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２０１８年备案审查

工 作 情 况 的 报 告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４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沈春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现将２０１８年开展备案审查工作的情况报告如

下，请予审议。

备案审查制度是保障宪法法律实施、维护国

家法制统一的宪法性制度。根据宪法和立法法、

监督法的规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地方人

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以及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司法解释，应当报

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报送

备案的法规、司法解释进行审查，对与宪法法律

相抵触的法规、司法解释有权予以撤销、纠正。

过去一年，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以及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认

真贯彻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依照法定权限和程

序开展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制定和

报送备案工作，为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推动和保障宪法法律实施、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司法解释的内容总体上是适应实际需要的，是符

合宪法法律的。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下，法制工作委员会

与全国人大有关单位协同配合，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按照党中央提出的 “有件必备、有备必审、

有错必纠”的要求，积极开展备案审查工作，加

大监督纠正力度，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

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行备案审查职责提供服

务保障，备案审查工作取得了新进展。

一、关于落实 “有件必备”情况

一年来，制定机关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

备案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１２３８件，

其中行政法规４０件，省级地方性法规６４０件，设

区的市地方性法规４８３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３３件，经济特区法规２４件，司法解释１８件。据

不完全统计，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１月底，制定机关共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备案现行有效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１２３９７件，其中行政法规

７５５件，省级地方性法规６０８３件，设区的市地方

性法规３５１９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９９５件，经

济特区法规３３５件，司法解释７１０件。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基本实现了有件必备。按

照法治原则，只要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体属于人

大监督对象，这些主体制定的各类规范性文件就

都应当纳入人大备案审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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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规章是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的重要表现

形式，依法加强对政府规章的备案审查，是地方

人大开展备案审查工作的重要内容。为推进政府

规章备案审查工作，２０１８年２月，法制工作委员

会向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等四个直辖市和深

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四个经济特区市人大常

委会发函，要求发挥先行先试作用，督促梳理全

部现行有效的政府规章，并探索形成切实可行的

备案工作机制。目前，四个直辖市和四个经济特

区市共梳理出现行有效的政府规章１２３５件，正抓

紧开展规章的纸质和电子报备工作。

根据立法法等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有权制定司法解释，地方人民法院、

地方人民检察院无权制定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

质文件。实践中地方 “两院”制定了许多规范性

文件，其中有不少是属于审判、检察工作范围的

内容，直接涉及公民的权利义务。有的地方人大

常委会已将这些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有的则

尚未纳入。法制工作委员会就此开展调研，与有

关方面进行沟通。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把所有规范性文

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拟从明年开始，逐步推动

将地方政府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地方 “两

院”制定的有关规范性文件全部纳入人大备案审

查范围，以备案全覆盖带动审查全覆盖，以审查

全覆盖实现监督全覆盖，重点是将影响老百姓切

身利益、直接涉及公民权利义务的各类规范性文

件依法纳入人大备案审查范围。

二、关于落实 “有备必审”情况

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保障宪法法律实施，

保护公民法人合法权利，是实行备案审查制度、

开展备案审查工作的初衷所在、职责所在。我们

综合运用依职权审查 （即主动审查）、依申请审

查、专项审查等方式，依法对行政法规、地方性

法规、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开展合宪性、合法

性、适当性审查，组织开展专项清理工作，推动

解决上下不一致、配套不及时、规定不到位等问

题，切实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一）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议精神，推

动生态环保方面规范性文件全面清理工作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党中央确定的 “三

大攻坚战”之一。２０１８年７月，全国人大常委会

召开会议，听取审议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

告并开展专题询问，审议通过 《关于全面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依法推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

议》。《决议》明确提出：“抓紧开展生态环境保护

法规、规章、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的全面清理

工作，对不符合不衔接不适应法律规定、中央精

神、时代要求的，及时进行废止或修改。”常委会

办公厅向有关方面发函，要求做好生态环境保护

法规、规章、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的全面清理

工作。法制工作委员会向各省 （区、市）人大常

委会发出 《关于加强加快大气污染防治和生态环

境保护地方立法工作的意见》，督促抓紧制定完善

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的地方性法规。

各省 （区、市）人大常委会对生态环保法规

清理工作高度重视，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精神，在２０１７年工作基础

上，扩大法规清理工作范围，坚持工作力度不减

缓、清理对象不遗漏，持续深入开展生态环保法

规清理工作，并督促本省 （区、市）政府抓紧开

展生态环境保护地方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全

面清理工作。目前，３１个省 （区、市）均已反馈

清理工作情况。经过一年多持续努力，各地清理

发现存在与上位法规定不一致等问题需要研究处

理的法规共１０２９件，目前已总共修改５１４件、废

止８３件，还有４３２件已列入立法工作计划，拟抓

紧修改或者废止。同时，各地严格按照全国人大

常委会执法检查报告要求，大力开展大气污染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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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条例的制定、修改工作，目前２８个省 （区、

市）人大常委会已经完成大气污染防治地方性法

规制定、修改工作，其中新制定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１５件、修改１３件，其余３个地方拟于１２月底

前完成相关立法任务。总的来看，各地积极开展

生态环保法规清理和制定工作，举措有力，取得

明显成效；但同时也存在个别地方认识不到位、

贯彻落实不坚决、工作进展缓慢等问题。

（二）通过备案审查工作，积极推动解决社会

关注的现实问题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法规、司法解释的

审查建议，是立法法、监督法赋予公民的一项重

要权利，也是人民群众对法规、司法解释制定工

作进行监督的一个重要渠道。２０１８年，法制工作

委员会共收到公民、组织涉及规范性文件的各类

来信来函４５７８件，可以明确为审查建议的有１２２９

件，其中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范围的有

１１２件，占９．１％。１１２件审查建议中，建议对行

政法规进行审查的５件，占４．５％；建议对地方性

法规进行审查的６３件，占５６．３％；建议对司法解

释进行审查的４４件，占３９．２％。没有收到有关国

家机关提出的审查要求。

对收到的审查建议，我们逐一进行登记、研

究。对不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范围的审查建

议，通过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转送有关方面研

究处理，并对审查建议的办理情况进行跟踪。审

查建议办理完毕后，及时向审查建议人反馈研究

处理情况。２０１８年共对２２件审查建议书面反馈

了研究情况和处理结果。

近年来收到的审查建议中，有不少是针对道

路交通管理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提出的，涉及对

车辆采取限行、限号措施以及将处理违章作为机

动车年检前提条件等方面的规定。法制工作委员

会２０１８年集中开展了对道路交通管理地方性法

规、部门规章的审查研究，重点审查研究其中有

关道路交通管理措施和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规

定是否符合上位法，是否不当限制公民权利或者

增加公民义务，在此基础上与一些地方人大常委

会及公安部、生态环境部作了沟通。下一步，将

针对审查研究中发现的问题，与制定机关深入沟

通并督促解决。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期间，有全国政协

委员提出提案，建议对收容教育制度进行合宪性

审查。收容教育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是１９９１年七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 《关于

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该 《决定》第四条第二款

规定：“对卖淫、嫖娼的，可以由公安机关会同有

关部门强制集中进行法律、道德教育和生产劳动，

使之改掉恶习。期限为六个月至二年。具体办法

由国务院规定。”国务院据此制定了 《卖淫嫖娼人

员收容教育办法》。制定该 《决定》主要是为了补

充修改当时的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

定，制定程序和内容均符合宪法规定。后来的情

况是，《决定》规定的刑事方面内容，在１９９７年

修改刑法时已经被吸收到刑法之中；但 《决定》

规定的收容教育制度作为行政措施继续有效，并

一直延续至今。今年，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了

联合调研，了解收容教育制度实施情况，召开座

谈会听取相关单位和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

专家学者的意见，并书面征求了有关单位的意见。

总的看，收容教育制度实施多年来，在维护社会

治安秩序、教育挽救卖淫嫖娼人员、遏制不良社

会风气蔓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

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的深入

推进，特别是２０１３年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后，情况

发生了很大变化。近年来，收容教育措施的运用

逐年减少，收容教育人数明显下降，有些地方已

经停止执行。通过调研论证，各有关方面对废止

收容教育制度已经形成共识，启动废止工作的时

机已经成熟。为了深入贯彻全面依法治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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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议有关方面适时提出相关议案，废止收容

教育制度。

（三）通过备案审查工作，对一些有不同认识

的问题加强研究和跟踪

备案审查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不少是法规、

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在制定和实施中有不同认

识、需要准确把握法律和政策界限的问题。例如，

有关方面通过出台规范性文件，建立信用惩戒制

度，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同时也引发了一些

滥用信用惩戒侵犯公民隐私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

担忧。又如，一些地方相继制定 “地方金融条

例”，带来了对金融管理是否属于国家立法专属事

项、地方金融立法是否影响金融市场统一的不同

认识。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加强对有关规范性文

件的审查研究，跟踪了解有关立法动态，防止出

现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情况，防止出现超越立法

权限和违背上位法规定的情形。

三、关于落实 “有错必纠”情况

对备案审查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法制工作委

员会认真开展审查研究，通过与制定机关沟通、

提出书面研究意见等方式，加大监督纠正力度，

推动相关问题妥善解决。

（一）对有关规范性文件中存在的问题及时予

以督促纠正和妥善处理

根据公民审查建议，推动最高人民法院对婚

姻法司法解释 （二）第二十四条进行修改完善。

２０１８年１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关于审理涉及

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对

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和举证责任分配进行了

细化和完善，有关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根据公民审查建议，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的解释将 “驯养繁

殖物种”纳入有关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范围

的规定，进行审查研究。根据有关组织审查建议，

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的规定 （二）中

有关公司股东、董事清算责任的规定，进行审查

研究。经沟通，最高人民法院已启动工作，拟对

上述有关司法解释的内容进行修改完善。

根据公民审查建议，对最高人民检察院 《人

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 （试行）》有关 “当

事人对一审民事判决、裁定未提出上诉而向人民

检察院申请监督的，人民检察院不予受理”的规

定，进行审查研究。经沟通，最高人民检察院已

停止执行该规定，并明确当事人针对人民法院作

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一审民事判决、裁定提

出的监督申请，无论是否提出过上诉，只要符合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规定，均应依法受理。

根据公民审查建议，对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促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止露天焚烧的

决定》中有关 “露天焚烧秸秆没有当事人的，由

农业经营主体承担责任，可以对农业经营主体主

要负责人处罚款”的规定，进行审查研究。经沟

通，河北省人大常委会表示将对该规定进行修改

完善。

根据公民审查建议，对 《上海市道路交通管

理条例》关于 “机动车在本市有道路交通违法行

为逾期未接受处理记录累积达到五起以上的，可

以先予扣留机动车行驶证”的规定，进行审查研

究。经沟通，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表示将对该规定

进行修改完善。

（二）对２０１７年法规纠正情况进行跟踪督促

为了加大监督纠正力度，２０１８年２月，法

制工作委员会向有关地方人大常委会发出督办

函，对有关地方性法规进行修改、废止的落实情

况开展 “回头看”，督促有关方面加快工作进度，

及时完成。

２０１７年２月，我们发出书面研究意见，要

求有关地方人大常委会对审计条例中直接规定以

审计结果作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竣工结算依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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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在招标文件中载明或者在合同

中约定以审计结果作为竣工结算依据的内容予以

修改或者废止。有１１个省 （区、市）、８个设区

的市、２个经济特区的法规存在上述问题。经督

促，各地均已完成相关法规修改、废止工作。

２０１７年９月，我们发出书面研究意见，要

求有关地方人大常委会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

关于 “超生即辞退”等控制措施和处理规定作出

修改。有７个省的地方性法规存在上述问题。经

督促，各地均已完成相关法规修改工作。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我们发出书面研究意见，要

求有关地方人大常委会对有关著名商标制度的地

方性法规予以清理，适时废止。有８个省 （区、

市）、３个设区的市制定了关于著名商标的地方

性法规。经督促，各地均已完成相关法规废止工

作。２０１８年，针对个别地方采取变通规避方式，

以地方商标协会名义继续开展地方著名商标评比

认定的情况，我们及时督促有关方面予以纠正。

（三）推动各有关方面加大备案审查工作力度

为了落实备案审查全覆盖的要求，我们着力

推动各有关方面加强对法规、司法解释以外规范

性文件的审查工作力度。对公民、组织直接向全

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这些文件进行审查的建议，

转送有关方面审查研究并推动及时作出处理。

根据公民审查建议，对 《江苏省工程建设项

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有关问题进行研

究，认为属于地方政府规章与国务院部门规章不

一致问题，依法应由国务院裁决。我们将该件审

查建议转交司法部研究处理，根据反馈情况，该

规定与国务院部门规章不一致的问题已经得到解

决。

根据公民审查建议，对湖南省司法厅 《关于

“四大类”外司法鉴定事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有关问题进行研究，认为该通知关于 “四大类”

外司法鉴定事项登记管理有关规定，与 《全国人

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相抵

触。我们督促湖南省人大常委会依法予以纠正，

并建议司法部督促地方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立即停

止办理 “四大类”外司法鉴定机构的登记工作。

根据反馈情况，湖南省司法厅已将全省 “四大

类”外司法鉴定机构全部注销，清理到位；司法

部已督促２８个省 （区、市）司法行政部门停止

“四大类”外司法鉴定机构的登记，１９个省

（区、市）对已登记的机构予以注销，下一步将

下发通知进一步规范司法鉴定登记管理活动。

根据公民审查建议，对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部分罪名定罪量刑情节及数额标准的意见》

中有关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一定条件下构成

非法行医罪的规定，以及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

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公安厅联合发布的

《关于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行为适用法律的

若干意见》进行研究，认为上述意见有关内容是

对刑法具体应用问题所作的解释，违背了 《全国

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及立

法法关于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应

当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其他审判机关不得作出

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属于应当清理

的带有司法解释性质的文件。我们督促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及时

予以纠正。根据反馈情况，相关规定已经停止执

行。

四、通过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

开展相关工作

　　法制工作委员会积极参与、建立并完善与中

央办公厅、司法部、中央军委办公厅之间的备案

审查衔接联动机制，在移交审查建议、共商研究

意见、共享工作信息、共同培训研讨、协调解决

问题等方面逐步建立起常态化工作机制。２０１８

年向有关方面转送审查建议１４件。同时，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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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建立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地

方人大常委会之间的备案审查工作联系机制，充

分有效运用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通过座谈

会、共同调研等方式推动纠正存在问题的规范性

文件。督促有关方面加强对规章、行政规范性文

件以及地方 “两院”规范性文件进行监督，确保

实现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全覆盖。

２０１８年８月，司法部将备案审查工作中发

现的存在问题的４３件地方性法规一揽子转送法

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处理。经初步研究，其中１５

件存在与法律或行政法规不一致、缺乏上位法依

据增设行政审批事项等问题，其他２８件存在与

国家有关政策要求不一致等问题，下一步深入研

究后，将通过适当形式督促有关地方予以纠正。

我们还大力加强全国统一的备案审查信息平

台建设和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建设，推动地方人

大加快信息平台建设并与全国人大实现互联互

通，推动地方建立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备案审

查专项工作报告制度，建立备案审查工作信息公

开机制，加强有关宣传工作，开展有关理论研讨

等。

五、２０１９年工作考虑和安排

持续加强备案审查工作。按照 “有件必备、

有备必审、有错必纠”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备案

审查工作，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保障宪法法律

实施。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全会精神，开展合宪性审查工作，确保法规、司

法解释与宪法规定、宪法精神相符合。继续认真

做好对法规、司法解释的审查、研究、处理、反

馈工作。加大对地方性法规主动审查工作力度，

重点审查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法规。认真研究处

理公民、组织对法规、司法解释提出的审查建

议，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推动实现备案审查工作制度化、信息化、智

能化。出台并实施备案审查工作规定，提高备案

审查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为地方人大备案

审查工作提供指导。落实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

制，完善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制度，更好发挥

备案审查制度功效，捍卫社会主义法治尊严。尽

快建成全国统一的备案审查信息平台和国家法律

法规数据库，实现互联互通。巩固完善全国人大

备案审查信息平台的电子备案、在线审查等功

能，拓展信息平台的数据收集和立法服务功能，

提升备案审查工作效率和水平。

继续做好生态环保法规清理等重要工作。强

化跟踪监督，通过调研和督促督办、函询通报等

多种形式，继续做好生态环境保护规范性文件清

理工作，确保地方及时完成有关地方性法规的制

定、修改工作。认真总结清理工作经验，全面梳

理清理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有针对性采取措施推

动解决。

加强备案审查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有计

划、有重点、有步骤地组织开展备案审查理论研

究，为完善备案审查制度、推进备案审查实践提

供理论支撑。密切关注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实施中

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组织开展专题研究。加

大备案审查工作宣传力度，讲好 “备案审查故

事”，增强社会对备案审查工作的了解和支持，

共同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统一和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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