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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工作人员：朱顺玲 吕新景 田秀娥 只需一个电话，均可上门办理

●开封市朝东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注

册号410212000045544）经出资

人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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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城县鑫海摩托车经营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
411425000005428，声明作废。
●新安县北康牧业有限公司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遗失，证号：4103
23197610163016，声明作废。
●新安县荣平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副本遗失，注册号：4103230
00013819（2-2），声明作废。
●陈家沟太极拳发展有限公司位
于赵堡镇陈家沟村南的土地证
遗失，证号：温国用（2015）第
000027号，声明作废。
●孟振华，警官证于2016年5月
15日不慎丢失，警号：007159，
声明作废！
●赵玉山，男，小学高级教师任
职资格,证书编号: C169070903
00206，2009年12月评审通过，
2016年5月丢失，特此声明。
● 公 告

史万里（男，身份证号4127231
9661014553X）于 2015 年 10
月31日17时20分驾车发生重
大交通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
零一条第二款规定，决定给予
吊销驾驶证的处罚，特此公告。

汝南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2016年6月7日

在家也能挣大钱

原阳县工艺品厂 电话：13213079939
郑州黄河大桥桥北原阳路口大张庄村。

我厂加工丝带绣，珠绣，汽车沙
发坐垫等，现寻求女工并联营办分
厂。我厂免费提供原料和技术，上门
送货，现金结算加工费，每人每天可
挣100-130元，牵头人每月可得丰
厚管理费1-3万元。可预付加工费，
合同期1-5年。可法律公证。

招 商

新型玩具，手工组装，开发智力，其乐
无穷，新品上市，畅销不衰。免费供应
原料设备，录担运输和税收；每个加工
费2.6元，每人日获利130元，现金结
算。签合同交合作费780元（完成
5000个退回）；组织加工每月可得管
理费1-3万元，并预付加工费60％。

洛阳市委党校2号楼5楼玩具科技
洛阳站坐6路车到市委党校下车

13608657606 0379-64873096

联办儿童玩具厂

地
址

治皮肤顽癣好付款
13373937377

168
元

急招集装箱船员80名，跟单员，55岁以下，体
健，年薪丰厚，带薪年休三个月，签合同，办保
险，包吃住，免费办证即上岗 025-58769396

南京船舶直聘

招 聘

声明公告

注销公告

●兰考县兰大服饰运动店营业

执照正本不慎丢失，注册号：410

225618123980，声明作废。

●兰考县兰大服饰商场营业执

照不慎正本丢失41022560202

1392，声明作废。

●梁连升遗失民安望郡购房定

金收据，票号：5901532，金额为

五万元整，声明作废！

●周口市华鑫广告有限公司遗失

国税税务登记证副本，证号：

411602330060911，声明作废。

●周口市扶沟县城郊乡李卫兵卫

生室王梦洁（女）遗失护士专业技

术资格证书，编号：14116428，取

得时间：2014年7月，丢失时间：

2016年3月。特此声明。

●郭兵遗失长垣县公安局人民警

察证，警号：128789，现声明作废。

●王娜娜遗失河南城建学院就业协

议书，学号：011214110声明作废。

●洛阳师范专科学校英语系88

级学生杨恒的毕业证丢失，毕业

证号90602，特此登报声明。

●平舆县快意电梯工程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驻马店市威威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李晗琳《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

K410013826丢失，声明作废。

敬告：本栏目信息所有手

续都严格进行审查，但不

敢保证每条信息的真实

性，所有信息只作为双方

交流平台，客户交易前请

审验相关证明文件和手

续，签订有效的法律合同，

本报刊登内容不作为承担

法律责任的依据。

●开封中宝新能源有限公司（注册

号410224000037631）经股东决

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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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潢川县气象科技开发中心（注册

号：411526000007726）经主管

部门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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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郸城县信誉机动车修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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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瑞昊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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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盛祥木业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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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市嘉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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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云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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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贝特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不
慎遗失税务登记证（号码∶4130
23584370303），声明作废。
●2015年6月28日出生的张心
语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586839，声明作废。
●2011年12月22日出生的张
嘉峻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1358382，声明作废。
●2013年3月19日出生的韩
宇，男，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M412265763,声明作废。
●2010年10月20日出生的王
俊茜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K410801046，声明作废。
●潢川县气象科技开发中心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丢失，税号：
413024419385368,声明作废。
●长葛市林阳购物中心营业执
照副本丢失，注册号：4110826
01029590，声明作废。
●方城县嘉业建材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4113
22000027604，声明作废。
●山东金点子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社
旗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
号：411327000012777声明作废。
●新蔡县兴科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硕秋种业有限公司组织
机构代码证（78624608-7）、税
务登记证（412828786246087）
正本均遗失，声明作废。
●太康县恒宇热能设备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4116
27000013656，声明作废。

●虞城县金翰电器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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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阳玉之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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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前县太广种植专业合作社
经成员大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
权，特此公告。另该单位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西华县兴牧养殖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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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始县乐艺装潢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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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海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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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法制史话故事系列

□高山 江河

史可法除恶救民
“刑一人而千万人惧”

史可法(公元1602年—公元1645年)，开封府祥符县（今开封市祥符
区）人，是明末著名的抗清将领，名垂千古的抗清英雄。他为官清正，勤恳
奉公，一身正气，惩处除恶毫不留情，挽救黎民于水火，不让无辜群众遭受
牵连。在国家危急存亡关头，史可法不顾个人身家性命，坚持民族大节，
威武不能屈，这种崇高精神永远活在后人的心中。

史可法年轻时，因学习刻苦得到
御史左光斗的赏识和培养。左光斗
为官清正清廉，史可法受到老师很深
的影响，后来左光斗被宦官魏忠贤一
伙迫害而死。崇祯元年（公元 1628
年），史可法中进士。这时，魏忠贤已
自杀身亡，左光斗的冤案得到了昭
雪，史可法被赠右都御史一职。史可
法秉承老师嘱托，决心效法老师，报
效朝廷。史可法中了进士以后，就被
派往陕西西安府任推官（是府一级主
持刑狱的官），审判了一些案子。三
年考满之后，他就被调到京城，先担
任户部云南司主事，接着，又担任了
户部员外郎。

当时，国家内忧外患，朝廷岌岌
可危。有一次崇祯皇帝问谁可以到
地方做事，史可法站出来说道：“国家
养了我们这些官员，原本就是为了要
我们为国出力，保卫疆土。现在这种
样子，绝不是报答皇上知遇之恩所应
该有的态度。”于是，他主动要求到皖
西任职。

皇帝遂任命他以江西右参议（参
议是各省布政司的副职，布政司是各
省的行政长官）的身份，担任池太兵
备道，分守池州（今安徽贵池）、太平
（今安徽当涂）两地。

崇祯十年（公元 1637年）夏天，他被提
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池州、太
平四府，及河南的光州、固始等，湖广的蕲
州、广济、黄梅，江西的德化、湖口、彭泽等
县，提督军务。他在六安设立了指挥所，统
辖部队有一万多人。

六安地方差役特重，其中“马差”一项，
带给百姓的灾难尤重。六安民众吁请史可
法裁去这一害人的徭役，他深为怜悯，遂令
废止，改由官府雇人养马，百姓仅出部分费
用。史可法还允许六安民众直陈政见，在赋
税方面，编成法定的“一条鞭”册，做到贫、富

“赋役适均”。除“马差”以外，其他相沿已
久、不合朝廷规定的陋规，都一一废除，并刻
石立碑，以示永远。明代刑法中有犯罪“追
赃”（罚款）的制度。六安的“追赃”尤其厉
害，往往大肆牵连，贫民因此破产的数不胜
数。为此，史可法特地上书皇帝请求免除牵
累，那些被牵累的民众都幸而得到解脱。

史可法又经过调查，把一批犯有严重贪
污勒索罪和扰害百姓的官吏都严厉惩处，毫
不留情，收到了“刑一人而千万人惧”的效
果。史可法部下有一个姓苏的兵丁，因一件
小事射杀了一位老太婆，史可法立即把这个
兵丁按军法处死。罪犯的同伙不服，竟秘密
勾结上百人，在军中鼓噪闹事。当夜三更时

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取北
京，崇祯皇帝在煤山自杀。史可法与南京的许
多大臣一起拥立福王，建立了南明政权。不久，
清兵入关，占领北京。清摄政王多尔衮给史可
法写信诱降，史可法坚决拒绝，并到处奔走筹
划，力图恢复明朝。

但是，史可法的努力受到了南明权臣马士
英、阮大铖一伙的多方阻遏；驻守在长江以北的
几员武将，也为争权夺利而制造种种摩擦，但史
可法以国家大局为重，委曲求全，艰难支撑，为
阻挡清兵南下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公元 1645年 5月 13日，史可法从其他地方
督师回到扬州，决心以扬州为据点，部署抗清防
线。清军在攻下淮安、泗州之后，一路直奔扬

州，不曾遇到任何抵抗。清兵来到扬州城外的
斑竹园后，面对清兵的招降和炮火，史可法毫不
动摇，誓与扬州城共存亡。

自从清军侵入关内以后，所过城市，很少见
到像扬州这样抵抗的。这一次，清军统帅多铎
下令对扬州发动疯狂的总攻击，扬州的争夺战
激烈地展开了。扬州城的西北角最为险要，史
可法亲自守护。清军集中大炮的火力向城的西
北角攻击。城墙禁不住猛烈炮火的轰击坍塌下
来，最后城墙被炸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清兵蜂
拥而入。

史可法自杀不成，便大喊道“我是史可法”，
后被敌兵捉住押去见多铎。多铎劝降不成，便
将史可法杀害。史可法殉难时，年仅44岁。

“推官”主持审案
一心报效朝廷

除恶毫不留情 救民免受牵连

为复国委曲求全 救国难慷慨赴死

分，乱兵们在城中几处放火，想造成混乱趁机
刺杀史可法。当时史可法正在批阅公文，听到
起火的报告后，知道是乱兵所为，他镇定自若，
赶紧检出重要公文交给身旁能干的属员，叫他
们带好躲避起来，自己留下对付。

等乱兵们涌进史可法办公的地方时，看到
其威严神态，竟惊慌失措，四处逃散。天快亮
时，史可法迅即调兵镇压，惩办了首恶分子，并
组织灭火。事后，凡受害之家，烧毁一间房屋
赔偿五两银子。接受这次兵变的教训，为防止
军队再有扰民事件发生，史可法命令所有驻防
城里的官军一律开到城外驻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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