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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黄宏伟 张春苗
报道 今年8月以来，榆阳公安
分局坚持“改革引领公安事业跨越
转型，创新驱动警务效能提升”的工
作思路，聚焦“微改革”“微创新”，组
织开展了公安改革创新大赛。

为了确保大赛取得实效，该
分局党委成立了领导小组，制定
了《公安改革创新大赛实施方
案》，对获奖的集体和个人分别报
请记二等功、三等功和嘉奖。同
时，在公安网开设了改革专栏，建
立了微信工作群，围绕改革创新

组织专题研讨，广泛收集基层民
警改革创新的“金点子”。

经过层层筛选，评审小组围
绕原创性、科技含量、实用性、推
广价值、综合评价等5个方面，通
过实地考察、演示汇报、现场打分
等方式，对参赛的17个项目进行
了集中评审，成功挖掘出了驼城
微经侦、社区新媒体微警务、刑事
案件优秀技战法、“DSVZR话单
轨迹分析技战法”等一批创意新、
实用性强、推广价值高的改革亮
点和品牌。

榆阳公安改革创新注活力

“122”交通安全宣传

连日来，神木交管二中队民警深入辖区大市场、酒店等人车
集中地开展“122”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活动，倡导广大交通参与者
树立文明交通意识，摒弃交通陋习，安全文明出行，从遵守交规做
起、从文明礼让做起，争做交通文明传递者。

本报通讯员王芳摄

12月2日下午，神木市交管大
队大柳塔分队民警走进大柳塔汽
车站开展“122交通安全宣传日”
活动。

民警向广大乘客、驾驶员讲解
近期发生的典型交通事故，向驾驶
员、乘客以及过往行人发放宣传资

料，向客运车辆张贴宣传海报，呼
吁驾驶员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自
觉抵制超员、超速、疲劳驾驶、酒
后驾车等交通违法行为。其间，
发放宣传材料800余份、张贴海报
80余张。

本报通讯员王佩摄

争
做
交
通
文
明
传
递
者

本报通讯员李云隆 贾益龙
报道 11月 26日，吴堡县公安
局交警大队联合县安监局、交通
局，召集恒泰运输公司、融通运输
公司工作人员及出租车驾驶员，
开展重点运输企业约谈。

当日下午，三部门工作人员来
到重点运输企业，督促恒泰、融通
两大运输企业尽快完成被通报的

两辆客运车辆违法行为的整改，并
报送至车辆管理所。要求各企业
制订源头治理方案，落实主体责
任，规范车辆和驾驶员档案管理，
加大GPS等科技设备的投入，对
企业车辆未检验的要及时进行检
验，该报废的坚决报废，对车辆驾
驶人该审验和换证的要及时办
理，彻底消除一切安全隐患。

吴堡交警

约谈企业负责人 消除安全隐患

富兰克林有句名言：人的一
生有两件事是不可避免的，一是
死亡，一是纳税。随着税收法治
建设的加强，一些隐而未发的税
务风险正日益显现，从而使公司
可能因为过去税务不法行为而面
临现实税务风险。因此，公司税
务风险的防范与控制具有非常重
要的现实意义。

公司税务风险主要是一种法
律风险，从法律规范角度来看，公
司税务风险主要有违反税务管理
的法律风险、违反纳税义务的法律
风险、违反发票管理与使用的法律
风险等。其中违反纳税义务的法
律风险主要包括公司税务违法风
险、主观非故意而结果违法的法律
风险、税收政策调整或税务机关的

责任导致的公司税务风险、客观上
少缴税的无责任税务风险四种。

纳税行为与公司的经济行为
相伴相生，经济行为的连续性决定
了纳税行为的连续性，潜伏在具有
连续性的纳税行为中的税务风险
是公司最大的隐患，有的公司现在
发展得很好，但也许在其创立与发
展的初期同样存在着税务违法的
行为。如江苏铁本公司由起初的
政府违规审批、银行违规贷款，最
后演变成铁本公司偷税犯罪，结果
公司倒闭，法定代表人判刑。

为了达到合法避税的目的，税
收筹划是公司税务管理的重要内
容，其目的是合法节税，而不是非
法偷税。但税务处理的技术性与
专业性强，目前立法对如何界定税

收筹划与避税以及与偷税的界限
等问题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税收
实务操作过程中因缺乏合法节税
与非法偷税的判断标准，从而加大
了税务风险防范与控制的难度，聘
请税务律师参与筹划就显得尤为
必要。

律师建议：公司要做到合法节
税，首先应当树立依法纳税的理
念，从根本上杜绝税务风险的产
生。第二，将税务风险防范与控制
纳入公司发展战略的高度，加以统
筹、规划与管理。协调公司财务、
会计管理与税务风险管理的关系，
通过依法纳税，实现公司发展战略
目标。第三，建立与健全组织机
构，规范公司的税务风险管理。设
立公司专职税务管理机构，建立税

务风险防范与控制机制。税务风
险管理的专业性与技术性，决定了
必须由公司专门的机构与人员才
能胜任。既负责税务风险管理的
规划、方案的制定，也负责对决策
的组织、实施及对税务风险的处
理。第四，借助于中介机构的税务
专业服务，实现公司税务风险的转
移。比如，税收筹划是税务风险管
理的重要内容，合法节税是税收筹
划的根本目标。公司可以通过税
务代理，借助“外脑”实现税收筹划
的合法节税目的。

合法节税 预防风险
贺睿 郭倩

本报通讯员张艳 班雄虎报
道 近日，全市法院刑事审判暨员
额法官培训圆满结束。全市法院刑
事审判法官和立案庭、审监庭相关
法官干警约130余人参加了培训。

此次培训特别邀请了省法院
审委会委员、法学博士赵合理和

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刑法学专业
硕士生导师、刑法学教研室主任
张国伟授课。两位老师联系自身
多年刑事审判工作经验和当前刑
事司法改革现状，针对刑事审判
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结合具体
案例进行了深刻剖析。

全市百余名刑事审判法官接受培训

本报通讯员刘雄飞报道
12 月 4 日，米脂县司法局在新
世纪广场开展以“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维护宪法
权 威 ”为 主 题 的 集 中 宣 传 活
动。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

发放宣传资料、展示宣传图板、
现场解答群众咨询等形式，发
放各类宣传读本500余册、法制
宣传毛巾400余条、法制宣传袋
500多个，现场解答群众法律咨
询50余次。

学习十九大精神 维护宪法权威

本报记者白潇报道 12月5
日，市中级法院集中约谈10名涉
执案件公职人员及其所在单位的
代表，督促他们尽快履行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

8月25日至12月 31日，市
中院开展关于清理“被执行人为
公职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
执行案件”专项行动，并于10月
10日，向社会广泛发布了《关于

敦促被执行人限期自动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通告》，对限
期不主动履行生效法律义务的被
执行人，特别是党政机关公职人
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一律
依法给予司法惩戒。专项行动开
展以来，共有15名涉公职人员、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被执行人
履行全部债务，182名被执行人
履行部分债务。

市中院

集中约谈10名涉执案件公职人员

本报通讯员康志峰 李瑜瑜
报道 日前，佳县警方禁毒大队
联合通镇、上高寨派出所查获两
名吸毒嫌疑人，决定强制隔离戒
毒两年。

11月16日，民警摸排发现：
吸毒前科人员姜某近期有再次吸
食毒品嫌疑。获悉后，禁毒大队
和上高寨派出所民警在榆阳区某

小区附近将其抓获。姜某曾因吸
食毒品被强制隔离戒毒4次。

11月 17日，民警接群众举
报：榆林南门口附近有人涉嫌吸
食毒品。获此线索后，禁毒大队
和通镇派出所民警立即赶赴榆
林展开调查摸排，锁定嫌疑人目
标，将王某抓获，对其尿检结果
呈阳性。

佳县警方强戒两名瘾君子

本报通讯员王小慧报道 近
日，神木市人民路派出所民警
走进神木市第二中学，组织动员
在校中学生积极参与2017年全
国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活动。

活动现场，学生打开“中
国禁毒”网进入答题。竞赛的

题目涉及新型毒品的由来、常
见的新型毒品、新型毒品和传
统毒品的区别、毒品对人体的
危害性、青少年吸食新型毒品
的诱因等方面的内容。竞赛
时青少年们都信心十足，积极
竞赛。

神木市人民路派出所

组织学生参加禁毒知识网上竞赛

12 月 4 日，府谷法院与县政
法委联合举办了以“弘扬宪法
精神，感受公平正义”为主题的国
家宪法日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群
众发放民事诉讼法、婚姻家庭

法、刑事及刑事诉讼法、立案登
记制度等法制宣传资料，耐心
地向咨询群众宣讲民间借贷、
醉酒驾驶、反家暴等法律法规
知识。
本报通讯员高雅杰 袁志强摄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现行宪法是对1954年制定的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继承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分别在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
对现行宪法作过四次修改。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将每年 12 月 4 日定为国家宪法
日。2014年10月27日，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议案提请全国人大
常委会审议。

2014年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明确将12月4日设立为国家
宪法日，国家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活动。

宪法日里来普法

弘扬宪法精神 感受公平正义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宪法
和法律，忠实履行法官职责，恪守法官
职业道德，遵守法官行为规范，公正司
法，廉洁司法，为民司法，为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而奋斗！”12月4日是第四
个国家宪法日，也是第十七个全国法
制宣传日。

当天上午，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雷红新带领全院法官干警通过视频，
跟随最高法院领导人向宪法庄重宣
誓。参加宣誓的法官与干警纷纷表
示，在以后的工作中，努力做恪尽职
守、廉洁奉公的法院人。

本报记者吕晶摄

向宪法宣誓

相关链接

本报通讯员姬鸣报道 12月
1日，榆阳区驼峰路派出所消防专
干冯学彪、社区民警对辖区的红
柳制衣、雅鹿制衣、秦羊服饰三家
服装厂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其间，消防专干和社区民警
每到一家服装厂都对厂区内的消
防栓、灭火器、应急灯、安全通道
等消防器材设施进行了认真的检

查，查看消防栓是否能够正常出
水、灭火器是否年检、应急灯是否
正常、安全通道是否畅通，并对服
装加工车间、存放原料和成品的
库房进行了安全隐患排查，检查
发现问题的现场下达了限期整改
通知书，与服装厂的负责人签订
了《消防安全责任书》，落实了消
防安全责任。

榆阳驼峰路派出所

扎实做好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