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案件管理体
系、管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不能“眉毛胡
子一把抓”，而要突出重点，把握着力点。

疫情防控把好三关。一是把好消毒
关，每天对案管大厅重点部位进行全方
位、无死角消杀；对外来人员、外来文书材
料全面消毒。二是把好登记关，加强入口
管理，进入案管大厅的人员按规定佩戴口
罩，登记信息并亮码后进入；制定工作预
案，对不配合及体温异常者依规定处理。
三是把好隔离关，妥善安排人员在案管大
厅值班，减少人员聚集；工作人员必须佩戴
口罩，接受卷宗等材料要戴手套；设置隔离
工作区，办理业务应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

对办案机关三个倡导。一是倡导办
案机关在确保办案期限的前提下，尽量减
少疫情防控期间移送案件。二是倡导人
员不到现场，通过电话、网络办理，对确需
现场办公的，由办案机关指定专人送卷，
并将法律文书、电子卷宗光盘等消毒后分
别进行封存。三是倡导规范移送案件，办
案机关提前3日预约送卷，减少人员聚集；
对封存材料制作一式两份移交清单，由业
务部门指定专人共同在场依据移交清单
启封受理，录入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分案，
同时对案件材料进行二次消毒。

信息化工作三个沟通到位。一是通
过沟通，规范公安机关电子卷宗、法律文

书制作；公安机关按照检察机关案卡填
录要求制作提请审查逮捕意见书、起诉
意见书电子版，从源头上提高检察机关案
卡填录效率。二是通过沟通，规范政法大
数据平台应用，对危险驾驶类、交通肇事
类案件通过平台流转、办理；对于其他案
件，原则上通过平台办理；法检两家率先实
现在疫情防控期间全部案件、诉讼材料的
平台流转。三是通过沟通，用足用好“三远
一网”，积极协调第三看守所，确保疫情防
控期间，所有提审工作远程办理，所有法律
文书远程送达，并积极推动远程庭审。

对律师服务做到三个及时。一是及时
履行告知义务，对于因疫情防控等原因延
期阅卷的，督促各基层院逐一电话联系告
知相关事宜。二是及时做好公告指引，充
分利用12309网络等方式确保律师诉讼权
益，引导律师采取电话、网络等方式提前预
约阅卷。安排专人负责律师阅卷工作，根
据预约情况提前刻录案卷光盘。三是及时
建立内外上下联动机制。加强与本地律协
沟通，争取理解与配合，进一步加强条线上
下联动，实行律师接待窗口日报制度，做到
特殊时期联动联防，特殊情况协同应对。

郑州市检察院案件管理办公室主任
莫孙华

郑州市金水区检察院综合业务部主任
董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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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
案件管理体系、管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2020年是全国检察机关聚焦案件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的起步之年，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持续向好，夺取疫情防控和推进案件管理体系、管理能力现
代化的双胜利，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的科学方法。

一、深刻认识疫情防控和案件管
理体系、管理能力现代化的辩证关系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危机，也是一
次大考，不仅检验我们应对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能力，也检验着我们在有效
防控疫情的同时推进案件管理体系和
管理能力现代化的能力。

我们应当看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与案件管理体系、管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具有相互促进的统一性。案件管理体
系、管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以疫情得到有
效控制为前提；加强案件管理体系和管
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社会提供更多更
好检察产品，特别是精准办好每一起涉
疫情案件，可以为疫情防控提供重要的
法治保障和检察支撑。

同时，我们要善于从眼前的危机、
困难中捕捉和创造机遇。疫情防控期
间，郑州市两级检察机关案管部门以疫
情防控工作为机遇，充分发挥检察机关
在刑事诉讼程序流转中的引导作用，倒
逼各政法机关共同以规范化、信息化为
抓手，探索构建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一体
化单轨协同案件流转机制，取得了明显
成效。

二、统筹疫情防控和
案件管理体系、管理能力
现代化的基本原则

疫情防控第一原则。始
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坚持
底线思维，把工作预案做得更
充分，扎实做好案管大厅各项
预防工作，做到守土有责、守土
尽责。

注重当下兼顾长远原则。
把疫情防控作为当下案件受理
流转工作中的重点，不能因疫
情防控降低依法规范高效的标
准，大力提升案管工作规范化、
信息化、智慧化、集约化水平。

以信息化推动规范化原
则。进一步深化科技强检认
识，加强检察机关与外单位以
及检察机关内部信息化协作水
平。

一体化案件流转原则。
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三远一
网”、政法大数据平台作用，构
建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一体化单
轨协同案件流转机制。

三、统筹疫情防控和案件管理体系、管理能力现代化的着力点

受新郑市薛店镇卫生院委托，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以下国有产权进行公开处置：
一、标的基本情况

新郑市薛店镇卫生院民用锅炉及无塔供水罐公开处置公告

二、竞价方式
本次国有产权公开处置采取网上竞价方式进

行，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三、竞价文件获取方式
点击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主页“产

权网上交易大厅”，在对应标的的附件信息中自行

下载竞价文件。
四、报名及竞价有关时间
（一）网上竞买申请及资格审查时间为2020

年4月9日9时至2020年4月17日16时；
（二）网上自由报价及限时竞价时间详见竞价文件。
五、竞买人资格要求

（一）竞买人须具备独立民事行为能力。
（二）竞买申请须提交的具体资料详见竞价文件。
六、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一）标的查看联系人：
新郑市薛店镇卫生院 白先生
电话：13592589881

（工作时间：8：30—12：00、14：00—17：30）
（二）报名咨询及申请联系人：
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杨女士
电话：0371-69957712
（工作时间：9：00—12：00、13：00—17：00）

项目编号

新国资交易（2020）4号

标的名称 标的位置 竞买起始价（元）

薛店镇卫生院民用锅炉及无塔供水罐 新郑市薛店镇卫生院 4700

竞买保证金（元）

500

权属单位

新郑市薛店镇卫生院

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4月9日

● 通许县民政局公告
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
定，经核准，以下单位准予成立登
记，现予以公告。 1.名称：通许县
蔬菜流通协会，法人：兰中宽。

●郑州火神广告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注册号：410104100007635）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由申荣、
逯宝轮、时富宗组成，逯宝轮为清
算组负责人，请各债权人于2020
年4月9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杞县鑫发牛蛙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杞县鼎甲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开封市东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声明公告

综合分类
综合分类内容同步刊登在河南法制在线网

网址：www.hnfzb.com

刊登热线：0371-65526666 65978789 地址：郑州市郑汴路136号院

刊登各种声明公告、注销公告、减资公告、寻亲公告、更正公告等各类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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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法律顾问河南德金律师事务所 13838110713 0371-65350883 欢迎各广告代理公司洽谈合作 电话：13939003188 注销公告

●毛远超，警官证遗失，警官证

证件号：024623，声明作废。

●2015年2月2日出生的刘文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P410661795，声明作废。

●王建立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

号410325600024191，声明作废。

●李现华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丢

失，证号410181016894，声明作废。

●2016年9月2日出生的陈一

鸣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125288，声明作废。

●2016年12月19日出生的宋

梓汐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356974，声明作废。

●新蔡县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

会办公室财务专用章丢失，编

号4128280007673，声明作废。

●宋利品遗失执业医师证（编
码：110410000040737）和医师
资格证（编码：20054111041032
9197611293023），声明作废。
●郑州泰如实业有限公司豫
A5259W、豫A228V挂营运证丢
失，声明作废。
●2014年2月1日出生的王雨
婷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882115，声明作废。
●2003年1月10日出生的张鑫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C410148345，声明作废。
●刘高兵位于潢川县城关镇西店村
中心组集体土地使用证遗失，证号：
05959号，面积：170.00㎡，声明作废。
●河南舞韵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公章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西平县中宏汽运有限公司豫
QE8132/U282车营业证丢失，
证号411721026236，声明作废。

●鹿邑县公安局民警姬慧敏，警官
证号070458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郑州高新开发区李涛特色串
串香营业执照正本号41019960
0112659（1-1）丢失，声明作废。
●南阳华瑞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遗失法人章一枚，法人：卢
拨，声明作废。
●沈丘县贸达运输有限公司

(4116240011972) 公 章 不 慎 丢
失，声明作废。
●郑州瑞航运输有限公司豫
A8523U、豫AN1670、豫AU983
3、豫AV3012、豫Au3161、豫AC20
39、豫AX6079、豫AC5286、豫AN5
959、豫AW9380、豫AS869挂、豫
AR791挂营运证丢失，声明作废。
●2013年10月26日出生的张
恒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1434598，声明作废。

●2010年2月25日出生的张忆
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1899598，声明作废。
●2007年9月18日出生的张高
萌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K410419704，声明作废。
●2015年5月25日出生的杨艺
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517989，声明作废。
●南阳高新区张杰奥琳德水机
销售部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
统一代码92411300MA454HBG
8M，声明作废。
●李雨菲警官证丢失，警号107133，
特此声明作废。2020年4月8日
●河南亿顺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豫 PQ9529 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20099077，声明作废。
●周口市通顺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 PH037 挂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0084015，声明作废。

●新乡市红旗区公证处拟向红旗
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请注销
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
人自2020年3月24日起90日内
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地址：新
乡市红旗区平原路与和平路交叉
口东北角金谷时代广场A座22楼
电话：0373-3049127特此公告。

新乡市红旗区公证处
2020年4月9日

减资公告
●河南聚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
A40F44TX0）经股东决定，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注册资金由500万元人民币
减少到100万元人民币，请债权
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更正公告
●本报2019年11月25日15版
刊发的鹿邑县交警大队寻尸公
告中“2019年6月2日凌晨2时
许”应更正为：2019年6月21日
凌晨2时许，特此更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