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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党员
第一条 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

分，凡承认本党党纲及章程并愿忠实为
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第二条 党员入党时，须有正式入
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经支部
会议之通过，地方委员会之审查批准，
始得为本党候补党员。候补期劳动者三
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但地方委员会
得酌量情形伸缩之。候补党员参加支部
会议（遇必要时，得由地方执行委员会
决定其参加地方大会，但无表决权）只
有发言权无表决权，但其义务与正式党
员同。

第三条 凡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
承认之党员，当通告该党员所在地之地
方委员会，亦须经过候补期；凡已加入
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者，经中
央审查后，得为本党正式党员。

第四条 党员自请出党须经过地方
之决定，收回其党证及其他重要文件，
并须由介绍人担保其严守本党一切秘
密，如违反时，由地方执行委员会采用
适当手段对待之。

第二章 组织
第五条 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

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附近，凡有党
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每支部公
推书记一人或推三人组织干事会，隶属
地方执行委员会，不满三人之处，设一
通信员，属于附近之地方或直接属于中
央。支部人数过多时，得斟酌情形分为
若干小组，每组设组长一人，由支部干
事会指定之。如支部所在地尚无地方执
行委员会时，则由区执行委员会直辖
之，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处，则由中央
直辖之。

第六条 一地方有三个支部以
上，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许可，区执
行委员会得派员至该地方召集全体
党员大会或代表会由该会推举三人
组织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并推举候补
委员二人———如委员因事离职时，得
以候补委员代理之，未有区执行委员
会之地方，则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
派员召集组织该地方执行委员会，直
接隶属中央。区执行委员会所在地，
得以区执行委员会代行该地方执行
委员会之职权。

第七条 各区有二个地方执行委员
会以上，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有组织区
执行委员会必要时，即派员到该区召集
区代表会，由该代表会推举五人组织该
区执行委员会；并推举候补委员三人，
如委员因事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
之。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委
托一个地方执行委员会暂时代行区执
行委员会之职权。区之范围由中央执行
委员会规定并得随时变更之。

第八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国代
表大会选举九人组织之；并选举候补委
员五人，如委员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
代理之。

第九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期一
年，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任期均半年，
支部干事或书记任期三月，区及地方委
员支部干事或书记辞职时，须得上级机
关之许可。

第十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大会
的各种决议，审议及决定本党政策及一
切进行方法；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执行
上级机关的决议，并在其范围及权限以
内审议及决定一切进行方法。中央执行
委员会须互推总书记一人总理全国党
务，各级执行委员会及干事会均须互推
书记一人总理各级党务，其余委员协同
总书记或各级书记分掌党务。

第十一条 大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
议决之各种议案及各地临时发生之特
别问题，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均得指定
若干党员组织各种特别委员会处理之；
此项特别委员会开会时，须以各该执行
委员会一人为主席。

第三章 会议
第十二条 各支部每星期至少须开

会一次由支部书记召集之。但已分成小
组之支部，其小组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一
次由小组组长召集之，至支部全体会
议，至少须每月举行一次。各地每月至
少召集全体党员会议一次 （其有特别
情形之地方，得改全体会议为支部书记
或干事联席会议，但全体会议至少须两
月一次）。各区每半年由执行委员会定
期召集该区全体党员代表会议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
期召集一次，各代表表决权以其代表人
数计算。中央执行委员会，每四月开全
体委员会一次。

第十三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

要时，得召集全国代表临时会议或扩大
中央执行委员会，有三分之一区代表全
党三分一之党员之请求，中央执行委员
会亦必须召集临时会议。

第十四条 全国代表大会或临时会
议之代表人数，每地方必须派代表一人，
但人数在百人以上者得派二人，二百人
以上者得派三人，以上每加百人得加派
代表一人。未成地方之处，中央执行委员
会认为必要时，得令其派出代表一人出
席。

第十五条 凡一问题发生，上级执行
委员会得临时命令下级执行委员会召集
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

第十六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得随时
派员到各处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
此项会议应以中央特派员为主席。

第十七条 中央及区与地方执行委
员会与支部干事会，由总书记或各级书
记随时召集之。

第四章 纪律
第十八条 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

高机关，在全国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
委员会为最高机关。

第十九条 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
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

第二十条 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
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
消或改组之。

第二十一条 各地方党员半数以上
对于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得提
出上级执行委员会判决；地方执行委员
会对于区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
得提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判决；对于中央
执行委员会有抗议时，得提出全国大会
之临时大会判决；但在未判决期间均仍
须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

第二十二条 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
及各级均须执行及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
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凡有关系全国
之重大政治问题发生，中央执行委员会
未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均
不得单独发表意见，区或地方执行委员
会所发表之一切言论倘与本党宣言章程
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及所定政策
有抵触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得令其改组
之。

第二十三条 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
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加入一切政治的
党派。其前已隶属一切政治的党派者，加
入本党时，若不经特许，应正式宣告脱
离。

第二十四条 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
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为任何资本阶级
的国家之政务官。

第二十五条 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
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

第二十六条 凡党员离开其所在地
时必须经该地方党部许可。其所前往之
地如有党部时必须向该党部报到。

第二十七条 凡党员有犯左列各项
之一者，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

（一） 言论行动有违背本党党纲章
程及大会和各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

（二）无故联续三次不到会；
（三）无故欠缴党费三个月；
（四）联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
（五） 不守纪律经各级执行委员会

命令其停止出席留党察看期满而不改
悟；

（六）泄漏本党秘密。
地方执行委员会开除党员后，必须

报告其理由于中央及区执行委员会。
第五章 经费
第二十八条 本党经费的收入如左

各项：
（一）党费 党员每月收入在三十元

以内者，月缴党费两角；但无收入及月薪
不满二十元者，得由地方斟酌情形核减
之；在三十元以上至六十元者缴一元；六
十元以上至八十元者缴百分之三；八十
元以上至百元者缴百分之五；在一百元
以上至二百元者缴百分之十；二百元以
外者特别征收之。失业工人及在狱或在
S.Y.的党员均免缴党费。

（二） 党内义务捐由地方执行委员
会酌量地方经费及党员经济力定之。

（三）党外协助。
第二十九条 本党一切经费收支，均

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支配之。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章程修改之权属全国

代表大会，解释之权属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三十一条 本章程由本党第四次

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
日———二十二日）议决，中央执行委员会
公布之日起发生效力。

原载《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
决议案及宣言》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
（一九二五年二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

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此后，工人
运动逐渐恢复，农民运动日益兴起，
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形成了以广
州为中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
阀的革命新局面。

但是，国共合作并非一帆风顺，
在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洪流中也潜伏
着令人不安的暗流。1924 年 6 月，国
民党内的右派分子邓泽如、张继、谢
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
劾共产党案》，声称共产党员加入国
民党“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
害”，“绝对不宜党中有党”。8 月，张
继等又抛出所谓《护党宣言》，诬蔑
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消灭
国民党。

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中共中

央于 7 月 1 日发出党内通告，要求各
级党组织坚决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
动活动。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蔡
和森等连续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右
派违背国民党一大政纲、破坏革命队
伍内部团结的反动言行。此刻，摆在
共产党人面前的重要问题是：在这场
日益高涨的大革命浪潮中，共产党人
是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为了国民
革命运动去组织中国工人、农民以及
青年，还是应当由共产党直接去组织
群众？

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
验，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
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1925 年 1 月
11 日至 22 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
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
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

周恩来、彭述之、张太雷、陈潭秋、李
维汉、李立三、王荷波、项英、向警予
等 20 人，代表着全国 994 名党员。共
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陈
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
了工作报告。

大会围绕当前的中心工作，通过
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等
11 个议决案，并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
委员会。新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共 9
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
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
汉；候补执行委员 5 人：邓培、王荷
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在随后
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
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
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
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 5
人组成中央局。

党的四大最重要的贡献是第一
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
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对于
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 明确指出：

“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
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
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参
加”。“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
级”。所以，民主革命“必须最革命的
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
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关于工农
联盟，《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阐明
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原理，强调
了农民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
指出：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
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
不可能取得的。此外，大会对中国民主
革命的内容作了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
“反对国际帝国主义” 的同时，既要
“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又要“反对
封建的经济关系”，这表明，此时党已
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提
出来了。

党的四大作出的各项正确决策，为
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
和组织上的准备。此后，全国的革命形势
迅速发展，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
轰轰烈烈，大革命的高潮来临了。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
会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当
选的中央执行委员共 9 人：陈独秀、

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
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候补执行委员
5 人：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

锦堂。在随后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总
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

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
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
以上 5人组成中央局。

中共四大选出的新领导机关

工人们！农民们！全中国被压
迫的民众！中国共产党———中国
无产阶级的政党，当国内战争正
烈之时，曾向你们表示过自己的
主张和态度。

直系军阀虽然一时倾复，而
现在又图重新保持其力量，把国
内战争延长不息。在别一方面，反
直系———奉系、安福系，最反动的
段祺瑞以及基督将军冯玉祥，虽
然将北京政权抓住了，但是他们
不仅不能统一中国，消灭军阀战
争，并且他们自己仍旧耍着军阀
的老把戏，争权夺地，无有息时。
他们所给予人民的，不过是教工
人及无数穷苦的农民更为遭殃，
更为受苦！

无论直系或反直系军阀的背
后，都站立着列强的阴谋，他们为
着要干涉中国内政，不断的援助
军阀战争以与中国人民为敌。英
美帝国主义者利用治外法权，在
租界里面给失意军阀齐燮元等以
机会，教他组织势力，继续战争。
但是当另一派军阀匿居租界有所
动作时，他们便把他捉住，并逐出
国外。这两种行动，在表面上虽然
不一样，但是其目的都是要加紧
中国的内乱，都是要利用军阀以
达到他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

美国的军舰 早已停泊在南
京，近又从菲律宾调动大批海军
向我们的海岸进迫。每一个在中

国的帝国主义机关报，总是天天高
喊什么有积极对华政策之必要，公
然地号召列强用武力干涉中国。

日本帝国主义者在这次国内的
战争中，比较别国更会利用机会，然
而也就因此引起与英美帝国主义者
的关系更加冲突。现在日本帝国主
义者正图借口中国人民的愿望，要
他的敌人（英美各国）对于他有所
让步。

日本帝国主义者又重新要立在
为中国人民“保护者”的地位，如以
前在欧洲大战、袁世凯时代和凡尔
赛会议时代一样。日本为掩饰自己
强盗的行为和趋向，已开始宣传所
谓“大亚细亚主义”和“亚洲人的
亚洲”之口号。

工农们和被压迫的民众！中国
共产党号召你们起来，努力对世界
帝国主义迎头痛击，努力打消帝国
主义者的阴谋。世界帝国主义者确
实想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将中国人
民沦到万劫不复的地位！

中国人民应当知道，世界帝国
主义者以美国为领导，去年秋季在
伦敦曾经共同筹划了一个反对欧洲
和亚洲人民的阴谋。他们所定的道
威斯计划是什么东西？就是一方面
要把德国变成英美的殖民地，而另
一方面要把德国工人所生产出来的
商品找一销场，好教英美的银行家
和工业家更加发财致富。为着要强
迫东方特别是中国的人民及苏俄购

买这些商品，英美帝国主义者不顾
忌一切罪恶和残忍行为，非达到此
目的不已。

在欧美我们已看出反动的现
象，世界的反动势力正在聚集向劳
农的国家苏俄进攻。列强的银行家
和资本家绝不能静听着他们的商品
不能自由地输入苏俄，一定要把苏
俄陷于奴隶的地位。他们更不愿意
丢却这么一个好市场的中国！他们
老喊着要保全中国的市场，他们一
定要成为中国财富的主人，一定要
陷中国人民为他们的奴隶！

为着要达到这目的，所以要供
给中国军阀以金钱火药，所以美国
要扩充太平洋的海军，所以英国要
在新加坡建筑军港，所以他们都派
军舰到我们的海岸和扬子江及西江
等内河来。

为着掩饰自己的贪欲，帝国主
义者更说他们自己爱和平，主张和
平主义，最近期中战争是不可能的，
应当创造世界永久的和平……这些
好听的话。帝国主义列强的外交家
现在更加不知羞耻地说什么列强间
邦交和睦，什么对中国人民怀着善
意……等鬼话。当帝国主义者说这
些谎话的时候，完全不看看列强军
费之如何增加，军舰、飞机、军事工
业之如何扩充，大家对于快要爆发
的战争之如何准备。

工农们和被压迫的民众！在这
些事实之前，世界帝国主义努力扩
充军备，努力发展军事工业以及那
些被金钱收买的各国的学者尽力寻
找杀人的武器之时，东方的人民是
如何危险！东方人民自卫的武器，比
较起来，不过是帝国主义者的小玩
意儿，如何是他们的对手！将我们的
国土变为荒漠，将我们的城市和乡
村变为坟墓———这一种危险就在眼
前啊！

但若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
和农民暴动起来，反对自己的压迫
者，将这些武器拿到手里；同时东方
被压迫的民众起来反对自己的军
阀，用自己的力量发展国家，对外国
帝国主义施以最后的总攻击，那么，
世界帝国主义之破坏力量也可转变
为反对其自身的工具。

全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之总机
关———共产国际，已经组织了无数
万的工人立在社会革命的红旗之
下。共产国际下的红色农民国际，也
已经聚集了无数万的农民环绕着红
旗。世界工农的军队和帝国主义的
武备并排生长，在一切资本主义的
国家中，劳农与资本统治之最后的
斗争日见逼近了。

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责任上，
很诚恳地向中国的劳动群众不断地
说：劳农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
的压迫之斗争已临近了，这种斗争
将永远把人类解放出来，将永远消
灭一切的战争。中国共产党以为不
断地向群众解释，用什么方法中国
人民才可以脱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
压迫，如何才能与世界劳农革命运
动联合起来……是自己唯一的责
任。

中国的解放运动现在已日见膨
胀起来。全国各城市里面的群众现

正努力达到召集国民会议的要求，
差不多都组织了国民会议促成会。
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学生现
正组织这种机关，并且高叫着消灭
一切军阀阴谋，反对段祺瑞所要召
集的军阀善后会议。中国共产党正
式向中国人民说：段祺瑞的善后会
议是段祺瑞要用军阀制度而借着帝
国主义者的帮助，以统治中国人民
的工具。这个善后会议，如段祺瑞所
预料的，将成为段氏团结己派军阀
的工具，借此工具以对付别派军阀，
而引起将来无穷的战争。

中国共产党号召全中国的劳动
群众，起来制止段氏这种恶劣的计
划。倘若国民要求派自己的代表参
加段氏所要召集的善后会议，段氏
对于召集国民会议之虚伪的宣言一
定要被揭破。国民会议促成会是人
民真正的机关，应当要求在善后会
议中有最大多数之国民代表。

中国共产党不仅尽力向群众解
释军阀愚弄国家之巨大的危险和帝
国主义者扩张军备对于我们是如何
的可怕，并且要使中国民众知道国
内军阀不给人民召集国民会议及组
织群众的保护国家利益的机会，则
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所加于我们的
危险将更为扩充。

我们号召工人和农民，手工业
者和知识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组织，
并极力赞助国民会议促成会，要求
国民会议之召集。无数万中国民众
的命运真不能再静听军阀的愚弄
了！革命的力量在我们国家中日长
一日，军阀和帝国主义者的锁链已
经开始摇动。

英美所扶植的直系势力之崩
坏，是民族革命运动进展的机会，但
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又谋重新制服民
众的运动。他们正在那里预备最严
酷的反动，我们应当明白现在时机
之迫切啊！

中国共产党将使中国解放运动
由自然的历程生长进于觉悟的状
况。我们惟有在民众的组织中，在召
集国民会议的要求中，在反对帝国
主义和军阀的奋斗中，才能找得一
条出路，才能避免现在资本帝国主
义世界的危险。

工人、农民、学生、手工业者，你
们赶快组织起来，赶快制止军阀的
阴谋，赶快要求在善后会议中参加
最大多数的国民代表，赶快努力国
民会议之召集！你们赶快组织大示
威运动反对外舰驶入中国内地，要
求外兵不得驻扎在我们的领土以
内，取消一切领事裁判权！要使中国
不陷于奴隶的地位，完全靠着中国
劳苦群众的努力，完全靠着全世界
劳农联合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奋
斗！

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
推翻国内的军阀！
国民会议万岁！
中国劳动群众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共产国际万岁！
全世界劳农反对资本主义的同

盟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万

岁！

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企业管理部招聘启事
企业管理部因工作需要，现面向集团公司内部招聘 5 名专业管理人

员。

一、招聘岗位与条件

集团公司已签订劳动合同的正式职工，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水平和工

作作风，思想品德优良；能吃苦耐劳，爱岗敬业，服从分配，甘于奉献。

二、录用方式
经笔试、面试，择优考察、体检合格后，予以试用。试用期三个月，试用

期满合格后正式录用。

三、报名方法及时间
应聘者须持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同意应聘证明、本人身份证、学历

学位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个人 1 寸照片等相关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到

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机关大院西侧楼一楼 128室）报名。

联系人：符女士、周女士 联系电话：0562-5860078

报名时间：2017 年 7 月 18日至 2017 年 7 月 28日（工作日）。

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
2017年 7月 17日

岗位 人数 条 件

专业管理人员 5

1、年龄：1980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2、学历：全日制普通大学本科及以上；
3、专业技术资格：会计、统计、企业管理、信

息化等相关专业初级及以上；
4、工作经验：企业管理、经济管理岗位 5 年

及以上；
5、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具有一定的

经济、法律、管理、财务等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
组织协调和沟通能力。

合计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