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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 《江阴市王会经费收缴
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

为全面贯彻落实 《中华人 民共和国工会法》、《江苏省实施(中
华人 民共和国工会法)办 法》关于收缴工会经费、工会筹各金的有
关规定 ,进 一步加 强和规范工会经费 (工 会筹各金 )收 缴管理工
作 ,江 阴市总工会 、国家税务 总局江 阴市税务局制定 了 《江 阴市
工会经 费收缴实施办法》,现 印发给你们 ,请 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
行。

热 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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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市工会经费收缴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工会经费、工会筹各金 (以 下简
称工会经 费 )的 收缴和管理 ,维 护广大职工合法权益,有 效发挥
工会组织职能作用 ,根 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工会法》、《江苏省实
施<中 华人 民共和国工会法>办 法》(江 苏省人大常委会公 告第 20
号

)、

中华全 国`总 工会办公厅 《关于基层工会组织筹建期间拨缴工

会经费 (筹 各金 )事 项的通知》、 全 国J总 工会财务部关于转发国
家税务 总局 《关于加强税务机关代收费项 目管理 的通知》工财字
[2005]81号 、《江苏省工会经 费 (工 会筹各金 )收 缴管理办法 (试

行 l,9(苏 工发 [201刨 9号 )等 有关规定 ,结 合本市实际,制 定本
办法。
第 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 市行政 区域 内工会经 费的收缴 、拨
付和管理 。
第三条 工会经费由税务机关负责征收。
第二章 代收范围和缴费标准
第 四条 本市区域 内建 立工会组织的企业 、事业单位 、机关 、
其他社会组织是 工会经费拨缴单位 ;开 业或设 立之 日起一年 内仍
未建 立工会组织的企业、事业单位 、机关 、其他社会组织是 工会
筹各金的拨缴单位 。
第五条 实行财政统一划拨 经 费的行政 、事业单位 ,全 国垂

直管理经 费的铁路 、 民航 、金融工会所属在 江苏单位按原渠道拨
缴工会经 费,经 省总工会批准管理经 费的省级产 业工会按原渠道
拨缴或委托税务机关代收工会经费。
第六条 工会经费拨缴单位按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 2%计
提 工会经费,对 已建 立工会组织的企 事业单位按照 当年 已征 工会
经 费的 60%返 还 (目 前 ,在 现有征缴模式下 ,本 市暂对 已建 立工
会组织的企 事业单位 由税务机关直接按照计提 工会经费的 40%征
缴 λ对应建未建工会组织的企事业单位 ,按 计提的工会经费全额
征缴。
其中,职 工工资总额为缴费单位 上年企业所得税税前列支的
全部职工工资`总 额 。
工会筹备金拨缴单位从期满后第一个月起按本单位每月全部
职工工资总额 的 2%计 提 工会筹各金 ,由 税务机关全额代收。
“
”
第七条 工会经费的征缴实行 税费同步 ,征 管合 一 的办
法 ,即 工会经费的缴费单位随其纳税关系 ,由 相应的属地税务局
负责征收,中 外合资企业 、上市公 司、准上市公 司的工会经费

,

均 由所在地税务局征收。
第三章 代收和汇缴
第八条 工会经费收缴实行属地管理 ,收 缴年度为每年的公
历 1月 1日 至 12月 31日 。
第九条 本市工会经费实行按月拨缴 、按年 一次 申报 。缴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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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应于每年 12月 31日 前 ,向 主管税务机关如实 申报和拨缴当
年应缴的工会经费。
第十条 税 务机关代收工会经费统一使用税收票证 ,市 总工
会不再开具 《工会经 费收入专用收据》。缴费单位所缴工会经 费按
规定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第十 一条 缴费单位未缴或少缴工会经 费的,由 主管税务机
关催报 、催缴 ,市 总工会协助开展催 报 、催缴工作 。
第十 二条 缴费单位确有特殊困难 的,可 向市总工会提 出申
请 ,经 工会税务联席会议确定 ,按 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办理。
第十 三条 工会经费代收纳入税务机关征管信 `急 系统管理

,

代收数据 由税务机关定期传递给市总工会 。
第十 四条 市总工会按规定在银行开立账户 ,用 于工会经 费
的转入 、汇集及工会系统内部的经费上缴 、下拨等。
第四章 退 费
第十五条 因错缴 等原因造成多收工会经 费的,由 缴费单位
向主管税务机关提 出书面 申请 ,经 主管税务机关核实确认后 ,送
市总工会办理退 费审批手续 ,多 缴费款直接从工会经费账 户中退
还给缴费单位 ,税 务机关不办理工会经费退付业务 。
第五章 代收工作经费
第十六条 代收工作经费由市总工会按 工会经 费代收总额的
3-5%按 年拨付税务机关 ,工 作经费主要用于代 收工作的信 J惑 化建

设 、宣传培训等方面的支 出。
第六章 工作职责
第十七条 市总工会的主要工作职责

:

(一 )负 责工会经 费 日常上缴和退付管理

;

(二 )负 责工会经 费法律 、法规 、政策宣传和解释

;

(三 )负 责与税务机关等单位对账 ,建 立和登记工会经费管

理台账

;

(四 )负 责督促缴费单位按时足额拨缴工会经费,并 协助税

务部门开展工会经费的催报 、催缴

;

(五 )负 责工会经费的退 费审批

;

(六 )负 责向人 民法院申请对欠费单位的支付令 、提起诉讼

和 申请 强制执行 。
(七

)其 他相关需要协调的事项 。

第十八条 税务机关职责

:

(一 )负 责工会经费代收及缴费信 J息 传递

;

(二 )负 责对欠缴工会经费单位开展催 报 、催缴
(三

;

)协 同工会部门开展工会经费法律 、法规和政策宣传 、

解释 。
(四

)其 他相关需要协调的事项 。

第十九条 市总工会 、税务机关应建 立联席会议制度 ,共 同
研究解决工会经费收缴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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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法律及行政责任
第二十条 各缴费单位应依法足额计提 、拨缴工会经费。
第二十一条 缴费单位 无正 当理 由拖延或者拒不拨缴工会经
费的,市 总工会可依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工会法》 向所在地人 民
法 院申请支付令 ;拒 不执行支付令的,市 总工会可依 法 申请人 民
法 院强制执行 。
第 二十二条 市总工会严格 工会经 费财务管理 ,依 法依章程
接受职工群众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