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

———2022 年 7 月 26 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上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王　 宇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受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的委托, 现就 《广西壮族自

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 (修订草案)》 (以

下简称修订草案) 作如下说明:

一、 修订的必要性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

(以下简称人事任免办法) 于 1984 年 9 月 12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

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此后, 于

2005 年、 2013 年和 2018 年先后作了三次修改。 人事任免办法实

施以来, 在保障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任免权、 规范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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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免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近年来, 随着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不断发展, 党和国家深化机构改革的不断推进, 人事任免办

法部分条文已经难以适应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新需要和新要求。 一方面, 今年 3 月十三

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地方组织法的决定, 新修改的地

方组织法完善了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职权相关规定, 明确了

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提名和选举任免、 辞职程序等。

此外, 近年来, 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修改了法院组织法、 检察院

组织法、 公务员法、 法官法、 检察官法, 制定了监察官法、 政务

处分法。 现行人事任免办法中的部分内容需要依照相关上位法的

规定进行调整和规范。 另一方面, 人事任免办法在实施过程中部

分内容相对滞后, 比如对基层铁路运输法院有关人员的任免还没

有进行规定。 为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

党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 及时与上位法修改的内容相衔接, 回应

实践中反映的问题, 进一步提升人事任免工作的制度化、 规范化

和程序化水平, 有必要对人事任免办法进行修订。
    

二、 修订的总体思路

人事任免办法修订的总体思路: 一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

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

想,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党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 把坚持

党的领导作为人事任免工作的根本原则,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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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统一, 坚决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的决策部署, 确保人事任免

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 二是严格遵循宪法、 地方组织法等上位法

确立的制度、 原则和规定, 对一些没有充分依据的内容作出删

减。 同时, 总结吸收我区人事任免工作的新经验新成果, 学习借

鉴兄弟省 (自治区、 直辖市) 人大好的经验做法, 以法规制度

的形式固定下来。 三是充分反映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大成

果, 适应监察体制改革、 机构改革新变化新要求, 充实完善自治

区人大常委会任免范围、 任免程序等。
    

三、 修订的过程

根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2022 年立法工作计划, 结合全国人

大对地方组织法的修改工作进度, 今年 3 月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选举联络工作委员会牵头,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协

作, 启动了人事任免办法的修改工作, 经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

认真梳理研究, 形成了修订草案。 期间, 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是认真学习、 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

重要论述和中央、 自治区党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 认真研读宪法

和地方组织法、 监督法、 监察法、 法官法、 检察官法等法律, 并

组织开展专题研究讨论。 二是收集整理全国 30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人大常委会任免工作的地方性法规, 了解、 学习和借

鉴各地好的经验做法, 形成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三是赴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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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区内有关设区市开展调研, 了解人事任免工作的好经验好做

法。 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对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多次修改

完善。 四是先后征求自治区人大各专门委员会、 常委会各工作机

构、 常委会研究室,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 统战部、 政法委, 自治

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自治区监察委员会,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各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各立法服务

基地, 有关基层立法联系点等 40 个部门单位对修订草案的意见

和建议。 7 月 15 日,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工作委员会召

开审稿会, 对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逐条研究, 反复推敲, 形成修

订草案送审稿。

四、 修订草案送审稿的主要内容

修订草案共 25 条。 主要修改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 坚持党的领导, 充实完善人事任免工作的指导思想

根据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要求, 明确自治区人大

常委会的人事任免工作,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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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实行民主

集中制原则, 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 (修订草案第三条)
    

(二) 严格按照上位法的规定, 修改完善任免范围

1. 关于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的

任免。 依照地方组织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 增加相应内容,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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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人选, 由

主任会议在常委会组成人员中提名, 常委会任免。 (修订草案第五

条)
    

2. 关于自治区副主席的任免。 地方组织法未对在自治区主

席缺位时, 是否能由主任会议提名, 决定自治区副主席的个别任

免作出规定。 据统计, 全国 30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中仅有

北京、 山西、 山东 3 个省的人事任免办法中规定在政府正职缺位

时, 主任会议可以提名政府副职。 为严格遵循宪法、 地方组织法

等上位法确立的制度、 原则和规定, 本次修订删除 “在自治区

主席缺位时, 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名, 决定自治区副

主席的个别任免” 的有关规定。 (修订草案第五条)
    

3. 关于自治区监察委员会有关人员的任免。 依照地方组织

法、 监察法等有关法律规定, 明确自治区监察委员会有关人员的

任免、 代理、 辞职、 撤职等程序, 明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 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不得担任监察机关的职务。 (修订草案

第五条、 第六条、 第八条、 第九条)
    

4. 关于法院、 检察院有关人员的任免。 依据地方组织法、

监督法、 法官法、 法院组织法、 检察官法、 检察院组织法的有关

规定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等有关答复精神, 结合人事任免

工作实际, 进一步规范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免的法院、 检察院

有关人员的范围, 以及法院、 检察院人员撤职案的程序。 (修订

草案第五条、 第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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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结合实践经验, 完善工作程序

1. 借鉴内蒙古、 黑龙江、 福建、 重庆、 四川等 13 个省 (自

治区、 直辖市) 的做法, 新增对自治区代理主席、 自治区监察委

员会代理主任、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代理院长、 自治区人民检察

院代理检察长人选, 不是现任副职时, 可以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

任命为副职后, 再决定其代理职务的有关规定。 (修订草案第六条)
    

2. 根据工作实践经验, 修改完善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命

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机构调整或者调任、 退休、 去世后, 是否

重新任命的有关规定。 (修订草案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
    

3. 根据工作实践经验, 修改完善因个别特殊情况不能按时

报送人事任免案的有关程序。 (修订草案第十四条)
    

4. 与正在修订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相衔

接, 补充完善表决方式、 发布公告等有关内容。 (修订草案第十

九条、 第二十三条)
    

5.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宪法宣誓制度办法和工作实践

经验, 补充完善宪法宣誓有关内容。 (修订草案第二十二条)
    

此外, 对个别条款文字和条文顺序作了相应调整。
    

以上说明连同修订草案, 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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