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

　　(１９９０年３月８日吉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

过　根据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２日吉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吉林省

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的决定»修改　根据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７日

吉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吉林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

则›、‹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决定»修改　

根据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８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七次会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吉林

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等４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改)

　　第一条　根据宪法、地方组织法、选举法、监察法和我省人民

代表大会的实践经验,制定本规则.

第一章　会议的举行

第二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第一季度举行.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或者有五分之一以上的代表提议,可



以召开省人民代表大会临时会议.

第三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召集.每届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本届省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选举完成后的两个月内,由上届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召集.

第四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代表出席,

始得举行.

省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因病

或者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出席会议的,必须请假.

第五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举行的一个月前,将开会日期和建议会议讨论的主要事项通知代

表.

临时举行的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日期和建议会议讨论的主要

事项应当及时通知代表.

第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按照选举单位组成代表团.

代表团全体会议推选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团长召集并主持

代表团全体会议.副团长协助团长工作.

代表团根据情况,可以分设若干代表小组.代表小组会议推

选小组召集人.

代表团审议议案和有关报告,由代表团全体会议、代表小组会

议审议.

第七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每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预备会议



举行前,各代表团讨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主席团

和秘书长名单草案、会议议程草案以及会议的其他准备事项,提出

意见.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根据各代表团提出的意

见,可以对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会议议程草案以及关于会议

的其他准备事项提出调整意见,提请预备会议审议.

第八条　提交省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有关决定草案,

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提交每届省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的有关决定草案,由上届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提出.

第九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选举主席团和秘书长,通

过会议议程和关于会议其他准备事项的决定.

预备会议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每届省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由上届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主持.

第十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由主席团主持.

主席团的决定,以主席团全体成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十一条　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主席团常务主席若干人,

推选主席团成员若干人分别担任每次大会全体会议的执行主席,

并决定下列事项:

(一)副秘书长的人选;

(二)会议日程;



(三)表决议案的办法;

(四)代表提出议案截止日期;

(五)其他需要由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的事项.

第十二条　主席团常务主席召集并主持主席团会议.主席团

第一次会议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召集.

每届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

由上届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召集

主席团常务主席可以对属于主席团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向主席

团提出建议.

第十三条　主席团常务主席可以召开代表团团长会议,就议

案和有关报告的重大问题听取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进行讨论,并

将讨论的情况和意见向主席团报告.

主席团常务主席可以就重大的专门性问题,召集代表团推选

的有关代表进行讨论;省人民政府、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

院、省人民检察院的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汇报情况,回答问

题.会议讨论的情况和意见应当向主席团报告.

第十四条　主席团可以召开大会全体会议进行大会发言,就

议案和有关报告发表意见.

第十五条　主席团认为必要,或者有五分之一以上的代表提

议,经大会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会议的会期可以缩短或者延长.

第十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设立秘书处.秘书处由秘书

长和副秘书长组成.



秘书处在秘书长的领导下,办理主席团交付的事项和处理会

议日常事务工作.副秘书长协助秘书长工作.

第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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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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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席会议的人员因病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列席会议的,必须请

假.

列席会议的人员,可以在会议上发言,没有表决权.

第十八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公开举行.

会议期间,代表在各种会议上的发言,整理简报印发会议.省

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设旁听席.旁听办法另行规定.会议根据

情况可以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会议通过的地方性法规、

决定和决议,应当公布.

第十九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如有必要,可以

举行秘密会议.举行秘密会议,经主席团征求各代表团的意见后,

由有各代表团团长参加的主席团会议决定.

第二十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有关代表团应

当为少数民族代表准备必要的翻译人员.

第二章　议案的提出和审议

第二十一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省人民政

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

于省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列入会议议

程.

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

提出属于省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

列入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

议议程的意见,再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并将主席团通

过的关于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印发会议.

第二十二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

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议案,应当写明提案的

理由及解决问题的方案,并附有关材料.提出的地方性法规案,应

当附有地方性法规草案及说明;提出的地方性法规修正案,应当附

有该地方性法规和修正草案及说明.

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

议案,应当写明提案的理由和要求.

第二十三条　经主席团决定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按照本规

则的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

条、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理.

经主席团决定不作为议案处理的代表提出的议案,作为建议、

批评和意见处理.



第二十四条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在交付大会全体会议表

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经主席团同意,会议对该议案的审议即

行终止.

第二十五条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提案人或者有关的省人

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有关的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部门,应当提供有关的资料.

第二十六条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提案人应当向会议提出

关于议案的说明.议案由各代表团审议,主席团可以并交有关的

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由主席团审议决定提请大会全体会议

表决,作出相应决定.

第二十七条　列入会议议程的地方性法规案,大会全体会议

听取关于该地方性法规案的说明后,由各代表团审议.

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对地方性法规

案进行审议,向主席团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和草案修改稿,对重要的

不同意见应当在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经主席团会议审议通

过后印发各代表团,并将修改后的地方性法规案提交大会全体会

议表决.

第二十八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前,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应当将准备提请会议审议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印发代表

和有关市、州、机关、团体,广泛征求意见,并将意见汇总印发会议.

第二十九条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

要进一步研究的,经主席团提出,由大会全体会议决定,可以交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继续审议,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向省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提出报告,或者授权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在大会闭会期间审议决定,报省人民代表大会下次

会议备案.

第三十条　对于未列入会议议程议案,有关机关应当根据大

会通过的关于议案处理决定办理,并于省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

举行前,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后,

应当向省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作出书面报告.

第三十一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

建议、批评和意见,由省人民代表大会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交由有

关机关、组织研究处理.各承办单位必须及时处理,并将处理情况

在三个月内答复代表,代表对处理情况仍有意见时,由省人民代表

大会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交由有关承办单位重新处理和答复.

第三章　审议工作报告、审查全省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及财政预算

　　第三十二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会议的时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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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应当向会议提出工作报告.

第三十三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听取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报告后,由各代表团审议.

第三十四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秘书处根据各代表团的审

议意见,向主席团提出对工作报告的修改意见和相应的决议草案,

经主席团决定,将修改后的工作报告和相应的决议草案提交各代

表团审议.秘书处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再次向主席团提出

对工作报告的修改意见和相应的决议草案,经主席团通过后,将修

改后的工作报告和相应的决议草案印发会议,并由主席团将关于

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提交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第三十五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的一个月前,省人民

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就本年度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

上年度计划执行情况、本年度全省财政预算及上年度预算执行情

况,向省人民代表大会经济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和其他有关的专门

委员会汇报,由经济委员会、预算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同时,其

他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也应当分别对有关部分进行初步审查.经济

委员会、预算委员会综合审查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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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会议的时候,省人民

政府应当向会议提出关于本年度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

上年度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本年度全省财政预算及上年度

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并将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主要指

标(草案)、全省财政预算收支表(草案)和全省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表(草案)或决算表(草案)一并印发会议,由各代表团审查,同时由

经济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

省人民代表大会经济委员会、预算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和有

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对关于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及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全省财政预算及预算执行情况的

报告进行审查,向主席团提出审查结果报告,经主席团会议审议通

过后,印发会议,并将关于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草

案,关于全省财政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决议草案提请大会全体

会议表决.

第三十七条　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经省

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在执行过程中需要作部分变更的,省人民政

府必须将变更方案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批准.

第四章　选举和辞职、罢免

第三十八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

长、委员的人选,由主席团或者代表三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在代表中

提名.省长、副省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人选,由主席团或者代表三十人以上书面联

名提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人选,由各政党、各人民团体或

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合提名.

第三十九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秘书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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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的侯选人数一般应多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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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人民代表大会省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副省长的候选人数应

比应选人数多一人至三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候

选人数应比应选人数多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的候选人数应比应选人数多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由省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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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提名的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副省长的

候选人数符合选举办法规定的差额数;提名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的候选人数符合选举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差额比例,由主席团

提交代表酝酿、讨论后,进行选举.如果提名的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副省长的候选人数超过选举办法规定的差

额数;提名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候选人数超过选举法第三

十条规定的最高差额比例,由主席团提交代表酝酿、讨论后,进行

预选,根据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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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换届选举省级国家机关领导人

员时,提名、酝酿候选人的时间不得少于两天.

第四十条　候选人的提名人应当向主席团介绍候选人的基本

情况,并对代表提出的问题作必要的说明.主席团应当将候选人

的基本情况印发代表.



第四十一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选举省级国家机关领导人

员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得票数超过

全体代表的半数的,始得当选.选出的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

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

准.

选举或者表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

第四十二条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候选人人数超过应选名额

时,以选票多的当选.如果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当就

票数相等候选人再次投票,以得票多的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当选人数少于应选名额时,不足的名额另

行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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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依照本规则规定的程序另行提名、确定候选

人,由选举办法规定.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不足的名额的另行

选举可以在本次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进行,也可以在下一次省

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进行.

另行选举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副省长

时,依照本规则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确定差

额数,进行差额选举.

第四十三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副

主任委员和委员的人选,由主席团在代表中提名,大会全体会议通

过.

第四十四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出每届省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的具体办法草案和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的具体办法草案,交各代表团审议.会议秘书处根据各代表团意

见进行修改后,由主席团提交大会全体会议通过.

其他各次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补选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组成人员,省长、副省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省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的具体办法,按照地方组织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由本次人

民代表大会会议决定.

第四十五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省人民政府领导人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出辞职的,由主席团将其辞职请求交各代

表团审议后,提请大会全体会议决定;大会闭会期间提出辞职的,

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辞职后,应当报省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

备案.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辞职,须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省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缺位的,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分别在

副省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决定代

理人选.决定的省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须报最高人民检察院

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四十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对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

长、省人民检察院院长的罢免案.罢免案应当写明罢免理由.罢

免案由主席团交大会审议后,提请全体会议表决;或者由主席团提

议,经全体会议决定,组织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由省人民代表大

会下次会议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审议决定.

罢免案提交全体会议表决前,被提出罢免的人员有权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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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主席团印发会议.

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

出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罢免案.罢免案应当写明罢免理

由.罢免案由主席团交大会审议后,提请全体会议表决.

罢免案提交全体会议表决前,被提出罢免的代表有权在主席

团会议和大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辩意见,

由主席团印发会议.

第四十七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专门委

员会组成人员的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被原选举单位罢免的,

其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

职务相应撤销,由主席团或者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予以公

告.

第四十八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罢免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

务,须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批准.

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备案.

第五章　询问和质询

第四十九条　各代表团审议议案和有关报告的时候,有关部

门的负责人应当到会听取意见,回答代表提出的询问.

主席团和省人民代表大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对议案和有关报

告进行审议的时候,省人民政府或者有关机关的负责人应当到会,

听取意见,回答询问,并可以对有关议案或者报告作补充说明.

第五十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可

以书面提出对省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工作部门以及省监察委员

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

质询案必须写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

第五十一条　质询案答复方式由主席团决定,可以由受质询

机关在主席团会议、大会全体会议或者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

口头答复,也可以由受质询机关书面答复.在主席团会议或者专

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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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质询案以口头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到会答复;

质询案以书面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签署,由主席团



印发会议或者印发提质询案的代表.

第五十二条　提质询案的代表对答复质询不满意的,可以提

出要求,经主席团决定,由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

第六章　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

第五十三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省人民代表大会十

分之一以上的代表书面联名,可以提议组织对于特定问题的调查

委员会,由主席团提交大会全体会议决定.

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若干人组成,由主

席团在代表中提名,提请大会全体会议通过.调查委员会可以聘

请专家参加调查工作.

第五十四条　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省内有关的国家

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都有义务如实提供必要的材料.提供材料

的公民要求调查委员会对材料来源保密的,调查委员会应予以保

密.

第五十五条　调查委员会应当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调查报

告.省人民代表大会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

议.

第五十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授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听取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

并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报省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备案.



第七章　发言和表决

第五十七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省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

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第五十八条　代表在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言的,每人可以发言

两次,第一次不超过十五分钟,第二次不超过五分钟.

代表要求在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言的,须于会前报名,由大会执

行主席安排发言或者由大会秘书处印发书面发言.

代表临时要求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言的,经大会执行主席许可,

始得发言.

第五十九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和代表团团长或者

代表团推选的代表在主席团会议上发言的,每人可以就同一议题

发言两次,第一次不超过十五分钟,第二次不超过十分钟.经会议

主持人许可,发言时间可以适当延长.

第六十条　大会全体会议表决议案,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

过.表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

第六十一条　大会全体会议表决议案采取投票方式、举手方

式或者其他方式,由主席团决定.

第六十二条　本规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