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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情况下退休待遇会被取消
辽宁省丹东市农科院原
党委书记、院长景希强严重违
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
待遇；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原
院长宋利菲严重违纪违法被开
除党籍，
取消退休待遇；
海南省
农信社原党委书记吴伟雄严重
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取消退
休待遇……最近对一些党员
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的调查
通报中，取消退休待遇是个高
频词。退休待遇都有啥？什么
情况下会被取消？

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其退 等也已经没有了。
休待遇被取消。
刑满释放也不再恢复退休待遇
我国《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如果刑满释放，离退休公
分条例》第 52 条规定：
“有违法
违纪行为应当受到处分的行政 职人员的退休待遇能恢复吗？
“不能。”陕西省一家省直
机关公务员，在处分决定机关
作出处分决定前已经退休的， 机关的离退休人员管理处有关
不再给予处分；
但是，
依法应当 负责人介绍，这有助于对公职
给予降级、撤职、开除处分的， 人员形成震慑力和警示作用。
应当按照规定相应降低或者取
“很多干部认为自己任内
消其享受的待遇。
”
一位地市纪 犯的错，退休后就成了历史遗
检部门人士解释，取消退休待 留问题，不好解决，比较安全，
遇是专门针对党政机关和事业 但从这些年通报的案件看，退
单位的离退休人员的。
休也不保险。
”
这位负责人说。
退休待遇分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
如果被判处有期徒刑，监
2013 年全国被查处的副
针对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
“退休待遇大概就指退休
察部《关于对犯错误的已退休 厅级以上退休官员至少有 11
景希强是知名玉米育种 国家公务员追究行政纪律责任 人，2014 年上半年就有 17 名
工资、医保什么的吧。”不少人
研究专家，
曾被称为
“北方的袁 若干问题的通知》中规定，
“对 副厅级以上的退休官员被查。
对退休待遇并不明确。
“退休待遇分为生活待遇 隆平”。2016 年 12 月，景希强 退休的国家公务员在任职期间 “尤其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
和政治待遇。
”
陕西省一家省直 因涉及辽宁拉票贿选案被免去 或者退休后触犯刑律，被依法 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
机关的离退休人员管理处负责 丹东农科院党委书记、院长。 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自 度和责任倒查机制，倒逼领导
人介绍，生活待遇和个人离退 去年 6 月，时年 60 岁的他退 判决生效之日的下月起取消其 干部在任内要慎重决策，因为
休时的岗位级别挂钩，主要是 休。最近他的问题通报显示， 退休金和其他退休待遇”。所 不管退休多少年，只要你贪腐
即使在通报中没有点明
“取 过 ，这 个 责 任 一 辈 子 都 卸 不
退休金和补贴两部分。中国劳 景希强因违规进行转基因玉米 以，
，
那些退休后被 掉。”陕西省一名纪检干部说。
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解释称， 实验，侵吞、窃取公共财物等 消其退休待遇”
“如果是省部级以上官员，
在一 问题被开除党籍，其涉嫌犯罪 判刑官员的退休金、医疗待遇 （摘编自《华商报》
）
■国际速读
画作刚拍出百万英镑突
然被切碎 伦敦当地时间 10
月 5 日“苏富比当代艺术晚
拍”
专场上，
英国涂鸦艺术家
班克斯的画作《女孩与气球》
最后亮相，并以 104.2 万英
镑（约合 939 万元人民币）成
交。正当场内鼓掌庆祝时，
画框突然响起警铃，在众目
睽睽下，
框内画作缓缓下滑，
画框内置碎纸机把画作切割
成碎纸片。苏富比欧洲当代
艺术部主管布莱希克猜测，
此事应是班克斯本人所为。
艺术家的行动被视为对艺术
市场的抗议，并被评论为对
艺术受资本控制的一次有力
嘲弄。
（摘编自《都市快报》
）

定时间内还会享有保姆费、司
机用车、
住院住单间等待遇”
。
政治待遇包括政治理论
学习。陕西省西安市老干局政
治待遇处一位负责人介绍，比
如每年西安市政府一位领导要
向离退休老同志介绍全市国民
经济运行状况，还会定期组织
老干部参观工农业生产建设项
目；参加党建工作；此外，不同
级别的离退休公职人员可以阅
览组织印发的相应级别的文
件、
在一定时间内继续配秘书、
留用办公室等。

娱乐圈税务大地震
本报讯 10 日开始，各地
税务机关将通知本地区影视
行业企业和高收入影视从业
人员，
对 2016 年以来的申报纳
税情况进行自查自纠。对在
2018 年 12 月底前认真自查自
纠、
主动补缴税款的，
免予行政
处罚，
不予罚款。
10 月 2 日，国家税务总局
下发通知，要求各地税务机关
针对近期查处的影视行业高
收入从业人员偷逃税等问题，
开展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
工作。10 月 3 日，演员范冰冰
利用阴阳合同偷税漏税的问
题水落石出，她个人及其工作
室和公司共被罚款 8.8 亿元人

民币。随后范冰冰在微博上 的核定征收率最高为 3.5%。
发布致歉信，承认了自己偷税 改为查账征收后，横店影视工
漏税的事实。7 日，崔永元在 作室适用税率为 5%至 35%的
自己的微博小号@小崔读书汇 五级超额累进税率。
上发文暗示自己因举报范冰
知 名 导 演 、制 作 人 刘 江
冰“阴阳合同”获得 10 万元奖 说，直接影响是，行业面临洗
金。同时，国家税务总局责成 牌。因为强势的明星们顺势
江苏省税务局对在范冰冰偷 将税收成本转移给制作公司，
逃税案件中，
因管理不力、
负有 “他们（明星）都是拿税后价”。
领导责任的相关单位和人员 “ 有 竞 争 力 的 ，还 是 会 活 下
进行了问责。
来。 没有竞争力的，
就相继破
此前一个月，横店影视工 产。”刘江直言，
“从长远来说，
作室陆续收到国家税务总局 可能是好事，
大量热钱涌入，
导
东阳税务局下发的通知：将逐 致很多恶性竞争。包括演员
步终止定期定额征收方式，征 片酬飙涨、
各种数据作假等，
都
收方式将改为查账征收。业 是后果，现在行业就是在自食
内人士表示，此前横店工作室 其果。
”
（摘编自《北京青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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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创
作的《百家讲坛》特别节目
《平
“语”
近人——习近平总
书记用典》将于 8 日至 19
日在央视综合频道 20∶00
档播出。节目从习近平总
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文
章、谈话中所引用的古代
典籍和经典名句为切入点，
旨在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
动阐释与广泛传播。
（摘编
自《南方都市报》
）
●10 月 9 日 10 时，公
安消防部队移交应急管理
部交接仪式正式举行，53
年的消防现役成为历史。
公安消防部队不再列武警
部队序列，全部退出现役。
公安消防部队转到地方后，
现役编制全部转为行政编
制，成建制划归应急管理
部。
（摘编自《解放军报》
）
■数字中国
60%
日前，浙江省征求抗
癌药专项集中采购方案，
要求报价低于参考价且报
价降幅大于等于平均降幅
的 60%，否则将停止其在
线交易资格，
被外界评价为
“最强降价”。此外，上海、
天津、北京、内蒙古、重庆、
辽宁、河北、福建、安徽、江
苏、
陕西、
广西、
江西、
海南、
河南、广东、湖南、湖北、四
川、
山东、
甘肃、
吉林等至少
22 省（市、区）也已发布相
关文件推进抗癌药降价。
湖北、
山东、
江西、
江苏等省
均提及“生产企业须承诺
其申报降价药品价格不得
高于其他省”。
（摘编自《法
制晚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