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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人●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

●软件网站●航空售票●转让●声明

分类广告

扫描二维码加好友
线上咨询办理业务

家政服务

●保姆保洁修家电65930584

信息窗口

●学历证资格证咨询66565839

寻亲公告

●本人翟和功住郑

州市航空港区新

港办事处翟庄村

144号，于2010
年9月11日早上5点在村南路

口捡到一名女婴，取名周雨珊

出生日期2010年9月11日，父

母信息不详，现寻找孩子亲生

父母，联系电话13213075741

公告

● 校长变更公示

郑州市管城区郑州乐猫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现声明校长变

更,校长由路瑶变更为杨伟君,
变更前无债务债权问题,变更

后的债务债权由杨伟君负责。

联系人杨伟君,联系电话1352
3022777

郑州市管城区郑州乐猫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2021年1月11日
●注销公告：河南舒翔国际旅

游集团有限公司吉利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
6MA40JR9Q1K）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声明

●徐亚平遗失郑州和康医院

护士执业证，编号：2013
41008331，声明作废。

●河南乾晟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中州漓江路小学供

配电工程保证金叁万元整，

声明作废。

●本人刘小兴,身份证号41282
6197111120847,不慎遗失郑

州金兰置业有限公司开具收

据六张,收据编号分别为:xz
2027891,金额124325;30020
28,金额156488;3002029,金
额156;1934770,金额156488;
1934771,金额673;1016925,
金额10000,特此声明作废。

●尹二强遗失洛阳路劲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发

票，发票号码：21554121，
金额：356215，声明作废。

●马昕,身份证号4110241996
02060035,声明:河南东方宇

亿置业有限公司2014年8月
20日开具的编号为:0074323,
金额为3万元的车位使用费

收据遗失，声明作废。

●许昌市东城区蕙妍雅舍美容

养生会所公章(编码4110007
022514)丢失,声明作废。

●许昌威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财务章遗失，编号：411023
3009627，声明作废。

●徐保旗位于荥阳市文博路与

棋源路交叉口西南侧泰城悦

府一期5号楼1单元801号豫

(2019)荥阳市不动产权第00186
62号所有权证遗失,声明作废。

●本人侯敏敏，性别女，2019
年4月28日获得河南省专业

技术人员任职资格证书（中小

学二级教师职称证），证书编

号为D01905177180300001，
于2020年1月19日不慎丢失

此证，在此声明该证书作废。

●新乡市珩琪手机商贸有限公

司（注册号4107002002100）
营业执照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史亚文遗失郑州市卫生学校

护理专业毕业证书，证书编

号09410100202106,声明作废。

●轩慧娟遗失护师资格证书，

管理号2018141010002030
1142，声明作废。

●焦作市佳宇物流有限公司营

运证410800026295丢失作废。

●李培贞坐落于巩义市惠民巷

14号付2号的房屋所有权证

（巩房权证字第20306号）
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市政工程总公司遗失

郑州市清理重点领域拖欠农

民工工资保证金专户2019年
5月7日开具的郑州市东周水

厂调水工程万三公路Ⅰ段、

万三公路Ⅱ段输水管线工程

一标段收据，编号0000819
金额81247元，特此声明。

●李贵彬遗失河南省直第三人

民医院2020年2月5日开具的

河南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住
院号200674695,票据编号021
3677,金额9953.48元,声明作废。

●陈色耀遗失洛阳建业凯旋

置地有限公司开具的10000
元质量保证金收据，票号：

0953111，现声明作废。

●本公司河南拓创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现丢失登封置腾置

业有限公司出具投标保证金

收据1万元，收据号为1975
459，现声明作废，产生的

纠纷均由我公司承担。

●郑州锦蓝商贸有限公司财务

章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通志法律事务中心营业

执照副本(2一2)丢失注册号
16999120-9声明作废。
●李智不慎遗失BMW7200EG合
格证，合格证编号为：WBG350
003495553车辆识别代号为：LB
V41BE01MMY82844车身颜色为：
矿石白发动机号为：4573F1
21发证日期为：2020年10月
21日纸张流水号为：000000
3179，此车辆合格证声明作废。

通 告
为保障全省公路和城市道路网络畅通，解决影响货车通行

效率和道路交通安全等问题，河南省交通运输厅、住房城乡建
设厅、公安厅、生态环境厅、水利厅联合开展了全省道路违规设
置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专项整治行动，印发了《河南省道
路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管理制度（实行）》，对道路限高限
宽设施和检查卡点依法依规进行清理和规范。

请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主动监督，反映违规限高限宽设施
和检查卡点线索，反映电话：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12328。
河南省道路违规设立限高限宽设施专项整治联席会议办公室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1年1月23日上午

10:00 时 在 中 拍 网（http://paimai.
caa123.org.cn）公开拍卖旧型钢、旧模板
一批。
详情咨询：0379-63120370

13937959490
展样时间：2021年1月15日－1月21日
展样地点：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

洛阳市天信拍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洛阳市中州中路459号数码
大厦A座1513室

公 告
吕曌曌:

本委受理河南中政华图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诉你因竞业限制争议一案(金劳人
仲案字[2020]第1595号)，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金劳人仲裁字[2020]第1595 号仲
裁裁决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来
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不领取即视为
送达。不服本裁决，可以自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逾期
不起诉，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金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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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扫描二维码加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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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5日 星期五 责编 杜一格 美编 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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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律交往：守住底线才能捍卫正义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日前，一年一度的中央政法
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明确了
2021年的工作思路，并对7项重
点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其中强
调，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
讼制度改革，推进律师辩护全覆
盖试点，聚焦有案不立、压案不
查、有罪不究，“运动式”“一刀切”
执法，司法人员与律师不当接触
交往等执法司法问题，深入开展
专项整治。

十八大以来，司法体制改革
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落实司法
责任制，发挥审判对侦查起诉的
制约引导作用，完善司法权的运
行机制。在此过程中，律师的作
用至关重要。作为唯一不具有公

权力的法律职业群体，律师独立
于司法机构与政府机关之外，不
受其权力的干涉，以控辩平等对
抗为前提，才能真正实现对社会
公平和法律正义的伸张。

2017年10月，最高人民法
院、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
办法》，扩大了《刑事诉讼法》规定
的法律援助的范围。所谓“律师
辩护全覆盖”，就是当被告人没
有委托辩护人的时候，法院应该
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
其提供辩护。

依法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
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基本原
则。“律师辩护全覆盖”不仅明确
了法官、检察官各自的分工和职
责，而且也对律师队伍的专业化

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推进相关
试点，意味着以审判为中心的刑
事诉讼制度改革进一步提速，建
立在控辩双方彼此制约、互相监
督的基础上，更有助于维护司法
的公平与公正。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
民众法治观念的提高，律师职业
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重要作用
日益凸显。如果说司法人员对待
律师的态度，体现了司法公正程
度；律师对待司法人员的态度，
则体现了法治发达水准。在案件
办理过程中，司法人员与律师的
接触交往不可避免，如果交往不
当，轻则请客送礼给人以瓜田李
下之嫌，重则利益输送达成违法
交易之实，不仅会破坏社会公平
正义，而且也会损害到司法公信

力。司法人员与律师之间存在着
天然的职业联系，只有明确各地
的职业底线，划定彼此的交往界
限，才能实现健康交往、良性互
动。

刑法致力于打击犯罪、维护
正义，刑诉法的任务则在于以看
得见的方式实现正义。近年来，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正在成为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
重点。一方面通过“律师辩护全
覆盖”提高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
参与意识，另一方面通过整治司
律不当接触强化双方的规则意
识，如此，更有助于实现控辩双
方依法博弈、据理力争，从而确
保每一个司法案件都能让人感
受到公平正义。

近日，吴先生称自己在陕西省西安汽车站购票时，未告知情况下，售票员为其购买了4元的保险。对此投诉中心工作人员
称售票窗口张贴了提示，顾客若不说默认有购买意图。（1月14日 澎湃新闻）

购车票被强制买保险，车站：有提示，顾客不说就是默认

新闻及订报热线
0371-

96211
依托纸媒，大河

报致力于以全媒体
矩阵为用户提供更
多资讯与服务，欢迎
扫描下方二维码参
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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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新闻

（顶端新闻·大河报编辑 张静 整理）河南省新闻名专栏 河粉儿热评

今日评论 关键词 司律交往河南省新闻名专栏

@杨朝清：“汽车票捆绑保险票”，这样的“潜规则”在不少城市的汽车站都曾
经或者正在上演。在物质生活渐次丰盈的今天，区区几块钱的保险费，并不会对
乘客的生存生态造成显著的影响，无非是少喝一瓶饮料而已。在公众权利意识不
断增强的当下，乘客的执着和较真，显然值得点赞。

面对外界的批评质疑，售票员拿出了“挡箭牌”——售票窗口张贴了提示，顾
客若不说默认有购买意图。一方面，售票员是按照规矩办事，有意见找制定规则
的人去；另一方面，明明有提示乘客不主动表达，责任就在乘客身上，就会被“我为
你好”的汽车公司默认为需要购买保险票。

@洪山华中：在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多的风险社会，购买保险有助于防范风险、
降低损失；然而，不同的乘客既具有不同的经济实力，也具有不同的消费文化和价
值观念，可供消费者选择的保险就要充分尊重他们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说到
底，事关消费者切身利益的事情，最好还是由他们自己做主；“越俎代庖”哪怕打着

“我为你好”的幌子，也经不起推敲。不论是不合理的餐位费，还是超市收银“四舍
五入”，抑或乘坐出租车“五毛变一元”，侵犯消费者权利和尊严的失范行为，理应
得到纠偏。只有尊重消费者对不合理行为说“不”的权利，商业市场才会更加繁
荣。哪怕看上去很有迷惑性，幌子终究是幌子，“默认购买保险”显然经不起推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