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立工会工作条例
(2006年 12月 11日 中学全国恙工会第十四届執行委員会

第四次全体会洸通辻)

第一章 息 IIJ

第一条 力か張
～

改邊企立工会工作,友拝企立二会作

用,根据 《工会法》、《芳劫法》和 《中国工会章程》,キ1定本

条例。

第二条 企立工会是中学全国恙工会的基晨俎鉄,足二会

的重要俎鉄基砧和工作基拙,足企立工会会長科釈工合法収益

的代表者わ準伊者。

第二条 企立工会以郡小平理沿稗 “三今代表"重要思想

力指早,貫御科学皮晨現,堅持仝ノむ仝意依隼二人隣象根本指

早方針,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又工会麦晨道路,落共“俎須起来 ,

切実筆叔"的工作方針,困 箸
～

幼員取エカ実現仝面建没小康

社会宏件目林作貢献。

第四条 企立二会貫微促邊企立友晨、筆榜取工杖益的エ

作原ス19協渭企立労劫美系,推裁建没
～

諧企立。

第五条 企立工会在本企立党俎須和上象二会的頷早下 ,

依照法律和二会章程独立自主地升展工作,密切秩系取工群

余,美ノむ取工群食生声生活,熟愧力取工群余服券,努力建没

咸力姐象健全、象枚到位、工作活妖、作用明呈、取工依救的

取工え家。

第二章 企立工会盤鎮

第六条 企立工会依法俎奴取工か入二会,筆伊取工参加
工会的板オ1。

第七条 会員二十五人以上企立定立工会委員会;不足ニ

十五人的可以単独建立二会委員会,也可以由両今以上企立的
会長按地域或行立咲合建立基晨二会委員会。同時接有美規定
建立工会姪奏常査委員会、二会女取工委員会。

企立工会具各法人条件的,依法取得社会団体法人資格 ,

工会主席足法定代表人。

企立工会受法律保横,任何俎象利今人不得随意撤鎖或持

工会工作机杓合井、リヨ属至1其他部 11。

企立政制須同時建立健全二会俎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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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会員大会或会長代表大会是企立二会的板力机

夫,毎年召升一至西次会決。径企立工会委員会或三分え一以
上会長提洪可 1倉 叶召升会波。

会長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会長民主逸挙声生,会 員代表実行

常任寺1,任期寺企立本届二会委員会相同,可逹迪逹任。

会長在一百人以下的企立二会庄召升会員大会。

第九条 会長大会或会員代表大会的取板 :

(一 )常洪稗批准二会委員会的工作報告。

(二 )寧波
～

批准二会委員会的姪奏牧支情瓦報告奉姪費

常査委員会的工作授告。                  長

(三 )途挙二会委員会和姪奏常査委員会。          1
(四 )垢取二会主席、冨1主席的述取報告,井辻行民主浮

藪。

(五 )数換或者芸免其所地挙的代表或者二会委員会俎咸

人員.

(六 )青発共定二会工作其化重大河題。

第十条 会員大会或会員代表大会々取工代表大会或取
工大会須分男1行使駅杖,不得相互春代。

第十一条 企立二会委員会由会長大会或会長代表大会

差額逍挙庁生,途 j挙筆呆扱上一象二会社准,毎届任期三年或

者二年。

大型企立二会姪上象二会社准,可没立常弁委員会,久責
二会委員会的日常工作,其下属単位可建立工会委員会。

第十二条 企立二会委員会是会員大会或者会員代表大会

的常浚机綺,対会 jミ 大会或会長代表大会久責,接受会長監督。

在会長大会或者会長代表大会困会期日,久 責 日常工作。

第十三条 企立二会委員会根据工作需要,没立相美工作

机梅或寺畑工作委員会,工作小姐。               鶴

二会寺歌工作人員一般接不低子企立取二人数的千分之三   _‐
配各,具体人数由上象二会、企立二会与企立行攻棒商碗定。

根据工作需要
～

姪奏寺可,二会可よ社会聘月二会工作人

員,定立寺兼歌相結合的千部吹伍。

第十饗条 企立工会委員会実行民主集中寺1,重要同題須

姪集体青モ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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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企立二会委員 (常委)会一般毎季度召升一次

会洪,廿邊或決定以一日題 :

(一 )貫御執行会長大会或会員代表大会決決利党俎象、

上象二会有美決定、工作部署的措施。

(二 )提交会長大会或会貝代表大会的工作損告
～

向党俎

象、上象工会的重要清示、報告。

(三 )二会工作汁え1和 7懲 筆。

(四 )向企立提出渉及企立友晨
～

取工収益重大同趣的建

」   袂。

(五 )二会姪費預算執行情呪及重大財弁支出。
1      (六 )由 二会委員会廿港科決定的其他同題。

第十六条 企立生声率同、JJI俎建立二会分会、二会小俎 ,

会長民主逃挙二会主席、工会小俎長,俎象升晨二会活劫。

第十七条 定立工会釈板分子仄伍,友拝工会釈板分子作

用。

第二章 基本任分和活動方式

第十八条 企立工会的基本任弁 :

(一 )執行会員大会或会員代表大会的決袂科上須工会的

決定。

(二 )俎鉄駅二依法通辻取工代表大会或取二大会わ其他

形式,参加企立民主管理利民主監督,栓査督促取二代表大会

或取工大会決袂的執行。

(三 )希助わ指早取工有企立答汀芳裁合同。就芳劫根酬、

工作時日、芳劫定額、休息体侵、労劫安全二生、保隆福禾1等

々企立平等協商、答汀集体合同,井監督集体合日的履行。瀾

解労功争洸。

^      (四 )俎須取工升晨労劫党募、合理化建袂、技木革新、

技木攻美、技木称作、友明を1造、蘭位象兵、技木♭ヒ界等群余
性姪済技木CJ新活劫。

(五 )俎家培界、汗逸、表彰芳劫模疱,久責倣好芳劫模

疱的日常管理工作。

(六 )対取工邊行思想政治教育,俎象取工学葛文化、科

学和立券知沢,提高釈工素反。亦好取工文化、教育、体育事

立,升展健康的文化体育活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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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称助
～

督促企立倣好労劫損酬、芳劫安全二生
～

保
隆福不1等方面的工作,監督有美法律法規的貫御執行。参考芳
功安全二生事故的渭査炎理。称助企立亦好取工集体福不1事
立,倣好困准取二齋扶救助工作,力取工亦実事、倣好事、解
准事。

(八 )筆伊女取工的特殊不1益 。
(九 )か張俎象建没,健全民主生活,倣好会員会籍管理

工作。

(十 )牧好、管好、月好二会姪奏,管理好二会資声科エ

会企 (事 )立。

第十九条 堅持群余化、民主化,実行会券公升。凡渉及   _‐
会長群余不1益的重要事項,須姪会長大会或会長代表大会青港

決定;工作汁裁1、 重大活劫、姪費牧支等情況接受会長監督。

第二十条 接照会員が取工群企意尽,依皐会長
～

取二群
査,升展形式多祥約二会活劫。

第二十一条 二会召汗会決或者俎象撃二活裁,需要占用
生声叶同的,泣 当事先征得企立的同意。企立行政庄釈板支持
二会升晨活功。

二会キ寺取委員占用生声或工作時目参/tr会袂或者水事二

会工作,在法律規定的叶同内工資照友,其他待近不受影噛。

第二十二条 升晨建浚取工え家活劫,建立会員汗決定家
工作キ1度 ,増張二会凝緊力,提高二会工作水平。

推劫企立美愛取工,マ 1早取二熱愛企立,右1定芳劫美系が

諧企立。

第四章 二会主席
第二十二条 取工二百人以上的企立二会依法配各寺取エ

会主席。由同象党俎鉄久責人担各二会主席的,泣配各寺取工    」

会副主席。

第二十四条 国有、集体及其控股企立二会主席候地人,    _‐
庄由同象党俎鉄

～
上須二会在充分析取会長意見的基袖上称

商提名。二会主席接企立党攻同象冨1取坂条件配各,是共声党

員的泣邊入同象党俎鉄頷早班子。寺取工会冨1主席按不低子企

立中展正取配各。

私菅企立、外吉投資企立、港決台商投資企立二会主席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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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人,由会長民主推孝,扱上一致二会同意提名;也可以由上

象二会推存声生。已建党俎家的企立二会主席候逸人須姪党俎

須常核。工会主席享受企立行政冨1取待追。

企立行攻久責人、合侠人及其近来属不得作力本企立二会

委員会成長的人逸。

第二十五条 工会主席、副主席可以由会長大会或会長代

表大会立接逃挙声生,也可以由企立工会委員会地挙声生。工

会主席出現空鉄,須按民主程序及叶邊行ネト造。

「      第二十六条 工会主席皮当具各下rll条件 :

(一 )IEA治 立場堅定,熟愛工会工作。
1      (二 )具有々履行取責相泣的文化程度、法律法規

～
生声

径菅管理知惧。

(三 )作凩民主,密 t/7咲系群淡,熟ノむ力会長
～

取工服芥。
(四 )有較張的称渭労劫美系奉坦鉄活劫能力。

第二十七条 企立工会主席的取板 :

(一 )久責召集工会委員会会袂,主持二会日常工作。
(二 )参か企立渉及取工切身不1益

～
有美生声姪菅重大同

題的会袂,反映取工的意尽
～

要求,提出工会的意几。
(三 )以取工首席代表的身分,代表わ俎鉄取工寺企立邊

行平等称商、基汀集体合同。

(四 )代表わ姐象取二参考企立民主管理。
(五 )代表

～
俎象取工依法監督企立執行労劫安全二生等

法律法規,要求刻正侵犯取工わ二会合法収益的行力。
(六 )担任労劫争洸濁解委員会主任,主持企立芳劫争洪

渭解委員会的工作。
(七 )向 上象工会扱告重要信ノきo

^      (八 )久責管理工会資声
～

姪費。

第二十八条 按照法律規定,企立二会主席、冨1主席任期
未満叶,不得随意凋劫其工作。因工作需要凋劫叶,皮征得本
奴二会委員会春上一坂二会的同意。

暴免二会主席、冨1主席奥須召升会員大会或会長代表大会

責沿,♯姪会長大会或者会長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元通名投票辻

半数ミ辻,不得暴免。
二会寺取主席、冨1主席或者委員自任取之日起,其芳劫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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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限自劫延長,延長期限相当子其任取期目;羊寺取主席、
冨1主 席或者委員自任取と 日起,其尚未履行的労功合同期限短

子任期的,労劫合同期限自裁延長至任期期満。任取期同今人

汗重ミ夫或者遼至1法定退体年蛉的除外。

第二十九条 新任企立二会主席、副主席,庄在一年内参
加上、数二会挙力、的上歯資格或立弁培り||。

第五章 工作机制和制度
第二十条 秦助

～
指早駅工答汀芳劫合同。代表取工与企

立棒商碗定芳裁合同文本的主要内容わ条件,力 釈工益資芳劫
合同提供法律、技木等方面的姿詢紳服券。監督企立寺所有取
工答tT労 裁合同。                       ´

二会対企立ミ反法律法規
～

有美合同規定解除取工芳劫合

目的,泣提出意見井要求企立警丈理筆呆ギ面邊舞二会。二会

庄対企立姪済性栽員事先提出同意或否央的意見。

豊督企立秦マ1辱取二汗格履行芳裁合同,佐法督促企立多→
正ミ氏芳裁合目的行力。

第二十一条 依法寺企立邊行平等協商,答汀集体合同,

井可就芳裁報酬、労裁安全二生、女取二特殊杖益保伊等答資

寺項集:体合同。

二会庄格労劫薇酬、工作針同、芳劫定額、保隆福不1、 労

劫安全二生等同題作力協吉重点内容。
二会依照民主程序造汲取工体商代表,可依法委托本企立

以外的寺立人士作力釈工称商代表,仁不得超辻本方協商代表

恙数的三分え一。

小型企立集中的地方,可 由上一致二会宣接代表取工寺相

泣的企立俎須或企立邊行平等棒商,答資具以下区域性、行立

性集体合同或寺項集体合同。

労券派遣工集中的企立,二会可寺企立、労弁公司共同泌

商答資集体合同。

第二十二条 二会友出集体協商ギ面要釣二十 日内,企立

不予日立的,二会可要求上象二会棒瀾;企立元正当理由拒筵

集体静商的,二会可提着碁象以上人民政府責今友正,依法炎

理;企立ミ反集体全国規定的,工会可依法要求企立承担責任。

第二十三条 企立二会え駅工代表大会或取工大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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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柏,負責取工代表大会或取工大会的日常工作。

取工代表大会的代表姪取工民主逃挙声生。取工代表大会

中的一銭取工代表一般不少子取工代表恙数的百分え五十。女

取工、少数民族釈工代表泣占相度比例。

第二十四条 国有企立、国有控股企立取工代表大会或釈

工大会的取杖 :

(一 )折取常袂企立生声径菅、安全生声、重俎茨キ1等重

大央策以及実行戸弁公升、履行集体合同情況扱告,提 出意見

 ヽ  利建袂。

(二 )常袂通辻集体合同草案、企立茨制取工安畳方案。
1    常査同意或否決渉及取工切身不1益 的重要事項

～
企立規章+1

度。

(三 )常袂決定取工生活福禾1方面的重人事項。

(四 )民主澤袂監督企立中晨以上管理人員,提出芙冬任

免建袂。

(五 )依法行使逃挙杖。

(六 )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板不1。

集体 (股分合作tll)企立取工代表大会或取二大会的取叔 :

(一 )+1定、修友企立章程。

(二 )地挙、異免企立姪菅管理人員。

(二 )常波決定姪菅管理以及企立合井、分立、変更、彼

声等重人事項。

(四 )監督企立貫物執行国家有美芳劫安全二生等法律法

規、実行戸券公升、執行取代会決袂等情況。

(五 )常波決定有美取工福禾1的 重人事項。

私菅企立、外商投資企立
～

港漢台商投資企立取工代表大

_   会或取工大会的取杖 :

(一 )折取企立友晨規え1～ 年度十表1、 生声姪菅等方面的
,    扱告,提 出意見科建袂。

(二 )常決ミ辻渉及取工切身lll益重大同題的方案和企立

重要規章市1度、集体合同草案等。

(三 )監督企立貫御執行国家有美労劫安全二生等法律法

規、実行戸券公芳、履行集体合同利執行取代会央挑、数熱釈
二社会保険、た分利辞退取工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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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法律法規、政策
～

企立規章命1度規定及企立授杖利
集体静商決定的其他枚オ1。

第二十二条 取工代表大会或取工大会皮有全体取工代
表或全体釈二三分え二以上参か方可召升。取二代表大会或取
工大会邊行地挙和作出重要決波、決定,須采用元還名投票方
式邊行表央,姪全体取二代表或全体取エミ半数通辻。

小型企立二会可躾合定立区域或行立取工代表大会,解決
本区域或行立渉及取工不1益的共性同題。

公司帝1企立不得以股末会取代取工代表大会或取工大会。
第二十六条 督促企立建立

～
規疱戸券公汗寺J度。

第二十七条 凡没立董事会、監事会的公司制企立,二会
庄依法督促企立建立取工董事、取工監事寺1度 。

取工董事、取二監事人迄由企立二会提名,過辻取工代表
大会或駅二大会民主追挙声生,表迭取二薫尽

～
訴求,接受取

工監督。企立二会主席、喜1主席一般庄分昇:作 力票二董事、駅
二請菫的候遮ノ、。

第二十八条 定立芳劫法律監督委員会,駅二人数較少的
企立泣没立工会芳劫法律監督員,対企立執行有美芳劫報酬、

芳劫安全二生、工作時日、休息体仮、女取二わ未咸年二保伊、

保隆福斤1等 芳劫法律法規情現辻行群余監督。

第二十九条 建立芳劫保伊監督栓査委員会,生声班姐中

没立二会小俎芳劫保チ栓査員。定立完善二会監督栓査、重大

事故聰恙
～

取立危害建桜銀踪、群余挙扱等制度,定立二会芳

劫保チエ作責任制。依法参か取二因エタ士事故利其他汗重危

害取二健康同題的渭査丈理。称助寺督促企立落実法律賦予エ

会与取二安全生声方面的無情杖、参考叔、監督叔
～

緊急遊隆
杖。弄晨群余性安全生声活劫。

依照国家法律法規対企立新定、お建和技木友造工程 中的

労劫条件科安全二生浚施与主体工程同時没汁、同時施工、同

時使用装行監督。

友現企立逹章指拝、張今二人冒隆作立,或者生声辻程中

友現賽呈重人事故聰恙稗取立危害,二会庄提出解決的建波 ;

友現危及取二生命安全的情死,二会有板禾J須須駅二撤高危険

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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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条 依法定立企立芳劫争洸渭解委員会,芳劫争決

濁解委員会由取工代表、企立代表和工会代表俎成,亦事机杓

浚在企立工会。取工代表
～

工会代表的人数不得少千渭解委員

会咸員恙数的三分え二。

建立芳劫争袂預警机キ1,友拝芳功争洸凋解俎須的預防功

能,建立企立芳劫争袂信息員tll度 ,倣好芳劫争決預淑|、 萩猥、

預防工作。

企立友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皮当釈板同企立或者有美

方面称商,反映取工的意見和要求井提出解決意見,称助企立

倣好工作,尽快悛負生声、工作秩序。

第四十一条 升展困准取工生活扶助、医庁救助、子女就

学科取工互助互済等工作。有条件的企立二会定立困准翠工齋

扶資金。

第六章 女取工工作
第四十二条 企立工会有女会長十名以上的,庄建立工会

女取工委員会,不足十名的庄没立女取工委員。

女取工委員会在企立工会委員会頷早
～

上一象工会女取
工委員会指早下牙晨工作。

女取工委員会主任由企立工会女主席或冨1主席担任。企立
二会没有女主席或冨1主席的,由 符合相皮条件的工会女取工委

員担任,享受同須二会冨1主席待追。

女取工委員会委員任期寺同象二会委員会委員相同。

第四十三条 女取工委員会依法象ナ女取工的合法収益 ,

重点足女取二姪期、手期、声期、哺平L期保伊,禁忌芳劫、エ

生保健、生育保隆等特殊不1益 。

第四十四条 女取二委員会定期研究渉及女取工特殊杖
益同題,向企立工会委員会和上象女取二委員会報告工作,重
要同題泣提交企立取工代表大会が取工大会常洪。

第四十五条 企立二会庄力女取二委員会升晨工作々活
劫提供羹要的埜費。

第七章 工会錘費和資声

第四十六条 /1J促企立依法接毎月全部駅エエ資恙額的

百分え二向二会抜毅埜奏、提供二会が公和升晨活功的共要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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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わ場所等物廣条件。

第四十七条 二会依法没立独立銀行敗声,自 主管理が使
用二会姪費、会費。工会姪奏、会奏主要用子力駅工服芥利エ

会活劫。

第四十八条 督促企立按国家有美規定支付二会会同企
立升展的取工教育培う||、 芳劫保伊、芳功荒募、技木念1新、取
工庁体界、困准取エネト助、企立文化建没等工作所需費用。

第四十九条 二会姪奏常査委員会代表会長群余対工会
姪費牧支が財声管理邊行常査監督

`
建立姪費萩算、決算利姪費常査監督+1度 ,姪奏牧支情況

接受同象二会姪費常査委員会常査,接受上象二会常汁,井定

期向会長大会或会長代表大会扱告。

第五十条 企立二会錘費、財声
～

企立抜分二会使用的不

劫声受法律保伊,各何単位
～

今人不得侵占、椰用紳任意瀾抜。

企立二会俎須合井,其姪奏財声リヨ合井后的二会所右 ;工
会俎象撤栄或解散,其姪費財声由上須二会丈畳 .

第八章 工会与企立党盤象、行政和上吸二会
第二十一条 企立二会接受同象党俎鉄

～
上象工会双重

頷早,以 同象党俎象頷早力主。未定立党俎須的企立,共工会

由上一象二会頷早。

第二十二条 企立二会々企立行攻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

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平等合作,共渫企立麦展。

企立工会与企立可以通ミ咲席会、民主波事会、民主協商

会、労資思淡会等形式,建立体商洵通+1度。

第五十三条 企立二会支持企立依法行使姪菅管理板,劫
員利俎須取工完成生声姪菅任券。

督促企立按照有美規定,按取エエ資恙額的百分え一点五

至百介え二点五、百分之一分男1提取取工教育培サ!1費 用泰芳劫

元奏美励姪奏,井汗格管理和使用。

第二十四条 企立行政泣依法支持二会履行取責,力 二会

汗展工作念1造又要条件。

第二十五条 上象工会久有対企立二会指早わ服券的取

責,力企立工会牙晨工作提供法律、政策、信息、培り|1奉 会員

代恵等方面的服弁,齋助企立二会鉢渭解決工作中的困雄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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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企立工会在履行取責追至1困 准叶,可清上象二会代行企立

工会筆板取責。

第二十六条 具以上地方二会没立保伊工会千部寺項姪

費,力象伊企立工会千部合法板益提供保障。姪費来源よ本坂
工会姪奏中列支,也て以通ミ其セ渠道多方箸集。

建立上象二会保伊企立二会千部責任帝1。 対因履行取責受
至1打書根隻或不公正待追以及有特殊困准的企立二会千部,上
象工会泣提供保伊和奪助。

上象工会々企立二会、企立行IEt協 商,可対企立二会兼取

千部分予近当ネト貼。

第二十七条 上象工会泣建立対企立工会千部的考核、激

励机+1,対依法履行取責作出突出貢献的工会千部分予表彰爽

励。
工会主席、冨1主席不履行取責,上坂二会皮責今其改正 ;

情市汗重的可以提出姜免的建洸,接照有美規定予以要免。

第九章 附lll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適用子中学人民共わ国境内所有企

立和実行企立化管理的事立単位工会。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由中学全国恙二会解粋。

第六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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