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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包头 5 月 30 日电 为有效

应对设备故障 、新冠疫情等突发情
况，确保列车安全顺畅运行，中铁呼
和浩特局集团公司包头客运段日前
开展了一场综合应急演练。通过此
次演练，大大提升了各车队干部职工
应对恶劣天气及其它紧急情况的处
置能力，在全段形成了“全员参与、共
守安全”的良好氛围。 （楚彦敏）

本报乌兰察布 5 月 30 日电 为
确保农灌期间电力供应充足，有效缓
解用电压力，察右后旗供电公司积极
想方设法为百姓排忧解难。在察右
后旗白音察干镇宋二村村外，察右后
旗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
交，变台增容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展
开，为当地即将开始的灌溉提供可靠
的电力保障。 （杜海峰）

本报鄂尔多斯 5 月 30 日电 近
日，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达拉
特旗分中心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发展对
象、积极分子走进达拉特旗四村村开展

“忆苦思甜学党史 助农耕作办实事”主
题党日活动。活动以一片农田为教室，
以自然为课堂，大家一起下泥沟、挖野
菜，学习户外生存技能，忆苦思甜，体验
不一样的党史学习教育。 （王曦文）

本报通辽 5 月 30 电 近日，开
鲁县监管大队组织召开“争创平安
所 喜迎二十大专项活动”动员部署
会，对监所疫情防控、安全管理、隐患
排查整治、严防在押人员病亡等方面
进行了部署，并结合开鲁县监管实
际，找差距、补短板，确保监所疫情防
控和羁押监管“双安全”。 （宋国强）

本报乌兰察布 5 月 30 日电 在
第 72 个“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临之
际，乌兰察布供电公司凉城供电公司
团支部（青工委）组织团员青年赴凉
城县民族小学开展“情暖童心迎六
一 安全用电进校园”志愿服务活动，
提高儿童用电安全意识，及时消除校
园电力设备隐患，深入推进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工作，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根植于心。 （郝一凡）

本报乌兰察布 5 月 30 日电 近
日，察右前旗供电公司纪委按照《关
于做好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交易化
问题集中治理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
要求，班子成员、各支部书记要提高
思想认识，从思想上对苗头性、倾向
性问题表现中深挖细找，认真进行自
查，拧紧理想信念的“总开关”，把好
用权“方向盘”，系好廉洁“安全带”，
自觉净化“朋友圈”、纯洁“社交圈”、
规范“工作圈”、管住“生活圈”；始终
做一名干干净净、坦坦荡荡、老老实
实、清清爽爽的明白人。 （贺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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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定对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任免工作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一条修改为：“为了保障内
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
法行使任免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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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规
定，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二、将第二条修改为：“本办法适用
于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
职权范围内的任免事项。”

三、将第三条修改为：“自治区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任免工作，必须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新时代党
的组织路线，坚持严格依法办事，坚持民
主集中制原则，坚持集体行使职权。”

四、将第四条修改为：“在自治区人
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自治区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因为健康情况不能工
作或者缺位的时候，常务委员会根据主任
会议提名，在副主任中推选一人代理主任
的职务，直到主任恢复健康或者自治区人
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主任为止。”

五、将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合并，
作为第五条，修改为：“在自治区人民代
表大会闭会期间，自治区主席、自治区监
察委员会主任、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
长、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因故不能
担任职务时，常务委员会根据主任会议
提名，从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监察委员
会副主任、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决定代理
的人选；决定代理检察长，由自治区人民
检察院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六、将第八条改为第六条，修改为：
“在决定自治区主席、自治区监察委员会
主任、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自治区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代理人选时，如果在
现任副职中没有合适人选，分别由自治
区主席、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或者主任会议另提人选，经常务
委员会先决定任命为自治区副主席，任
命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自治区人民检察
院副检察长，再决定代理职务。”

七、将第十条改为第八条，修改为：
“常务委员会根据自治区主席提名，决定
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委员会主
任的任免，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报国务院
备案。”

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九条：“常务委
员会根据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提名，
任免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盟
监察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

九、将第十一条改为第十条，修改
为：“常务委员会根据自治区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提名，决定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院
长的任免，任免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盟
中级人民法院、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副院
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
员，铁路运输基层法院院长、副院长、庭
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十、将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
条合并，作为第十二条，修改为：“常务委
员会根据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
名，决定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分院、地区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任免，任免自治区人
民检察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分院、地区
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检察员，铁路运输基层检察院检察长、副
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批准
任免设区的市，盟属旗、县、市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

十一、将第十六条改为第十三条，修
改为：“在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
间，常务委员会根据主任会议提名，在本
级代表中任命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专门
委员会的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

十二、将第十七条改为第十四条，修
改为：“常务委员会根据主任会议提名，
任免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
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副主任，工作委员
会主任、副主任，盟工作委员会主任、副
主任、委员。”

十三、将第十八条改为第十五条，修
改为：“常务委员会根据主任会议提名，
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任免自治区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
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

十四、将第十九条改为第十六条，修
改为：“在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
间，补选自治区出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罢免个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接受个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
辞职。”

十五、将第二十条改为第十七条，修
改为：“在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
间，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
成人员、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自治区主
席、副主席，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自
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自治区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辞
职请求，由常务委员会决定是否接受辞
职。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辞职后，报自
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备案。自治区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的辞职，由自治区人民检察
院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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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将第二十一条改为第十八条，
修改为：“常务委员会根据自治区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提请，批准设区的市，盟属
旗、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出的辞职
请求。”

十七、将第二十二条改为第十九条，
修改为：“常务委员会根据主任会议或者
自治区主席提请，决定撤销个别自治区
副主席，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
委员会主任的职务。”

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条：“常
务委员会根据主任会议或者自治区监察
委员会主任提请，决定撤销自治区监察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盟监察委员会主
任、副主任、委员的职务。”

十九、将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合
并，作为第二十一条，修改为：“常务委员
会根据主任会议或者自治区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提请，决定撤销自治区高级人民

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
委员、审判员，盟中级人民法院、铁路运
输中级法院、铁路运输基层法院院长、副
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
判员的职务。”

二十、将第二十五条改为第二十二
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根据设区的市，
盟属旗、县、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报请，批准撤换设区的市中级人民法院，
盟属旗、县、市人民法院院长。”

二十一、将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
合并，作为第二十三条，修改为：“常务委
员会根据主任会议或者自治区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提请，决定撤销自治区人民检
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
员，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分院、地区人民检
察院、铁路运输基层检察院检察长、副检
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的职务。”

二十二、将第二十八条改为第二十
四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根据自治区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建议，可以撤换设
区的市，盟属旗、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二十三、将第二十九条改为第二十
五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根据主任会
议提请，决定撤销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专门委员会个别
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办公厅主任、副
主任，工作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
员，盟工作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的
职务。”

二十四、删去第三十条。
二十五、将第三十一条改为第二十

六条，第一款修改为：“撤职案应当写明

撤 职 的 对 象 和 理 由 ，并 提 供 有 关 的 材
料。”

第三款修改为：“撤职案的表决采用
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由常务委员会全体
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二十六、将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二十
七条，修改为：“提请常务委员会任免、决
定任免、批准任免、批准辞职、决定撤销、
撤换、批准撤换的人员，由提请人或者提
请机关提出报告，一式十份，在常务委员
会举行会议十日前，送交自治区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代表选举工作委
员会。”

“提请报告须分别附下列材料：任
命、决定任命、批准任命的，附被任职人
员的简历和考核材料；新设机构人员的任
职，附批准设立该机构的文件；免职、决定
免职、批准免职的，附被免职人员的简历
和免职理由材料；决定撤销、撤换、批准撤
换职务的，附相关人员的简历等材料和本
人申辩意见；请求辞职的，附本人向常务
委员会提出的书面请求；批准辞职的，附
请求辞职人员的申请和同级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接受辞职的决定。”

二十七、将第三十三条改为第二十
八条，修改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自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提
请任命、决定任命、批准任命的人员，应
当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官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检察官法》规定的任职条件。监察官、法
官、检察官因职务变动不需要保留原职
务的，应当依法提请免除其职务。”

二十八、将第三十六条改为第三十
一条，第二款修改为：“任免自治区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专门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委员，办公厅主任、副
主任，工作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
员，盟工作委员会主任、副主任；自治区
副主席，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
委员会主任；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盟监察委员会主任；自治区高级人
民法院副院长，盟中级人民法院、铁路运
输中级法院院长；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副
检察长，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分院、地区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实行逐人表决。任免
其他人员可以合并表决。在审议中，对
合并表决的个别人选有不同意见的，可

以单独表决，也可以经主任会议决定暂
缓表决。”

二十九、将第三十八条改为第三十
三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任免的人员，
任职、离职时间，以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
的时间为准。”

三十、将第三十九条改为第三十四
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决
定代理和任免、辞职和撤职的议案，应当
书面通知提请机关。”

三十一、将第四十条改为第三十五
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任命的自治区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专
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办公厅主任、副主
任，工作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决定
任命的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人民政府
秘书长、厅长、委员会主任；任命的自治
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自治区高级人民
法院副院长，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
长，由常务委员会颁发任命书。任命、决
定任命、批准任命的其他人员由提请机
关代发任命书。”

三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任命、决定任命、批准任命
的人员，在就职时应当公开进行宪法宣
誓。宪法宣誓仪式由常务委员会或者相
关机关组织。”

三十三、将第四十一条改为第三十
七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任命、决定任
命、批准任命的人员，调动、退休或者因
其他原因不能继续担任职务时，应当办
理免职手续；死亡的由原提请任命机关
报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
案。自治区人民政府组成部门机构撤
销、合并，原决定任命的人员，不再办理
免职手续。”

三十四、将第四十二条改为第三十
八条，修改为：“新的一届自治区人民政
府领导人员依法选举产生后，自治区主
席应当在两个月内提请常务委员会决定
任命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委员
会主任。凡未提请重新任命的人员，其
职务自行终止，不再办理免职手续。”

本决定自 2022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任免工作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
应修改，并对条、款序号和顺序作相应调
整，重新公布。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工作办法》的决定
（2022 年 5 月 26 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2022 年 5 月 26 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五次会议通过《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内蒙古自
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工作办法〉的决定》，现予公布，自 2022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2022 年 5 月 26 日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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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内蒙古自治区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法行使任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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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规定，结合自
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自治区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职权范围内的
任免事项。

第三条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的任免工作，必须坚持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
持严格依法办事，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坚持集体行使职权。

第二章 决定代理和任免

第四条 在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闭
会期间，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主任因为健康情况不能工作或者缺位
的时候，常务委员会根据主任会议提名，
在副主任中推选一人代理主任的职务，
直到主任恢复健康或者自治区人民代表
大会选出新的主任为止。

第五条 在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闭
会期间，自治区主席、自治区监察委员会
主任、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自治区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
时，常务委员会根据主任会议提名，从自
治区副主席、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自治区人
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决定代理的人选；
决定代理检察长，由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六条 在决定自治区主席、自治
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自治区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代理
人选时，如果在现任副职中没有合适人
选，分别由自治区主席、自治区监察委员
会主任、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自治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或者主任会议另提
人选，经常务委员会先决定任命为自治
区副主席，任命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
主任、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自治
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再决定代理职
务。

第七条 在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闭
会期间，常务委员会根据自治区主席提
名，决定自治区副主席的个别任免。

第八条 常务委员会根据自治区主
席提名，决定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厅
长、委员会主任的任免，由自治区人民政
府报国务院备案。

第九条 常务委员会根据自治区监
察委员会主任提名，任免自治区监察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盟监察委员会主任、
副主任、委员。

第十条 常务委员会根据自治区高
级人民法院院长提名，决定铁路运输中
级法院院长的任免，任免自治区高级人
民法院、盟中级人民法院、铁路运输中级
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
委员、审判员，铁路运输基层法院院长、
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审判员。

第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根据主任会
议提名，决定盟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任
免。

第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根据自治区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名，决定自治区人
民检察院分院、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
任免，任免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自治区人民
检察院分院、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
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铁路运输基层检察
院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
察员，批准任免设区的市，盟属旗、县、市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

第十三条 在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
闭会期间，常务委员会根据主任会议提
名，在本级代表中任命自治区人民代表
大会专门委员会的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
分委员。

第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根据主任会
议提名，任免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副主任，
工作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盟工作委员会
主任、副主任、委员。

第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根据主任会
议提名，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任免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
员。

第十六条 在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
闭会期间，补选自治区出缺的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罢免个别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接受个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的辞职。

第三章 辞职和撤职

第十七条 在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
闭会期间，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自
治区主席、副主席，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

任，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自治区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
出辞职请求，由常务委员会决定是否接
受辞职。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辞职后，
报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备案。自治区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辞职，由自治区人民
检察院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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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根据自治区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批准设区的市，
盟属旗、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出的
辞职请求。

第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根据主任会
议或者自治区主席提请，决定撤销个别
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
厅长、委员会主任的职务。

第二十条 常务委员会根据主任会
议或者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提请，决定
撤销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盟监
察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的职务。

第二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根据主任
会议或者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提请，
决定撤销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庭
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盟中
级人民法院、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铁路运输
基层法院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
委员会委员、审判员的职务。

第二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根据设区
的市，盟属旗、县、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报请，批准撤换设区的市中级人民法
院，盟属旗、县、市人民法院院长。

第二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根据主任
会议或者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
请，决定撤销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
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自治区人
民检察院分院、地区人民检察院、铁路运
输基层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
员会委员、检察员的职务。

第二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根据自治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建议，可以撤换
设区的市，盟属旗、县、市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第二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根据主任
会议提请，决定撤销自治区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专门委员会个
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办公厅主任、
副主任，工作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代表
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
委员，盟工作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
的职务。

第二十六条 撤职案应当写明撤职
的对象和理由，并提供有关的材料。

撤职案在提请表决前，被提出撤职
的人员有权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申
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辩意见，由主任
会议决定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撤职案的表决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

式，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
数通过。

第四章 任免程序

第二十七条 提请常务委员会任
免、决定任免、批准任免、批准辞职、决定
撤销、撤换、批准撤换的人员，由提请人
或者提请机关提出报告，一式十份，在常
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十日前，送交自治区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代表选举
工作委员会。

提请报告须分别附下列材料：任命、
决定任命、批准任命的，附被任职人员的
简历和考核材料；新设机构人员的任职，
附批准设立该机构的文件；免职、决定免
职、批准免职的，附被免职人员的简历和
免职理由材料；决定撤销、撤换、批准撤
换职务的，附相关人员的简历等材料和
本人申辩意见；请求辞职的，附本人向常
务委员会提出的书面请求；批准辞职的，
附请求辞职人员的申请和同级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接受辞职的决定。

第二十八条 自治区监察委员会、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
院提请任命、决定任命、批准任命的人
员，应当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官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检察官法》规定的任职条件。
监察官、法官、检察官因职务变动不需
要保留原职务的，应当依法提请免除其
职务。

第二十九条 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
的任免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交常
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主任会议认为必要
时，可以由提请人或者提请机关向主任
会议介绍被任免人员的情况。

第三十条 在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任免案时，提请人或者提请机关应派负责
人到会，介绍情况，解答提出的问题。

第三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
任免案，采用无记名表决方式进行，以常务
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表
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

任免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副秘书长，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委
员，办公厅主任、副主任，工作委员会主
任、副主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
员、副主任委员、委员，盟工作委员会主
任、副主任；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人民
政府秘书长、厅长、委员会主任；自治区
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盟监察委员会
主任；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盟中
级人民法院、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院长；自
治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自治区人民
检察院分院、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实
行逐人表决。任免其他人员可以合并表
决。在审议中，对合并表决的个别人选

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单独表决，也可以经
主任会议决定暂缓表决。

第三十二条 提请常务委员会任命
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两次常务委员
会上均未获通过的人选，不得再提请任
命同一职务。

第三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任免的人
员，任职、离职时间，以常务委员会会议
通过的时间为准。

第三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
的决定代理和任免、辞职和撤职的议案，
应当书面通知提请机关。

第三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任命的自
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
长，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办公厅主
任、副主任，工作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
员；决定任命的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人
民政府秘书长、厅长、委员会主任；任命
的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自治区高
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由常务委员会颁发任命书。
任命、决定任命、批准任命的其他人员由

提请机关代发任命书。
第三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任命、决

定任命、批准任命的人员，在就职时应当
公开进行宪法宣誓。宪法宣誓仪式由常
务委员会或者相关机关组织。

第三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任命、决
定任命、批准任命的人员，调动、退休或
者因其他原因不能继续担任职务时，应
当办理免职手续；死亡的由原提请任命
机关报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备案。自治区人民政府组成部门机构撤
销、合并，原决定任命的人员，不再办理
免职手续。

第三十八条 新的一届自治区人民
政府领导人员依法选举产生后，自治区
主席应当在两个月内提请常务委员会决
定任命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委
员会主任。凡未提请重新任命的人员，
其职务自行终止，不再办理免职手续。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任 免 工 作 办 法
（1989 年 12 月 16 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02 年 8 月 2 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内蒙古自

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工作办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 2007 年 8 月 3 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任免工作办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 2022 年 5 月 26 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工作办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