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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广州市越秀区天阳烧腊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M4P39R， 编号

04911017917G，声明作废。

公 告

受委托：广州顺景拍卖有限公司

第八届顺景艺术品拍卖会

{美物天成 " 翡 " 你莫属 - 翠玉珍宝保真古董珍

玩 /瓷器 /字画 /茶酒}

拍卖时间：2021年7月31日（星期六）中午一点

预展时间：7月29日--30日10时--18时

拍卖预展、拍卖地址：广州市荔湾区龙津西

路 94号（泮溪酒家对面）广州古玩城 A区五楼

敬请竞买者：个人凭身份证，前往办理竞买手续

及交纳拍卖保证金 2000元后参加拍卖

联系电话：13922747725刘先生

13719072688胡小姐（微信同号）

广州顺景拍卖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发 货 人 :HANSTAR� HARDWARE� INTERNA

TIONAL�LTD�不慎遗失德迅（中国）货运代理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出具的正本蓝锚提单(三正三

副)。 提单号:�4357-0964-106.011�件数:9PLTS�

船名、 航次MSC�VIVIANA�119E�提单显示的英

文货品名：EXCENTRIC� CAM/CONNECTING�

BOLT/DRAWER�SLIDE。 特此声明该正本提单

作废。

本电子商务公司经营全国手机靓号业务，特

别是精选有几枚广东属地的一级靓号，请垂询购

买：客服电话(微信同)：15917685713 或加微信

号 h8886768.公司电话 0752－6675713

全国手机靓号

变更公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401067459626348

单位名称：广州市天河区龙洞医院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龙洞村龙洞东路二横路 2号

法人代表：严明

变更事项：一、单位名称由“龙洞人民医院”变更

为“广州市天河区龙洞医院”。二、单位住所由“广

州市天河区龙洞村（龙洞街）”变更为“广州市天

河区龙洞村龙洞东路二横路 2号”。

变更公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40106569758924W

单位名称：长兴街长

湴

社区卫生服务站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长

湴

村南大街 1号

法定代表人：袁蓉

变更事项：单位住所由“广州市天河区长

湴

村南街 1

号”变更为“广州市天河区长

湴

村南大街 1号”。

遗失声明

杨淑吟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 ， 注册号 ：

440104600819015，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龙立峻遗失广州金碧世纪花园物业服务中心开具的住

户卡保证600元押金收据，收据编号1736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永发美影化妆品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40111200637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领达皮具厂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码 92440101L216919740，注

册号 44011160020736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区温泉镇龙新村冰江下股份合作经济

社遗失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码N1440117MF2261022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广州邮政企业管理协会于 2021 年 6 月 17

日经研究决定申报注销，并于同日成立清算组，请债

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清算组

申报债权，特此公告！联系人：肖志文，联系电话：

38188904，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东路

155号骏源大厦 15楼，邮政编码：510620。

注销公告

广州市海珠区蓝翔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52440105MJK943506H） 根据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

位同意，拟向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见报日

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

告。 联系人：陈燕霞，联系电话：13580498131

股权证遗失声明

鲍永潮, 身份证 440103195403022**** 不慎遗失

广州白云山光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内部股权证， 证券

卡号 00167146，股权证为 20270073�，声明作废。

股权证遗失声明

邓秋玲，身份证 44010519560917**** 不慎遗失广

州白云山光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内部股权证，证

券卡号 00167101，股权证为 2027011，声明作废。

公司分立公告

根据股东会决议， 增城市雄兴制衣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 万元）拟存

续分立为增城市雄兴制衣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人民币 250 万元）和广州市承兴实业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50 万元），分

立前的增城市雄兴制衣有限公司的债权债

务由分立后的两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本公司债权人可自 2021 年 7 月 22

日起四十五日内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

的担保。 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

使上述权利的， 公司分立将按照法定程序

实施。

特此公告

增城市雄兴制衣有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22 日

遗失声明

史潇航遗失由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颁发的军人

保障卡，卡号 8144011902014048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至潮餐饮有限公司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副本，编号：JY2440103013391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黄石壹唯货运服务部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 440111600427222，编码 11911008

919，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泰

璟

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101MA59R3YE0U）经股东会决议，注

册资本由原来人民币壹仟万元减至人民币叁拾

万元，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

本公司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特

此公告。

减资公告

广州桦熵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101MA59QXLK3M）经股东会决议，注

册资本由原来人民币壹仟万元减至人民币伍拾

万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向

本公司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特

此公告。

减资公告

广州致德企业策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0101MA9W4G4J9D）经股东会决议，

注册资本由原来人民币壹佰万元减至人民币壹

拾万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施纯钦于 2021 年 7 月 21 日遗失第二代居民身

份证，证号：359002197703192532，自遗失日起

不承担他人冒用后果，特此声明。

保单作废声明

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流水号段为

00371231-00371237、00371239、

00371242-00371244、00371247、00371322、

00374437、00375938、00376718、00377508、

00377527、00377540、00377744� 、

00690560-00690575、00690585、

00690641-00690850、00690910-00691150、

00692504-00692600、00698501-00699250、

00699253-00699300、00699303-00700100、

00445455、00445481-00445500、00446716、

00446918摩托车交强险标志声明作废。 与该保

单有关的任何纠纷，我公司不承担法律责任。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东棠枫荷工艺品经营部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和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

5ADRLX3D，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熊慧（身份证：360203197504123025）遗失广州华

年喜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收据，房号：（远

洋芙蓉墅 J01）收据号：0002024，金额（大写）：捌

拾万元整，金额（小写）：￥800000.00；房号：（远

洋芙蓉墅 J01）收据号：0002171，金额（大写）：捌

拾万元整，金额（小写）：￥800000.00，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深圳市众力宏技术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7RQ83E，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何家餐馆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44010530110074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一汽出行科技（广州）有限公司遗失车辆运输证，

编号 0059277,车牌粤 ADD853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物语餐厅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许可证编号 JY24401050066566，声明作废。

离职声明

本人陈治平（身份证：53232619891102****）

因个人原因自 2020 年 5 月 31 日起从广州慈玺

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55

23608723）离职，本人与公司无任何经济纠纷。 特

此声明从离职之日起不再参与公司的经营活动。

遗失声明

广东世丰实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

一枚，现登报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神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将注册资本2000

万元减少至1000万元.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日起 45日

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逾期视作放弃权利,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新市群隆百货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4011138002728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直通车商业广场指尖绣美甲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9HA

AM8U，注册号 44011560007474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黄石可能陶瓷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EXQFXT，

注册号 44011160052975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艾杰不慎将东莞中升星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订金收据丢失，收据号 0004249，金额 10000 元，

开票日期 2021年 5月 21日，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腾鲜水果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6W101W，注

册号 44011160088260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阳江市名扬国际广场商业区 3 幢 111 右侧

电梯旁《娱乐机杨成锐》商户遗失阳江市名阳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履约保证金收据客户联

1张，收据号为：9780915；金额为：￥2640元。现

声明作废此张收据。

遗失声明

广州明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车辆运输证，证

号：0111597车牌号:粤 ADQ13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明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车辆运输证，证

号：0111731车牌号:粤 ADV759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吉租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车辆运输证，证

号：0066416,车牌号粤 ADF50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吉租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车辆运输证，证

号：0066794,车牌号粤 ADG697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吉租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车辆运输证，证

号：0067428,车牌号粤 ADA75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宁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车辆运输证，证

号：0097207,车牌号:粤 ADB168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宁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车辆运输证，证

号：0101260,车牌号:粤 ADW056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宁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车辆运输证，证

号：0064529�,车牌号:粤 ADG585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宁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车辆运输证，证

号：0101264�,车牌号:粤 ADU89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宁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车辆运输证，证

号：0096136�,车牌号:粤 ADJ587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宁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车辆运输证，证

号：0102413�,车牌号:粤 ADU266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广州角度旅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D5C235H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组成清算组进行

清算， 请有关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逾期

视为放弃。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集兴誉茶叶贸易商行遗失工商营业

执照副本， 注册号 440105600829713 执照编号

05913030970现声明作废。

水上分局协查通告

2021年 7�月 20日 4时在广州塔水域发现死

亡约 2 天男尸:约 25 岁,170cm,黑发,黄色短袖 T

恤,黑色运动鞋,迷彩长裤,知情请电:83120601。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景泰贤深水产档（彭贤深）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111600131930，编号

S1192014053532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摄通移动通信设备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 注册号 440126600663998， 执照编号

26911030235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陈建新遗失惠州市大亚湾龙光城 70 栋

1702 号 房 首 期 楼 款 收 据 单 ，0935507 号

〈160.993.00〉 收据日期 2013.6.29 日 0934779

〈8.314.90〉收据日期 2013.6.29 日现声明以上收

据作废。

分类广告

公告启事、遗失声明、招租招聘

法院公告、清算公告栏、寻人启事

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刊登热线：84092756、 13416434253

Ｑ：173745866

广州市花都拍卖行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1年 7月 30日上午 10时开始在中拍平台拍卖：

标的：广州市花都区区属企事业单位国有房产物业租赁权共 60 个标的，车辆 3 辆

（3 个标的）。 标的详情及竞拍条件请向我公司详询或在中拍平台标的页面查看。

标的展示时间：2021 年 7 月 26-27 日（电话：020-86977012 预约时间），标的展示地点：标

的所在地；报名时间：2021年 7月 29日 17:00截止；拍卖会时间：10:00-12:00为自由竞价时间，自

由竞价结束即进入限时竞价时间,在此时间段内出价，倒计时会按限时竞价时间重新倒计时 3分钟。

竞买手续办理：

1、竞买人在中拍平台上完成注册实名认证后登录进入所要竞拍标的页面点击报名，中拍平台网

址：https://paimai.caa123.org.cn。

2、报名成功后，竞买人须将标的竞买保证金转账至以下账户（户名：广州市花都拍卖行有限公

司，账号：3602-0056-0907-0159-009，开户行：工行广州花都城区支行），备注请注明 " 标的号 + 竞

买保证金 "，保证金交款人名称须与报名竞买人名称一致。 竞买保证金必须在 2021 年 7 月 29 日 17

时前到账（逾时无效），我公司确认保证金已缴纳后，为竞买人开通标的竞拍权限。

3、拍卖未成交的竞买保证金，于拍卖日后 10个工作日内无息退回。

公司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三东大道 97号别墅区商业楼 1号 305室，微信公众号："花都拍卖行 "。

环境影响信息公告

项目名称：广东湛江雷州牧原农牧有限公司雷州

六场生猪养殖扩建项目

项目地址：湛江市雷州市英利镇昌竹村

建设单位：广东湛江雷州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项目概况：本项目建设于湛江市雷州市英利镇昌

竹村，总投资 14875.56万元。 项目扩建后总占地

面积 49166.67m2，建设年存栏 0.4 万头母猪、年

出栏 9.55 万头商品猪养殖场。 生产区建设有怀

孕舍、哺乳舍、后备舍、保育舍、育肥舍。 配套建设

粪污处理设施、病死猪处理设施、附属生活区等

辅助工程及公共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选址合理，在切实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条件

下，项目从环保的角度分析是可行的。

联系方式： 广东湛江雷州牧原农牧有限公司，韩

总：0377-66169668；茂名市茂南众泰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李工：0668-2969183。 项目详细信息及反馈途

径见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4OZ4OPaK

FuJeSfXypKeMQ�提取码:�vnk5

遗失声明

广州市豪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遗失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JY14401150211257，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豪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581016386260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同德姬利美容爱民健康馆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

CDQCM5U，注册号：44011160214869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雅居乐加拿达中英文幼儿园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沙东红艳艳时装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和副本，注册号：440106600013164，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新秀健身管理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 1

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君辉运输有限公司遗失粤 AS2191的道路运

输证的 IC卡一张,道路运输证号:00310106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经营者:管小宝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4010

3600113445；编号：S0392014005623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经营者：戴连花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40101MA5A913H5A，编号：S0492015

011252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南沙区龚庭鼻炎馆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遗失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58101654442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棠下谷建奶茶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本及副本，编号：JY244010605178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金芝水果档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5C443W，注

册号 440111600701484，声明作废

责编：李桂清 美编：何建玲 校对：段丁

本报社常年法律顾问：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肖山律师 电话：

18102555700

7月18日深夜， 有市民在网

络平台反映番禺区桥南街南堤

西路凤凰幼儿园路段有绿化树

倾斜，压住路边通信电缆，因台

风临近， 存在较大安全风险隐

患。 桥南街迅速响应，及时在19

日上午8时许就顺利排除险情。

记者采访了解到，当时在凤

凰幼儿园旁的一棵路边大树，向

马路中央方向倾斜，树根处路基

的水泥已经开裂， 树木高约15

米。“这样的大树如果砸下来，会

非常危险。 ”街坊对此表示了担

忧。

随后，桥南街立即通过“令

行禁止、 有呼必应” 综合指挥

平台， 向街道城市管理部门下

达交办指令， 并安排值班人员

前往现场查看。 经现场核实，

判断该树为木棉树， 树龄超过

10年， 因为植物向阳生长， 造

成生长性倾斜。 据桥南街相关

部门介绍， 因树木无法扶直，

且有压线的情况， 街道市政队

经过研究， 决定第二天一大早

进行移除。 据桥南街绿化负责

人说， 7月19日早上6时许， 桥

南街市政队派出专业人员， 出

动了云梯车安排专员首先对树

木顶部进行切除， 随后逐步向

下对该树木进行移除。 “因为

早上上班时间车辆较多， 所以

我们早点来到现场处理， 不会

影响早高峰交通。 大概用了1个

多小时，早上八点就处理好了。”

微社区

e

家通记者 黄骆

每年的毕业季， 企业往往会发布更多、更

优质的招聘岗位，希望能够吸引优秀的新人加

入自家的队伍。 手持重点高校学历的求职者，

往往更容易获得用人单位的青睐，一些知名企

业的优质岗位，更会直接对应聘者的学历作出

详细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历年来，有求职者为

了能应聘到更好的职位，不惜花钱伪造学历证

明，企图蒙混过关。 但随着学信档案制度的建

立和不断完善，这样虚构学历求职的行为也陆

续被用人单位查明。 其中，不少劳动者已工作

了一段时间， 在虚构学历的真相被查出后，都

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惩罚，一些劳动者甚至受

到了企业的无赔偿开除处分。

为了增强劳动者与企业依法办事的意识，

理清这一常见劳动纠纷中涉及的法律知识，广

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越秀区登峰街社区法

律顾问汤小花、江钦涛结合近日办理的一宗居

民求助案例进行分析解读。

案例回顾：

今年3月， 持有某名校毕业证与学位证的

李晨

（化名）

成功应聘到某投资公司， 司职

高级投资经理。 但仅仅两个月后， 公司在核

查员工入职资料时， 通过权威机构查询， 证

实李晨的毕业证和学位证均属伪造。 公司随

即作出终止劳动合同的决定， 并拒绝向李晨支

付劳动报酬。

李晨认为公司此举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

益，遂向社区律师求助，要求公司按劳动合同

的约定，支付酬劳。 但公司认为李晨虚构学历

的行为属于欺诈，因此合同应属无效。

活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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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法律

伪造学历遭辞退，是否应“净身出户”？

社区律师：用人单位与劳动者都应依法行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8

条

规定：“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

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 ”

本案中李晨为了获得心仪的高薪工作，

不惜伪造学历证书，以高学历来包装自己，使

用人单位判断错误，这种违背诚信的做法，构

成了对用人单位的欺诈。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26

条规

定：“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

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劳动合同

无效。 ”

因此，李晨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可

以判定无效。

但是，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第

28

条规定：“劳动合同被确认无效，劳动

者已付出劳动的， 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

付劳动报酬。 劳动报酬的数额，参照本单位相

同或相近岗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确定 。 ”

因

此，李晨尽管存在欺诈行为，但仍有权要求用

人单位支付劳动报酬。

微社区

e

家通记者 杨杏萍

律师说法

有求必应

绿化树倾斜压住通信电缆

桥南街快速处置排除险情

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劳动报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