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洛浦小赖货运代理部（工商执照号

92440101MA5AATLH1T）遗失货运代理（代办）备

案证明，编号：440113013035，现声明作废。

分类广告

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登报热线：13416434253（微信同号）

变更公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40106585676259H

单位名称:广州市天河区凯戈职业培训学校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广汕一路 684号 3楼

法定代表人:陈凯宏

变更事项:1.单位名称由“广州市天河区南艺职业

培训学校”变更为“广州市天河区凯戈职业培训

学校”；2.单 位法定代表人由“罗琦”变更为“陈凯

宏”；3.单位章程作相应变更。

寻人启事

杜风英 曾用名杜云萍 女 63

岁 身高：160cm 左右 身材中

等 长发 右膝盖上方内侧有一

块成年人巴掌心大小 麦穗状

的黑色胎记陕西省彬州市义

门镇赵村人身份证号：610427

195807043326 于 2006 年年

底在广州市南沙区失踪、现在整个家庭为了这件

事情都操碎了心、希望她看到这条信息后尽快主

动联系家里人、也期盼社会知情热线人士提供重

要线索、我们将重酬答谢！ 联系电话：家属赵佩

华：18718871426�民警吴警官：13825200895。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区吕田镇份田村浪口经济合作社遗失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N1440117MF2035447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崔潇利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1056

00785491，执照编号 059130172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泽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和财务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君源商务酒店有限公司遗失特种行业许可

证，证号：穗公特云治字第旅 EX15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田志扬遗失广州市海运汽车出租有限公司

司机安全互助基金押金条，粤 A602JS 车，单号

201503000453，金额：贰仟元，日期：2015 年 3

月 27日，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本人林丰萍因保管不慎遗失了广州市公安局制发

的本人《广州市公安局工作人员证》（号码为 :�

13773），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安伟遗失粤 ADK1398 的广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运输证，证号：0101622，现声明作废。

恩平市天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横陂猪场生猪养殖产业园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众参与公示

一、建设项目概要

项目名称：恩平市天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横陂猪场生猪养殖产业园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恩平市天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编制单位：珠海联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恩平市横陂镇大亨村民委员会大亨一村牛屎迳（土名）

项目概况： 项目建成后可形成生长育成猪年出栏 10000 头的规模； 项目用地面积为 64�亩（42868

㎡

），配套新建保育猪舍 1座、育成猪舍 7座、育肥猪舍 7 座、饲料仓库 1 座、综合办公楼 1 栋、宿舍 1

栋及其它附属配套设施、废水处理设施，以及设备购置安装。

二、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恩平市天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吴先生 联系电话:�13725965234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名称：珠海联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叶先生 联系电话:13676197178

四、报告书、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报告书、公众意见表样表网络链接为：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x)，或采用

电话、信件、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索取报告书纸质版。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时限

本项目评价范围内周边公众和团体意见。 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可通过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表

填写，通过电话、信件、电子邮件等方式与建设单位联系并提交意见。 征求公众意见的起止时间为本

公告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恩平市天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 7月 27日

保单作废声明

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流水号段为

00563561、00563574、00562963、00563111、

00563586、00700103、00700110、

00700113-00700150、00704251-00704500、

00546086、00546088、00547071、00547072、

00547074-00547077、00547128、

00547196-00547198、00547078、00724355、

00724396、00724651、00724653、00724658、

00724672、00637979、00774231、00774312、

00775002、00775004、00775027、00775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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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广州追捧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本人邓贵龙系广州追捧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下简称 "公司 "）股东，持有公司 2%的股权。 作为公

司股东，公司一直未通过任何形式，向本人披露经营状况，提供过财务会计报表等公司资料。 本人认

为本人的股东知情权没有得到充分、切实保障。

为了充分了解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维护本人作为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请求查阅、复制如下公司资料：

一、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执行董事决定记录、监事决定记录、财务会计报告；

二、查阅公司自设立时起至 2021年 6月 30日止的会计账簿，包括会计账簿（包含总账、明细账、

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和会计凭证（包含记账凭证、相关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

的有关资料）。

其中查阅公司会计账簿是为了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营业收入、资产构成等，以维护本人的投资权益。

请公司在本函公告后十个工作日内， 提供上述资料在公司办公场所供本人及辅助人员进行查

阅、复制。 查阅、复制时间为五个工作日。

无论是否准许查询、复制上述资料，均请公司在本函公告后十个工作日内书面回复（快递或电子

邮件）；如未回复，本人将视为公司拒绝查阅、复制上述资料。 特此函告！

申请人：邓贵龙

二 O二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附：申请人联系方式：收件人：邓贵龙；电话：13822144733,收件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道银平路

116号前后仓国际珠宝产业园贰区 5栋 101号】；电子邮箱：【80600744@qq.com】。

遗失声明

遗失吕安丽在广州鸿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购买得汽车机动车合格证，证编号：WAE23

5212130747，车辆识别码 / 车架号：LSGKE54H

8MW088505, 发动机号码：210774336， 厂牌型

号：别克牌：SGM7153LBAA，声明作废，声明单

位：广州鸿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地铁十四号线二期马务站施工围蔽通告

为建设广州市轨道交通十四号线二期工程马务站，施工单位计划于 2021年 7月 30日起实施马

务站一期交通疏解，对机场路黄石立交南（北行方向）路段进行车道调整，本期交通疏解共划分为三

个阶段。 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阶段：7月 30日 23时开始，对机场路彩云路口至黄石立交北行向路段实施围蔽施工（保留

既有调头车道）；

第二阶段：8月 5日 23时开始， 对机场路彩云路口至黄石立交北行向全部路段实施围蔽施工，

调头车辆可沿黄石立交转盘南端通行；

第三阶段：11 月 15 日 23 时开始， 对机场路彩云路口至黄石立交北行向全部路段实施围蔽施

工，同时恢复高架桥下既有调头车道，调头车辆可沿桥底通行；

届时，机场路的黄石路口公交站（北行）将向东迁改 28米至黄石家私广场附近。机场路东侧车道向东

侧偏移改道（车辆行致路口注意提前减速），需提前关注右转指示变换车道。

本次围蔽施工起止时间计划为 2021年 7月 30日至 2021年 12月 15日。 施工期间可能对过往

车辆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 7月 26日

遗失声明

王艳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1036009

07382，编号 S0392015027300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长兴可任小吃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LD6Q6H，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山顶鸟服装设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9W2ERP8Q) 经股东会研究决定，公

司拟将原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减至 100万元人

民币。 请相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本公司

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陆智宏不慎丢失广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工作证，

证号 1022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堂广五金塑料部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B

KYF9F，编号 S2592014017336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鲍玉刚遗失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军人保障卡，

卡号：6216210010000920729，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太和张素娥冰鲜档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48B

5XH，注册号 440111600460142，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尹记酸菜鱼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BNCM4M，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运利电动车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9UNR667W

，编号 S262020034652，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市斯洛柯高分子聚合物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116695185960X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

民币 333.3333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300万元。 请

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公司

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广东世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1013314271998经股东会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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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白云区新市爱妮裳服装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YF3J

5G，注册号 44011160104132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鼎晨化妆品商行，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2440101L12363936M，注册号 44011

1380039668，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沙河梦飞诗电子经营部，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2440101L21650857B，注册号 44010

6300075214，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伟遗失车辆运输证， 证号：0096758 车牌号:粤

A7G76F�,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华盟运输有限公司遗失粤 AAJ415 车辆道路

运输证 IC卡一张，证号 002753235，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三和皮具辅料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4FR

N84，注册号 44011160108044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淑女坊服装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 440111601061730，执照编号 119130

131310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林巧英遗失广州市尚钧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具的广州市萝岗区敏兴街 11 号 1703 房(自编

号 C8栋 1703)发票，号码 02956386，代码 0440

02000105，金额 2777 元，号码 09676500，代码

244011509010，金额 240000元，号码 00746051

，代码 244011509010，金额 254660元，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林巧英遗失广州市尚钧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具的广州市萝岗区敏兴街 11 号 1403 房(自编

号 C8 栋 1403)发票，号码 02956387，金额 2776

元，号码 08111949，代码 244011509010，金额

240000元，号码 04544120，代码 244011509010

，金额 254555元，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辛亮亮遗失广东粤海天河城商业有限公司开具的

海尔洗衣机 EG80HB109G发票，代码 14401217

4467，号码 00060545，金额 1599元，声明作废

公 告

从 2021 年 7 月 13 日起， 佛山维尚家具制

造有限公司已取消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龙溪镇

岗湖路毛金堂（身份证号：44132219790508605

6）经营的“维意”加盟店的特许经营权，店铺位于

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龙溪镇岗湖路。 特此公告！

公 告

从2021年7月13日起， 佛山维尚家具制造有

限公司已取消广东省中山市东升镇同乐大街一路 95

号圆方装饰广场C07-08赵培国（身份证号：421022

198601282431）经营的“维意”加盟店的特许经

营权，店铺位于广东省中山市东升镇同乐大街一

路 95号圆方装饰广场 C07-08。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易鑫强遗失广东警官学院学生证，学号 90209162

042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源辉遗失广州天力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开

具的天朗明居 N 区 202 号商铺管理费押金收

据， 开票日期 2017 年 6 月 24 日， 收据号：

0305213，金额：516元，遗失商铺水电押金收据，

开票日期 2017 年 5 月 27 日 ， 收据号码：

0305203，金额：1300元，特此声明。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倾杯奶茶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 许可证编号:JY24401120012668;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长展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停止经营清理

债权债务,债权人自公告45天内申报债权债务,逾期视

作放弃权利.清算结束后将向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减资公告

广州市永展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将注册资本 500

万元减少至3万元.债权人自本公司公告见报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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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际平于 2021 年 7 月 20 日遗失军人残疾证，民

政部号 NO：00002275，广东省民政厅编号：粤军

A025452。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乐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粤 AF62373 车辆遗

失营运证，号码为：0029684，现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天蓬益康（广州）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9UL3HE65）经股东会

决议， 注册资本由原来人民币 1000万元减至人

民币 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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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福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0101MA9W36CG23）经股东会决议，

注册资本由原来人民币 2688 万元减至人民币

100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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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运晟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0101MA5CNEDH2L）经股东会决议，

注册资本由原来人民币 3000 万元减至人民币

100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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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运晟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4010130440125X9）经股东会决议，

注册资本由原来人民币 3000 万元减至人民币

1007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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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霁遗失驾驶证， 证号：440301198608044134，

声明作废。

水上分局协查通告

2021年 7月 25日在黄埔区长洲峨媚沙南长

水上加油站水域发现死亡 2天男尸:20岁,182cm,

黑发,上身赤裸,黑长裤,知情请电 83120625

遗失声明

本人高善标（身份证：44010419570916161

7）遗失圣嘉皮具商贸中心首层 A99 档开具的合

同定金发票， 发票代码 044001800104， 号 码

31170263，金额 40000 元，已填开，已盖章，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邵常烨服饰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T7R394，

注册号 440112600369949；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燕子服饰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 44011160106154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罗香玉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父亲：罗衍华，母亲：

叶林英，出生日期：2011 年 1 月 31 日，出生证编

号：K441610953，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越秀区健华食杂店遗失工商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UTCF6U，

编号 S0492015020479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俊昭食品行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正、

副本，编号 03613015245（1-1），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40103065835981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遗失粤 A5G6B5 的广州

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证号：穗交 0014775

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鼎富餐饮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原件，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D35JA

0Y,编号：S262019116202，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中涛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

人章（林秋）各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

广州瓦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定,将注

册资本 1100万元减至 30 万元, 请债权人自公告

日起 45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责编：张景云 美编：何建玲 校对：叶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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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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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住在天河区元岗街远洋

天骄小区的居民通过“有求必应”

平台反映，小区附近的市政规划路

迟迟没有开通，目前居民出行只能

靠开发商租用农用地的一条小路

通往元岗横路。 如今，该小路两边

的铁皮围墙在风吹日晒下摇摇欲

坠，十分危险。

“2015 年已有人陆续入住远

洋天骄小区了，几年过去了，小区

附近的市政规划路还没有建好，出

行很不方便，而且现在走的小路人

车混行，存在很大安全隐患。”小区

居民王女士说。

记者来到现场看到，居民所说

的这条小路是开发商远洋地产租

借村里的农用地，用铁皮围墙隔出

的一条临时小路，连通小区附近的

元辉街与元岗横路。由于久经风吹

日晒，铁皮摇摇欲坠，存在安全隐

患。

元岗街南兴社区居委会随即

协调小区物业和开发商对铁皮围

墙进行修补，适逢夏季台风天气频

繁，铁皮易发生坍塌，居委督促开

发商要尽快加固维护，及时消除安

全隐患。 据了解，目前开发商正在

与村里洽谈道路用地续租的问题，

待签完合同后将会对围墙进行整

体翻新改造，现派有保安人员在铁

皮围墙附近值守，及时提醒来往车

辆和行人。

“这条小路的通行是临时性

的，最根本的问题是要推进附近规

划路的建设。 ”元岗街南兴社区居

委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居委此

前已就规划路的问题多次向元岗

街道反映，市、区人大代表也曾来

到现场考查并提出建议，但由于涉

及征地问题，需要市相关职能部门

进行协调，目前仍在推进中。

微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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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通记者 李丹

大部分劳动者在刚入职时，都会注重

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但许多劳动者

却容易忽略劳动合同的期限，导致不少劳

动者在合同到期后没有及时与用人单位

签订新的合同。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劳

动关系是否仍受到法律保护呢？ 结合登峰

街近期的一起居民求助，越秀区登峰街社

区法律顾问、广东启源

（南沙）

律师事务所

律师汤小花、实习律师彭焱作出了解答。

案例回顾

小李大学毕业后入职广州某物业管

理公司，由于她并不打算留在广州长期发

展，因此入职时只与公司签订了为期两年

的劳动合同。 在此期间，小李结识了家在

广州的小张，并与其确定了恋爱关系。 在

小李与小张开始计划结婚之际，小李的劳

动合同到期了。

小李想继续留在公司工作，但公司既

未让她离职，也没有与她续签合同，这让

小李感到有些不安。 小李担心在劳动合同

到期的情况下继续留下工作会被公司为

难，也担心日后发生纠纷时理亏，但又不

愿意离职。

最终，小李选择向街道的社区法律顾

问求助，希望了解清楚如今自己与公司的

劳动关系，是否仍受法律保护。

社区法律

劳动合同期满未续，劳动关系仍受保护？

社区律师：建议尽快续签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

一款规定：“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者仍在

原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表示异议

的，视为双方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

合同。 一方提出终止劳动关系的，人民法

院应当支持。 ”

小李的遭遇在生活中非常常见， 尤

其是在管理制度不完善的中小企业中，

经常出现劳动合同期满， 用人单位和劳

动者没有续签合同， 但劳动者仍继续在

该单位工作， 用人单位照常发放劳动报

酬的情况。 根据上述规定， 本案中虽然

小李与物业管理公司只签订了两年的劳

动合同， 但在合同到期后小李继续在该

公司工作， 物业管理公司对此也没有提

出任何异议， 即视为小李与该物业管理

公司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劳动

关系仍然受法律保护。

但是，仍建议劳动者在劳动合同到期

后，尽快与用人单位签订新的合同，毕竟

需要受到保护的劳动者权益，不仅仅只是

劳动关系。 按时签订劳动合同，并在合同

中对双方权责进行明文约定，一旦发生纠

纷，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微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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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通记者 杨杏萍

按时签劳动合同 才能更好地维护合法权益

有求必应

街坊有所呼 小 e 有所应

扫码说出您的烦心事，小 e 助您解决

主办单位：中共广州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承办单位：新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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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通

路边铁皮围墙摇摇欲坠

居委督促物业修补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