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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兗一ⶒ 为了保䳙农ⶂⶂ㉂⇏㺉堕㋬，䭜ⶂ㉂依㌆办䨱堕␢䲯事⛶，ᨂ⊆农ⶂḫ≳㉂主，
唟⣕ⶂ㉂䲯ᨹ㌆䳵，促䘘佩会主义⯡农ⶂ┫䇻，⦟⇛㌆，制⇋ⵝ㌆。
兗二ⶒ ⶂ㉂ ᪉会Ⱡⶂ㉂堕⡂凌䨱、堕⡂⮊囝、堕⡂ⴾ务䲯ḫ≳嗏众♘堕㋬哯哲，⇏
㺉㉂主䙆举、㉂主决冁、㉂主凌䨱、㉂主䳼䶎。
ⶂ㉂ ᪉会办䨱ⵝⶂ䲯公共事务᪽公䳵事业，䉀䀠㉂䰱哋哢，ᦀ助唟⣕佩会㋬↺，ᩂ人
㉂⭰Ⓧ᧾ⱑⶂ㉂䲯❀㿾、㾾㉳᪽⨁出┫䇫。
ⶂ㉂ ᪉会ᩂⶂ㉂会䇫、ⶂ㉂代㺥会䇫䍜䍠⒧⣖᩻␖作。
兗三ⶒ ⶂ㉂ ᪉会⦟ⶂ㉂≶住㣧况、人ᨔὋ≂，⤺㞘便于嗏众堕㋬，ⴺ利于哺㍿ᨂ
⊆᪽佩会凌䨱䲯᧐则䇻僶。
ⶂ㉂ ᪉会䲯䇻僶、⫕䬽、央ᴥ䉀⮥，䭜乡、㉂Ⰰ乡、䮄䲯人㉂⭰Ⓧ⨁出，哺ⶂ㉂会䇫
䇥䇷ᨽ❀，⣖᧰哒人㉂⭰Ⓧ⢪准。
ⶂ㉂ ᪉会ᨠ以⦟ⶂ㉂≶住㣧况、䴃体ᵐᵡ⡱ⴺ关匦兴分䇻夐⒣ⶂ㉂≀哯。
兗ᴌⶒ 中ᴮ共产党ᵙ农ⶂ䲯ḫ≳哯哲，⤺㞘中ᴮ共产党儋倶䘘㺉␖作，ᨂ⥖仃∭◴

作䭓，仃∭᪽⭠⤲ⶂ㉂ ᪉会㺉使噷；依㞘⇛㌆᪽㌆▼，⭠⤲᪽保䳙ⶂ㉂┱⊆堕㋬㍬动、
䴟⧖㺉使㉂主利。
兗五ⶒ 乡、㉂Ⰰ乡、䮄䲯人㉂⭰Ⓧ∪ⶂ㉂ ᪉会䲯␖作唄予⤸∭、⭠⤲᪽助，但Ⱡ
不◈⒣仁依㌆⊏于ⶂ㉂堕㋬央ᴥ内䲯事亶。
ⶂ㉂ ᪉会ᦀ助乡、㉂Ⰰ乡、䮄䲯人㉂⭰Ⓧ┱⊆␖作。
兗二儋 ⶂ㉂ ᪉会䲯哯⡁᪽噷䍠
兗六ⶒ ⶂ㉂ ᪉会䭜主任、副主任᪽ ᪉共三堞七人哯⡁。
ⶂ㉂ ᪉会⡁᪉中，Ⓟ▄ⴺᾸᾤ⡁᪉，Ὃ㉂Ⰰⶂ㉂≶住䲯ⶂⓅ▄ⴺ人⮡䗀≂䲯㉂Ⰰ䲯⡁
᪉。
∪ⶂ㉂ ᪉会⡁᪉，⦟␖作⛶况，唄予䘿▄㺢䍱。
兗七ⶒ ⶂ㉂ ᪉会⦟䴽㾾䇻人㉂䉀䀠、㋬↺保ᦜ、公共ᦜ䭊与䇞划䭊囝兴 ᪉会。
ⶂ㉂ ᪉会⡁᪉ᨠ以兼任下⊏ ᪉会䲯⡁᪉。人ᨔ≂䲯ⶂ䲯ⶂ㉂ ᪉会ᨠ以不䇻下⊏ ᪉会，
䭜ⶂ㉂ ᪉会⡁᪉分␖䍜䍠人㉂䉀䀠、㋬↺保ᦜ、公共ᦜ䭊与䇞划䭊囝兴␖作。
兗八ⶒ ⶂ㉂ ᪉会Ⓟ▄⭠⤲᪽哯哲ⶂ㉂依㌆ᨂ⊆ᨵ俸▓╀䲯ᨹ作哺㍿᪽其他哺㍿，⢰
⣶ⵝⶂ䭊产䲯ⴾ务᪽ᦀ䉀␖作，促䘘农ⶂ䭊产┫䇻᪽哺㍿ᨂ⊆。
ⶂ㉂ ᪉会依㞘㌆▼䀁⇋，凌䨱ⵝⶂ⊏于ⶂ农㉂䴃体⡱ⴺ䲯ᵐᵡ᪽其他䍟产，╆∭ⶂ㉂
ᨹ䨱利䭓堕㝧䎁㓁，保⣕᪽⭪᮵䭊☲䧚Ẵ。
ⶂ㉂ ᪉会Ⓟ▄∻䠊⒧⭠⤲䴃体哺㍿哯哲依㌆㤝僶䘘㺉哺㍿㍬动䲯堕主，唟⣕以⇧ⓞ
⢰ᤶ哺㩢为ḫ乫、唊分哾ᨹ䲯᧽≳哺㩢体制，保䳙䴃体哺㍿哯哲᪽ⶂ㉂、⢰ᤶ哺㩢⡨、噿⡨
⡇嘰ᨹ伙䲯ᨹ㌆䍟产᪽其他ᨹ㌆䳵。
兗九ⶒ ⶂ㉂ ᪉会Ⓟ▄⇔传⇛㌆、㌆▼、㌆䀁᪽ᴮ⇧䲯⭰冁，⮊囝᪽⧙动ⶂ㉂⊖㺉㌆
▼䀁⇋䲯义务、㡢⣕公共䍟产，唟⣕ⶂ㉂䲯ᨹ㌆䳵，ᨂ⊆⮸᥇⮊囝，ⲟ᧻俼⢱丐䈃，促䘘
䭢ᾤ⒤兴，做ᾮ䇞划䭊囝␖作，促䘘ⶂ与ⶂ之䰱䲯ᴓ哾、互助，┱⊆Ὃ俸▓╀䲯佩会主义勩
侉⮸ⰿ┫䇻㍬动。
ⶂ㉂ ᪉会Ⓟ▄⭠⤲ⴾ务♘、公䳵♘、互助♘佩会哯哲依㌆┱⊆㍬动，⧙动农ⶂ佩ᥫ┫
䇻。
Ὃ㉂Ⰰⶂ㉂≶住䲯ⶂ，ⶂ㉂ ᪉会Ⓟ▄⮊囝᪽╆∭ᨵ㉂Ⰰⶂ㉂ỏ䘘ᴓ哾、互䴣∻䠊、互
䴣助。
兗ᥲⶒ ⶂ㉂ ᪉会᧻其⡁᪉Ⓟ▄䚲↹⇛㌆、㌆▼、㌆䀁᪽ᴮ⇧䲯⭰冁，䚲↹⒧哯哲⇏
⯮ⶂ㉂堕㋬儋倶、ⶂ䀁㉂哑，⢘㺉ⶂ㉂会䇫、ⶂ㉂代㺥会䇫䲯决⇋、决䇫，办事公䚐，⓺㌲
ὺ公，㜞◴为ⶂ㉂ⴾ务，⧖ᨈⶂ㉂䳼䶎。
兗三儋 ⶂ㉂ ᪉会䲯䙆举
兗ᥲ一ⶒ ⶂ㉂ ᪉会主任、副主任᪽ ᪉，䭜ⶂ㉂䴟⧖䙆举产䭊。任何哯哲⡇嘰个人
不◈⤸⇋、 ㍯⡇嘰⫕⦓ⶂ㉂ ᪉会⡁᪉。
ⶂ㉂ ᪉会㈀≻任ⵐ三⒥，≻㔒Ⓟ▄᧻Ⱗ举㺉⦓≻䙆举。ⶂ㉂ ᪉会⡁᪉ᨠ以䘛䙆䘛任。
兗ᥲ二ⶒ ⶂ㉂ ᪉会䲯䙆举，䭜ⶂ㉂䙆举 ᪉会主⤲。
ⶂ㉂䙆举 ᪉会䭜主任᪽ ᪉哯⡁，䭜ⶂ㉂会䇫、ⶂ㉂代㺥会䇫⡇嘰ᨵⶂ㉂≀哯会䇫⧙
䙆产䭊。
ⶂ㉂䙆举 ᪉会⡁᪉㻨⨁ᨾ为ⶂ㉂ ᪉会⡁᪉候䙆人，Ⓟ▄䘽出ⶂ㉂䙆举 ᪉会。
ⶂ㉂䙆举 ᪉会⡁᪉䘽出ⶂ㉂䙆举 ᪉会⡇嘰ᴑ其他᧐ᴑ出啥䲯，⤺㞘᧐⧙䙆哾ⷍ依ㅒ
䙏㺢，也ᨠ以ᨗ㺉⧙䙆。

兗ᥲ三ⶒ ⒥㔒ᥲ八᪙⊲䲯ⶂ㉂，不分㉂Ⰰ、俸Ⰰ、♘别、噷业、⇧ⓞ出䓨、⇈⮊信仰、
⮊囝倶ⓗ、䍟产㣧况、≶住ⵐ䲍，䜺ⴺ䙆举᪽㻨䙆举；但Ⱡ，依㞘㌆▼㻨剥Ὣ⭰㋬利
䲯人䲡。
ⶂ㉂ ᪉会䙆举前，Ⓟ▄∪下列人᪉䘘㺉䲦䇭，列入᧳加䙆举䲯ⶂ㉂ᨾᦆ：
（一）⡨剸ᵙⵝⶂ⒧且ᵙⵝⶂ≶住䲯ⶂ㉂；
（二）⡨剸ᵙⵝⶂ，不ᵙⵝⶂ≶住，ⵝ人㺥佥᧳加䙆举䲯ⶂ㉂；
（三）⡨剸不ᵙⵝⶂ，ᵙⵝⶂ≶住一⒥以上，ⵝ人䭞䈴᧳加䙆举，⒧且哺ⶂ㉂会䇫⡇嘰
ⶂ㉂代㺥会䇫ᨽ❀᧳加䙆举䲯公㉂。
␣ᵙ⡨剸⡱ᵙⶂ⡇嘰≶住ⶂ䲦䇭᧳加䙆举䲯ⶂ㉂，不◈再᧳加其他ᵡ⯪ⶂ㉂ ᪉会䲯䙆
举。
兗ᥲᴌⶒ 䲦䇭᧳加䙆举䲯ⶂ㉂ᨾᦆⓅ▄ᵙ䙆举Ⱆ䲯二ᥲⰖ前䭜ⶂ㉂䙆举 ᪉会公。
∪䲦䇭᧳加䙆举䲯ⶂ㉂ᨾᦆⴺ┳䇫䲯，Ⓟ▄堕ᨾᦆ公之Ⱆ䎴五Ⱆ内ᩂⶂ㉂䙆举 ᪉会
䭞䈆，ⶂ㉂䙆举 ᪉会Ⓟ▄堕⭧到䭞䈆之Ⱆ䎴三Ⱆ内作出ἵ䨱决⇋，⒧公ἵ䨱哾ⷍ。
兗ᥲ五ⶒ 䙆举ⶂ㉂ ᪉会，䭜䲦䇭᧳加䙆举䲯ⶂ㉂䴟⧖⨁ᨾ候䙆人。ⶂ㉂⨁ᨾ候䙆人，
Ⓟ▄从全体ⶂ㉂利䳵出ᨂ，⧙㦍ὺ公↹㌆、㺉墚ᾮ、公䚐㆔㍯、㜞◴公䳵、具ⴺ一⇋⮸᥇
㉥⒤᪽␖作在力䲯ⶂ㉂为候䙆人。候䙆人䲯ᨾ仚Ⓟ▄Ὃ于Ⓟ䙆ᨾ仚。ⶂ㉂䙆举 ᪉会Ⓟ▄哯
哲候䙆人与ⶂ㉂㿾䶟，䭜候䙆人介哸⊖㺉噷䍠䲯䇻✤，ᴏ兿ⶂ㉂⨁出䲯䰫仕。
䙆举ⶂ㉂ ᪉会，ⴺ䲦䇭᧳加䙆举䲯ⶂ㉂䘄⮡⣆侓，䙆举ⴺ⭹；候䙆人㧴◈᧳加⣆侓
䲯ⶂ㉂䘄⮡䲯䙆侓，ῼ◈▄䙆。▄䙆人⮡不䏰Ⓟ䙆ᨾ仚䲯，不䏰䲯ᨾ仚ᨗ㺉䙆举。ᨗ㺉䙆
举䲯，兗一ㅒ⣆侓ⵛ▄䙆䲯人᪉◈侓Ὃ䲯为候䙆人，候䙆人以◈侓Ὃ䲯▄䙆，但Ⱡ⡱◈侓⮡
不◈≂于␣⣆䙆侓♬⮡䲯三分之一。
䙆举⇏㺉Ⱁ䇭ᨾ⣆侓、公┱䇞侓䲯⯪㌆，䙆举哾ⷍⓅ▄▄ᵫ公。䙆举Ⱗ，Ⓟ▄䇻僶倃
⇷写侓ἵ。
䲦䇭᧳加䙆举䲯ⶂ㉂，䙆举ⵐ䰱出不在᧳加⣆侓䲯，ᨠ以书䶟 ⢉ⵝⶂⴺ䙆举䲯䘎
亲⊏代为⣆侓。ⶂ㉂䙆举 ᪉会Ⓟ▄公 ⢉人᪽ᨈ ⢉人䲯ᨾᦆ。
具体䙆举办㌆䭜䴬、堕㋬ᥫ、䴟䗓䲯人㉂代㺥会⑩务 ᪉会䀁⇋。
兗ᥲ六ⶒ ⵝⶂ五分之一以上ⴺ䙆举䲯ⶂ㉂⡇嘰三分之一以上䲯ⶂ㉂代㺥噿ᨾ，ᨠ以
⨁出喍免ⶂ㉂ ᪉会⡁᪉䲯㾾㉳，⒧䈱ⰿ㾾㉳喍免䲯䨱䭜。㻨⨁出喍免䲯ⶂ㉂ ᪉会⡁᪉ⴺ
⨁出䭞䗦❀㿾。
喍免ⶂ㉂ ᪉会⡁᪉，亸ⴺ䲦䇭᧳加䙆举䲯ⶂ㉂䘄⮡⣆侓，⒧亸哺⣆侓䲯ⶂ㉂䘄⮡
䙗䘄。
兗ᥲ七ⶒ 以⳥力、′囬、ㅫ僔、䍼䍿、伪䙝䙆侓、㲗⣖䙆举侓⮡兴不㆔▄⡼▄䙆ⶂ
㉂ ᪉会⡁᪉䲯，▄䙆Ⱁ⭹。
∪以⳥力、′囬、ㅫ僔、䍼䍿、伪䙝䙆侓、㲗⣖䙆举侓⮡兴不㆔▄⡼，Ῑ⇤ⶂ㉂㺉使
䙆举、㻨䙆举，也ᶀⶂ㉂ ᪉会䙆举䲯㺉为，ⶂ㉂ⴺᩂ乡、㉂Ⰰ乡、䮄䲯人㉂代㺥
会᪽人㉂⭰Ⓧ⡇嘰᧰哒人㉂代㺥会⑩务 ᪉会᪽人㉂⭰Ⓧ᧻其ⴺ关主凌䜥䰥举⣖，䭜乡哒
⡇嘰᧰哒人㉂⭰Ⓧ䍜䍠䉀⸖⒧依㌆ἵ䨱。
兗ᥲ八ⶒ ⶂ㉂ ᪉会⡁᪉丧ὢ㺉为在力⡇嘰㻨判ἵ刑喅䲯，其噷务堕㺉哳㆓。
兗ᥲ九ⶒ ⶂ㉂ ᪉会⡁᪉出啥，ᨠ以䭜ⶂ㉂会䇫⡇嘰ⶂ㉂代㺥会䇫䘘㺉㺢䙆。㺢䙆倶
Ⓚ᧳㞘ⵝ㌆兗ᥲ五ⶒ䲯䀁⇋办䨱。㺢䙆䲯ⶂ㉂ ᪉会⡁᪉䲯任ⵐ到ⵝ≻ⶂ㉂ ᪉会任ⵐ≻㔒
Ⱗ㆓。
兗二ᥲⶒ ⶂ㉂ ᪉会Ⓟ▄堕⯡一≻ⶂ㉂ ᪉会产䭊之Ⱆ䎴ᥲⰖ内↽⡁␖作倦交。␖作
倦交䭜ⶂ㉂䙆举 ᪉会主⤲，䭜乡、㉂Ⰰ乡、䮄䲯人㉂⭰Ⓧ䳼䶎。

兗ᴌ儋 ⶂ㉂会䇫᪽ⶂ㉂代㺥会䇫
兗二ᥲ一ⶒ ⶂ㉂会䇫䭜ⵝⶂᥲ八᪙⊲以上䲯ⶂ㉂哯⡁。
ⶂ㉂会䇫䭜ⶂ㉂ ᪉会䴃。ⴺᥲ分之一以上䲯ⶂ㉂⡇嘰三分之一以上䲯ⶂ㉂代㺥⨁䇫，
Ⓟ▄䴃ⶂ㉂会䇫。䴃ⶂ㉂会䇫，Ⓟ▄⨁前ᥲ䙗丐ⶂ㉂。
兗二ᥲ二ⶒ ┱ⶂ㉂会䇫，Ⓟ▄ⴺⵝⶂᥲ八᪙⊲以上ⶂ㉂䲯䘄⮡，⡇嘰ⵝⶂ三分之
二以上䲯⡨䲯代㺥᧳加，ⶂ㉂会䇫⡱作决⇋Ⓟ▄哺到会人᪉䲯䘄⮡䙗䘄。㌆▼∪┱ⶂ㉂
会䇫᧻作出决⇋ᨗⴺ䀁⇋䲯，依㞘其䀁⇋。
┱ⶂ㉂会䇫，⦟䴽㾾ᨠ以䚽䈴傸ⵝⶂ䲯企业、事业ᦆ位᪽嗏众哯哲㍯代㺥列。
兗二ᥲ三ⶒ ⶂ㉂会䇫⇒䇫ⶂ㉂ ᪉会䲯⒥ⓗ␖作⣖᩻，䈁䇫ⶂ㉂ ᪉会⡁᪉䲯␖作；
ⴺ⫕䬽⡇嘰ᨉⴥⶂ㉂ ᪉会不䘿▄䲯决⇋；ⴺ⫕䬽⡇嘰ᨉⴥⶂ㉂代㺥会䇫不䘿▄䲯决⇋。
ⶂ㉂会䇫ᨠ以⦹ⶂ㉂代㺥会䇫⇒䇫ⶂ㉂ ᪉会䲯⒥ⓗ␖作⣖᩻，䈁䇫ⶂ㉂ ᪉会⡁᪉
䲯␖作，⫕䬽⡇嘰ᨉⴥⶂ㉂ ᪉会不䘿▄䲯决⇋。
兗二ᥲᴌⶒ ㎺᧻ⶂ㉂利䳵䲯下列事亶，哺ⶂ㉂会䇫䇥䇷决⇋⯪ᨠ办䨱：
（一）ⵝⶂ享ᨈ䈬␖㺢䍱䲯人᪉᧻㺢䍱⸸准；
（二）从ⶂ䴃体哺㍿⡱◈⭧䳵䲯使䭓；
（三）ⵝⶂ公䳵事业䲯兴办᪽冤䎁冤ࣿ⯪᧻┫䇻⢰ᤶ⯪；
（ᴌ）ᵐᵡ⢰ᤶ哺㩢⯪；
（五）ⶂ䴃体哺㍿亶䴙䲯僶亶、⢰ᤶ⯪；
（六）↶ḫᵡ䲯使䭓⯪；
（七）▲ᵡ㺢偿䍶䲯使䭓、分䞊⯪；
（八）以借䍴、倊䍾⡇嘰其他⯪╀ἵ分ⶂ䴃体䍟产；
（九）ⶂ㉂会䇫䇡为Ⓟ▄䭜ⶂ㉂会䇫䇥䇷决⇋䲯㎺᧻ⶂ㉂利䳵䲯其他事亶。
ⶂ㉂会䇫ᨠ以⦹ⶂ㉂代㺥会䇫䇥䇷决⇋前ㅯ䀁⇋䲯事亶。
㌆▼∪䇥䇷决⇋ⶂ䴃体哺㍿哯哲䍟产᪽⡁᪉䳵䲯事亶ᨗⴺ䀁⇋䲯，依㞘其䀁⇋。
兗二ᥲ五ⶒ 人⮡䗀Ὃ⡇嘰≶住分⮔䲯ⶂ，ᨠ以䇻僶ⶂ㉂代㺥会䇫，䇥䇷决⇋ⶂ㉂会䇫
⦹䲯事亶。ⶂ㉂代㺥会䇫䭜ⶂ㉂ ᪉会⡁᪉᪽ⶂ㉂代㺥哯⡁，ⶂ㉂代㺥Ⓟ▄ᦑⶂ㉂代㺥会
䇫哯⡁人᪉䲯五分之ᴌ以上，Ᾰᾤⶂ㉂代㺥Ⓟ▄ᦑⶂ㉂代㺥会䇫哯⡁人᪉䲯三分之一以上。
ⶂ㉂代㺥䭜ⶂ㉂⤺㈀五⡨堞ᥲ五⡨⧙䙆一人，⡇嘰䭜ᨵⶂ㉂≀哯⧙䙆夐⒣人。ⶂ㉂代㺥
䲯任ⵐ与ⶂ㉂ ᪉会䲯任ⵐ䴣ᨽ。ⶂ㉂代㺥ᨠ以䘛䙆䘛任。
ⶂ㉂代㺥Ⓟ▄ᩂ其⧙䙆⡨⡇嘰ⶂ㉂≀哯䍜䍠，⧖ᨈⶂ㉂䳼䶎。
兗二ᥲ六ⶒ ⶂ㉂代㺥会䇫䭜ⶂ㉂ ᪉会䴃。ⶂ㉂代㺥会䇫㈀↔ⓗ┱一ㅒ。ⴺ五分
之一以上䲯ⶂ㉂代㺥⨁䇫，Ⓟ▄䴃ⶂ㉂代㺥会䇫。
ⶂ㉂代㺥会䇫ⴺ三分之二以上䲯哯⡁人᪉᧳加⯪ᨠ┱，⡱作决⇋Ⓟ▄哺到会人᪉䲯䘄
⮡ᨽ❀。
兗二ᥲ七ⶒ ⶂ㉂会䇫ᨠ以制⇋᪽修⭪ⶂ㉂堕㋬儋倶、ⶂ䀁㉂哑，⒧⣖乡、㉂Ⰰ乡、䮄
䲯人㉂⭰ⓍἸ。
ⶂ㉂堕㋬儋倶、ⶂ䀁㉂哑以᧻ⶂ㉂会䇫⡇嘰ⶂ㉂代㺥会䇫䲯决⇋不◈与⇛㌆、㌆▼、㌆
䀁᪽ᴮ⇧䲯⭰冁䴣⣦䀣，不◈ⴺ侵㣠ⶂ㉂䲯人䓨利、㉂主利᪽ᨹ㌆䍟产利䲯内⇪。
ⶂ㉂堕㋬儋倶、ⶂ䀁㉂哑以᧻ⶂ㉂会䇫⡇嘰ⶂ㉂代㺥会䇫䲯决⇋䘚᧾前ㅯ䀁⇋䲯，䭜乡、
㉂Ⰰ乡、䮄䲯人㉂⭰Ⓧ䍠令⭪㆔。
兗二ᥲ八ⶒ ┱ⶂ㉂≀哯会䇫，Ⓟ▄ⴺⵝⶂ㉂≀哯ᥲ八᪙⊲以上䲯ⶂ㉂三分之二以上，
⡇嘰ⵝⶂ㉂≀哯三分之二以上䲯⡨䲯代㺥᧳加，⡱作决⇋Ⓟ▄哺到会人᪉䲯䘄⮡ᨽ❀。
ⶂ㉂≀哯哯䮼䭜ⶂ㉂≀哯会䇫⧙䙆。ⶂ㉂≀哯哯䮼任ⵐ与ⶂ㉂ ᪉会䲯任ⵐ䴣ᨽ，ᨠ以

䘛䙆䘛任。
⊏于ⶂ㉂≀哯䲯䴃体⡱ⴺ䲯ᵐᵡ、企业᪽其他䍟产䲯哺㩢凌䨱以᧻公䳵事亶䲯办䨱，䭜
ⶂ㉂≀哯会䇫依㞘ⴺ关㌆▼䲯䀁⇋䇥䇷决⇋，⡱作决⇋᧻⇏⯮⛶况Ⓟ▄᧻Ⱗᩂⵝⶂ㉂≀哯䲯
ⶂ㉂公。
兗五儋 ㉂主凌䨱᪽㉂主䳼䶎
兗二ᥲ九ⶒ ⶂ㉂ ᪉会Ⓟ▄⇏㺉≂⮡ⴾ从Ὃ⮡䲯㉂主决冁制᪽公┱䙌ⰿ䲯␖作᧐
则，┫僶健全ᨵ俸␖作制ⓗ。
兗三ᥲⶒ ⶂ㉂ ᪉会⇏㺉ⶂ务公┱制ⓗ。
ⶂ㉂ ᪉会Ⓟ▄᧻Ⱗ公下列事亶，⧖ᨈⶂ㉂䲯䳼䶎：
（一）ⵝ㌆兗二ᥲ三ⶒ、兗二ᥲᴌⶒ䀁⇋䲯䭜ⶂ㉂会䇫、ⶂ㉂代㺥会䇫䇥䇷决⇋䲯事亶
᧻其⇏⯮⛶况；
（二）ᴮ⇧䇞划䭊囝⭰冁䲯㩺⇏⯪；
（三）⭰Ⓧ⤙付᪽⧖ᨈ佩会⦁䎝䲯⮂㚯⮂助、㺢䍱㺢助兴䎁䠎、㢚䎁䲯凌䨱使䭓⛶况；
（ᴌ）ⶂ㉂ ᪉会ᦀ助人㉂⭰Ⓧ┱⊆␖作䲯⛶况；
（五）㎺᧻ⵝⶂⶂ㉂利䳵，ⶂ㉂ⲟ䚊关◴䲯其他事亶。
前ㅯ䀁⇋事亶中，一塗事亶堞≂㈀↔ⓗ公一ㅒ；䴃体䍟务▱ⶖ䗀Ὃ䲯，䍟务⭧⭠⛶况
Ⓟ▄㈀ⴹ公一ㅒ；㎺᧻ⶂ㉂利䳵䲯䠊事亶Ⓟ▄䳌Ⱗ公。
ⶂ㉂ ᪉会Ⓟ▄保䇾⡱公事亶䲯䵊⇏♘，⒧⧖ᨈⶂ㉂䲯⸖䈟。
兗三ᥲ一ⶒ ⶂ㉂ ᪉会不᧻Ⱗ公Ⓟ▄公䲯事亶⡇嘰公䲯事亶不䵊⇏䲯，ⶂ㉂ⴺ
ᩂ乡、㉂Ⰰ乡、䮄䲯人㉂⭰Ⓧ⡇嘰᧰哒人㉂⭰Ⓧ᧻其ⴺ关主凌䜥䰥᧾ⱑ，ⴺ关人㉂⭰Ⓧ⡇
嘰主凌䜥䰥Ⓟ▄䍜䍠䉀⸖⇏，䍠令依㌆公；哺⸖䇾亙ⴺ䘚㌆㺉为䲯，ⴺ关人᪉Ⓟ▄依㌆
⢰⣶䍠任。
兗三ᥲ二ⶒ ⶂⓅ▄┫僶ⶂ务䳼䶎 ᪉会⡇嘰其他▓╀䲯ⶂ务䳼䶎ⶵ，䍜䍠ⶂ㉂㉂主
䨱䍟，䳼䶎ⶂ务公┱兴制ⓗ䲯㩺⇏，其⡁᪉䭜ⶂ㉂会䇫⡇嘰ⶂ㉂代㺥会䇫ᵙⶂ㉂中⧙䙆产䭊，
其中Ⓟⴺ具Ἰ䍟会、凌䨱丐䈃䲯人᪉。ⶂ㉂ ᪉会⡁᪉᧻其䘎亲⊏不◈⣶任ⶂ务䳼䶎ⶵ⡁
᪉。ⶂ务䳼䶎ⶵ⡁᪉ᩂⶂ㉂会䇫᪽ⶂ㉂代㺥会䇫䍜䍠，ᨠ以列ⶂ㉂ ᪉会会䇫。
兗三ᥲ三ⶒ ⶂ㉂ ᪉会⡁᪉以᧻䭜ⶂ㉂⡇嘰ⶂ䴃体⢰⣶䈬␖㺢䍱䲯嚃䭓人᪉，Ⓟ▄⧖
ᨈⶂ㉂会䇫⡇嘰ⶂ㉂代㺥会䇫∪其⊖㺉噷䍠⛶况䲯㉂主䈁䇫。㉂主䈁䇫㈀⒥堞≂䘘㺉一ㅒ，
䭜ⶂ务䳼䶎ⶵ主⤲。
ⶂ㉂ ᪉会⡁᪉䘛唘两ㅒ㻨䈁䇫不倛噷䲯，其噷务哳㆓。
兗三ᥲᴌⶒ ⶂ㉂ ᪉会᪽ⶂ务䳼䶎ⶵⓅ▄┫僶ⶂ务⺔。ⶂ务⺔ᤶ⤝：䙆举⮸件
᪽䙆侓，会䇫䇭▆，ᵐᵡᨂᤶ⯪᪽⢰ᤶᨹᨽ，哺㍿ᨹᨽ，䴃体䍟务䍣䴙，䴃体䎁产䲦䇭⮸
件，公䳵䇻⯮ḫⵝ䎁⯊，ḫⵝ┫䇻䎁⯊，↶ḫᵡ使䭓⯪，▲ᵡ㺢偿䍶使䭓᧻分䞊⯪兴。
ⶂ务⺔Ⓟ▄䵊⇏、准亙、↽⮥、䀁央。
兗三ᥲ五ⶒ ⶂ㉂ ᪉会⡁᪉⇏㺉任ⵐ᪽俦任哺㍿䍠任⇒䇞，⇒䇞ᤶ⤝下列事亶：
（一）ⵝⶂ䍟务⭧⭠⛶况；
（二）ⵝⶂ债债务⛶况；
（三）⭰Ⓧ⤙付᪽⧖ᨈ佩会⦁䎝䲯䎁䠎、㢚䎁凌䨱使䭓⛶况；
（ᴌ）ⵝⶂ䭊产哺㩢᪽┫䇻亶䴙䲯ᨂᤶ凌䨱以᧻公䳵事业┫䇻亶䴙⤌⸸⣆⸸⛶况；
（五）ⵝⶂ䎁䠎凌䨱使䭓以᧻ⵝⶂ䴃体䎁产、䎁㓁䲯⢰ᤶ、倊䍾、⣶保、出䇦⛶况，▲
ᵡ㺢偿䍶䲯使䭓、分䞊⛶况；
（六）ⵝⶂ五分之一以上䲯ⶂ㉂㾾㉳⇒䇞䲯其他事亶。
ⶂ㉂ ᪉会⡁᪉䲯任ⵐ᪽俦任哺㍿䍠任⇒䇞，䭜᧰哒人㉂⭰Ⓧ农业䜥䰥、䍟⭰䜥䰥⡇嘰

乡、㉂Ⰰ乡、䮄䲯人㉂⭰Ⓧ䍜䍠哯哲，⇒䇞哾ⷍⓅ▄公，其中俦任哺㍿䍠任⇒䇞哾ⷍⓅ▄
ᵙ下一≻ⶂ㉂ ᪉会䙆举之前公。
兗三ᥲ六ⶒ ⶂ㉂ ᪉会⡇嘰ⶂ㉂ ᪉会⡁᪉作出䲯决⇋侵⇤ⶂ㉂ᨹ㌆䳵䲯，ᨈ侵⇤
䲯ⶂ㉂ᨠ以䭞䈴人㉂㌆䲟予以⫕䬽，䍠任人依㌆⢰⣶㌆▼䍠任。
ⶂ㉂ ᪉会不依㞘㌆▼、㌆䀁䲯䀁⇋⊖㺉㌆⇋义务䲯，䭜乡、㉂Ⰰ乡、䮄䲯人㉂⭰Ⓧ䍠
令⭪㆔。
乡、㉂Ⰰ乡、䮄䲯人㉂⭰Ⓧ⒣仁依㌆⊏于ⶂ㉂堕㋬央ᴥ事亶䲯，䭜上一哒人㉂⭰Ⓧ䍠令
⭪㆔。
兗六儋 䲁

则

兗三ᥲ七ⶒ 人㉂⭰Ⓧ∪ⶂ㉂ ᪉会ᦀ助⭰Ⓧ┱⊆␖作Ⓟ▄⨁供◶㾾䲯ⶒ件；人㉂⭰Ⓧ
ⴺ关䜥䰥 ⢉ⶂ㉂ ᪉会┱⊆␖作䴽㾾哺䍶䲯，䭜 ⢉䜥䰥⢰⣶。
ⶂ㉂ ᪉会办䨱ⵝⶂ公䳵事业⡱䴽䲯哺䍶，䭜ⶂ㉂会䇫䙗䘄冤䎁冤ࣿ䀠决；哺䍶亙ⴺᴡ
䳻䲯，䭜ᵡ⯪人㉂⭰Ⓧ唄予䘿▄⭠⤲。
兗三ᥲ八ⶒ 傸ᵙ农ⶂ䲯关、ᴓ体、䜥䱜、ᴮⴺ᧻ᴮⴺ⧘囌企业、事业ᦆ位᧻其人᪉
不᧳加ⶂ㉂ ᪉会哯哲，但Ⓟ▄䙗䘄Ὃ俸▓╀᧳与农ⶂ佩ᥫ┫䇻，⒧䚲↹ⴺ关ⶂ䀁㉂哑。
ⶂ㉂ ᪉会、ⶂ㉂会䇫⡇嘰ⶂ㉂代㺥会䇫䇥䇷决⇋与前ㅯ䀁⇋䲯ᦆ位ⴺ关䲯事亶，Ⓟ▄
与其ᦀ᭷。
兗三ᥲ九ⶒ ᵡ⯪ᨵ哒人㉂代㺥会᪽᧰哒以上ᵡ⯪ᨵ哒人㉂代㺥会⑩务 ᪉会ᵙ
ⵝ㺉⭰ᥫḐ内保䇾ⵝ㌆䲯⇏⯮，保䳙ⶂ㉂依㌆㺉使堕㋬利。
兗ᴌᥲⶒ 䴬、堕㋬ᥫ、䴟䗓䲯人㉂代㺥会⑩务 ᪉会⦟ⵝ㌆，哾ᨹⵝ㺉⭰ᥫḐ
䲯⇏䲂⛶况，制⇋⇏⯮办㌆。
兗ᴌᥲ一ⶒ ⵝ㌆堕公之Ⱆ䎴⯮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