，編制年度預算及報告。

第五條

（一）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參
與本會各項活動和享用本會各項福利之
權利。
（二）會員必須遵守會章和決議，以
及繳交會費等義務。
（三）會員若有違反會章或破壞本會
名譽 者，理事會視其情節予以相應 之處
分，嚴重者處予開除會籍且永不錄用，其
所繳交之各項費用概不發還。

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監事長一名、副監事
長及監事若干名組成，監事會成員人數必
須為單數。
（二）監事會的權限為：
1）負責監督理事會之運作；

機關
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事會
和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由全 體會員組成，為
本會最高權力機關，設會長壹名，副會長
壹名及秘書壹名。每年召開會員大 會一
次，在特殊情況下，理事會可提出召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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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RTIFICADO

藝烤文化社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一年七月三十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立
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的
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檔
於本署2021/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為
263。

2）查核會中賬目，行政及財產；
藝烤文化社
3）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義務。
第十條
選舉及運作

第六條

（是項刊登費用為 $2,23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232,00)

證 明 書
第九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等助理員 蘇偉昌Sou Wai Cheong

1）執行會務；
2）提交年度報告；

第四條

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各機關據位人之選舉以不記名
形式投票，並由會員大會中選舉產生，任
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投票以當時出席
之會員人數為有效人數，多於四分之三之
贊成票便為有效之選舉及決議。
（二）如 理 事會應 召集 大 會而 不 召
集，任何會員均可召集。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社團中文名稱為“藝烤文化社”，葡
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Cultural Assado
de Arte”，英文名稱為“Art Roast Cul
tural Association”，以下簡稱「本會」。

（三）修改章程之決議，必須獲出席
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二條

（四）解 散 或 延 長本 會存 續 期 之決
議，必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本會性質為非牟利社團，其宗旨以推
廣藝術，舉辦各種藝術展覽、講座，聯合

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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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的視覺及表演藝術工作者，共同進行
藝術探索，開拓更多藝術創作空間，以求
達到推廣文化藝術，促進文化訊息的交流
及改善本地文化環境。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位 於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
路265號澳門藝術花園3樓，經會員大會批
准，本會會址可遷至澳門任何其他地方。

第二章

（三）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十
日以掛號信方式為之，或最少提前十日透
過簽收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須指出會議
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日於第二公證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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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半小時召開，屆時則不論出席人數多少
均視為有效，任何決議須出席會員之絕對
多數贊同票通過，但法律另有規定除外；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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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會員

（六）修改章程的決議，須獲出席會
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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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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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會員大會主席團任期為三年，
任期屆滿後由會員大會舉行選舉選出新
一任會員大會主席團，會員大會主席團設
主席 （或稱會長）一名，副主席 （或稱副
會長）一名，秘書一名。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第八條

（一）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參
與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享有一切福利。

理事會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三）對本會會務範疇內給予本會提
供專業建議及意見。
（四）遵守本會章程及執行一切決議
事項。
（五）維護本會的合法權及良好社會
形象。

組織機關
第六條
機關
本 會組 織 機 關 包 括 會員 大 會、理事
會、監事會。

（二）理事會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及
理事各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最多可連
任一次。
（三）理事會會議至少每一年召開二
次。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
方可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
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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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公 證 署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現代國際金融發展議會
Conselho de Desenvolvimento
Financeiro Internacional Moderno
de Macau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
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
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
檔於本署2021/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
為255。

澳門現代國際金融發展議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 會中 文名稱 為“澳 門 現代 國 際 金
融發展議會”，葡文名稱為“C o n s e l h o
de Desenvolvimento Financeiro Inter
nac iona l Moder no de Mac au”，英文
名稱為“Macao Moder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Council”。

（二）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監事兩
名。每屆任期為三年，最多可連任一次。
（三）監事會會議至少每一年召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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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
會員大會

（是項刊登費用為 $2,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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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事會
第三章

一等助理員 蘇偉昌Sou Wai Cheong

第四章
經費

（一）會員 大 會 為 本 會最 高 權 力 機
關，由全 體會員 組 成，有 權 決 定 本 會 會
務，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和理事會、監事
會成員及修改會章；

第十條

（二）會員大會每年召開至少一次常
年會議，討論及通過理、監事會所提交的
工作報告、年度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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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費

第二條
宗旨
本會屬非牟利組織，宗旨範圍如下：
（一）支 持“一 國 兩 制”、“愛 國 愛
澳”；
（二）致力推動和建立本地業界與國
際金融業互聯網的共同發展平台；
（三）聚集本地業界和國際同業接軌
合作；
（四）透過議會重點與特區政府聯繫
共同研討如何建立業內的營運模式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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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易平台法規等，讓本地業界能盡早融入和
交易運作。

理事會

第三條

（一）本會執行機關為理事會，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日常具體會務。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鏡湖馬路43A號
雄意閣地下。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享
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澳門沉香（白木香）研究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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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稱、會址及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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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監
事各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三）監事會 會 議 每 三個月召開 一
次。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
方可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
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三章

第四章

組織機關

經費

第六條

第十條

機關

經費

本 會組 織 機 關 包 括 會員 大 會、理事
會、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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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
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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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及理
事各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的企業及社會知名人士，均可申請為本會
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後，便可成為會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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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於第二公證

章程
第一章

第一條
名稱
本 會 中 文名 稱 為「澳 門 沉 香（白 木
香）研 究 學會」，英 文名 稱 為「M a c a o
Agilawood (Aquilaria Agallocha) Re
search Society」。

第二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 於澳門氹仔盧廉若馬路
651號祐寶閣第一座1樓B室。

第三條
宗旨
本會宗旨：弘揚沉香（白木香）傳統
文化之精神，發揚傳承沉香文化之內涵，
普及沉香文化知識，培訓，交流，學習等，
以沉香文化為載體，圍繞展開沉香產業系
列，研發，提取，沉香生物之精華，把真正
本質上，實質上，意義上的大健康綠色環
保原生態的產品運用到日常生活當中，利
益眾生，造福大眾。

第二章
會員資格、會員權利及義務

署
一等助理員 蘇偉昌 Sou Wai Cheong

第四條

（一）會員 大 會 為 本 會最 高 權 力 機
關，由全體會員組成，負責修改會章；選
舉會員大會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和理事
會、監事會成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
批准理事會工作報告。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244,00)

一、凡年滿十八歲之沉香愛好者均可
向本會申請，經會員介紹及理事會通過，
即可成為本會會員。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副主席及秘
書長各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第 二 公 證 署

二、凡會員因違反或不遵守會章或有
損本會聲譽及利益，經理事會決議後，得
取消其會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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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項刊登費用為 $2,244.00）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會員資格

第五條
會員權利
本會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澳門沉香（白木香）研究學會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一年七月三十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立

1. 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2. 參加會員大會及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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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照會章規定請求召開會員大會；
4. 入會及退會的自由；
5. 參與本會一切活動及享有 本會的
各項福利。
第六條
會員義務
本會會員負有以下義務：
1. 遵守會章及內部規章及執行決議；
2. 貫徹本會宗旨，促進會務發展；

可作出決議。若會員大會在宣佈會議時，
出席會員未及法定人數，則會員大會將於
首次召集所定時間逾半小時後進行，屆時
不論出席會員人數多寡，會員大會均可合
法及有效地作出決議。
二、倘會員未能出席會議，可委託他
人代表其出席並作出表決，為此，該會員
須於會前向理事會主席提交一份經其簽
署的授權書，該授權書視作有關意定代理
之足夠證明文件。
三、除本章程第十二條第二款及第三
款外，大會之表決取決於出席會員或代表
會員出席的委託人之絕對多數票。

3. 參 加 會 務 活 動 和 所 屬 機 關 的 會
議。
第三章
領導機關
第七條
領導機關

第四章
章程之修訂及經費
第十二條
章程之修訂
一、章程修訂須經由會員大會通過，
有關之修訂條文須最少提前一個月書面
通知各會員。
二、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
四分之三之贊同票方視為通過。
三、解散本會或延長本會存續期之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方視
為通過。

第十條

第十三條

理事會

經費

一、理事會成員經會員大會選出，理
事會由不少於5位的單數成員所組成，成
員互 選 後 產生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兩
名、義務書記一名、義務司庫一名、理事
一名或多名。

本會為非牟利的組織。本會經費包括
會員會費及任何有助會務之捐助。

本會領導機關分為：

二、理事會之權力：

1. 會員大會；

1. 執行各項會員大會之議決；

2. 理事會；

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蘇偉昌Sou Wai Che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3,05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058,00)

2. 審議各項計劃、財務等；

3. 監事會。
第八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關，
權力如下：
1. 訂定本會工作方針；
2. 決策各項會務；
3. 選出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二、會員大會之組成及召集：
1. 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
2. 會員大會由理事會召集；

3. 批准入會申請，對違章之會員進行
處分或開除會籍；
4. 訂定及終止勞動合約，包括訂定薪
金及一切符合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法律
之條件；
5. 理事會可選 派理事會成員在公共
行政機關代表本會辦理一切行政及財政
事宜上之手續，以及簽署為辦理有關手續
所需之一切文書。
三、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任
期兩年，連選得連任。
四、理事會之年度為每年五月一日起
至翌年四月三十日止。

3. 每年最少舉行一次，由理事會隨時
召集或不少於總數五分之一的會員聯署
提請理事會召集；

第十一條
監事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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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監事會由不少於3位的單數成員
所組成，並由會員大會選出，成員互選後
產生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一名或多名、
監事一名或多名。

第九條

二、監事會負責監察理事會之工作，
查核本會賬冊，並對本會每年賬目報告作
出意見。

運作
一、屬首次召集之會員大會會議，出
席會員之數目必須達到半數，會員大會方

三、監事會任 期 及年 度 與 理 事會 相
同。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低碳綠色酒店發展聯盟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組織社團
之章程文本自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6/2021號檔案組內，並登記
於第1號“獨立文書及其他文件之登記簿
册”內，編號為27號，該組織章程內容載於
附件之證明書內並與原件一式無訛。
低碳綠色酒店發展聯盟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 會中 文名稱 為“低 碳 綠 色 酒店 發
展聯盟”，葡文名稱為“A l i a nç a pa ra o
Desenvolvimento de Hotéis Verdes de
Baixo Carbono”
，英文名稱為“Low Carbon
Green Hotel Development Allia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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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宗旨
本 會 為 非 牟 利團體。宗旨為 致 力凝
聚大灣區酒店及 旅遊業界的力量，配合
國家的氣候戰略和目標，以中國二氧化碳
排放力爭於2030年前達到峰值及2060年
前實現碳中和為藍本，以減少氣候相關的
風險，並加快轉型綠色低碳經濟的步伐，
推動創新及提高應變能力確保可持續發
展。
第三條
會址
本會設於澳門孫逸仙大馬路1101號
澳門美高梅。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本會 會員 分為 個人會員 及團體會員
兩種，其權利及義務相同，其入會資格如
下：
一、 個人會員：凡贊成 本會宗旨、認
同本會章程 及支援低碳發展之人士，均
可向本會提交入會申請，經本會會長批准
後，即可成為本會個人會員。
二、 團體會員：凡贊成 本會宗旨、認
同本會章程及支援低碳發展之旅遊相關
企業及團體（酒店公司、行業機構合作夥
伴、網路合作夥伴和學術及團體組織），
均可向本會提交入會申請，經本會會長批
准後，均可申請為本會團體會員，並由其
選定之代表人代表。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 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享有
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二、 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繳
交會費的義務。
三、 推 動 大 灣區酒店及 旅 遊 業的低
碳發展。
第三章

二、 本會組織機構據位人由個人會員
或團體會員之代表組成。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七條

第四章

會員大會
一、 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大會，
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本會各領導機
關和組織成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
准理事會工作報告。
二、 會員大會主席團設會長一名、副
會長若干名及秘書長一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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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應最少四分之一的會員的請求，
召開會員大會特別會議。
四、 會員大會經第一次召集後，最少
有一半全體會員出席，方可議決；如法定
人數不足，第一次召集 的 會 議 時間 隨 後
三十分鐘作為第二次召集會議時間，屆時
不論出席人數多少，亦可召開會員大會。
選舉時，會員如因事不能到場，可委託其
他會員代為投票。
五、 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
會員四分之 三的 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八條
理事會
一、 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會，負責執
行會員大會決議和日常具體會務，向會員
大會提交工作報告及提出建議，以及規劃
和組織本會之各項活動。
二、 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成員組
成，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若干名、常
務理事若干名及理事若干名，總人數必須
為單數，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 理事會會議每六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九條

一、 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會，負責監
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機構
一、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
事會及監事會。

三、 監事會會議每六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第六條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及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數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定籌募之。
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日於澳門特別行
政區
私人公證員

黃顯輝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1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14,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亞太工藝美術品出品監制協會（澳門）
為 公 佈之目的，茲 證 明上 述 組 織 社
團之章程文本自二零二一年八月三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4/2021號檔案組內，並登記
於第1號“獨立文書及其他文件之登記簿
冊”內，編號為5號，該組織章程內容載於
附件之證明書內並與原件一式無訛。
亞太工藝美術品出品監制協會（澳門）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 會中 文名 稱 為：亞 太 工藝 美 術品
出品監制協會（澳門），英文名稱：A s i a
Pacific Arts & Crafts Production Super
visory Association (Macau)。

監事會

二、 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成員組
成，設監事長一名及副監事長若干名，總
人數必須為單數，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組織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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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本會是聯繫工藝
美術工作者的紐帶和橋樑，積極推動和促
進國內與澳門在亞太區的工藝美術品的科
技、藝術、文化工作者及涉及工藝美術品領
域的科研、教學、設計、生產開發和文化推
廣的個人和單位自願組成的學術性、專業
性的監督及製作機構，宗旨和方向為：

N.º 32 — 11-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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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過監督各項工藝美術品，以促進
市場資訊透明度，加快藝藏市場發展。
2. 設置藝術鑑證科技中心供專家、學
者和具資格之會員使用和教學，使澳門成
為亞太區藝藏科學鑑定基地。
3. 與海外內具認受性之非牟利機構
在工藝美術品鑑證科學和歷源學進行合
作及資格互認，加強工華美術品鑑證專業
國際化之基礎。
4. 開設 監 督 訓練及製作 訓練，培 訓
出具鑑賞才能及製造才能的技師課程及
公開考試，增強行業普及，並獲取國際認
可。
5. 接受工藝美術藏品行業委託之鑑
證、監督及歷源科研工作，以達學有所用
及對工藝美術品崛起作出貢獻。
6. 引進多元化工藝美術品之主題，為
國內及本澳以及亞太區經營商貿提升質
素，並為工藝美術品達至普及、資訊透明
及前瞻發展等工作與國際市場接軌。

第七條

第四章

會員大會

經費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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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理事會工作報告及資產負債表。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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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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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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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得召開
特別會員大會。
四、如果第一次召集之出席會員不足
二分之一以上，則於該次召集所定時間逾
半小時後進行會議，視為第二次召集。此
時，只要有會員或其代表出席，會員大會
即可進行決議。

附則
第十一條
法律規範
本 章程 未有列明之事將 按澳門之有
關法律規範。
二零二一年八月三日於澳門特別行政
區
私人公證員

7. 主辦及合辦有關推動工藝美術品
之鑑證、歷源和評賞之展會、學術講座、
論壇及相關活動，推動國內與澳門和亞太
區文創產業的繁榮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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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條

第八條

會址

理事會

私 人 公 證 員

本會會址於澳門友誼大馬路918920
號澳門世界貿易中心8樓B座。

一、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會，負責執
行會員大會決議和日常具體會務。理事長
代表本會處理對外事務或可授權其他理
事處理。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二、理 事會 由 最 少三名 或 以 上 單 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各一名及
理事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CERTIFIC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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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理事會議每半年至少召開一次。
會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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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享有
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二、會員須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繳
交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九條
監事會
一、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會，負責監
察 理事會日常會務 運作、財產和財政收
支。
二、監 事會 由 最 少三名 或 以 上 單 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各一名及
監事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第六條
機構
本 會組 織 機 關 包 括 會員 大 會、理事
會、監事會。

三、監事會議每半年至少召開一次。
會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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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笑雲

（是項刊登費用為 $2,61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618,00)

證 明 書

澳門渝澳商會
Yu e Macau Associação
Comercial de Macau
Yu and Macao Commercial
Association in Macao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no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que, foi constituído
a Associação com a denominação acima
referida, conforme consta do documento,
assinado em 21/06/2021, arquivado neste
Cartório sob o n.º 2/2021, no maço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f)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do Notariado.

澳門渝澳商會章程
第一章
名稱、宗旨及會址
第一條——本會名稱：
中文名為“澳門渝澳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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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文名為“Yu e Macau Associação
Comercial de Macau”；
英文名為“Yu and Macao Commercial
Association in Macao”；
本會乃非牟利團體。
第二條—— 宗旨：本會宗旨為“團結
愛國愛澳人士、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活動，
促進澳門、重慶兩地在工商業、教育、文
化和體育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為兩地的
經濟繁榮作出貢獻。”
第三條——會址：澳門慕拉士大馬路
189號澳門工業中心地下A座。
第二章
會員的資格、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一）凡認同本會宗旨及
願意遵守本會章程及涉及澳門與重慶各
行業傑出人士，須依手續填寫表格，由理
事會審核認可，在繳納入會會費後，即可
成為會員。
（二）本會會員有權參加會員大會；
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參加本會舉辦之一
切活動及享有本會一切福利及權利；有權
對本會的會務提出批評和建議；會員有退
會的自由，但應向理事會提出書面申請。
（三）會員有義務遵守本會的章程並
執行本會會員大會和理事會的決議；積極
參與、支持及協助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
推動會務發展及促進會員間之互助合作；
按時繳納會費及其他應付之費用；不得作
出任何有損害本會聲譽之行為。
第三章

要情況下應 理事會或不少於二分之一會
員以正當理由提出要求，亦得召開特別會
議。
（四）會員大會成員每屆任期三年。
第七條——理事會：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二）理事會可 下 設 若 干 個 工作 機
構，以便執行理事會決議及處理本會日常
會務；工作機構領導及其他成員由任一名
理事提名，獲理事會通過後以理事會名義
予以任命。

私 人 公 證 員

（三）其職權為：召開會員大會、執行
會員大會之決議及一切會務；主持及處理
各項會務工作；直接向會員大會負責，及
向其提交工作（會務）報告，及接受監事
會對工作之查核。
第八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大會選出。監事會設
監事長一名，監事若干名，且人數必須為
單數，每屆任期三年。
（二）其職權為：監事會為本會會務
的監察機構。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執行，
以及監察理事會的運作及查核本會之財
產；監督各項會務工作之進展，就其監察
活動編制年度報告；稽核理事會之財政收
支及檢查一切賬目及單據之查對；審查本
會之一切會務進行情形及研究與促進會
務之設施。
第九條——本會視工作需要，可以聘
請對本會有卓越貢獻之人士為名譽會長、
名譽顧問、顧問、法律顧問等。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本會為不牟利社團。本會
活動經費的主要來源：一 是會員交 納會
費；二是接受來自各方的贊助捐款設立會
務基金；三是具體活動籌辦單位的籌款。
第五章

（二）其職權為：修改本會章程及內
部規章；制定本會的活動方針；審理理監
事會之年度工作報告與提案。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23 de
Junho de 2021.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289,00)

第六條——會員大會：
（一）本會的最高權利機構是會員大
會。設有會長一名，副會長若干名。副會長
協助會長工作，若會長出缺或因故不能執
行職務，由其中一名副會長暫代其職務。

生效，若有未盡善之處，由會員大會討論
通過修訂。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依澳門
現行法律執行。

（一）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若干名，
且人數必須為單數，每屆任期三年。

組織及職權
第五條——本會的組織架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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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修改
第十 一 條 ——本 章程經會員大 會通
過後施行。章程的修改，須獲出席會員四
分之三之贊同票，及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
存續期，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的代表通過方能成立。

（是項刊登費用為 $2,289.00）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Certifico:
Um —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 Que foi extraída do documento
que se encontra arquivado neste Cartório,
sob o n.º 3/2021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ssociação».
Três —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cinco folhas, que tê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ão, por mim, numera
das e rubricadas.

澳門四川商會章程
第一章
名稱、宗旨及會址
第一條——本會名稱：
中文名為“澳門四川商會”；
葡文名為“Sichuan Associação Co
mercial de Macau”；
英文名為“Sichuan Commercial As
sociation of Macao”；
本會乃非牟利團體。
第二條——宗旨：本會宗旨為“團結
愛國愛澳人士、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活動，
促進澳門、四川兩地在工商業、教育、文
化和體育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為兩地的
經濟繁榮作出貢獻。”
第三條——會址：澳門慕拉士大馬路
189號澳門工業中心地下A座。
第二章

（三）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由理事會召開，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
前八日以掛號信方式為之，或最少提前八
日透過簽收之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應指
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在必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二條——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會
員大會；本會章程由會員大會通過之日起

會員的資格、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一）凡認同本會宗旨及
願意遵守本會章程及涉及澳門與四川各
行業傑出人士，須依手續填寫表格，由理

N.º 32 — 11-8-2021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II SÉRIE

事會審核認可，在繳納入會會費後，即可
成為會員。
（二）本會會員有權參加會員大會；
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參加本會舉辦之一
切活動及享有本會一切福利及權利；有權
對本會的會務提出批評和建議；會員有退
會的自由，但應向理事會提出書面申請。
（三）會員有義務遵守本會的章程並
執行本會會員大會和理事會的決議；積極
參與、支持及協助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
推動會務發展及促進會員間之互助合作；
按時繳納會費及其他應付之費用；不得作
出任何有損害本會聲譽之行為。

（一）監事會由大會選出。監事會設
監事長一名，監事若干名，且人數必須為
單數，每屆任期三年。
（二）其職權為：監事會為本會會務
的監察機構。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執行，
以及監察理事會的運作及查核本會之財
產；監督各項會務工作之進展，就其監察
活動編制年度報告；稽核理事會之財政收
支及檢查一切賬目及單據之查對；審查本
會之一切會務進行情形及研究與促進會
務之設施。
第九條——本會視工作需要，可以聘
請對本會有卓越貢獻之人士為名譽會長、
名譽顧問、顧問、法律顧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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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s — Que foi extraída do documento
que se encontra arquivado neste Cartório,
sob o n.º 1/2021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SSOCIAÇÃO».
Três —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cinco folhas, que tê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ão, por mim, numera
das e rubricadas.

澳門巴蜀商會章程
第一章
名稱、宗旨及會址
第一條——本會名稱：

第三章

第四章

組織及職權

經費

第五條——本會的組織架構為：

第十條——本會為不牟利社團。本會
活動經費的主要來源：一 是會員交 納會
費；二是接受來自各方的贊助捐款設立會
務基金；三是具體活動籌辦單位的籌款。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第五章

第六條——會員大會：

（二）其職權為：修改本會章程及內
部規章；制定本會的活動方針；審理理監
事會之年度工作報告與提案。
（三）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由理事會召開，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
前八日以掛號信方式為之，或最少提前八
日透過簽收之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應指
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在必
要情況下應 理事會或不少於二分之一會
員以正當理由提出要求，亦得召開特別會
議。會員大會成員每屆任期三年。
第七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若干名，
且人數必須為單數，每屆任期三年。
（二）理事會可 下 設 若 干 個 工作 機
構，以便執行理事會決議及處理本會日常
會務；工作機構領導及其他成員由任一名
理事提名，獲理事會通過後以理事會名義
予以任命。
（三）其職權為：執行會員大會之決
議 及一切會務；主 持及 處理各項會務工
作；直接向會員大會負責，及向其提交工
作（會務）報告，及接受監事會對工作之
查核。
第八條——監事會：

葡 文名 為“ B a S h u A s s o c i a ç ã o
Comercial de Macau”；
英 文名為“B a S h u C o m m e r c i a l
Association of Macao”；
本會乃非牟利團體。

（三）監事會。

（一）本會的最高權利機構是會員大
會。設有會長一名，副會長若干名。副會長
協助會長工作，若會長出缺或因故不能執
行職務，由其中一名副會長暫代其職務。

中文名為“澳門巴蜀商會”；

章程修改
第十 一 條 ——本章程經會員大 會通
過後施行。章程的修改，須獲出席會員四
分之三之贊同票，及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
存續期，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的代表通過方能成立。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二條——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會
員大會；本會章程由會員大會通過之日起
生效，若有未盡善之處，由會員大會討論
通過修訂。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依澳門
現行法律執行。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23 de
Junho de 2021.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8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87,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第二條—— 宗旨：本會宗旨為“團結
愛國愛澳人士、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活動，
促進澳門、成都兩地在工商業、教育、文
化和體育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為兩地的
經濟繁榮作出貢獻。”
第三條——會址：澳門慕拉士大馬路
189號澳門工業中心地下A座。
第二章
會員的資格、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一）凡認同本會宗旨及
願意遵守本會章程及涉及澳門與成都的
各行業傑出人士，須依手續填寫表格，由
理事會審核認可，在繳納入會會費後，即
可成為會員。
（二）本會會員有權參加會員大會；
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參加本會舉辦之一
切活動及享有本會一切福利及權利；有權
對本會的會務提出批評和建議；會員有退
會的自由，但應向理事會提出書面申請。
（三）會員有義務遵守本會的章程並
執行本會會員大會和理事會的決議；積極
參與、支持及協助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
推動會務發展及促進會員間之互助合作；
按時繳納會費及其他應付之費用；不得作
出任何有損害本會聲譽之行為。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Certifico:
Um —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五條——本會的組織架構為：
（一）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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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六條——會員大會：
（一）本會的最高權利機構是會員大
會。設有會長一名，副會長若干名。副會長
協助會長工作，若會長出缺或因故不能執
行職務，由其中一名副會長暫代其職務。
（二）其職權為：修改本會章程及內
部規章；制定本會的活動方針；審理理監
事會之年度工作報告與提案。
（三）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由理事會召開，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
前八日以掛號信方式為之，或最少提前八
日透過簽收之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應指
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在必
要情況下應 理事會或不少於二分之一會
員以正當理由提出要求，亦得召開特別會
議。
（四）會員大會成員每屆任期三年。
第七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若干名，
且人數必須為單數，每屆任期三年。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第二組
（二）理事會可 下 設 若 干 個 工作 機
構，以便執行理事會決議及處理本會日常
會務；工作機構領導及其他成員由任一名
理事提名，獲理事會通過後以理事會名義
予以任命。
（三）其職權為：召開會員大會、執行
會員大會之決議及一切會務；主持及處理
各項會務工作；直接向會員大會負責，及
向其提交工作（會務）報告，及接受監事
會對工作之查核。
第八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大會選出。監事會設
監事長一名，監事若干名，且人數必須為
單數，每屆任期三年。
（二）其職權為：監事會為本會會務
的監察機構。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執行，
以及監察理事會的運作及查核本會之財
產；監督各項會務工作之進展，就其監察
活動編制年度報告；稽核理事會之財政收
支及檢查一切賬目及單據之查對；審查本
會之一切會務進行情形及研究與促進會
務之設施。
第九條——本會視工作需要，可以聘
請對本會有卓越貢獻之人士為名譽會長、
名譽顧問、顧問、法律顧問等。

第 32 期 —— 2021 年 8 月 11 日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本會為不牟利社團。本會
活動經費的主要來源：一 是會員交 納會
費；二是接受來自各方的贊助捐款設立會
務基金；三是具體活動籌辦單位的籌款。
第五章
章程修改
第十 一 條 ——本 章 程經會員大 會通
過後施行。章程的修改，須獲出席會員四
分之三之贊同票，及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
存續期，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的代表通過方能成立。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二條——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會
員大會；本會章程由會員大會通過之日起
生效，若有未盡善之處，由會員大會討論
通過修訂。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依澳門
現行法律執行。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23 de Ju
nho de 2021.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2,27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2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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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試算表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澳門元

總經理

會計主管

林銳杰

蘇立煒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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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國際證券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試算表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澳門元

分行經理

財務主管

周德榮

陸偉賢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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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BANK N.A. MACAU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Junho de 2021

O Gerente de Sucursal de Macau,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Gavin Yu

Carol Tam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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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華人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試算表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行長

副行長

邱慧珠

陳達港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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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試算表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首席執行官

執行董事

鍾兆輝

黃瑞升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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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試算表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澳門元

財務管理部主管

行政主席

黃捷君

劉伯雄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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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Controller, Macau,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Macau,

Tam Pui Si

Wang Yib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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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銀行——澳門分行
試算表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總經理

副總經理

郭雲芳

梁惠娟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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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NACIONAL ULTRAMARINO, S.A.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Junho de 2021

Patacas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Presidente da Comissão Executiva,

Evan Cheang

Carlos Manuel Sobral Cid da Costa Álvar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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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INDUSTRIAL E COMERCIAL DA CHINA (MACAU), S.A.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Junho de 2021

Vice-Presidente, Director-Geral e Administrador Executivo,
Xu Keen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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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INDUSTRIAL E COMERCIAL DA CHINA (MACAU), S.A. GROUP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Junho de 2021

Vice-Presidente, Director-Geral e Administrador Executivo,
Xu Keen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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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INDUSTRIAL E COMERCIAL DA CHINA S.A., SUCURSAL DE MACAU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Junho de 2021

A Gerente-Geral da Sucursal,
Lin Zi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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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DADE FINANCEIRA ICBC (MACAU) CAPITAL, S.A.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Junho de 2021

O President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Xu Keen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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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 CHARTERED BANK, MACAU BRANCH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Junho de 2021

O Gerente-Geral,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Candy Vu

Alice Leu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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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算表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Junho de 2021

行政委員會

會計主任

A Comissão Administrativa,

A Chefe da Contabilidade,

劉惠明、葉頌華、譚韻儀、李貝濤

林慧珊

Lau Wai Meng, Ip Chong Wa, Tam Van Iu, Pedro
Miguel Rodrigues Cardoso das Neves

Lam Wai San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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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盛保險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AXA Seguros Gerais Hong Kong Limitada — Sucursal de Macau

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20

澳門元
Patacas

N.º 32 — 11-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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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表（非人壽保險公司）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
Conta de exploração do exercício de 2020
(Ramos gerais)

借方
DÉBITO

澳門元
Pat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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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方

澳門元
Patacas

CRÉDITO

損益表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
Conta de Ganhos e Perdas do Exercício de 2020

澳門元
Patacas

財務總監
Auditor Financeiro

經理
Gerente

陳清瑜

廖俏芳

N.º 32 — 11-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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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A安盛澳門業務概況2020
Visão geral dos negócios da AXA Macau 2020

A X A集團作為歷史悠久的保險業翹楚，一直竭誠為客戶提供優質保險及財富管理服務。集團業務遍佈全球54個國家1，服務1.05億
名客戶1，實力一直備受多家國際信貸評級機構 2高度肯定。截至2020年12月31日，集團管理的資產總值為10,320億歐元。
O Grupo AXA, líder no sector de seguros, com uma longa história no mercado, dedica-se a fornecer aos clientes seguros de qualidade e
serviços de gestão de património. O Grupo AXA tem uma presença global, com operação em 54 países, serve 105 milhões de clientes1, e
a sua qualidade é reconhecida por muitas agências internacionais de classificação de crédito². A 31 de Dezembro de 2020, os activos totais sob gestão do grupo eram de 1.032 mil milhões de euros.

A X A安盛為集團成員之一，於香港及澳門的業務多元化，提供人壽、健康及一般保險的全面保障及卓越服務。目前兩地客戶人數已
超過150萬3。AXA安盛澳門分行2020年全年人壽及非人壽毛保費合共高達12.03億澳門元，繼續領導保險業界攜手向前。
A Companhia de seguros AXA faz parte do grupo, com negócios diversificados em Hong Kong e Macau, proporciona protecção integral
e serviços de excelência em seguros de vida, saúde e outros seguros gerais. Actualmente, o número de clientes nestas duas regiões administrativas especiais ultrapassa 1,5 milhões3. Em 2020, a AXA Macau manteve a sua posição de domínio no sector de seguros com um
total de 1.203 milhões de Patacas em prémios brutos nos ramos vida e não vida.

A X A安盛不單提供全方位保險服務，更致力成為個人、企業及社區的生活夥伴。有見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衝擊全球，我們不忘肩負社
會責任，2020年期間曾推出多項措施協助客戶一同應對前所未有的挑戰。
A AXA não só fornece uma gama completa de serviços de seguros, como também pretende ser um parceiro de vida para clientes individuais, profissionais e comunidades. Com a nova epidemia por coronavírus a atingir o mundo, não nos esquecemos de assumir a nossa
responsabilidade social. Em 2020, lançámos uma série de medidas para ajudar os nossos clientes a enfrentar este desafio sem precedentes.

秉承「Know You Can」理念，AXA安盛承諾以優質服務及產品方案支援社會大眾，與各界同途並肩，做到「致力守護，推動未來」，
成就更多精彩人生。
Seguindo o conceito de “Know You Can”, a AXA promete apoiar o público com serviços e soluções de produtos de alta qualidade, e
trabalhar lado a lado em todos os momentos da vida dos nossos clientes para, através do lema “dedicação na protecção e promoção do
futuro”, tornar mais vidas maravilhosas.
1

截至2021年5月18日

Até dia de 18 de Maio de 2021
2

部分評級包活：標準普爾評級（A A-）（截至27/04/2021）、穆迪評級（A a3）（截至09/07/2020）及惠譽國際評級（A A-）（截至
13/10/2020）

Recebeu avaliações de algumas agências como: Standard & Poor’s (AA-) (a 27/04/2021), Moody’s (Aa3) (a 09/07/2020) e Fitch Ratings
(AA-) (a 13/10/2020)
3

包括安盛金融有限公司、安盛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及安盛保險有限公司的客戶

Inclui clientes da AXA Financial Co., Ltd., AXA Insurance (Bermuda) Co., Ltd. (uma sociedade de responsabilidade limitada constituída nas Bermudas) e AXA Insurance Co., Ltd.

摘要財務報表的外部核數師報告
致安盛保險有限公司——澳門分行管理層：
安盛保險有限公司——澳門分行（「貴分行」）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乃撮錄自貴分行截至同日
止年度的已審核財務報表及貴分行的賬冊和記錄。摘要財務報表由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
損益表組成﹐管理層須對該等摘要財務報表負責。我們的責任是對摘要財務報表是否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已審核財務報表及貴分
行的賬冊和記錄符合一致，發表意見，僅向分行管理層報告，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我們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
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布的《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貴分行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
表，並已於二零二一年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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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公司往來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
組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及貴分行的賬冊和記錄符合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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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更全面了解貴分行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財務報表以及獨立核數師報
告一併閱讀。
吳慧瑩
執業會計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澳門，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日

RELATÓRIO DE AUDITOR EXTERNO SOBR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XA SEGUROS GERAIS HONG KONG LIMITADA — SUCURSAL DE MACAU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nexas da AXA Seguros Gerais Hong Kong Limitada — Sucursal de Macau (Sucursa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20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dos registos contabilísticos da
Sucursa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Est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s quais compreendem o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20 e a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são da responsabilidade da Gerência da Sucursal.
A nossa responsabilidade consiste em expressar uma opinião, unicamente dirigida a V. Exas. enquanto Gerência, sobre s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com os registos contabilísticos da Sucursal, e sem qualquer outra finalidade. Não assumimos responsabilidade nem aceitamos obrigações perante
terceiros pelo conteúdo deste relatório.
Auditámo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Sucursa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20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emitidas pelo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e expressámos a
nossa opinião sem reservas sobre est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no relatório de 26 de Abril de 2021.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compreendem o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20, a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a demons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a conta da sede e a demonstração dos fluxos de caixa d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e um resumo das principai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com os registos contabilísticos da Sucursal.
Para um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Sucursal,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e do âmbito da nossa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em anexo devem ser lidas em conjunto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com o respectivo relatório do auditor independente.
Ng Wai Ying
Contabilista Habilitado a Exercer a Profissão
PricewaterhouseCoopers
Macau, 20 de Julho de 2021
（是項刊登費用為 $9,30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9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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