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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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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和意见的提出、交办、办理、评价和监督工作，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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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
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和闭会期间，
代表有权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对各
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第三条 本市有关机关、组织应当依法认真办理代
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做好答复和落实工作。

第四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市人民代表大
会秘书处（以下简称大会秘书处）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主
席团的领导下，负责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受理、交办
的具体工作。

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人大常委会人代
工委）负责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受理、交办、督办和
协调的具体工作。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加强对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工作的领导，对有关机关、组织办理代表建
议、批评和意见工作进行监督。

第五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为代表
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提供必要条件。

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
构、代表联系组和专业组应当为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
意见提供服务保障。

第六条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工作所需经费，应
当纳入本级财政予以保障。

第二章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提出

第七条 代表应当与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
切联系，通过走访、接待人民群众，参加视察、专题调研、执
法检查、代表小组活动、列席常务委员会会议和原选举单
位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等方式，了解人民群众的意愿和
有关机关、组织的工作情况，围绕本市改革发展稳定和人
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

代表应当在深入调查、认真研究相关问题的基础上
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提
出的，应当在会前做好准备。

第八条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可以由代表一人提
出，可以由代表多人联名提出，也可以由代表团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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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和意见的内容能够真实
表达自己的意愿。

代表团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应当经全团代表
充分讨论，并由代表团团长签字后，在市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期间提出。

第九条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注重反映实际
情况和问题，做到条理清晰，内容明确具体，一事一议。

不同的事项和问题，应当分成若干建议、批评和意见提
出。

下列事项不应当作为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提出：
（一）涉及解决代表本人或者其亲属个人问题的；
（二）涉及具体的司法案件或者代转人民群众来信

的；
（三）属于学术探讨、产品推介的；
（四）属于检举、申诉、控告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宜作为代表建议、批

评和意见的。
第十条 代表提交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使用统

一印制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专用纸，并将建议、批评
和意见文本纸质件及其电子件交代表团或者代表联系
组记录、核对后提交。

第十一条 代表提出的议案，经市人民代表大会主
席团决定不作为议案处理，且符合代表建议、批评和意
见相关要求的，可以转为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

第十二条 代表要求撤回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
见，应当以书面形式向大会秘书处或者市人大常委会人
代工委提出。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一经撤回，其办理工作即行
终止。

第三章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交办

第十三条 代表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提出
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大会秘书处负责受理，通过重庆
市人大代表履职服务平台交办。

代表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提出的建议、批评
和意见，由市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负责受理，并在收到
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通过重庆市人大代表履职服务平
台交办。

大会秘书处或者市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应当对代
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进行复核。对内容相同或者
相近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可以合并处理，并告知提
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的代表。对属于本条例第九条第二
款所列情形的，不作为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向代
表说明情况后，退回代表或者转有关部门作工作参考。

第十四条 大会秘书处或者市人大常委会人代工
委根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内容和有关机关、组织
的职责分工，按照下列规定确定承办单位：

（一）代表对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工作
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
委员会、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办
理。

（二）代表对行政机关工作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
见，由市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办理。涉及特别重大事
项的，由市人民政府办理。

（三）代表对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工作提出的建议、
批评和意见，由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办理。

（四）代表对其他机关、组织工作提出的建议、批评
和意见，由相关机关、组织办理。

第十五条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需要由两个以上

承办单位共同研究办理的，交办时应当明确主办单位和
协办单位；需要分别办理的，应当分别交有关单位办理。

第十六条 承办单位对于不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
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自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
交办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大会秘书处或者市人大常
委会人代工委书面说明情况和理由，不得自行转办、滞
留和延误。经同意后退回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由
大会秘书处或者市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自收到之日起
十个工作日内重新确定承办单位并交办。

第四章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

第十七条 承办单位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
应当建立由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的领导
责任制，建立和健全工作机制，加强工作保障，强化工作
考核，注重办理落实。

第十八条 承办单位应当自收到代表建议、批评和
意见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与代表沟通、联系，通过走
访、调研、座谈等多种方式，充分听取意见，并为代表了
解所提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提供便利。

第十九条 承办单位应当采取适当方式集体研究
办理工作，提出解决方案和落实措施。对于综合性强、
涉及面广、办理难度大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由
承办单位主要领导牵头办理。

第二十条 由两个以上单位共同承办的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由主办单位统一答复代表。主办单位应当
主动与协办单位协商，协办单位应当积极配合。协办单
位应当自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交办之日起三十个工作
日内将协办意见书面报送主办单位。主办单位认为协
办意见无实质内容或者未说明相关情况的，可以要求协
办单位重新提出协办意见；协办单位应当自主办单位提
出要求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重新提出协办意见并送达
主办单位。

由两个以上单位分别办理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
见，承办单位应当依照各自的职责办理，分别答复代
表。对处理难度大、意见不一致、需要进行综合协调的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属于行政机关办理的，由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协调，属于其他机关、组织办理的，由市人大
常委会人代工委协调。

第二十一条 承办单位应当自代表建议、批评和意
见交办之日起三个月内答复代表，涉及面广、处理难度
大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自交办之日起六个月内答
复代表。对办理时效有特定要求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
见，承办单位应当及时办理并答复代表。

第二十二条 承办单位应当区别不同情况，将办理
结果按照下列情况进行分类，实事求是、明确具体地答
复代表：

（一）所提事项已经解决或者采纳的，应当将解决或
者采纳的情况答复代表；

（二）所提事项正在研究解决的，应当将工作计划、
工作进度和完成时限等情况答复代表；

（三）所提事项不具备解决条件的，应当将具体原因
如实向代表说明；

（四）所提事项涉及上级国家机关职权的，应当将向
上级国家机关反映的情况答复代表。

第二十三条 承办单位答复代表建议、批评和意
见，应当按照统一格式行文，由主要负责人审定签发，通
过书面和重庆市人大代表履职服务平台同时答复代
表。承办单位书面答复代表时，应当附上重庆市人大代
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答复函回执。

代表联名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答复提出
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每位代表。代表团提出的建议、批
评和意见，应当答复该代表团对应的代表联系组。

第二十四条 承办单位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
见，涉及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项的，应当建立承诺事
项台账，注重办理落实，并将承诺事项以及落实情况录
入重庆市人大代表履职服务平台。

承办单位应当于每年第四季度向代表寄送本年度
和上一年承诺事项的落实情况和回执，并向市人大常委
会人代工委报送承诺事项台账。

第二十五条 承办单位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
答复函，应当抄送市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市人民政府
相关部门、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对代表建议、批评和
意见的答复函应当同时抄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第五章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评价

第二十六条 代表应当根据承办单位办理代表建
议、批评和意见的实际情况，通过填写回执，对承办单位
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答复函，以及答复函中承
诺事项的落实情况作出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等评价。

代表联名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的，由领衔代表反
馈。代表团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的，由该代表团对应
的代表联系组组长反馈。

代表开展评价工作的情况应当记入代表履职档案。
第二十七条 代表应当自收到答复函之日起二十

个工作日内，通过重庆市人大代表履职服务平台或者书
面填写重庆市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答复函回执，
对承办单位的答复函进行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反馈市人
大常委会人代工委。

代表对答复函不满意的，应当填写具体意见，由市
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视情况要求承办单位重新办理该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承办单位应当在收到重新办理
要求后两个月内书面答复代表。重新办理答复后代表
仍然不满意的，由市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召集有关代表
和承办单位进行研究，提出处理意见。

第二十八条 代表应当自收到承办单位反馈的承
诺事项的落实情况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通过重庆市
人大代表履职服务平台或者以书面方式填写重庆市人
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答复函承诺事项落实情况回
执，对承办单位办理落实承诺事项的情况进行评价，并
将评价结果反馈市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

代表对承诺事项的办理落实不满意的，应当填写具
体意见，由市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召集有关代表和承办
单位进行研究，提出处理意见。

第二十九条 市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应当及时汇
总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答复函回执、承诺事项落实情
况回执，了解代表对办理工作的意见。对超过评价期
限，经催促仍然不反馈回执的，不纳入承办单位办理代
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工作满意情况的统计范围。

第六章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的监督

第三十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加强
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的监督，督促有关机
关和组织认真研究办理，做好答复和落实工作。

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可以根据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安排，对承办单位办理代表建议、批
评和意见工作进行督促检查。市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
应当按照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安排，对承办单
位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工作进行督促检查。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应当加强对市人民政府相关部
门、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
工作的督促检查。

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对各级人
民法院、各级人民检察院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工
作的督促检查。

第三十一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组
织代表对承办单位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工作情
况开展专项检查。

第三十二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
议可以每年选取若干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和人民群众普
遍关心的重大问题、代表反映比较集中的建议、批评和
意见，决定进行重点督办。

第三十三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
议可以根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情况，提请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专题询问或者专项工
作评议；可以研究确定若干件尚未落实的代表建议、批
评和意见进行跨年度跟踪督办。

第三十四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每年十
一月审议和表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
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关于代表
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办理工作情况
的报告印发下一次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应当包括当
年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和闭会期间代表所提建议、
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当年和上一年答复函中承诺事
项的落实情况。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每年听取代
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

第三十五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重
大事项决定，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
市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组织对有关法律法规实
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可以根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
中集中反映的问题确定议题。

第三十六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通
过重庆人大网向社会公开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及其办
理答复情况，承办单位应当在本单位网站进行公开，但
是，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不宜公开的内
容除外。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市人民政
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关于代表建议、批评
和意见办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应当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公报上刊载。

第三十七条 承办单位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
工作情况应当纳入市级机关目标管理绩效考核。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定期对质量高的代表
建议、批评和意见进行表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办公厅、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和有关机关、组织可以对
办理工作成绩显著的承办单位和承办人员给予表彰。

第三十八条 承办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市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予以通报批评，责令承办单位限期
整改并报告处理结果。

有下列情形之一，情节严重的，由有关机关、组织依
法追究承办单位相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一）未按规定期限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
（二）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敷衍塞责、相互推

诿，或者贻误工作造成损失或者不良影响的；
（三）以威胁、利诱等方式影响代表对建议、批评和

意见办理工作评价的；
（四）对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的代表进行打击报复

的；
（五）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不宜

公开的内容公开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区、县（自治县）和乡、民族乡、镇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工作，参照本条例规定
执行。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2018年1月1日施行。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工作条例
（2017年11月30日重庆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工作
条例》已于2017年11月30日经重庆市第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7年11月30日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40号

助推全民运动 体彩就在身边

曾几何时，青少年参与运动无外乎锻炼身体
或发展体育特长，而参加体育比赛更是少数人专
利。在体彩公益金的大力支持下，经过20年发
展，参与体育锻炼的青少年队伍不断壮大，全国各
地的青少年体育活动蓬勃开展。“体彩杯”全国儿
童击剑赛、“体彩杯”全国少年儿童五子棋锦标赛、

“体彩杯”冀鲁豫少年足球邀请赛……各类体彩支
持的青少年体育活动全面提升了青少年参与体育
运动的热情，带给他们强健的体魄和健康的身心。

除了青少年，体彩也为众多老年人准备了丰
盛的健身大餐。今年，浙江省举行“体彩杯”老年
体育达人评选活动，通过宣传老年体育达人的事

迹，吸引更多老年人加入科学健身的行列。参与
活动的候选人有武林活拳代表性继承人；有坚持
游泳50年的古稀独臂教师；还有走遍国内名山大
川的退休工人……体彩通过支持举办丰富的全民
健身活动，激发了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丰
富着他们的晚年生活。

近些年，全民健身

渐成风尚。体育已不只

是电视上运动员的争金

夺银，也不仅限于中老

年人跳跳广场舞，而逐

渐演变成一项全民参

与、全社会共同关注的

民生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

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广

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

设”。越来越多的社会

公众从体育事业的旁观

者变身参与者，在强身

健体的同时用蓬勃的精

神面貌和积极的生活态

度构筑着健康中国的美

丽风景线。

在全民健身热潮一

浪高过一浪的背后，是

中国体育彩票鼎力支持

全民健身事业，为提高

国民体质水平不断努力

的身影。

从老到少 体彩活动惠及各类人群

今年，在天津举行的
第十三届全运会首次设置
群众体育比赛项目（包括
19个大项126个小项），让
更多草根选手登上最高领
奖台。杨浠镮是3岁女儿
的妈妈，平时喜欢滑板和
街舞，在第十三届全运会
群众比赛滑板项目女子碗
池赛中获得冠军。杨浠镮
直言自己很感谢国家能够
对全运会进行改革，让普
通人有机会代表自己的家
乡去比赛，自己很有成就
感。像杨浠镮这样走上全
运会领奖台的草根选手，
是在各地举行的各项目选
拔赛中脱颖而出的，而这
些比赛都得到了体育彩票
的冠名支持。可以说，助
推全民上全运，体彩做出
了贡献。

体彩和少数民族群众
一起守护着这些可以称得
上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
统体育项目。喜塔尔，即
蒙古族象棋，是内蒙古民间特别盛行的一
种民族体育游戏。曾有一段时间，因投入
资金不足，喜塔尔一度发展滞后，参与人数
严重不足。随着民族体育项目越来越受重
视，体彩公益金不断加大资金支持。在今
年7月举行的“体彩杯”锡林郭勒盟第五届
牧民喜塔尔比赛上，有上百名选手参加活
动。喜塔尔这一传统体育项目又焕发了青
春，得到了发扬和传承。

从青少年到老年人，从城市到乡村，从
大众项目到少数民族运动，体育彩票一直
与健康相伴，与美好同行。未来，在广大体
育彩票购买者、参与者的支持下，体育彩票
将一如既往地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本版图文由重庆体彩提供

“别赶路，去感受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跑
跑！”“马拉松热”已成为近几年中国全民健身热的一
个缩影。在马拉松这场狂欢中，体育彩票一直扮演
着增光添彩的角色，是全民马拉松的坚实后盾。仅
今年三、四月间，在肇庆半程马拉松、郑开马拉松、武
汉马拉松等赛事中，体彩便以各种方式参与其中，为
赛事助力。体彩对马拉松赛事的支持只是中国体育

彩票支持全民健身活动的一个缩影。此外，体彩冠
名、资助的各类全民健身活动全年不间断在各地进
行，民众参与全民健身活动越来越方便。

此外，体彩公益金还把公益的种子撒向了广
大农村地区。组织乡村运动会、业余足球比赛等
小型赛事，开展健身知识、技能培训等，极大地丰
富了乡村的体育生活。宁夏的“百乡千村农民体

育活动月”活动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体彩公
益金的支持下，宁夏从2008年开始，连续多年利
用农闲时节举办农民体育活动月。活动形式多
样，且从村级到乡镇再到县区，层层有比赛，每年
参赛观赛人数近百万人次。活动引导农村居民投
身体育健身活动当中，活跃了群众文化体育生活，
推动了城乡公共体育服务均衡化。

从城市到乡村 体彩搭建“体育戏台”

从
大
众
项
目
到
少
数
民
族
运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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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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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冠名、资助的各类全民健身活动全年不间断在各地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