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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对《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作如下修改：

一、在第一条“保障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依法履行职权，根据”后增加“《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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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监督法》”；将“和其他有关法律”修
改为“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

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二条：“常务委员会
议事，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根据法定的权限和程
序，依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充分发扬民主，
集体行使职权。”

三、将第二条改为第三条，其中的“批准
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条例”修改为“审查批准地
方性法规和自治条例”；“调整预算” 修改为

“预算调整方案”；在“询问和质询”后增加“组
织特定问题调查”。

四、删除第四条。
五、在第六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

“常务委员会会议一般公开举行，经常务委员
会主任会议（以下简称主任会议）决定，也可
以不公开举行。”

六、在第七条第一款“省人民政府”后增
加“省监察委员会”；将“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
（以下简称主任会议）”修改为“主任会议”。

七、将第八条中的“十日”修改为“七
日”。

八、将第九条第二款中的“视察、调研形
成的报告可以书面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修
改为“视察、调研形成的报告作为常务委员会
会议参阅材料”；第三款修改为：“提请常务委
员会会议审议的专项工作报告等会议材料，
应当符合会议文件规范要求。”

九、 将第十条改为第十一条， 在第二款
“全体会议听取”后增加“和审议”。

十、将第十一条改为第十二条，在第一款

第一项“省人民政府”后增加“省监察委员
会”；在第一款第二项“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
和工作机构的负责人”后增加“省纪委监委驻
省人大机关纪检监察机构的负责人”。

十一、将第十二条改为第十三条，修改为：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列席会议的人员必须
按时出席、列席常务委员会会议，一般不得请
假。因特殊原因不能出席、列席会议的，应当通
过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办理请假手续。”

十二、将第十三条改为第十四条，在“常
委会组成人员的缺席情况”后增加“在当次会
议上通报，并”。

十三、将第十五条改为第十六条，删除第
二款中的“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
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省人民政府省长、省
监察委员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 可以依法向常务委员会提
出有关的人事任免案。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
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向常务委员
会提出撤职案。”

十四、将第十八条改为第十九条，在第一

款“送交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后增加“逾期未
报的，不列入当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

十五、将第二十条改为第二十一条，在“常
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省人民政府”后增加“省监察
委员会”；删除“和相关处室人员”。

十六、将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二条，在第
一款“常务委员会可以结合审议的议题对省人
民政府”后增加“省监察委员会”；在第三款“省
人民政府”后增加“省监察委员会”。

十七、将第二十二条改为第二十三条，修改
为：“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审议各项专项工作报
告以及开展专题询问的发言， 由省人民代表大
会相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
构于会议结束后七个工作日内整理并形成常务
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 经主任会议研究
后，由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转交省人民政府、省
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研
究处理。”

十八、 将第二十三条改为第二十四条，在
“质询案的提出和答复”后增加“特定问题调查
委员会的组织和活动”。

十九、将第二十四条改为第二十五条，修改
为：“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列席常务委员会会
议的人员的发言应当紧扣审议的议题，力求简明
扼要。在全体会议和联组会议上的发言，不超过
十分钟； 在分组会议上的发言不超过十五分钟，
再次对同一议题的发言不超过五分钟。征得会议
主持人同意，发言时间可以适当延长。未发言或
者有补充意见的，可以提供书面发言材料。”

二十、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九条：“常务委
员会任命、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依照《湖
南省实施宪法宣誓制度办法》进行宪法宣誓。”

二十一、将第二十八条改为第三十条，修改
为：“常务委员会会议结束后， 由常务委员会办
事机构编辑《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报》。

“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和决
议、决定，自通过之日起七日内在《湖南日报》、
湖南人大网等本省主要媒体上公布。”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
则》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后重新公布。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对《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
议事规则》作如下修改：

一、 将第二条修改为：“省人民代表大会
议事,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
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实行民主集中制原
则，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集体行使
职权，保障代表的民主权利。”

二、 将第四条第一款修改为：“省人民代
表大会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 一般于第一
季度举行。”

三、 将第五条第二款修改为：“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举行三十日前， 将开会日期和建议会议审
议的主要事项通知代表， 并将准备提请会议
审议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发给代表。 临时召开
的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不适用本款规定。”

四、 将第六条第一款修改为：“代表因特
殊原因不能出席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应当
在会议召开的五日前由选举单位通过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办理请假手
续；会议期间请假的，应当通过大会秘书处办
理请假手续； 会议期间请假时间不超过一天
的，应当经所在代表团团长批准。”

五、将第十二条中的“采用举手方式”修改
为“采用按电子表决器方式或者其他方式”。

六、删除第十五条第一款。
七、将第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主席团常

务主席召集并主持主席团会议。主席团第一次
会议在推选出主席团常务主席前由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召集并主持。每届省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主席团第一次会议

由上一届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召
集并主持。 主任可以委托副主任召集并主持。
主任出缺时，由副主任召集并主持。”将第一款
中的“主席团常务主席可以就主席团职责范围
内的事项向主席团提出建议，并可以对会议日
程安排作出调整”作为第二款。将第二款改为
第三款，在“可以通知省人民政府及其所属有
关部门和”后增加“省监察委员会”。

八、将第十七条第二款中的“处理会议日
常事务工作。”修改为“处理会议日常事务。副
秘书长协助秘书长工作。”。

九、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八条：“省人民代
表大会举行会议时， 不是省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的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 省监察委员会主
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列席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湖南省人民代
表大会会议选举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可以列席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的负责人和其他
有关机关、团体的负责人，经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决定， 可以列席省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

“列席会议的人员因特殊原因不能列席
会议的， 应当在会议召开的五日前通过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办理请假手
续；会议期间请假的，应当通过大会秘书处办
理请假手续。

“列席会议的人员在会议上有发言权，但
没有表决权。”

十、将第十八条改为第十九条，删除第二
款。

十一、 将第十九条改为第二十条， 修改
为：“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省
人民政府依法提出的议案，应当写明案由、案
据和方案。 提出制定或者修改地方性法规的

议案，应当附法规草案或者修正案。
“代表十人以上联名提出的议案，应当写

明案由、案据和方案。提出制定或者修改地方
性法规的议案， 应当附法规草案或者修正
案。”

十二、将第二十条改为第二十一条，删除
第一款中的“省高级人民法院、 省人民检察
院”；将第二款第二项中的“并向常务委员会
提出审议结果报告”修改为“并于当年九月前
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审议结果报告”。

十三、将第二十三条改为第二十四条，修
改为：“列入会议议程的地方性法规草案的审
议和表决、按照《湖南省地方立法条例》的规
定执行。”

十四、将第二十七条改为第二十八条，在
第二款“省人民政府” 后增加“省监察委员
会”。

十五、将第五章标题“审议工作报告、审
查计划和预算”修改为“审查工作报告、计划
和预算”。

十六、将第二十九条改为第三十条，其中
的“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意见经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同意后， 交省人
民政府有关部门研究处理”修改为“财政经济
委员会的初步审查意见交省人民政府发改、
财政部门研究处理。 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初步
审查意见和省人民政府发改、 财政部门反馈
的处理情况报告， 应当印发省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

十七、将第三十条改为第三十一条，修改
为：“省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时，省人民政府
向大会作关于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计划草案的报告、关于总预算草案
和总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并向大会提交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总预算草案。”

十八、将第三十一条改为第三十二条，修改
为：“各代表团对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的报告及计划草案、 省本级总预算草
案及本级总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进行审查。

“财政经济委员会应当根据各代表团的审
查意见，向主席团提出审查结果的报告，经主席
团通过后，印发会议，并在《湖南日报》、湖南人
大网等本省主要媒体上公布。”

十九、将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三十三条、第三
十三条改为第三十四条、 第三十九条改为第四
十条、第四十三条改为第四十四条，在“副省长”
后增加“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二十、将第三十五条改为第三十六条，在第
一款“省人民政府省长”后增加“省监察委员会
主任”；将第二款中的两处“进行选举”修改为
“进行投票选举”。

二十一、将第四十条改为第四十一条，并将
其中的“第三十六条”修改为“第三十七条”。

二十二、将第四十二条改为第四十三条，第
二款修改为：“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当选，须
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批准。其他各项选举的当选人名单，由
主席团发布公告。 由本省选举的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须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确认。”增加一款，作为第
三款：“大会选举产生、 表决通过的国家工作人
员，依照《湖南省实施宪法宣誓制度办法》进行
宪法宣誓。”

二十三、将第四十四条改为第四十五条，在
第一款“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后增加“省监察
委员会主任”。

二十四、将第四十五条改为第四十六条，删
除第一款中“的职务”。

二十五、将第四十七条改为第四十八条，在
第一款“可以书面提出对省人民政府及其所属

各工作部门和”后增加“省监察委员会”。
二十六、将第四十八条改为第四十九条，第

二款中的“半数以上”修改为“过半数”。
二十七、将第八章标题“调查委员会”修改

为“特定问题调查”。
二十八、将第四十九条改为第五十条，删除

第二款中的“一人”；第三款修改为：“调查委员
会可以根据需要聘请有关专家和人员参加调查
工作。”

二十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四条：“代表
应当围绕会议议题发表意见，遵守议事规则。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代表在会议上
的发言，由大会秘书处编辑简报，印发会议。”

三十、将第五十三条改为第五十五条，将第
二款修改为：“代表在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言的，
不超过十分钟，对同一议题再次发言的，不超过
五分钟。代表在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发言的，不超
过二十分钟，对同一议题再次发言的，不超过十
分钟。征得会议主持人同意，发言时间可以适当
延长。未发言或者有补充意见的，可以提供书面
发言材料。”

三十一、将第五十四条改为第五十六条，其
中的“经会议主持人许可”修改为“征得会议主
持人同意”。

三十二、将第五十六条改为第五十八条，其
中的“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举手方式”修改为
“采用按电子表决器方式”。

三十三、将第五十七条改为第五十九条，其
中的“在《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报》、《湖南政报》和《湖南日报》公布”修改为“在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和《湖
南日报》、湖南人大网等本省主要媒体上公布”。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根据本决
定作相应修改后重新公布。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的决定
（2018年9月30日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决定
（2018年9月30日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对环境违法行为严惩重罚。2017年至

2018年7月， 全省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件
7214起，罚款3.5亿元。以中央和省级环保

督察整改契机，重拳整治散小污企业，倒逼
企业转型升级， 为规范化大企业发展腾出
了发展空间，推动全省关停了3734家“散
乱污”企业，全省单位GDP能耗年平均降幅

达5.8%。
管发展的要管环保，管生产的要管环

保，督促有关部门按照绿色发展的理念从
源头推进高质量发展，形成全社会共同抓

环保的局面。在生态环境部今年组织的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整治中， 我省254个整
治项目完成240个，完成率94%，居全国第
一。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据介绍，基地示范面积750亩，主栽品种

为省农委“湘米工程”主推品种“玉针香”“农
香32”“兆优5431” 等； 集中示范以蜂蛙灯控
虫、生物菌控草、生物诱导抗病、冬季作物增
肥、 生态保育天敌为核心的水稻有机生产技

术体系。据最近田间调查，基地每100蔸禾有
隐翅虫40头、蜘蛛772头，每亩青蛙8000只以
上。基地技术人员扒开禾蔸，轻而易举就找到
了青蛙、蜘蛛、隐翅虫等“庄稼卫士”。

记者随专家在现场看到， 优质晚稻生长
整齐、黄丝亮秆、籽粒饱满。经专家测产，“兆

优5431”平均亩产610公斤，“农香32”平均亩产
595公斤。

双季稻如何既稳产又提质？ 省农委党组副
书记、副主任、省农科院党委书记柏连阳称，示
范基地单产600公斤左右， 有利于确保粮食安
全；双季稻绿色种植，解决了农药化肥过量施用

带来的面源污染问题； 绿色优质水稻让消费者
吃上“放心优质米”，又带动农民大幅增收。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洪程现场接受记者采
访时称，随着该技术在南方双季稻区的推广，
水稻产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将加快迈向高
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