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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蔡县检察院
加强党建引领
坚实思想基础

关龙逄：

死谏开先第一人（中）

本报讯 近年来，新蔡县检察院坚持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以
服务大局为立足点，以党支部、党员队伍
和教育阵地建设为主线，为检察业务工
作持续求进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动力
支持。
配齐配强支委会。该院及时多方沟
通协调，按照知识、年龄、专业结构、工作
履历、组织能力互补原则，对支委会建设
进行重置和改选，配强 6 个党支部书记和
委员。高质量建设党建阵地。该院加大
资金投入力度，建设党建活动室、图书室
等场所，收藏党章、宪法等书籍 800 余册，
健全完善各党支部党员活动室，为党员
入党宣誓、重温入党誓词、表彰先进党员
等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完善各类管理制
度。该院坚持靠制度抓管理，向管理要
成效，完善了政治教育、思想汇报、诫勉
谈话、民主生活会，认真落实“4+4+2”党
建制度；健全完善业务、队伍和保障建设
方面规章制度 60 余项，并汇编成《机关党
建工作手册》，使机关党建的每一个环
节、每一个方面都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扎紧制度管党的笼子。 （王素玲）

□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国福

进献黄图苦谏君
夏朝的大臣太史令终古（中国
历史上第一名留名的史官）看到夏
桀这样荒淫奢侈，
就进宫向夏桀哭
泣进谏说：
“自古帝王，
都是勤俭爱
惜人民，才能够得到人民的爱戴。
不能把人民的血汗专供一人享
乐。你现在这样奢侈，
最终只有亡
国呀。
”
夏桀听了很不耐烦，
斥责终
古多管闲事。
关龙逄虽然出生于奴隶主家
庭，但深明大义，对奴隶富有同情
心，且为官正派，刚直不阿。当他
看到夏桀暴虐无道，荒淫奢侈，朝
野内外矛盾日益尖锐时，便对夏
桀犯颜直谏，可是夏桀根本听不
进去，反而变本加厉。

关龙逄看在眼里，忧在心里，
他决定以献黄图冒死进谏。夏桀
以关龙逄“妖言犯上”为由，将他
囚禁杀死，据记载，这一年是公元
前 1767 年。
“关于关龙逄被杀，目前大致
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进献黄图说；
另一种是炮烙酷刑说。”三门峡市
委党校副教授王福东说。
所谓黄图，在古时候有两种
说法。第一种说法是黄图就是地
图，关龙逄想借此说明形势危急，
让夏桀应多关心朝政。第二种说
法是黄图是绘制有祖先功绩的
图。据《纲鉴易知录》记载，黄图
是古代王朝绘制的宣扬帝王祖先

功绩的图画，
它的作用是留给后代
的帝王们看的，
以使他们弘扬祖先
的功德，
效法祖先们治理国家的业
绩，
把王朝一代代继续下去。
关龙逄捧去的黄图是大禹治
水、涂山之会等图画。希望夏桀
看到这张黄图后能够幡然醒悟，
效法先王，节俭爱民，收敛挥霍，
久享国运。
关龙逄一边手捧黄图呈给夏
桀看，一边苦谏：
“古代的君王，讲
究仁义，爱民节财，因此国家长治
久安。如今你如此挥霍财物，杀
人无度，若不改变，上天会降下灾
祸，那时定会有不测。”关龙逄说
完立而不去。

酷刑，
就是在铜柱之上涂上厚厚的
膏油，铜柱的下方烧着旺盛的炭
火。夏桀让侍卫把罪犯带上大殿，
命令罪犯在铜柱上行走。因为涂
上膏油的缘故，非常光滑，十分难
以行走，
一不小心就会跌入旺盛的
炭火之中。
夏桀命令卫士对关龙逄施以
炮烙之刑。
“关龙逄义愤填膺，
纵身
跳入炭火中而死。”王福东说，
“据
记载，
这一年是公元前 1767 年。
”
此后，夏桀更加肆无忌惮，再

也没人敢犯颜进谏了。这时居住
在东方的商国日益兴盛起来，首
领商汤在谋臣伊尹的辅佐下，率
师讨伐夏桀。夏桀的军队不堪一
击 ，在 鸣 条 之 战 后 便 彻 底 溃 败
了。夏桀逃奔南巢，死于亭山，夏
朝就此灭亡。
关龙逄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
位因为进谏而死的宰相，
而他的爱
国家、爱人民、不怕死的爱国主义
精神，
却永远激励鼓舞着一代又一
代后人。

纵身火海励后人
夏桀听后骂关龙逄一派胡言，
他对关龙逄说：
“子又妖言矣，
吾之
有天下，犹天之有日，日有亡乎？
日亡吾乃亡。
”
意思是说，
我就像天
上的太阳，
太阳会灭亡吗？只有太
阳灭亡，
我才会灭亡。
关龙逄又进一步苦谏，
说天下
百姓说：
“都愿与你这颗太阳同归
于尽呀！
”
夏桀听后恼羞成怒，
下令
把黄图焚毁，
以关龙逄
“妖言犯上”
为由将他囚禁。
所谓炮烙，
是夏桀发明的一种

早主动、早稳控，力争做到小事不出
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切实将
矛盾纠纷化解在当地、解决在基层、
消除在萌芽。三是积极开展法律政
策宣传，推动进村入户常态化。四是
向群众宣传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
今年以来，武陟县公安局西陶派
出所“一村一警”累计上门送证 200
张，
办理居住证 120 张，
赢得了群众的
广泛好评。
（李火振）

基层动态
邮箱：
jrabgg@163.com
电话：
0371-65978789

警务跟着民意走 工作围绕群众干
本报讯“一村一警”工作开展以
来，武陟县公安局西陶派出所明确分
工，
责任到人，
切实履行
“一村一警”
职
责，
把警力下沉到基层一线。
一是驻村民警通过发放警民联
系卡，及时了解群众需要解决的困难
问题。二是及时排查，做到早发现、

公

告

民警进校园 宣传防溺水知识
本报讯 暑假来临之际，登封市
公安局大冶派出所社区民警葛淼峰、

公

告

孔小荣（身份证号：41122219570506504X）：

周三群（身份证号：411222196402177516）：

史保群（身份证号：411222195705285018）：

冯金凤（身份证号：411222196409197560）：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三门峡
陕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你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周帮有（身份证号：411222197404227550）：
冯建峡（身份证号：411222197505257521）：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三门峡

公

陕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本报讯 针对夏季天气炎热，易
发生用电事故，登封市公安局宣化派
出所社区民警，深入社区、企业厂区、
学校、旅社、沿街商铺等，走街串巷开
展用电安全、消防安全检查活动，及
时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动员群众共同
参与，
确保消防安全。 （郭阳飞）
河南省司法厅
关于注销濮阳范正法医临
床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许
可证》及所属司法鉴定人《司
法鉴定人执业证》的公告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

陕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司法部《司法

司与你们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
《司法鉴定

告送达三仲裁字[2019]80 号裁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达 三 仲 裁 字 [2019]84 号 裁 决

人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濮阳范正

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公告送达三仲裁字[2019]86 号

60 日，
即视为送达。

裁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特此公告
三门峡仲裁委员会
2019 年 6 月 12 日

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三门峡仲裁委员会

三门峡仲裁委员会

2019 年 6 月 12 日

2019 年 6 月 12 日

《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送达公告
中山市横栏镇富易灯饰厂（法人代表：
周信富，
注册
号442000603674394）：
经查，
你公司于2019年4月1日签发了1笔收款
人为蔡燕玲的空头支票，
支票金额￥315650.00 元，
支票号码 4030412201545118。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票据法》
《票据实施管理办法》中关于空头支票的
规定，
我行拟对你公司处以￥15782.50元罚款。
我行委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汝州市支行代为送
达《中国人民银行汝州市支行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
(汝银告字(2019)第 1 号)，
邮储银行多次拨打法人代
表周信富电话，
均无法接通，
通过 EMS 邮寄后因
“原
址查无此人，
电话空号”
被退回，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我行领
取《中国人民银行汝州市支行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
【汝银告字（2019）第1号】，
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你公司对拟作出的行政处罚有异议，
可自《中
国人民银行汝州市支行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
【汝银
告字（2019）第 1 号】送达后五个工作日内向我行进
行陈述和申辩，
逾期未提出陈述和申辩的，
视为放弃
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联 系 人：刘占营
联系电话：
0375-6863645
联系地址：
河南省汝州市风穴路393号
特此公告
中国人民银行汝州市支行
2019 年 6 月 12 日

走街串巷排查消防隐患

赵换丝（身份证号：411222196003173040）：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三门峡

拍 卖 公 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定于 2019 年 6 月 19 日上午 10
时 ，在本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
1、
位于安阳市紫薇大道与
朝阳路交叉口紫薇壹号门面房一处（商业服务用途）建筑
面积约 292 平方米；
2、
位于安阳市长江大道中段（汽车南
站附近）的门面房 4 处；3、汽车一辆。以上标的详见拍卖
文件。有意竞买者请携带有效证件及规定数额的保证金，
请于2019年6月18日17 时前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展示时间：
自公告之日起 展示地点：
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电话：
0372-2263363 13703468021
报名地址：
安阳市海河大道东段高新技术创业服务
中心院内
河南省宇航拍卖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12 日

高豪在“一村一警”工作中，走进辖区
校园，为学生们上了一堂防溺水安全
教育课，给学生们讲解了防溺水知识
及基本的自救互救，增强广大学生的
安全防范意识。
（葛淼峰）

告

河南省司法厅
关于注销河南司法警院司法
鉴定中心《司法鉴定许可证》
及所属司法鉴定人《司法鉴
定人执业证》的公告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
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司法部《司法鉴
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
《司法鉴定人
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河南司法警
院司法鉴定中心（许可证号 4100059）

法 医 临 床 司 法 鉴 定 所（许 可 证 号

《司法鉴定许可证》及所属司法鉴定人

4109010）
《司法鉴定许可证》及所属

刘志业、王怀远、陈文学、郑绿霞、王延

司法鉴定人冯爱镇的《司法鉴定人执
业证》已于 2019 年 6 月 5 日被我厅依
法注销，
特此公告。
2019 年 6 月 12 日

15

领、段峰、毛更生、孙超、卫红、孙继文、
廖习华、穆清林的《司法鉴定人执业
证》已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被我厅依
法注销，
特此公告。
2019 年 6 月 12 日

河南省司法厅
关于注销王莉娜《司法鉴定
人执业证》的公告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
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司法部《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
法》的规定。河南事缘法医物证
司法鉴定所王莉娜的《司法鉴定
人执业证》已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被我厅依法注销，
特此公告。
2019 年 6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