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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9年度工会财务工作情况的通报

2019年,各级工会财务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按照中

国工会十七大的部署,坚持工会财务工作改革创新,切实加

强工会经费管理,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工会预决算管理,

不断提升工会财务工作水平,为工会重点工作开展提供了有

力保障。

按照2019年度工会财务考核工作的要求,结合各省级工

会对本地区、本系统、本行业财务工作考核结果,全国总工

会对2019年工会财务工作成绩突出的江苏省总工会等24个

—1—

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
　



省级工会财务部门和北京市海淀区等504个市、县级工会和

基层工会给予通报表扬。

一、省级工会财务先进单位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上海、

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南、山东、湖北、湖南、

广东、广西、海南、四川、宁夏等省 (区、市)总工会,中

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中国金融工会。

二、市、县级和基层工会财务先进单位

北京 (23个):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市朝阳区、北京市

通州区、北京市东城区、北京市丰台区、北京市顺义区总工

会,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

会,北京市电子工业工会,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会,北

京外企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北京外资企业工会联合

会,微软 (中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北京首都旅游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工会北京市委员会,

中国建筑一局 (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工会,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北京市公共交通

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

会,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工会,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工会,北京市金融工会。

天津 (16个):天津市河西区、天津市河东区、天津市

河北区、天津市南开区、天津市宝坻区、天津港保税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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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北辰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天津市市级机关工会联合会,

天津市公安局工会,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港油田

公司工会,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工会,中国电建集团港航建

设有限公司工会,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工会,渤海钻探工程有

限公司第一钻井工程分公司工会委员会,天津雅迪伟业车业

有限公司工会,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工会天津市红桥区分

公司委员会。

河北 (16个):石家庄市、承德市、秦皇岛市、张家口

市、唐山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邢台市、邯郸市、

衡水市总工会,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华北油田分公

司工会委员会,河北省直属机关工会工作委员会,河北省电

力工会,河北省监狱系统工会委员会,河北省农村信用社系

统工会委员会。

山西 (17个):大同市、朔州市、忻州市、晋中市、阳

泉市、长治市、晋城市、临汾市、运城市、吕梁市、太原市

小店区、平定县、寿阳县、隰县、永济市总工会,大同煤矿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工会。

内蒙古 (10个):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

赤峰市、通辽市、锡林浩特市总工会,兴安盟工会,阿拉善

盟工会,内蒙古电力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内蒙古大

兴安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工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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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20个):沈阳市、大连市、鞍山市、抚顺市、本

溪市、丹东市、锦州市、营口市、阜新市、辽阳市、铁岭市、

盘锦市、葫芦岛市总工会,辽宁省直属机关工会工作委员会,

中油辽河油田分公司工会,辽宁省电力工会委员会,辽宁省

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工会委员会,中国邮政集团工会辽宁省委

员会,中国能源化学地质工会东北电力委员会,辽宁省地质

勘探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吉林 (9个):长春市、吉林市、通化市、松原市、梅河

口市总工会,中国水利水电第一工程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工会吉林省委员会,吉林省直属机关工会

委员会,吉林省电力工会。

黑龙江 (7个):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牡丹江市、大

庆市、大兴安岭地区、肇东市总工会,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

司工会。

上海 (29个):上海市浦东新区、上海市黄浦区、上海

市松江区、上海市静安区、上海市闵行区、上海市普陀区、

上海市虹口区、上海市青浦区、上海市金山区、上海市徐汇

区、上海市杨浦区、上海市宝山区、上海市杨浦区长白新村

街道总工会,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中国教育工

会上海市委员会,上海市医务工会,上海市市级机关工会工

作委员会,上海市机电工会,中船上海船舶工业有限公司工

会,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光明食品 (集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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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工会,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国网

上海市电力公司工会委员会,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工

会委员会,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上海久事 (集

团)有限公司工会,上海市医药工会,中交第三航务工程有

限公司工会,上海市科技工会。

江苏 (32个):南京市、无锡市、徐州市、常州市、苏

州市、南通市、连云港市、淮安市、盐城市、扬州市、镇江

市、泰州市、宿迁市、江阴市、张家港市、昆山市、如皋市、

启东市、丹阳市、扬中市、靖江市、常州市武进区、苏州市

吴江区、南通市海门区、连云港市赣榆区、淮安市淮安区、

扬州市广陵区、泰州市姜堰区、建湖县、仪征市总工会,江

苏省省直机关工会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教育科技工会。

浙江 (29个):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嘉兴市、湖

州市、台州市、丽水市、诸暨市、义乌市、平阳县、安吉县、

磐安县、杭州市西湖区、杭州钱塘新区、杭州市富阳区、杭

州临安区、宁波市江北区、宁波市宁海县、宁波大榭开发区、

衢州市衢江区、舟山市定海区、黄岩区总工会,浙江省财贸

工会,浙江省省部属企事业工会委员会,中国教育工会浙江

大学委员会,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工会委员会,中国电信集团

工会嘉兴市委员会,浙江凯喜雅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

会,宁波市教育工会。

安徽 (8个):合肥市、淮南市、滁州市、六安市、怀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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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宿州市埇桥区总工会,马钢 (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工会

委员会,中国石化集团安庆石油化工总厂工会。

福建 (22个):福州市、厦门市、漳州市、泉州市、三

明市、莆田市、南平市、龙岩市、宁德市、福清市、晋江市、

南安市、闽侯县、厦门市湖里区、漳州市芗城区总工会,福

建省直机关工会工作委员会,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工会福建省

委员会,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厦门市司法局机关工会委员会,厦

门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厦门国贸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工会委员会。

江西 (11个):吉安市、宜春市、赣州市、九江市、萍

乡市安源区、南昌市湾里区、浮梁县、金溪县、玉山县总工

会,兴业银行南昌分行工会委员会、江西省地质工会。

山东 (18个):济南市、青岛市、淄博市、枣庄市、东

营市、烟台市、潍坊市、济宁市、泰安市、威海市、日照市、

临沂市、德州市、聊城市、滨州市、菏泽市总工会,中国石

化集团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山东省省直机

关工会工作委员会。

河南 (16个):郑州市、开封市、洛阳市、平顶山市、

新乡市、焦作市、三门峡市、南阳市、信阳市、驻马店市总

工会,中国石化集团中原石油勘探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河南省电力工会委员会,河南省国防邮电工会委员会,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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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村信用社工会委员会,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会

委员会,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工会委员会。

湖北 (13个):武汉市、襄阳市、宜昌市、黄石市、荆

州市、鄂州市、十堰市总工会,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工会

委员会,长江水利工会长江科学院委员会,国网湖北省电力

有限公司孝感供电公司工会委员会,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华中科技大学工会委员会,湖北省公安

厅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

湖南 (12个):长沙市、株洲市、常德市、岳阳市、郴

州市、湘乡市、溆浦县、洞口县、江华瑶族自治县总工会,

湖南省审计厅机关工会委员会,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娄

底供电分公司工会委员会,湖南省醴潭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

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广东 (38个):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韶

关市、河源市、梅州市、惠州市、汕尾市、东莞市、中山市、

江门市、佛山市、阳江市、湛江市、茂名市、肇庆市、清远

市、潮州市、揭阳市、云浮市总工会,中国邮政集团工会广

东省委员会,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工会广东省委员会,中国电

信集团工会广东省委员会,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工会,广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工会委员会,广东省直属机

关工会工作委员会,广东省教科文卫工会,广东省交通集团

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工会委员

—7—



会,中国海洋石油南海东部石油管理局工会委员会,广东省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火电

工程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工

会委员会,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广东省广业

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广东省广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工

会委员会,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广西 (16个):南宁市、柳州市、桂林市、梧州市、北

海市、防城港市、钦州市、贵港市、玉林市、百色市、贺州

市、河池市、来宾市、崇左市、马山县、鹿寨县总工会。

海南 (4个):海口市、万宁市总工会,海南省昌江黎族

自治县总工会,海南省直属机关工会联合会。

重庆 (9个):重庆市万州区、重庆市渝北区、重庆市大

足区、重庆市两江新区、重庆市丰都县、重庆市酉阳土家族

苗族自治县总工会,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

员会,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工会委员会,重庆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四川 (22个):成都市、自贡市、攀枝花市、泸州市、

德阳市、绵阳市、遂宁市、内江市、乐山市、南充市、宜宾

市、巴中市、眉山市、阿坝州、凉山州总工会,中国石油西

南油气田分公司工会委员会,川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工会委

员会,四川省交通运输工会委员会,中国邮政集团工会四川

省委员会,四川省电力工会委员会,四川省直属机关工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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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四川航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

贵州 (6个):贵阳市、六盘水市、黔南州、铜仁市总工

会,贵州省电力工会委员会,中国邮政集团工会贵州省委员会。

云南 (15个):昆明市、玉溪市、普洱市、楚雄州、迪

庆藏族自治州、大理州南涧彝族自治县、昭通巧家县、曲靖

市罗平县总工会,丽江玉龙雪山省级旅游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工会委员会,云南电网公司工会,云南省财贸工会,云南省

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中国铜业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会,昆明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临沧市公安局工

会委员会。

西藏 (1个):西藏日喀则市总工会。

陕西 (9个):西安市、宝鸡市、铜川市、渭南市总工

会,陕西省国防工会,陕西省财贸金融轻工工会委员会,陕

西省地方电力 (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陕西兵器工业

工会工作委员会,华电陕西能源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甘肃 (3个):兰州市、天水市总工会,靖远煤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青海 (2个):西宁市总工会,青海省监狱系统工会委员会。

宁夏 (3个):银川市、石嘴山市、吴忠市总工会。

新疆 (5个):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伊犁哈萨克自

治州、昌吉回族自治州、哈密市总工会。

铁路工会 (35个):中国铁路工会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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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公司委员会,中国铁路工会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公司委员

会,中国铁路工会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委员会,中国铁

路工会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中国铁路工会

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中国铁路工会中

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中国铁路工会中国铁路

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中国铁路工会中国铁路西安局

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中国铁路工会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

限公司委员会,中国铁路工会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

委员会,中国铁路工会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中国铁路工会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中国铁

路工会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中国铁路工会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中国铁路工会中

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中国铁路工会中铁集装箱

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委员会,中国铁路工会中铁特货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委员会,中国铁路工会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

限公司委员会,中国铁路工会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委

员会,中国铁路工会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中

国铁路工会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中国铁路工会中

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中国铁路工会中铁大桥局集团

有限公司委员会,中国铁路工会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委

员会,中国铁路工会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中国

铁路工会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中国铁路工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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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二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中国铁路工会中铁二十四

局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中国铁路工会中铁城建集团有限公

司委员会,中国铁路工会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委员会,

中国铁路工会中车株洲车辆有限公司委员会,中国铁路工会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委员会,中国铁路工会中

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中国铁路工会中国铁

路物资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中国铁路工会中国铁路经济规

划研究院有限公司委员会。

民航工会 (4个):中国民用航空西南地区管理局工会委

员会,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中国民用航

空西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工会委员会,民航总医院工会委

员会。

金融工会 (20个):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大连市分行工会

委员会,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总行工会工作委员会,中国工商

银行上海市分行工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

行工会委员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工会

委员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工会委员会,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行工会委员会,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工会委员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陕西省分行工会委员会,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

省分行工会委员会,光大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招商银行郑州分行工会委员会,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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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委员会,国家开发银行江苏省分行工会委员会,中国工

商银行北京市丰台支行工会,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工

会,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机关工会,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工会委员会,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会 (4个):中国科学院工会委员会,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直属机关工会,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

司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农业农村部直属机关工会。

(本期发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总工会)

　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 2020年11月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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