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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 

(中华职业教育社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 

2019 年 2 月 22 日通过) 

 

序  言 

中华职业教育社由黄炎培联合社会知名人士蔡元培、梁启

超、张謇、宋汉章等 48 人于 1917 年 5 月 6 日在上海创立。以

倡导、研究和推行职业教育，改革脱离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

传统教育为职志。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是：“谋个性之发展，

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

进生产力之准备”；“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自成立

以来，为推进职业教育发展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对职业教育的

改革和发展不断作出贡献，形成了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在我

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写下光辉一页。 

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华，本社在推进教育事业

的同时，投入抗日民主运动。1941 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

政团同盟；1945 年又与迁川工厂联合会等共同发起成立民主

建国会。在历史发展中，本社逐渐成为既致力于职业教育又在

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的群众团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本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

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本社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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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认真开展职业教育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加强职业教育

办学实践，注重在民办职业教育领域发挥作用，倡导并实施温

暖工程，广泛联系港澳台和海外职业教育界人士，为推进我国

职业教育健康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职

业教育做出了系列部署。本社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

中华职教社成立 100 周年贺信精神，进一步发扬“团结、切实、

坚韧、勤俭”的优良传统，全面加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

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保持和

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保持特色，发挥优势，与时俱

进，弘扬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为推动我国现代职业教育改革

发展，助推建设教育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中华职业教育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统战

性、教育性、民间性的群众团体，主要由教育界、经济界、科

技界从事和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的人士和组织组成，是党和政府

联系和团结职业教育界和民办教育界人士的桥梁和纽带，是党

和政府推进统一战线和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力量。 

第二条 本社的一切活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根本

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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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本社的宗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

导，坚持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广泛联系海内外从事和关

心支持职业教育的人士和团体，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

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祖

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第四条  本社党组按照《中华职业教育社党组工作规则

（试行）》规定履行政治领导责任，做好理论武装和思想政治

工作，负责学习、宣传、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决策部署。 

第五条 本社的主要任务： 

（一）开展职业教育调研与实践，探索我国职业教育改革

发展新途径，参与国家职业教育指导咨询，积极向党和政府建

言献策；弘扬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开展职业教育研究。 

（二）宣传国家有关职业教育方针政策，组织、引导社员

积极参与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实施，推动我国职业教育事

业健康发展，促进社会文明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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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展温暖工程等公益事业，推进社办事业发展；支

持并指导职业教育办学实践；指导团体社员学校提高办学质

量；开展职业教育领域的评比、竞赛、评估等活动。 

（四）为社员开展教育活动提供服务，关心支持民办职业

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强与民办职业教育界人士的联系，了解并

反映民办职业教育发展的情况、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意见

和建议；反映社员的合理意见、要求和建议，维护社员的合法

权益。 

（五）密切与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的联系与合作，

引导他们关心支持职业教育事业，促进民间友好往来；积极开

展民间外交，加强与国外有关教育团体和人士的联系与交流，

增进相互了解，促进友好合作。 

第二章  社  员 

第六条 本社有个人社员和团体社员。 

（一）从事或热心于职业教育事业以及与本社有工作关

系、历史关系的人士，赞成并愿意遵守本社章程，可以申请加

入本社为个人社员。 

（二）赞成并愿意遵守本社章程的事业、企业单位和其他

热心职教事业的组织，可以申请加入本社为团体社员。 

第七条  实行入社自愿原则。申请入社，须填写入社申请

表。个人及团体入社须经社的县级以上（含县级）组织批准，

并报上一级组织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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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社员有下列权利： 

（一）在社内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参加本社的有关会议和活动，阅读本社的有关文件；  

（三）对本社的领导机构和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 

（四）享受本社提供的有关服务。 

第九条 社员有下列义务： 

（一）遵守本社章程，执行本社的决议和决定； 

（二）为职业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三）支持本社的事业和活动； 

（四）缴纳社费。 

第十条 实行退社自由原则。社员退社应书面报告批准其

入社的组织，并由所在组织报上一级组织备案。 

第三章 组织制度 

第十一条  本社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上级组织对下

级组织具有指导关系。 

本社的各级组织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

制度。 

第十二条  本社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在全国

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是其所产生的理事会。 

第十三条 本社地方组织的领导机关是各级代表大会或

社员大会；在各级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闭会期间，是其所产生

的社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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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理事会和各级地方社社务委员会的成员，由同

级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经过充分酝酿协商，采取无记名投票

方式选举产生。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的领导成员，由于特殊原

因不能用选举方法产生时，可以由上级组织指定。全国组织和

省级组织在必要时可对所属组织领导成员作适当调整。 

第十五条  发展社员要重点面向基层一线，坚持稳步推进

和注重质量相结合的原则。注意吸收在职业教育界有一定代表

性和从事职业教育的单位、团体以及有志于推行职业教育或支

持和帮助本社事业的企业入社。特别注意吸收民办职业教育界

人士和有关团体入社。 

第四章 全国组织 

第十六条 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必要时可提前

或延期召开。 

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和产生办法，由上一届常务理事

会决定。在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由会议选举产生的主席团

主持会议。 

第十七条 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是： 

（一）审议和批准理事会的工作报告； 

（二）讨论并决定本社的重大事项； 

（三）修改本社的章程； 

（四）选举理事； 

（五）其他应当由全国代表大会行使的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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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本社理事会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召集全国代表

大会，讨论决定重大问题。 

第十九条 理事会每届任期五年，全国代表大会提前或延

期召开时，它的任期相应缩短或延长。 

理事会全体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必要时可临时召开，由常

务理事会召集和主持。 

第二十条 理事会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执行全国代

表大会决议，领导全社工作，对外代表本社。其职权是： 

（一）审议和批准常务理事会的工作报告； 

（二）讨论并决定本社工作方针和任务； 

（三）选举理事长、副理事长、常务理事，组成常务理事

会； 

（四）决定总干事任免； 

（五）增免理事； 

（六）筹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七）讨论并决定本社的其它重大事项。 

第二十一条 常务理事会每届任期与理事会相同，在理事

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理事会的职权，领导全社。它的职权

是： 

（一）贯彻执行理事会的决议； 

（二）听取和审查总干事的工作报告； 

（三）讨论并决定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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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按程序审查批准省级新建地方组织； 

（五）按程序审查批准省级地方组织领导机构调整事宜； 

（六）决定副总干事、专门委员会负责人、省级组织领导

班子的任免。 

常务理事会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 

第二十二条 理事长主持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工作；副理

事长协助理事长工作，或受理事长委托完成特定的任务。 

第二十三条 总干事在常务理事会领导下综理本社日常

工作；副总干事协助总干事工作。 

第二十四条 常务理事会根据工作需要可设若干专门委

员会，承担常务理事会交办的事项。 

第五章 地方组织 

第二十五条 地方组织包括省级、省辖市级、县级组织。

地方组织的筹备、建立或撤并，在征求上一级组织意见后，报

同级主管部门批准，并报上一级组织备案。 

地方组织的名称须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之前冠以本地行

政区划单位名称。 

未设地方组织的地区，有条件的按程序可经上一级组织批

准，设筹备组或工作机构，负责该地区社务工作。 

未设地方组织的地区，社员可编为社员小组、联合社员小

组，受上级组织的领导。 

第二十六条 地方各级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每五年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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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必要时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或社员

大会由同级社务委员会召集，代表名额和产生办法，由同级社

务委员会决定。 

第二十七条 地方各级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的职权是： 

（一）贯彻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理事会和上级组织的决议

和决定； 

（二）审议和批准同级社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三）讨论并决定同级社的重要事项； 

（四）选举同级社务委员会成员； 

（五）选举出席上一级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的代表。 

第二十八条 地方各级社务委员会在同级代表大会或社

员大会闭会期间，领导本地区的社务工作，对外代表本地区社

的组织。其职权是： 

（一）贯彻上级组织和本级社员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的决

议，并定期向上级组织报告工作； 

（二）听取和审议本级社的常务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的

地方组织）工作报告； 

（三）讨论并决定本级社组织的工作方针和任务； 

（四）选举主要负责人，决定有关人事事项，增免社务委

员； 

（五）筹备召开本级社员代表大会； 

（六）讨论并决定本级社组织的其它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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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地方各级社务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代表大

会或社员大会如提前或延期举行，其任期也相应缩短或延长。

各级社务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必要时可临时召开。 

第三十条 地方各级社务委员会设主任一名，副主任和委

员若干名（需要时，可设秘书长）。 

确有工作需要且具备条件并经批准，省级组织可设立常务

委员会。省级社常务委员会在同级代表大会、社员大会以及社

务委员会闭会期间行使本级社务委员会职权，领导本地区的社

务工作，任期与同级社务委员会一致。 

第三十一条 地方组织根据需要可设专门委员会和必要

的工作部门。其机构设置和负责人由同级社务委员会决定。 

第六章 基层组织 

第三十二条 本社的基层组织是社员小组。社员在三人以

上即可成立社员小组。由社员推举组长、副组长并报上一级组

织备案。必要时亦可由上一级组织指定。 

第三十三条 本社基层组织的基本任务是： 

（一）传达和执行上级组织的决议和决定； 

（二）结合实际开展章程规定的活动；    

（三）关心社员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反映他们的意见和

要求； 

（四）吸收社员，收缴社费，传递社的内部刊物。 

第七章  干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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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条  本社重视自身建设。依靠广大社员不断加强

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 

 第三十五条  本社注重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按照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的原则培养选拔和任用干部。

建立必要的选拔和考核机制，选拔干部要充分发扬民主，严格

执行有关程序和规定。注重培养专业能力、专业精神，增强干

部队伍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能力。特别注

意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注意建立内部监督机制，反对滥

用职权、谋求私利。 

第三十六条  各级干部必须模范地遵守本章程，并且具备

以下基本条件： 

 （一）具有履行职责所需要的理论政策水平，努力学习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遵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坚持理论联

系实际；  

（二）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

廉洁，密切联系群众。 

（三）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热爱职业教育事

业，有相应的实践经验，有胜任工作所需要的组织能力、文化

水平和专业知识，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四）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建言献策能力，坚持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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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认真调查研究，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 

（五）具有坚持和维护民主集中制的工作作风，顾全大局，

团结同志，自觉接受社内外的批评与监督； 

第三十七条  各级机关要加强职能部门的制度建设，认真

实行岗位责任制，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机关工作人员要遵

纪守法，乐于奉献，勇于创新。 

第三十八条  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人员，凡由于任职年

龄、健康状况或其它原因不适宜继续担任领导职务的，可以依

据相应的程序在任期内调整。 

第三十九条  常务理事、理事和省级（含副省级社）社务

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实行任期制。同一职务可连选连任两届，

一般不超过三届。 

第八章  纪  律 

第四十条  社员应自觉遵守社的纪律。社员违犯法律、政

纪和社的章程纪律，应按其具体情节和对待错误的态度，分别

给予撤销社内职务、劝退、开除社籍的处分。 

第四十一条  对社员的撤销社内职务、劝退的处分，须经

县级以上社务委员会讨论通过，报上一级组织备案；对社员给

予开除社籍的处分，须经县级以上社务委员会讨论后报上级社

务委员会审核，省、自治区、直辖市社务委员会批准，并报总

社备案。 

对地方各级社务委员的纪律处分，须经同级社务委员会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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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决定，报上一级组织批准，并报总社备案。 

对理事的纪律处分，须经理事会讨论决定。 

第四十二条  各级组织对社员处分前，应听取本人说明情

况和申辩，实事求是地查清事实。如果本人不服决定，可以提

出申诉。各级组织对社员的申诉，应认真负责处理。  

第九章  社  徽 

第四十三条  本社社徽图案，外环图形代表大脑，环内图

形代表双手，其含义为“双手万能，手脑并用”。本社社徽为

中华职业教育社及各地方中华职业教育社专有，其他组织和个

人不得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使用。 

第四十四条  本社社徽可在办公地点、活动场所和会场悬

挂，可作为纪念品、办公用品的标志，也可作为徽章佩戴。 

第十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社的经费来源是政府拨款、社会捐赠、社

费和其他合法收入。 

第四十六条  本社全国组织设在北京，其日常工作机构称

为总社。 

第四十七条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英译名是： China 

Voc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缩写为 CVEA。 

第四十八条 本章程解释权属于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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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职业教育社第十二届理事会名单 

 
理事长： 

  郝明金 

副理事长： 

辜胜阻 孙  尧 汤  涛 张伯军 龙庄伟 

王  刚 李家杰 苏  华 
 

 

常务理事（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志晶 王  刚 王  绚（女）王扬南 王叙平 

王晓君（女）王清海 车永祥 车秀兰（女）方乃纯 

石谋军 龙庄伟 田福元 司马红（女）邢  晖（女）

刘  林 汤  涛 孙  尧 孙东生 孙菊生 

孙善学 苏  华 李  心（女）李三福 李文海 

李冬玉（女）李青山 李荣禧 李修松 李家杰 

杨培君 杨维刚 吴志明 吴学敏 吴梦军（女）

何良平 余  毅 沈金强 张世珍 张光奇 

张兴会 张伯军 陈小平 陈文华 武献华 

周  为（女）周汉民 郝明金 荣庆华 洪慧民 

柴宝成 钱学明 高  峰 郭  扬 郭爱玲（女）

郭跃进 桑福华 黄玉璟（女）龚立群 辜胜阻 

程喜真（女）鲁加升 普晓虎 蒙晓灵（女）廖榕就 

理事（按姓氏笔画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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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波 于志晶 王  刚 王  绚(女) 王  资(女) 

王  继 王  敏(女) 王云雷 王扬南 王尚康 

王秋梅(女) 王叙平 王晓君(女) 王晓晴 王清海 

车永祥 车秀兰(女) 牛三平 毛  熠 毛英俊 

方乃纯 方朝晖 邓焕生 石谋军 龙庄伟 

卢盛和 叶鉴铭 田福元 冉  霞(女) 代吉祥 

包国容(女) 冯家辉 宁玲颖(女) 司马红(女) 邢  晖(女) 

吕联选 吕献海 朱建国 庄西真 刘  申 

刘  林 刘  凯 刘  炜 刘  海 刘常青 

刘康宁 齐  瑶(女) 江吉彬 汤  涛 许小杰 

孙  尧 孙东生 孙承武 孙洪传 孙菊生 

孙善学 苏  华 苏卫东 杜俊军 李  心(女) 

李  波 李三福 李文海 李冬玉(女) 李孝轩 

李青山 李英爱(女) 李国华 李明全 李荣禧 

李修松 李家杰 李梦卿 李敏花(女) 李善华 

李慧慈(女) 杨  文(女) 杨  农 杨培君 杨雪梅(女) 

杨维刚 肖开宁 吴  俊 吴成月 吴志明 

吴学敏 吴梦军(女) 何良平 余  毅 余小鸿(女) 

汪官蜀 沈金强 张  岚 张  健 张世珍 

张光奇 张兴会 张运凯 张利芳(女) 张伯军 

张建军 张洪波(女) 张晓林 张培文 张雪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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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黎明 陈小平 陈文华 陈田忠 陈南军 

陈俊拔 陈桂林 陈晓明 陈毅萍(女) 武献华 

林良浩 易  俊 罗  俊 和  震 岳  臻 

周  为(女) 周汉民 周明祥 周景晓 周新钢 

郑世茂 郑亚莉(女) 赵鹏飞 郝明金 荣庆华 

胡  卫 姜  波 洪慧民 耿金岭 顾鹂鸣(女) 

柴宝成 钱国英(女) 钱学明 高  峰 郭  扬 

郭为禄 郭爱玲(女) 郭跃进 郭惠惠(女) 桑福华 

黄卫东 黄中伟 黄玉璟(女) 黄世忠 曹海鸥 

龚立群 崔  芳(女) 章建明 梁文权 辜胜阻 

程喜真(女) 程裕东 鲁加升 普晓虎 谢榕榕(女) 

蒙晓灵(女) 褚立群(女) 廖世乐 廖榕就 潘庆明 

瞿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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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职业教育社 

     第十二届理事会总干事名单 
(2019 年 2月 22 日第十二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方乃纯 

 

 

 

中华职业教育社 

     第十二届理事会副总干事名单  

(2019 年 2 月 22 日第十二届常务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杨  农 
 


	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