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类广告

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登报热线：13416434253（微信同号）

遗失声明

郑逢鹏遗失龙光·五沙珑滨熙园 8 栋 loft 公寓

804 房定金收款收据， 收据号：0065561， 金额：

20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梁芷婷遗失由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颁发的军人家属

保障卡，卡号81000019060645361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陈双遗失由广州市诗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开具的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三张，发票编

号：08537297，金额：1100000元，发票编号：568

53617，金额：243977 元，发票编号：56853618，

金额：237168元，现声明作废。

公告

我（谢敏迭）的母亲胡悦金（女，一九三 O 年

十月十九日出生）于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在

广州市死亡，父亲谢舜年（男，一九二六年九月十

七日出生）于二 OO 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因死亡报

注销户口，外祖母关彩琴（女，一九一一年九月十

一日出生）于二OO六年五月三日死亡。谢舜年、

胡悦金死亡后遗有座落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

北路 24号二楼 201房的房屋。

如你是上述遗产的继承人（包括但不限于遗嘱继

承人、受遗赠人、法定继承人）或相关利害关系

人，对上述继承有异议的，请自公告之日起三十

日内与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公证处联系并提供相

关的书面证据材料。

联系人：陈小姐、梁小姐

联系电话：020-83569605�020-83569619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 437 号

越秀城市广场南塔十一楼三部。

遗失声明

广州信趣网络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泓缘物流服务有限公司遗失粤 AHH58

挂，粤 AJX32挂，粤 AFJ70挂道路运输证 IC卡、

证 号 ：440100072687，440100081487，4401000

81484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粤港澳大湾区精准医学研究院（广州）遗失发票专

用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高新科技培训学校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市莺鸣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9EUTP1R）股东会决定，本公司停止

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

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

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遗失声明

一汽出行科技（广州）有限公司粤 ADF2910 挂遗

失广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 IC 卡一个，证

号 0072064，现声明作废。

无主财物公告

2022 年 3 月 4 日，我所办案人员在广

州市南沙区珠江街福安二街五巷查处一宗

赌博案件， 现场查获涉案现金 28400 元。

因上述现金的当事人无法确认， 本案已裁

决，现上述物品须及时处理，请上述财物的

所有人或持有人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个

月内， 主动与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区分局珠

江派出所办案人员取得联系接受调查，逾

期未取得联系也未接受调查的， 上述物品

将按无主财物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 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新广

三路 22 号

联系电话：020-84943420

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区分局珠江派出所

二 O二二年九月十六日

寻人启事

2022 年 07 月 10 日 o4 时许，林永海

在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嘉顺十街 7 号离

家外出，至今未归。 林永海，男，现年 68

岁， 身份证号码:440924195402055616，

户籍地址: 广东省化州市文楼镇甲隆六云

村 1 号。 林永海身高约 150 厘米，身材偏

瘦，短头发，患有老年痴呆症，出走时穿着

黑色上衣、灰色长裤，头戴一顶红色安全帽。

若有发现该失联人员相关情况请及时

联系珠江所黎警官(值班电话:84943420)

附失联人员照片:

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区分局

珠江派出所

2022 年 09月 22 日

广东浩宏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 2022 年 10 月 11 日 10

时在中拍平台 http://paimai.caa123.org.

cn举行 1704 期网络拍卖会，公开拍卖：库

存酒类一批（分拆拍卖，共三个标包）。

标的详情请登录拍卖人官网查找当期

拍卖会公告下载当期《拍卖文件》参阅。 有

意竞买人须按照当期《拍卖文件》约定将保

证金划入指定账户并登录拍卖人网站办理

竞买登记手续（逾期恕不办理）。

展示期：2022 年 10 月 9、10 日（需在

9 月 30 日 17 时前在我司网站或来电提前

预约）。

公司地址：佛山市禅城区华远东路 19

号侨都大厦 10 楼

电话：0757-88352727， 网址：www.

hhpm.cn，微信平台：gdhhpm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合创海盛皮革五金配件商行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 副 本 ， 注 册 号

440111600355757，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麦永泉遗失集体土地房产证，证号：穗集地证字第

0089130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安水节能科技有限公司遗失法人（钟玉丹）

私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越秀区阿琴小食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

册号 440104601023857，编号S0402015026728G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三安村和安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

开户许可证正本，核准号：J581005294120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广州市南沙区大元艺术幼儿园（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524401153474121436）根据《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理事会决议通过，

拟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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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日内向本办单位清

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小鹏智慧出行科技有限公司遗失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运输证 1 本， 车牌号及证号如下：粤

ADC2069(0058637)，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暗物智能科技（广州）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

议，将本公司注册资本由 340,548,511.52元人民

币元减至 196,110,468.08元人民币，请公司有债

权的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 提出债权

债务或提出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陈选珍遗失广州市正佳广场物业管理公司开具的

懒人睫毛液店铺装修押金收据， 票号 00037050，

金额 3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鹤山市沙坪虎专

売

奶茶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编号：JY2440784009478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科翰服饰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L7453249

1F注册号 44011160119729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环球车享（广州）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车牌：粤

ADF0780的广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证

号：穗交 0105215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清如家政服务部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101MA59TCUP0R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元泰文旅发展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 将注册

资本 3100万元减至 100万元.请有关债权人自本

公告日起 45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清算组备案、债权人公告登报

广州茜文莉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40101574033987G，经股东会决议终止经

营，现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清算组成员曾彤，

清算组负责人曾彤。 请相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天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逾期

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清算结束后本公司将向

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广州傲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将注册

资本 1120万元减至 1008万元。 债权人自本公告

日起 45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梁佩遗失汕头大学毕业证，证书编号 105605202

10510062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吴书凤遗失广州番禺万达广场商业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开具的装修押金收据，收据号 0000813，金额

10000元，开具日期 2014年 07月 30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丰县祥兴食品有限公司遗失原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头头肆道健康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

证，证号：J5810239068201，声明作废。

变更股权声明

现广州阳启商贸有限公司已在 2022 年 9 月

23 日在公司办公室召开股东会,会议内容:审议

表决关于广州阳启商贸有限公司变更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股东、股权事宜。 白鑫定于 2022 年 9

月 23日成为广州阳启商贸有限公司的新法定代

表人。 变更前的一切债权债务均由杨

洢

及其旧股

东承担;执照变更以后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均由

白鑫新法人代表及其股东承担。 特此声明!�2022

年 9月 23号

遗失声明

广州运娇广告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 旧法人

章（邱秋）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萧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章、合

同章、发票章、法人章（林晓奇）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汉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章、合

同章、发票章、法人章（杨团花）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松洲宁宁书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9X5JNM9C，

注册号 44011138003958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福德路 317 号 110 铺谭军辉遗失

五谷猪肚鸡渔粉的招牌押金收据， 金额 2000 元，

收据编号 7103130，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千百顺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

登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粤易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现

登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光仟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发

票专用，法人章(罗进华)各壹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佛冈县龙山镇官路唇村

坣

二经济合作社不

慎遗失由佛冈县农业农村局 2020 年 10 月 18

日核发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正、 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N1441821MF6813154G，特此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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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增城逸翠庄园 2022-2023 年度公共区域绿化优化改造服务招标公告

投标人资格要求：1.获得有关绿化保养的执业经营法定牌照，公司注册资金必须不少于￥200 万

元；2.必须具有良好的园林绿化行业从业信用记录；3.提供不少于 3个曾承接过广东省绿化施工项目

数据，每个服务合同总价不得少于 30万；4.信誉良好，财政稳健，成立年限不少于【3】年的注册公司，

并能提供最近 1年已审核的公司审计报告或 2021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报告。

投标人需提交文件：1、往取标书者必须携同最新年检的营业执照副本、公司名片及公司授权书

或印鉴；《投标者申报声明》、《企业信息查核》；2、参与投标之公司，必须将标书连同公司背景及有关

资料于 2022年【10�】月【9�】日中午 12：00前一并交回；3、标书内容及有关档，中标与否，一概不退还。

索取标书时间：2022年【9�】月【23�】日至 2022 年【10�】月【8�】日于办公时间内（每日上午九时

至下午六时）

索取标书地点：广州市增城区荔湖街增城大道 292号逸翠庄园物业服务中心

回标地点：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 8号海航大厦 2405B物业部投标箱

回标截止时间：2022年【10�】月【9�】日中午十二时正

投标联系人：李玉芬小姐

联系电话：020-32833301

招标人：家利物业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增城逸翠庄园分公司

2022年【9�】月【23�】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佳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11231269234L，编

号 S1112021096825G（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产融科技投资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太平韩尚轩料理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17MA9YB68R2U，

编号 S222022001335，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区太平尚尚轩餐饮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9Y5MDT1X，

编号 GS222021015116，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郑逢鹏遗失龙光·五沙珑滨熙园 8 栋 loft 公寓

804 房首期收款收据， 收据号：0066293， 金额：

35752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合博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

专用章，旧法人章(谭皓天)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景泰王兴桂林米粉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53

E0X1，注册号：440111600658041，声明作废

近日，有市民反映，番禺区长

沙路中段道路树木茂盛，部分树枝

遮挡路灯，影响照明效果。 同时，树

上的果实会突然掉落，给行人及过

往的车辆造成一定安全隐患。

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大龙街

综合指挥中心派员到场走访。 经

查，有部分树叶、树枝紧挨路灯，晚

上光线较为昏暗。 大龙街综合指挥

中心将市民诉求立即反映至大龙

街城市管理办公室，并迅速安排绿

化队对长沙路沿线的行道树进行

详细排查，发现有树枝遮挡路灯的

情况及时修剪。 同时，建议城管加

强巡查力度， 以免果实掉落对行

人、车辆造成伤害。 大龙街综合指

挥中心将积极协调番禺区城镇路

灯管理所，对亮度不足的路灯进行

优化调整，为居民营造安全、顺畅

的出行环境。

微社区

e

家通记者 韩春华

通讯员 肖灿文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越来越

多的线下交易、办事等都可线上完成。 那

么， 企业与员工可否签订电子劳动合同？

官洲街社区法律顾问、广东经纶君厚律师

事务所律师陈宇佳就具体案例进行讲解。

今年8月1日，李先生入职L公司，担任

仓管员。 L公司于8月15日向李先生提出，

通过公司内部合同管理平台与其签订电

子劳动合同，不再签订纸质形式的劳动合

同。 李先生对此产生疑惑，签订电子劳动

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应如何签订才合

法有效？

陈宇佳表示，职工向用人单位主张所

有权益的前提是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而劳动合同作为证明用人单位与职工之

间存在劳动关系的最重要凭证，劳动合同

的合法有效与职工权益维护密切相关。 在

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劳动合同的

签订也要与时俱进。 特别是遇到用人单位

受疫情影响，不能依法及时与职工们订立

或续订纸质书面劳动合同时，双方可以通

过协商一致，采用电子形式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 符合劳动合同法、电子签名法等法

律法规规定的电子劳动合同一经订立，与

纸质劳动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

六十九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

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陈宇佳

表示，如L公司与李先生经协商一致，可以

签订电子劳动合同； 且若双方签订的电子

劳动合同能够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如

有资质的电子签名平台等， 属于符合民法

典规定的书面形式， 视为双方已签订了书

面劳动合同， 电子形式劳动合同与纸质形

式劳动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发布

的《关于订立电子劳动合同有关问题的函》

（

人社厅函 〔

2020

〕

33

号

）规定，采用电子形

式订立劳动合同， 应当使用符合电子签名

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可视为书面形式的数

据电文和可靠的电子签名。 用人单位应保

证电子劳动合同的生成、传递、储存等满足

电子签名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 确保

其完整、准确、不被篡改。

陈宇佳表示， 如L公司与李先生签订

的电子劳动合同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和上

述要求，则一经订立即具有法律效力，L公

司与李先生应当按照电子劳动合同的约

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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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法律

连线民法典

企业与员工签订电子劳动合同是否有效？

社区法律顾问表示，合法合规的电子劳动合同与纸质劳动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九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

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 书面形式是合同书、信件、电报、电传、传真等可以有形

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以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等方式能够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并

可以随时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视为书面形式。

树木茂盛遮挡路灯 大龙街及时优化调整

工 作 人 员

清理树枝现场。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