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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53年5月2日至11日
地点：北京
代表人数：代表830人

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谱写新篇章的中国工会七大

1953年 5月 2日至 11日，
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北京举行。到会代表 830
人，代表了全国 1020万名工会
会员。20多个国家的 30多个
工会组织的 77名代表列席会
议，以总书记路易·赛扬为团长
的世界工联代表团和苏联工会
代表团也应邀列席。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
宁一宣布大会开幕，刘少奇代
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词，要求
工会工作要发扬优点，克服缺
点，使我们的工作能够如列宁
所说的那样，真正成为“新生活

的建设者”，成为“新的
千百万人的教育者”。

工会七大将六次劳
大通过的《中华全国总
工会章程》改名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工会章程》，
并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
充。章程明确规定，中
国工会是“中国工人阶
级的群众组织”，是一个

“凡以工资收入为自己生活资
料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体力劳
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不分民族、
性别及宗教信仰自愿结合的工
人阶级的群众组织”。

根据新的章程，大会选举
出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
机构，其中执委会委员 99人，
候补委员 42人。赖若愚当选
为主席，刘宁一、刘长胜、朱学
范当选为副主席，赖若愚、刘
宁一、许之桢、陈少敏、李颉
伯、刘子久、栗再温、董昕担
任书记处书记。会议决定，刘
少奇继续担任名誉主席。

和平年代的砥砺前行

波澜壮阔的工运史诗（下）

时间：1983年10月19日至29日
地点：北京
代表人数：代表1998人，特邀代表328人

中国工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工运方针趋成熟的中国工会十大

1983年 10月 19日至 29日，中国工会
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
代表 1998人，特邀代表 328人，代表了全
国7300万名工会会员。

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大
会致词。致词强调，工会是党领导下有职
有权、能够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的重要团
体，那种把工会按照自己的职权独立负责

地进行工作，同“向党闹独立性”“工团主
义”混为一谈的现象，是完全错误的。

工会十大开创了在全国工代会上表
彰先进的先河，115个先进基层工会、990
个先进工会小组、1114名优秀工会者和
8840名优秀工会积极分子受到表彰。这
次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工会章程》，专设

“工会干部和工会积极分子”一章，这是过
去工会章程从未有过的。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新
一届领导机构。其中，执委会委员241名，
候补委员 83名，经审会委员 42名。从这
一届大会起，新设了书记处第一书记职
务。倪志福当选主席，顾大椿、尉健行、罗
干、王崇伦、章瑞英、王家宠、蒋毅当选副
主席。倪志福当选书记处第一书记，尉健
行、罗干、王崇伦、章瑞英、陈秉权、刘实、
王申详、王珣、张富有、李雪莹当选书记处
书记。黄民伟当选经审委主任。

时间：2003年9月22日至26日
地点：北京
代表人数：代表1698人，特邀代表253人

中国工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持续开拓再求索的中国工会十四大

2003 年 9 月 22 日 至 26
日，中国工会第十四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代
表1698人，特邀代表253人，代
表了全国 1.34亿名工会会员。
曾庆红代表党中央发表祝词。

大会通过了《中国工会章
程（修正案）》。修正后的《中
国工会章程》保持原有总体框
架不变，增加了 1条，修改了
15处。其中，最重要的修改是

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
进章程，确立为工会工作的
指导思想之一。同样受到
广泛关注的修改还有，维权
由工会的“主要社会职能”
升格为“基本职责”。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
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机

构。王兆国当选主席，张俊
九、孙宝树、周玉清、王东进
（兼）、苏立清、张榕明（兼）、王
瑞祥（兼）、徐振寰、陈秀榕
（兼）、徐德明、黄彦蓉当选副
主席。张俊九为书记处第一
书记，孙宝树、周玉清、苏立
清、徐振寰、徐德明、黄彦蓉、
张鸣起、张秋俭、陈荣书为书
记处书记。董力当选经审委
主任。

时间：1957年12月2日至12日
地点：北京
代表人数：代表989人，候补代表100人

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中国工会八大

1957年 12月 2日至 12日，
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北京举行。大会代表 989
人，候补代表 100人，代表了全
国 1360万名工会会员。毛泽
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
平等出席开幕式。刘少奇代表
中共中央向大会致词。

经过代表们的认真审议，
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工会工
作的报告》《关于修改中国工
会章程的报告》等，发表了《告

全国职工书》。
大会选举出中华全国总工

会新一届领导机构，其中执委
会委员 137 人，候补委员 69
人。赖若愚当选主席，刘长胜、
朱学范、许之桢、陈少敏当选副主
席，赖若愚、刘长胜、许之桢、栗再
温、董昕、张维桢、张修竹、顾大
椿、康永和、郗占元当选书记处书
记。王亦清当选经审会主任。

如同工会七大一样，工会
八大仍然没有把维护职工权益
纳入主要内容，继续坚持“以生
产为中心，生产、生活、教育三
位一体”的工会工作方针，反映
了当时全党对经济工作和工会
职能的认识水平。但是，工会
八大提出扩大企业民主，推行
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
度，突出强调工会密切联系群
众的问题，号召工会干部深入
生产实践，具有深远的意义。

时间：1978年10月11日至21日
地点：北京
代表人数：代表1967人

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央致词指方向的中国工会九大

从工会八大到工会九大，
足足相隔了21年。

1978年 3月 14日，时任中
组部部长胡耀邦召集工青妇组
织负责人召开座谈会，对工会
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规模、代
表产生办法及大会任务做出了
明确指示。

1978 年 10 月 11 日至 21
日，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代表
1967人，代表了全国 5000多万
名工会会员。由台湾地区的工
会会员代表组成代表团参加大
会，这在工会代表大会历史上
还是第一次。

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和国
务院向大会致词，彻底否
定了“四人帮”制造的“工
运黑线统治论”，明确地
为新时期工人运动和工
会工作提出了迎接全面

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四个
现代化的伟大任务。致
词提出的“密切联系群
众”“替工人说话办事”

“让工人信得过”，是工会
重要的基本职责，也是工

会存在的基础。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全国

总工会新一届领导机构，其中
执委会委员 193名，候补委员
85名。倪志福当选主席，朱学
范、马纯古、康永和、黄民伟、陈
宇、宋侃夫、王崇伦、韩荣华、刘
玉娥、章瑞英当选副主席。马
纯古、康永和、黄民伟、陈宇、宋
侃夫、王崇伦、韩荣华、章瑞英
当选书记处书记，邢方群、齐
平、韩西雅、王家宠当选书记处
候补书记。

由于工会经费制度尚未恢
复，工会九大没有选举产生经
费审查委员会。经与财政部商
定，1979年起按《工会法》规定，
由基层行政拨缴工会经费，工
会经费恢复独立。同年 11月，
中华全国总工会经费审查委员
会选举产生，王维昕当选经审
委主任。

时间：1988年10月22日至28日
地点：北京
代表人数：代表1515人，特邀代表282人

中国工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职工群众维权的中国工会十一大

1988年 10月 22日至 28日，中国工会
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
会代表1515人，还有包括个体劳动者等各
方面的特邀代表 282人，代表了全国 9600
多万名工会会员。

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词，明确

提出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维护全国
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更好地表达和维护
职工群众的具体利益，作为中国工人运动
和工会工作的一项基本指导原则。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新
一届领导机构，执委会委员229名，经审会
委员35名。根据大会新修订的《中国工会
章程》，取消了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设置，明
确规定了代表和委员实行差额选举。

倪志福当选主席，朱厚泽、王厚德、陈
秉权、章瑞英、郑万通、李容光、李沛瑶当
选副主席，朱厚泽当选书记处第一书记，
王厚德、陈秉权、章瑞英、郑万通、李容光、
李沛瑶、方嘉德、张富有、于庆和当选书记
处书记。王珣当选经审委主任。

时间：1993年10月24日至30日
地点：北京
代表人数：代表1600人，特邀代表296人

中国工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深化改革求突破的中国工会十二大

1993年 10月 24日至 30日，中国工会
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
会代表 1600人，特邀代表 296人，代表了
全国2亿职工和1.0322亿名工会会员。江
泽民到会作重要讲话，胡锦涛代表党中
央、国务院向大会致词，朱镕基作经济形
势报告。

在充分肯定工会工作成绩的同时，江
泽民对工会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他指
出，当前深化企业改革、转换国有企业特
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是摆在我们
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各级工会要团结
和动员广大职工积极投身改革，推动改革
不断深入。要及时反映职工群众的意见
和要求，切实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新
一届领导机构。尉健行当选主席，张丁
华、杨兴富、李奇生、刘珩（兼）、江家福
（兼）、张国祥、方嘉德、薛昭鋆、滕一龙当
选副主席。张丁华为书记处第一书记，杨
兴富、李奇生、张国祥、方嘉德、薛昭鋆、滕
一龙、肖振邦、李永安、单亦和为书记处书
记。张富有当选经审委主任。

时间：1998年10月19日至24日
地点：北京
代表人数：代表1652人，特邀代表207人

中国工会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加强自身建设的中国工会十三大

1998年 10月 19日至 24日，中国工会
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
会代表 1652人，特邀代表 207人，代表了
全国8913万名工会会员。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新
一届领导机构。尉健行当选主席，张俊
九、卢展工、李奇生、刘珩（兼）、张国祥、方
嘉德、倪豪梅、尤仁（兼）、王东进（兼）、徐
锡澄当选副主席。张俊九为书记处第一
书记，卢展工、李奇生、张国祥、方嘉德、倪豪
梅、徐锡澄、纪明波、周玉清、苏立清、董力为
书记处书记。李永安当选经审委主任。

1999年 10月和 12月，全总十三届三
次主席团会议和十三届二次执委会议分
别举行，针对工会工作在深化改革中的问
题，明确提出了要实现工会工作的“五突
破一加强”。

时间：2008年10月17日至21日
地点：北京
代表人数：代表1800人，特邀代表289人

中国工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坚定不移续辉煌的中国工会十五大

历经30 年的改革开放，中
华全国总工会成为世界上最大
的工会组织。截至 2008 年 6
月，全国工会会员总数已经超
过 2亿人。其中，农民工会员
6674.6万人。全国工会基层组
织数170.2万个，职工入会率达
到 77.2 %，工会组建工作取得
历史性突破。

2008 年 10 月 17 日至 21
日，中国工会第十五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代表
1800人，特邀代表289人，列席
人员 21人，代表了全国 2亿多
名工会会员。习近平代表党中
央发表祝词，高度评价改革开
放 30年来工人阶级和各级工
会组织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事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和作出的历史贡献。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全国
总工会新一届领导机构。王兆
国当选主席，孙春兰、乔传秀、
徐振寰、马培华（兼）、孙宝树
（兼）、陈秀榕（兼）、黄丹华
（兼）、张鸣起、倪健民、王炯、陈
荣书、尔肯江·吐拉洪（兼）当选
副主席。孙春兰为书记处第一
书记，乔传秀、徐振寰、张鸣起、
倪健民、王炯、陈荣书、王瑞生、
李世明、喻红秋为书记处书
记。张世平当选经审委主任。

听取工作报告听取工作报告

时间：2013年10月18日至22日
地点：北京
代表人数：代表1980人，特邀代表93人

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拥有新使命的中国工会十六大

2013 年 10 月 18 日至 22
日，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代表
1980人，特邀代表 93人，代表
了全国2.8亿多名工会会员。

刘云山代表党中央发表祝
词，明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将造福工
人阶级，也必须紧紧依靠工人
阶级。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全
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机构。李
建国当选主席，陈豪、刘国中、
张少琴（兼）、徐福顺（兼）、陈荣
书、尔肯江·吐拉洪（兼）、李世
明、邱小平（兼）、焦开河、范继
英、崔郁（兼）、江广平、许振超
（兼）、郭明义（兼）当选副主
席。陈豪为书记处第一书记，
刘国中、陈荣书、王瑞生、李世
明、焦开河、范继英、江广平、赵
世洪、郭军为书记处书记。李
守镇当选经审委主任。

工会十六大闭幕后的第二
天，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南海同
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

子成员集体谈话并发
表重要讲话。他强调，
我国工人运动的时代
主题，是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奋斗。工会要牢牢
抓住这个主题，把推动
科学发展、实现稳中求
进作为发挥作用的主

战场，把做好新形势下职工群
众工作、调动职工群众积极性
和创造性作为中心任务，把巩
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
础作为政治责任，竭诚为职工
群众服务，切实维护职工群众
权益，不断焕发工会组织的生
机活力。

2014年12月，十六届三次
执委会选举李玉赋为副主席，
十六届执委会主席团第六次全
体会议推选李玉赋为书记处第
一书记。

2018年 3月 22日，中华全
国总工会十六届八次执委会议
在北京召开，选举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为中华全
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强调，
各级工会组织和广大工会干部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坚决维护习近平总
书记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开
创新时代工会工作新局面。

毛泽东接见参会代表毛泽东接见参会代表

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出席中国工会十大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出席中国工会十大

胡锦涛同代表亲切握手胡锦涛同代表亲切握手

开幕式开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