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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乡、民族乡、镇（以
下简称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和建
设，保障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依法行使职
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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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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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结合本省
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应当坚
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
依法行使职权，维护本行政区域人民群
众的根本利益。

第三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及乡镇
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工作经费、乡镇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活动经费，列入本
级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并根据实际情况
合理确定和调整经费标准。对财政确有
困难的乡镇，上一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
补助。

第四条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和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联系、指导本行政区
域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支持其
依法行使职权。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以
下简称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应当加强对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

（以下简称主席团）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闭会期间工作的联系和指导。

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
加强对乡镇选举委员会的领导。

第二章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
列职权：

（一）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
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

（二）在职权范围内通过和发布决
议；

（三）根据国家计划，决定本行政区
域内的经济、文化事业和公共事业的建
设计划；

（四）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财
政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五）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政工作
的实施计划；

（六）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
副主席；

（七）选举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
长；

（八）听取和审查乡镇人民政府的工
作报告；

（九）撤销乡镇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
决定和命令；

（十）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
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
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
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
权利；

（十一）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
益；

（十二）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
（十三）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

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
权利。

少数民族聚居的乡镇的人民代表大
会在行使职权的时候，应当采取适合民
族特点的具体措施。

第六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
议时，选举主席团，由主席团主持本次会
议，并负责召集下一次的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会议。

主席团在决定召集下一次的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会议前，应当进行下列工作：

（一）确定会议举行的日期。
（二）拟定会议议程草案和代表议案

及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办法草案
等；会议有选举议程时，负责拟定会议选
举办法草案，提请大会通过。

（三）提出主席团名单草案和其他有
关名单草案，提请大会选举或者向大会
报告。

（四）决定列席人员名单。
（五）督促本级人民政府做好提交会

议审议事项的有关工作。
（六）会务工作和其他筹备工作。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每届第一次会

议，在本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完成
后的两个月内，由上一次的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主席团召集。

第七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
年一般举行两次。经过五分之一以上代
表提议，可以临时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
会会议。

主席团应当在举行乡镇人民代表大
会会议三日前，将会议举行时间和会议
事项通知代表。临时举行的会议，不受上
述规定限制。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会期不少于
一天，有选举事项时可适当延长。临时举
行的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会期，不受
上述时间限制。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应当有全体
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举行。

第八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应当根
据本行政区域实际情况依法合理安排会
议议程，进行选举，听取和审查本级人民
政府工作报告、主席团工作报告，审查和
批准本级财政预算，听取和审议本级人
民政府专项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本级
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预算调整方案
和本级决算，讨论、决定本条例第十二条
第一款规定的事项等。

第九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
议审查预算草案前，主席团应当组织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听取选民和社会各
界的意见。

第十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
议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立预算审查
小组、议案审查小组，在主席团领导下承
担预算、决算审查和议案审查的具体工
作。

预算审查小组负责对本级财政预
算草案、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决算草案
或者预算调整方案等涉及预算、决算相
关事项进行审查，并向主席团提出审查
意见。

议案审查小组对代表提出的议案
是否符合法定要求进行审查，并向主
席团提出是否列入本次会议议程的意
见。

第十一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举
行会议时，主席团、本级人民政府，可
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
主席团决定提交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审议。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五人以上
联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
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
议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大会议
程；或者先交大会会议设立的议案审
查小组审议，提出是否列入大会议程
的意见，再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大
会议程。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在交付表决
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经主席团同意，
会议对该项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议案的时
候，代表可以依法提出询问，有关单位应
当派人说明。

第十二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应当对本行政区域民主法治建设、区域
发展总体规划、城乡建设、生态环境保
护、重大民生事项、重大建设项目、政府
债务、国有资产管理等人民群众普遍关
心的事项进行讨论，并根据实际情况依
法作出相关决议、决定。

在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前，
主席团可以组织代表通过走访、座谈、听
证、问卷调查等形式，征集重大民生事
项、重大建设项目等的建议。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制定讨论决
定有关事项的具体办法。

第十三条 本行政区域关系人民群
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工作
的推进情况、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置情况，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及主席团报告。

第十四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审查和批准本级财政预算、预算执行情
况的报告、本级财政预算的调整方案和
本级决算时，应当对预算安排的合法性、
完整性、可行性，以及政府债务、国有资
产管理、上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
支出政策实施情况和重点支出、重大投
资项目安排等进行重点审查。

第十五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审议议案和报告时，本级人民政府领导
人员应当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对代

表审议时提出的建议、意见，应当当场予
以答复；确实无法当场答复的，在会议闭
会后应当认真研究办理并及时反馈。

第十六条 不是乡镇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的乡镇人民政府领导人员列席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必要时，其他有关单
位的负责人，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
团决定，可以列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时，可
以邀请本行政区域的选区选出或者在本
行政区域居住、工作的上级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列席。

第十七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应当
建立议事规则，规范议程设置，明确对各
项报告的要求，完善代表提出议案及建
议、批评和意见，以及审议、表决等程序、
规则，保障代表围绕议题充分进行审议
发言，依法行使各项权利。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时，可
以安排全体会议、分组会议或者分团会
议，审议列入议程的议案和报告；对重要
或者专门性问题，也可以组织代表进行
专题审议。

主席团应当将代表审议意见交本级
人民政府和相关单位研究处理。

第十八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在选举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
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时，其人选由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名或者代表
依法联合提名。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书
面联名，可以提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
席、副主席，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
的候选人。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人
选，应当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主席团提名的候选人人数，每一代
表与其他代表联合提名的候选人人数，
均不得超过应选名额。

提名人应当如实介绍所提名的候选
人情况。

第十九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
席，人民政府正职领导人员的候选人一
般应多一人，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名的
候选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额选举。乡镇
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人民政府副职领
导人员的候选人人数应比应选人数多一
人至三人，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应
选人数在选举办法中规定具体差额数，
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人数
超过选举办法规定的差额数，由主席团
提交代表酝酿、讨论后，进行预选，根据
预选中得票多少的顺序，按照选举办法
规定的差额数，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进
行选举。

第二十条 代表对于确定的候选
人，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可以
另选其他任何代表或选民，也可以弃权。

第二十一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
举本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获得过半数
选票的候选人人数超过应选名额时，以
得票多的当选。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
当选人时，应当就票数相等的人再次投
票，以得票多的当选。

获得过半数票的当选人数少于应选
名额时，不足的名额另行选举。另行选举
时，可以根据在第一次投票时得票多少
的顺序确定候选人，也可以依照法律规
定的程序另行提名、确定候选人。经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不足的名额的另行
选举可以在本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进
行，也可以在下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上进行。

另行选举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副主
席，人民政府副职领导人员时，依照本条
例第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差额数，进行差
额选举。

选举结果由主席团予以公告。
第二十二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

席、副主席，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
在任期内需要调整的，应当及时依法办
理辞职、补选手续。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乡
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可以向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提出辞职，由大会决定是否
接受辞职。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乡
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因故出缺时，由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补选。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补选本级国家机
关领导人员时，可以进行差额选举，也可
以进行等额选举，在补选办法中规定。

补选和接受辞职的结果，由主席团
予以公告。

第二十三条 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选举、补选的本级国家机关领导人
员和通过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
员，主席团应当组织其在当次会议上进
行宪法宣誓。

第二十四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应
当依法规范选举工作程序，加强对被选
举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

第二十五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举
行会议时，主席团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
代表联名，可以提出对乡镇人民代表大
会主席、副主席，乡长、副乡长，镇长、副
镇长的罢免案，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审议。

罢免案应当写明罢免理由。
被提出罢免人员有权在主席团会议

或者大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或
者书面提出申辩意见。在主席团会议上
提出的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的申辩意
见，由主席团印发大会全体会议。

罢免案由主席团审议后，提请大会
全体会议表决，经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
过，由主席团予以公告。

第二十六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举
行会议时，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可以书面
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的质询案。质询案
必须写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

质询案由主席团决定交由本级人民
政府在主席团会议或大会全体会议上口
头答复，或者由本级人民政府书面答复。
在主席团会议上答复的，提质询案的代
表有权列席会议，发表意见；主席团认为
必要的时候，可以将答复质询案的情况
报告印发大会全体会议。

质询案以口头答复的，应当由本级
人民政府的负责人到会答复；质询案以
书面答复的，应当由本级人民政府的负
责人签署，由主席团印发大会全体会议
或者印发提出质询案的代表。

提出质询案的代表半数以上对答复
不满意的，可以要求本级人民政府再次
作出答复。

第二十七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进
行选举和表决，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
过。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选举采取
无记名投票方式。

通过决议、决定，按照大会议事规则
规定的方式进行表决。

第三章 乡镇人民代表
大会主席团和主席、副主席

第二十八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设
专职主席，并可以设副主席一人至二人，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配备专职副主席。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由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从代表中选出，任期
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第二十九条 主席团由五至十一人
组成，具体名额由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确定。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为
主席团成员。主席团其他成员人选由上
一次的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从本届
代表中提名，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选举。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不得
担任本级人民政府的职务；如果担任本
级人民政府的职务，必须向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辞去主席团成员的职务。

第三十条 主席团在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闭会期间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贯彻宪法、法律、行政法
规、地方性法规、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
议、决定。

（二）讨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
权范围内的事项，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
会会议审议决定。

（三）制定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
间年度工作要点，每年选择若干关系本
行政区域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普遍关注
的问题，有计划地组织代表听取和讨论
本级人民政府的专项工作报告，对法律、
法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开展视察、调研
等活动；听取和反映代表和群众对本级

人民政府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四）负责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交有关机关和
组织研究处理并负责答复。

（五）根据代表的要求，联系安排本
级或者上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持代表证
就地进行视察；将代表参加视察、专题调
研活动形成的报告转交有关机关和组织
研究处理。

（六）负责报请县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批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换
届设立的选举委员会；根据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确认代表的
资格或者确定代表的当选无效，在每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前公布代
表名单。

（七）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
邀请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选区选出或者在
本行政区域居住、工作的上级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评议本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
机构或者上一级国家机关派驻本行政区
域的工作机构的工作。

（八）负责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
的具有规范性文件性质的决议、决定，报
所在行政区域的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备案审查。

（九）组织代表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和作出的决议、决定
的实施情况进行跟踪监督。

（十）组织代表对本级财政预算安
排的合法性、完整性、可行性，以及政
府债务、国有资产管理、上级财政转移
支付资金的使用、支出政策实施情况
和重点支出、重大投资项目等，进行初
步审查。

（十一）建立和完善代表联系原选区
选民和人民群众制度，定期组织代表向
原选区选民报告履职情况，回答选民询
问，接受选民监督；加强代表履职管理，
建立代表履职档案，记录代表履职情况。

（十二）制定代表履职学习规划和计
划。

（十三）办理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交办的工
作，以及其他依法需要由主席团讨论决
定的事项。

主席团在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
间的工作，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报
告。

第三十一条 主席团在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闭会期间，每三个月至少举行一
次会议；必要时，可以临时举行会议。

主席团会议应当有全体成员的过半
数出席，方能举行。

主席团举行会议时，可以邀请本级
人民政府领导人员列席，也可以邀请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列席。

主席团决定事项，以主席团全体成
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三十二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
席履行下列职责：

（一）召集并主持主席团会议，在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负责主席团的
日常工作，组织实施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和主席团决定的事项。

（二）按照主席团制定的代表履职学
习规划和计划，组织代表参加初任学习
和履职学习、专题学习。

（三）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了解代表工作情况。根据主席团的安
排，组织代表或代表小组进行视察、调
研，参加执法检查，对乡镇财政管理事
项和本行政区域的其他重大事项进行
调查，听取乡镇人民政府的工作汇报，
评议本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机构或者
上一级国家机关派驻本行政区域的工
作机构的工作等。

（四）督促有关机关和组织办理主席
团交办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并向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下一次会议报告办理结
果。

（五）办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
举的有关具体工作，指导、协助选区依法
办理补选、罢免代表的有关事项。

（六）为依法提出约见本级有关国家
机关负责人的代表及时做好联系和安
排。

（七）负责对代表联系群众工作平台

运行的指导和管理。
（八）受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委托，联系在本行政区域的选区
选出或者在本行政区域居住、工作的
上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为代表执行
职务提供便利和服务；协助县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做好该级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向原选区选民报告履职情
况等工作。

（九）办理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主席团交办
的事项。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协助主席
开展工作；受主席委托或者主席出缺时，
可以召集和主持主席团会议。乡镇人民
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出缺时，从主席团
成员中推举一人召集和主持主席团会
议。

第三十三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
席或者副主席可以出席或者列席乡镇人
民政府召开的有关会议，及时掌握本行
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对有关工
作或者事项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应邀
列席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
议。

第三十四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
席、副主席的代表职务被罢免的，其主
席、副主席的职务相应撤销；乡镇人民代
表大会主席、副主席辞去代表职务的请
求被接受的，其主席、副主席的职务相应
终止，由主席团予以公告。

第三十五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应
当配备工作人员，在主席团领导下，协助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开展工
作。

第四章 乡镇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第三十六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设
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
委员会设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各一
人，委员三至五人。主任委员、副主任
委员由主席团在主席团成员中提名，
委员由主席团在本届代表中提名，一
并提请每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通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
人员名单通过后，由主席团予以公告，
其行使职权至本届人民代表大会任期
届满为止。

第三十七条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负责对补选的本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和换届选举产生的下一届乡镇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的代表资格进行审查。

第三十八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选举产生后，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依
法对当选代表是否符合宪法、法律规定
的代表的基本条件，选举是否符合法律
规定的程序，以及当选代表是否存在破
坏选举和其他当选无效的违法行为进行
审查，提出代表当选是否有效的意见，向
主席团报告。

主席团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
出的报告，确认代表的资格或者确定代
表的当选无效，在每届乡镇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前公布代表名单。

补选的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照
本条规定进行代表资格审查后，由主席
团公布代表名单。

第三十九条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应当将代表辞职被接受、代表职务
被罢免、代表迁出或者调离本行政区
域等终止代表资格的情形以及暂停、
恢复执行代表职务的情况报乡镇人民
代表大会，并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予
以公告。

第四十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出现缺额时应
当及时进行补充。人选由主席团提名，提
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并予以
公告。

第四十一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应当建立健全代表资
格审查工作机制，制定代表资格审查委
员会议事规则，规范审查内容、严格审查
程序。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 2020 年 8
月1日起施行。1995年4月27日湖南省
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
次会议通过的《湖南省乡镇人民代表大
会主席团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
席工作若干规定》同时废止。

湖南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
（2020年6月12日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批准，换（颁）发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常德
临澧支公司
机构住所：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安福镇
安福汽车站南侧的“临澧·国宾府 2#
楼”的第二栋第二层南侧 208 铺-213
铺
许可证流水号:0252075
机构编码：000020430724
成立日期：2009年4月28日
发证日期：2020年5月28日
联系电话：0736-5803368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常德
夹山营销服务部
机构住所：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蒙泉镇

白洋湖居委会白洋湖集镇南街 05006
号
许可证流水号：0252076
机构编码：000020430726003
成立日期：2008年5月28日
发证日期：2020年5月28日
联系电话：0736-5169492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怀化
中心支公司
机构住所：湖南省怀化市大汉龙城兴龙
府6、7号楼201室
许可证流水号：0252170
机构编码：000020431200
成立日期：2008年3月28日
发证日期：2020年6月12日
联系电话：0745-2561621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长沙
五一营销服务部
机构住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砂子塘
路211号泰禹大厦8楼801-832号
许可证流水号：0261005

机构编码：000020430102001
成立日期：2002年9月30日
发证日期：2020年6月5日
联系电话：0731-8529779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长沙
芙蓉支公司
机构住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砂子塘
路211号泰禹大厦7楼704-732号
许可证流水号：0261006
机构编码：000020430111800
成立日期：2010年11月25日
发证日期：2020年6月5日
联系电话：0731-85297790
以上机构业务范围：个人意外伤害保
险、个人定期死亡保险、个人两全保险、
个人终身寿险、个人年金保险、个人短
期健康保险、个人长期健康保险、团体
意外伤害保险、团体定期寿险、团体终
身保险、团体年金保险、团体短期健康
保险；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的其他业务。

公 告

机构名称：湖南高速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机构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新姚南路222号御邦国

际广场512房
许可证流水号：0030509
成立日期：2011年6月14日
发证日期：2020年6月11日
机构编码：260950000000800
联系电话：0731-88739506
业务范围：在全国区域内（港、澳、台除外）为投保人拟定

投保方案、选择保险人、办理投保手续；协助被保险人或受益
人进行索赔；再保险经纪业务；为委托人提供防灾、防损或风
险评估、风险管理咨询服务；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批准，下列
机构换（颁）发《经营保险经纪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公 告

下期奖池：546514269.79（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3 20119 1 6 0
排列5 20119 1 6 0 4 6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20051 02 07 09 19 33 01+07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3

0

9837277 29511831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