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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保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以下简称代表） 依法行使提出建议、 批评
和意见的权利， 做好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
见工作，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 的有关规定， 结
合本省实际，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代表对各方面工作提出建议、
批评和意见是法律赋予代表的权利， 是依法
执行代表职务、 代表人民依法参加国家管理
的重要方式。

第三条 代表应当正确处理从事个人职
业活动与执行代表职务的关系， 不得利用执
行代表职务干涉具体司法案件或者招标投标
等经济活动牟取个人利益。

代表提出涉及具体司法案件、 招标投标
等具体经济活动的， 按照代表建议、 批评和
意见以外的其他相关法律程序处理。

代表提出建议、 批评和意见， 应当一事
一议、 明确具体。

第四条 代表可以通过代表建议、 批评
和意见网络平台或者使用统一印制的代表建
议、 批评和意见专用纸， 提交建议、 批评和
意见。

代表可以一人提出建议、 批评和意见，
也可以联名提出。 代表联名提出建议、 批评
和意见的， 领衔代表应当向参加联名的代表
介绍建议、 批评和意见的内容， 参加联名的
代表应当确认建议、 批评和意见内容符合其
真实意愿。

第五条 代表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
间提出的建议、 批评和意见， 由省人民代表
大会受理， 并按其内容分别交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 省人民政府、 省高级人民法
院、 省人民检察院， 以及本级政党组织、 人
民团体等单位研究办理交办， 具体工作由会
议工作机构负责。

代表在闭会期间提出的建议、 批评和意

见， 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受理， 并
按其内容分别交省人民政府、 省高级人民法
院、 省人民检察院， 以及本级政党组织、 人
民团体等单位研究办理交办， 具体工作由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机构负
责。

第六条 办理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是
有关国家机关、 政党组织、 人民团体等机关
和组织的法定职责。 有关机关和组织应当认
真研究办理代表提出的建议、 批评和意见，
并答复代表。

第七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
据需要， 可以将其负责办理的代表建议、 批
评和意见交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 常
务委员会办事机构或者工作机构具体办理。

省人民政府根据需要， 可以将其负责办
理的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交所属工作部门
具体办理， 并将具体办理单位告知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机构。

第八条 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需由两
个以上单位共同办理的， 交办时应当明确主
办单位和会办单位。

第九条 代表和有关单位对建议、 批评
和意见办理单位有异议的， 应当自交办之日
起十五个工作日内， 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代表工作机构提出； 对需要调整办理
单位的， 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
工作机构依据相关程序具体处理。

第十条 对涉及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
问题、 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的代表
建议、 批评和意见，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主任会议应当专题研究， 重点督办。

第十一条 办理单位应当建立健全代表
建议、 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制度， 规范办理
程序， 明确办理责任。 对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主任会议确定重点督办的建议、 批
评和意见， 办理单位主要负责人应当组织办
理。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省人民政府有关

部门办理工作的督促检查， 研究解决代表建
议、 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
题； 对涉及面广、 承办单位多、 协调难度大
的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 省人民政府应当
组织办理。

第十二条 办理单位应当加强与代表的
沟通、 联系， 通过走访、 接待代表来访等方
式， 充分听取意见。

第十三条 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认为
需要制定新的地方性法规、 政策， 或者需要
对现行地方性法规、 政策进行修改或者废止
的， 办理单位应当进行论证， 提出是否需要
制定、 修改或者废止地方性法规、 政策的意
见； 认为有关国家机关未依法或者依政策规
定办事的， 办理单位应当核实情况， 确有错
误的， 应当分析原因， 进行整改； 要求落实
有关法律、 法规或者政策规定， 解决有关实
际问题的， 办理单位应当进行研究， 对可行
的事项应当及时解决。

第十四条 办理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
应当自交办之日起三个月内答复代表； 涉及
面广、 办理难度大的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
的办理和答复期限不超过六个月。

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由两个或者两个
以上单位共同办理的， 主办单位负责答复代
表。 主办单位答复代表时， 应当综合会办单
位意见， 并明确注明会办单位。 会办单位应
当自交办之日起两个月内， 向主办单位提供
书面意见。

第十五条 办理单位应当针对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的内容， 客观、 具体、 明确地答
复代表：

（一） 所提事项已经解决或者部分解决
的， 应当将解决情况答复代表；

（二） 所提事项已经列入工作计划的，
应当将工作计划和解决时限答复代表；

（三） 所提事项受客观条件限制暂时无
法解决的， 应当将有关情况和理由答复代
表；

（四） 所提事项不符合法律、 法规、 政
策规定的， 应当向代表说明， 并答复代表。

第十六条 对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的
答复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按照规范格式行
文， 由本单位负责人审核签发， 同时抄送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机构。

对代表联名提出的建议、 批评和意见，
应当分别答复每位代表。

第十七条 办理单位对承诺在一定期限
内解决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所提事项， 应
当跟踪落实； 已经解决或者确因客观情况发
生变化未能解决的， 应当及时书面告知代
表， 同时抄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
表工作机构。

第十八条 办理单位应当及时了解代表
对建议、 批评和意见办理和答复情况的意
见。

代表应当自收到答复一个月内， 通过代
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网络平台或者书面向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机构和办
理单位反馈对办理和答复情况的意见。 代表
反馈不满意意见时， 应当注明不满意的具体
原因。

代表对办理和答复不满意的， 办理单位
应当重新研究办理， 并在收到反馈意见一个
月内再次答复代表。

第十九条 每年九月底以前， 办理单位
应当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
机构报送本年度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办理
工作情况报告。

第二十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负责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的督办工作， 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负责组
织、 协调。

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 常务委员
会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根据主任会议的安排
做好督办的相关工作。

第二十一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应当每年听取省人民政府、 省高级人民法

院、 省人民检察院关于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
见办理情况报告， 听取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代表工作机构关于代表建议、 批评和
意见办理及督办情况的报告。 报告经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 印发下一
次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审议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办理情
况报告， 应当邀请部分代表列席会议， 听取
其对建议、 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的意见。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组织部
分代表对建议、 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进行评
议。 评议方案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主任会议确定。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可以依法就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提出询问或者质询。

第二十二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应当向社会公开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内
容， 有关单位应当依法向社会公开代表建
议、 批评和意见办理和答复情况， 但涉及国
家秘密、 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除外。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机构应当要
求办理单位说明情况， 或者限期整改并报告
处理结果； 必要时，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督促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办理单位有关负
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一） 办理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敷衍
塞责的；

（二） 办理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或者
答复代表时， 隐瞒事实真相、 弄虚作假的；

（三） 贻误办理工作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 对提出建议、 批评和意见的代表

进行刁难、 威胁、 打击报复的。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自2017年1月1日起

施行。 2003年1月8日湖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的 《湖
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办
理工作条例》 同时废止。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工作条例

（2016年12月2日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