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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第二期（2018 年 9月） 

 

  

本期，我们从中国劳工通讯的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地图中选取了江苏省。 

2018 年 9 月，江苏省录得 11 起工人集体行动事件。我们成功拨通了其中 8 个事件所在地

总工会。这八个工人集体行动事件是：淮安盱眙昌盛电气公司停产工人讨薪、南京南化建工人讨

薪、无锡星美影城工人讨薪、溧阳埭头镇汽车工人跳楼讨薪、昆山江都公司工人集体讨薪、南京

东美装饰倒闭工人集体讨薪、无锡江南景园建筑工人讨薪、南京华诚超市员工讨薪。 

 

一、 工会在哪里？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809/201809/10745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809/201809/10784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809/201809/10784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809/201809/10785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809/201809/10794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809/201809/10853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809/201809/10813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809/201809/10813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809/201809/10837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809/201809/10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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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八个罢工案例，当中有 7起案例中工人并没有去找工会，而在 1 起案例中（淮安市盱眙

县昌盛电气厂停产），工人们有去找县总工会——结果，盱眙县总工会将工人推脱给了劳动部

门，而淮安市总工会对此事表示毫不知情。 

 

二、工会改革成效：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工会改革去“四化”（即去除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所针对的是工会干部和

工作人员的官僚作风和态度问题。 

工会改革增“三性”（即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所针对的是工会干部和工作人员

对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感情淡漠、不具备代表工人利益进行谈判的能力以及脱离工人群众等问题。

换句话说，工会改革“增三性”，就是要使全体工会干部和工作人员，在政治上，必须全面接受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工人阶级的阶级情感；在能力上，能够代表工人通过与企业雇主集体

谈判争取和改善权益；在合法性上，工会干部既要从工人群众中来，又要永远不脱离工人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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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淮安市盱眙县昌盛电器厂停工，工人维权 

（以下分析解读仅代表 CLB 的立场，欢迎点击链接就访谈文字稿作出不同解读。） 

去“四化”方面，淮安市总工会权益部部长接听了电话，他对于所提及的工人事件并不了

解。工会要依靠下级上报才会知道资料。并指由于机构改革，其人刚刚调到岗位，什么也不清

楚。权益部完全不清楚这家企业，也不知道停产的事情。工会也不能帮忙找下级工会的电话。 

增“三性”方面，淮安市总工会欠缺政治性、欠缺群众性、欠缺先进性。 

 

增“三性”  工会实际做法 

政治性： 

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工人

阶级情感 

 

群众性： 

来自群众，深

入群众，随时

在群众中，把

自己当成工人

的一员 

 

先进性： 

代表工人争取

利益最大化的

能力 

-问：关于这儿一个月前昌盛电气厂停产这件事儿，工会有没有参与事件的处理

啊？ 

答：“我这边是刚到这个部门，你说的这些我不清楚。我不知道有这个企业，

也不知道有什么停产的事情。” 

-问：只是了解一下，因为这件事很大，想知道有没有解决。还有工会在工会改

革的这个.... 

答：“你所说的这些事情，我不了解，因为我刚刚到这个岗位，我不了解这个

情况。我们目前正好处于机构改革的阶段，我刚到这个岗位，你所说的这个情

况我都不清楚。所以我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给您的。” 

 

-问：那前任没有把这件事交代一下吗？ 

答：“没有，目前没有，我刚才已经跟您讲了，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也不知

道什么情况，我都不知道这家企业的名字。” 

 

-问：所以像这种县里面的企业，组织啊、什么有状况维权、代表工人什么的，

是在县一级发生的，跟你们市级工会是没有什么直接联系… 

答：“正常来说，是县一级发生的，由县一级处理。县一级处理不了的，向上

报告。正常是这个样子。但你所说的这个情况，我不知道。” 

 

-问: 那关于昌盛电器厂这事，是不是我问盱眙县总工会更好一点啊？ 

答：“我本人不知道，所以我对这个事情，我不好讲。因为我都不知道，你所

说的这个事情，您跟我讲说这是怎么怎么。但是我，实话说，我既不认识您，

也不知道您是怎么样的组织，我也不知道您所说的这个情况，我提供不出有价

值的信息。” 

 

-问：从工作程序上来说，如果有这样的企业，我想了解情况的话，是不是盱眙

县总工会，会比你们了解的更多一些？  

答：“这个各地的企业，肯定是各地的（工会）掌握的情况比我们更准确一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7%AC%AC%E4%B8%80%E4%B8%AA%E6%A1%88%E4%BE%8B%20%E6%96%87%E5%AD%97%E7%A8%BF%EF%BC%9A%E7%9B%B1%E7%9C%99%E6%98%8C%E7%9B%9B%E7%94%B5%E6%B0%94%E5%8E%82%E5%81%9C%E4%BA%A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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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问：那请问您这儿有盱眙县总工会的电话么？ 

答：“我这边暂时还真是没办法，因为我今天刚刚到办公室，我这边手头连电

脑都还没完全配好。……我这边暂时也没法提供，因为我这个部门也是刚刚组

建。我都不知道盱眙总工会具体哪一块、具体什么人来负责对应条件的工

作。” 

 

2 南京南化建公司拖欠工资，工人讨薪 

（以下分析解读仅代表 CLB 的立场，欢迎点击链接就访谈文字稿作不同的解读。） 

去“四化”方面，南京市总工会、六合区总工会、江北新区总工会及南化建公司党群工作部

相关人员均接听了电话。大部分工会工作人员的态度不错，虽然他们并不了解此事，认为辖区不

同因而此事件并不归他们管，但他们能够提供其他工会的联系方式。其中江北新区工会更是提供

专人及电话，表示工人可以直接来找他们。而南化建企业虽称有工会，却只有兼职人员管这一

块，相关人员听到此事表示知道后就挂断了电话。 

增“三性”方面，南京市总工会、六合区总工会、江北新区总工会，欠缺政治性、欠缺群众

性、欠缺先进性。 

增“三性”  工会实际做法 

政治性： 

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工人

阶级情感 

群众性： 

来自群众，深

入群众，随时

在群众中，把

自己当成工人

的一员 

 

先进性： 

-问：您能给我一下大厂街道区工会的电话吗？ 

六合区总工会：“大厂工会它现在不在，不属于我们六合这边，它属于开发区

那个江北新区那儿。”“江北新区是刚刚成立的，跟我们之间没有工作联系。

上面也没有发我们之间的联系方式。” 

 

-问：我想知道，南京南化建这个公司它是属于六合区工会下辖的吗？ 

六合区总工会：“南化，它是市属企业，根本也不属于大厂的。” 

-问：也不属于大厂，是吗？ 

六合区总工会：“它好像是省部署企业，它不是我们这边的。” 

-问：那它厂子工会的对接是应该找谁呢？ 

六合区总工会：“这个我们哪里知道呢，它都不在我们范围之内。” 

 “它是市属还是省属企业啊，我们搞不清楚，反正不在我们这。” 

南京市总工会：“不知道是哪方面，我们这个处理。我这个也是叫接待电话，

但你讲的这个事情我们也是不知道的。或许是市总机关其他部门知道。或许你

这个事情，是不是也应该要问一下省总。因为南化建它有的事情，管辖它可能

是属于省总的。”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7%AC%AC%E4%BA%8C%E4%B8%AA%E6%A1%88%E4%BE%8B%20%E6%96%87%E5%AD%97%E7%A8%BF%EF%BC%9A%E5%8D%97%E4%BA%AC%E5%8D%97%E5%8C%96%E5%BB%BA%E8%AE%BE%E6%9C%89%E9%99%90%E5%85%AC%E5%8F%B8%E6%AC%A0%E8%96%AA%20%E5%B7%A5%E4%BA%BA%E8%AE%A8%E8%96%A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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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工人争取

利益最大化的

能力 

 

-问：那我想问一下南京南化建这个公司的工会组建情况，我应该打哪个电话

呢？就是对应哪个部门呢？ 

南京市总工会：“额，这样子，我也不是很清楚，我给你组织部的电话，然后

你再去问问他们吧。”“它的职能到基层部去了。南化建它属于、可能还是基

层工会。属于基层的这个…具体在哪边我还不太清楚。” 

 

-问：所以南京市总工会现在是，有些企业的工会是直接是南京市总工会管的，

有些是基层工会管的吗？还是怎样？ 

南京市总工会：“它这个架构，我们这个部门只是负责到我们下面一级。因为

工会它是一个层级结构的嘛。它不可能一下子，不可能市总工会一下子管到最

底下的基层工会。你问的这个情况，它具体属于哪一家，联系方式我还不太清

楚。” 

 

-问：我在网上查到，这个南化建它所在的大厂街道，给划到江北新区去了。然

后我想知道，这个江北新区的工会现在是有吗？因为我在网上真的是查不到这

个资料。 

南京市总工会：“江北新区它是这样的，江北新区它是国家执行区嘛。目前啊

它…我们是要求它成立总工会，现在它还在成立筹备中，叫筹备组，总工会筹

备组。”“它是调派结合，具体到哪一边你要问一下。” 

 

-问：他说欠他薪水的就是南化建设有限公司，就南化建。它是属于大厂街道，

它这个厂子在大厂街道，也是一个大规模的企业，对吧？ 

江北新区总工会：“哦，对啊，那问题是，他这个厂是，我的意思是工会关系

他是在……。这样吧，你这样很简单，你就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跟他联系一下

可以了。 ”“ 直接打的话，你给我们那个小潘，或者给我也行，我转给我们

小潘。” 

-问：如果这个电话可以，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我可以叫他打这个电话。可

以吗？ 

江北新区总工会：“可以，叫他打我这个电话吧。” 

 

-问：因为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工人说，南化建拖欠他的工资，然后我们就想… 

南化建党群工作部：“不可能的，那个是他们外包的分包队伍，跟我们公司是

没有任何关系的。” 

-问：把这个工程分包了，然后分包的人拖欠工人工资，是吗？ 

南化建党群工作部：“对对对，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找那个人找不

到，然后他就跑我们公司来闹，这个是无理取闹。” 

-问：所以你们是知道这个事情，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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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化建党群工作部：“前段时间好像依稀知道这个事情吧，然后后面…” 

-问：我想知道，南化建有工会吗？ 

南化建党群工作部：“你是要干什么？有啊。” 

“现在我们是那个股份制的企业，不是国企了。所以这一块内容都是兼职的。

你打这个电话，你问一下他们。” 

-问：都是兼职的。这个部门是什么？我应该找谁呢？” 

南化建党群工作部：“他就是一个人，副书记的、一个专门的，单人的办公

室。” 

-问：就是负责工会工作的都是他？ 

南化建党群工作部：“工会啊，党群啊，这一块。” 

 

-问：一个工人说是南化建拖欠他的工资。然后我就想问问企业的工会，南化建

的工会，知不知道这个事情？九月份的时候。 

南化建党工办公室：“好，我知道了，啊。” 

-问：那个，工会知道这个吗？ 

————通话被挂断———— 

 

 

3  无锡星美影城关门停业，拖欠工人工资  

（以下分析解读仅代表 CLB 的立场，欢迎点击链接就访谈文字稿作出不同解读。） 

去“四化”方面，无锡市总工会的工作人员能够接听电话。在听到工人事件后，无锡市总建

议去找信访部门。我们问到工会组织，无锡市总认为这不关工人事，而是工会系统内部的；又建

议应该直接去找江苏省总工会询问。 

增“三性”方面，无锡市总工会欠缺政治性、欠缺群众性、欠缺先进性。 

 

增“三性”  工会实际做法 

政治性： 

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工人

阶级情感 

群众性： 

来自群众，深

入群众，随时

-问：员工被拖欠工资社保这个事情，工会这边知道吗？ 

答：“我们这边是办公室，你要是有情况的话，你打 12351。你有什么情况，

你向 12351 问他，好吧。” 

-问：这个不是信访，我是想问一下工会这边工会组织的问题，您这边有组织部

的电话么？ 

答：“组织部，不管这个事的。组织部是管我们工会系统内部的。” 

 

-问：负责这个事情的部门的电话。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7%AC%AC%E4%B8%89%E4%B8%AA%E6%A1%88%E4%BE%8B%20%E6%96%87%E5%AD%97%E7%A8%BF%EF%BC%9A%E6%97%A0%E9%94%A1%E6%98%9F%E7%BE%8E%E5%BD%B1%E5%9F%8E%E5%85%B3%E9%97%A8%E5%81%9C%E4%B8%9A%20%E5%B7%A5%E4%BA%BA%E8%AE%A8%E8%96%A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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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众中，把

自己当成工人

的一员 

 

先进性： 

代表工人争取

利益最大化的

能力 

答：“我们现在，我们都是垂直管理，你这个还是问，最好是问江苏省工

会。” 

 

-问：这个我要问到江苏省总工会才能知道吗？ 

答：“不是问他才能知道，你这个是另外的一回事了，是吧。我们作为下面

的，对外通讯的东西，我们对外不接待。” 

 

4 常州溧阳一汽车配件厂欠薪，工人跳楼讨薪 

（以下分析解读仅代表 CLB 的立场，欢迎点击链接就访谈文字稿作出不同解读。） 

去“四化”方面，溧阳市总工会不同部门的工作人员接听了电话，工作态度不错，均能提供

相关负责部门的电话。法工部的工作人员在论坛上见过这个事件，电话里表示会去跟进了解。 

增“三性”方面，溧阳市总工会法工部表现出了一定的政治性、群众性、先进性。这里的工

作人员很有干劲，认同工会代表工人利益的身份，认为工会改革能够把工会的作用再突出来。虽

然工会工作有很多局限（没有执法权、只能监督、要联合其他部门行动等），他们说会想办法变

被动为主动。该地区的总工会意识到，工会不仅维护职工权益，其实也是为企业争取职工的支持，

虽然现在很多企业不明白，但他们认为，通过推动工会改革、推动工运事业，可以令企业更加懂

得，而工会的工作也可以更好地开展。 

 

增“三性”  工会实际做法 

政治性： 

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工人

阶级情感 

群众性： 

来自群众，深

入群众，随时

在群众中，把

自己当成工人

的一员 

 

先进性： 

-问：想看一下工会了不了解这个事情的进展，然后能不能发挥一些作用帮他

们，帮这些职工。 

答：“我个人猜测啊，应该是没有的。因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工会组织可能

第一时间介入的，但是它下面既然没有说，就是作为基层工会…如果说发生这

件事情了，基层工会没有说通知我们…所以我个人认为，可能它们是没有基层

工会的。” “既然电话来了，我们肯定会跟一下的，看看什么情况。” 

  

-问：他是不是没有给报到那个网格化的预警机制里？ 

答：“对对对，所以我判断情况有两种：一个是他们公司内部已经协调好了，

这是一；二、它没工会，就是这个企业是没有工会的，所以他没有往上报。”

“预警机制嘛…等于说把事情放在一线吧，最好在内部就解决掉…” 

“把这个机制完善起来，尽量把——就像你说的，预防为主嘛——尽量把这个

事情在内部能解决。”“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说，全部往下做，不要去被动地

去做。”“我们是主动下去的这样。而不是说，像以前被动的，我等上面给我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7%AC%AC%E5%9B%9B%E4%B8%AA%E6%A1%88%E4%BE%8B%20%E6%96%87%E5%AD%97%E7%A8%BF%EF%BC%9A%E6%BA%A7%E9%98%B3%E4%B8%80%E6%B1%BD%E8%BD%A6%E5%8E%82%E5%B7%A5%E4%BA%BA%E8%B7%B3%E6%A5%BC%E8%AE%A8%E8%96%A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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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工人争取

利益最大化的

能力 

们下任务，我再去处理这个事情。”“尽量把事情就像你说的，在源头把它就

处理掉了。省得耽误职工的时间啦，包括影响职工的情绪，把事情扩大化。” 

 

-问：我们是不是会有一个新的局面，就是其实工会可以不仅是这个帮扶啊或者

是一个辅助的角色，还可以主动地去把这个权益的纠纷承担起来呢？ 

答：“其实工会的主要权益是维护工人的权益嘛。但是也像我说的，没有执法

权。如果说是像习总书记说的这种情况，我们工会不是也在改革嘛。按这种情

况，我感觉联合执法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只能说联合执法，而且我们只

有监督权。”“我们工会始终只有一个，监督，只有监督作用，具体来说。或

者说，一线吧，比他们人社的更容易接触到一线。” 

 

-问：这个身份您觉得是用政府的身份更好帮到工人呢，还是用工会的身份呢？ 

答：“如果说放在老一辈的话，以我个人名义来说，我感觉，工会的话比较容

易得到职工的心。但是现在的话不一定，现在因为你无论是宣传还是做事，都

是以政府名义出的。毕竟名头比工会要大，工会毕竟是群团，是不是，而不是

说政府部门。” 

答：“凡是你这方面，只要有工会了，你这个事情闹到政府去了，政府到最后

还是说，希望工会去解决。因为工会代表的，是职工的利益。很多人，群体性

事件闹大了以后，他们不相信政府，认为你们政府就是在推延、忽悠。那我寻

求的就是工会。但是作为公司内部的工会代表，他不信任。我需要的是说，以

一个真正代表职工身份的，那就只有我们总工会。对不对？” 

答：“工会的身份、能力，你是不能否定的。无论是个人，还是群团性的。” 

 “我们也想做得更好，只是说，看吧，看这个改革之后怎么说法吧。”“习总

书记对工会的态度，我个人的感觉是，他的想法是，还是想把工会再突出

来。” 

“（以前）工会的力量其实很强大的，真正地代表职工的利益。只是可能在改

革开放以后，下面的老板、或者是企业的负责人，以盈利为目的，逐渐地忽视

工会的能力，或者说工会的力量。他不出事的话，他永远不知道工会存在的必

要和能力的。然后习总上台以后，我感觉工会还是慢慢往上浮的。” 

 

-问：你们溧阳市的总工会整个都比较有干劲。 

答：“对，我们几个部门现在都…这么说，15年之前我没太感觉到工会太忙

啊，15年之后我感觉到，各部门都很忙，经常加班的。”“我们领导、我们主

席比较有活力，比较有冲劲，那我们下面也得跟得上。” 

-问：可以说跟这个工会改革是有关系的吧？ 

答：“对对对。领导有想法，那我们下面就得做。把意见做出来给他看，是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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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其实是不是这个事情也有点反了呢？当然我知道《工会法》上面有程序的

规定，但是组建工会本来应该是靠职工嘛。 

答：“对对对。还是，但是你不能说光靠职工自己组建。打比方，你厂里有一

百个职工，你九十个同意组建工会，老板不同意。职工跑到我们这里来，说我

们要组建工会，他没有什么能组建的。他一，没有开会，没有权力开会，职工

之间没有任何权力的，还是要老板来。” 

“他只要组建了工会，那么下面的……就说你只要开了这个头，你下面的为职

工代表的利益什么的，慢慢的，我们会融进去的。我们帮你卡死了。你像那个

集体合同，我们和人社共同卡。你只要出现了问题，你只要组建了工会，我们

就是说要下去查的……查你，你只要组建了工会，我们就去查你。” 

 

-问：那您觉得做了这么多事，在工人的维权啊、权利啊、利益方面，目前在您

所属的区域还有没有大的问题呢？  

答：“问题永远存在，只能说问题永远存在。我不能说，不可能没有什么问

题。这就是瞎吹了。我不相信中国哪里地方会出现这种情况（没有任何问

题）。而且只能说，发展得越大，企业越多的情况，问题越多。”“就像我说

的，我在给你普法的同时让你懂法。你懂法了，就会维权。我认为自己的利益

受到侵害了，我就要去谈。你一谈的话，矛盾就起来了。”“在他不懂法之

前，他认为，我工作，老板给我钱是应该的。后来发现，啊我的利益受到侵害

了，那我就要去维权。” 

“这个问题我感觉是个曲线形，一开始大家什么都不懂，后来懂了，问题全出

现了。那慢慢的，大家职工都懂了，老板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对吧？好，问

题会越来越少，慢慢平稳下来了，就一个曲线形我感觉。” 

“工会虽然说，它的主观面是帮助职工、维护职工权益。但是它还有很多其他

活动作用。” 

“我一开始不是很了解，但是上班以后，我就感觉啊，其实真正的，作为下面

的企业，应该很支持工会。工会门面上说的是维护职工权益，其实真正的是为

企业创造效益，为企业争取职工的支持。”“但是现在很多企业不明白这个事

情。他认为你是要收我钱，你是站在职工这一方面的，你是挑我刺的。对不

对。”“问题它其实下面的企业，慢慢的，企业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我觉

得现在，慢慢的，可能说时间会表明一切吧。慢慢的，他们可能会，通过习总

推工会、推工运事业嘛，他们会慢慢懂。在他们懂了之后，我感觉我们的工作

会更好地各方面开展。” 

 

 

5  昆山市江都建设公司拖欠工资，工人讨薪 

（以下分析解读仅代表 CLB 的立场，欢迎点击链接就访谈文字稿作出不同解读。）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7%AC%AC%E4%BA%94%E4%B8%AA%E6%A1%88%E4%BE%8B%20%E6%96%87%E5%AD%97%E7%A8%BF%EF%BC%9A%E6%98%86%E5%B1%B1%E6%B1%9F%E9%83%BD%E5%BB%BA%E8%AE%BE%E5%85%AC%E5%8F%B8%E6%8B%96%E6%AC%A0%E5%B7%A5%E8%B5%8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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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四化”方面，昆山市总工会维权部、组织部的工作人员态度友好，乐意提供可能了解情

况的部门电话。工作人员自己对案例不知情，表示可能事情在住建局解决了，同时乐意去了解情

况。虽然网上提到有建筑行业工会，但组织部的工作人员表示查不到昆山市建筑行业联合会。再

次致电的时候，昆山市总工会维权部确认了这个公司在昆山是有工程，他们会去处理，但就不会

透露如何处理，因为他们只是普通工作人员。 

增“三性”方面，昆山市总工会欠缺政治性、欠缺群众性、欠缺先进性。 

 

增“三性”  工会实际做法 

政治性： 

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工人

阶级情感 

群众性： 

来自群众，深

入群众，随时

在群众中，把

自己当成工人

的一员 

 

先进性： 

代表工人争取

利益最大化的

能力 

-问：您这边暂时不知道吗？ 

答：“嗯对。我要查一下看有什么事情。” 

“一般的话他这个事情，可能是住建局方面在处理。” 

“因为他这个保证金是在我们这边，但是处理的话，很多时候是住建局在处

理。如果他们需要动用保证金的话，然后再到我们这边办手续。” 

  

-问：工会这边不会主动地、或者是掌握主动权去介入这些集体案子么？我看到

最近不也是在说，（工会）要做第一知情人啦之类的？ 

答：“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但具体要看这个事情。有的时候他可能就住建

那边直接给处理了。有的时候就我们住建局跟工会一起联合处理。” 

-问：那工会在哪些案子上，可以做到第一知情人或者第一报告人这样的作用

呢？ 

答：“很多的呀。现在那边基本上都签了知情的啊。但是就是，我要问一下，

因为我不是直接处理这个的。” 

 

（组织部）——昆山市建筑行业工会 

答：“我这个备查库里面查不到他，只有张浦镇的那个建筑行业的工业。” 

 

-问：在建会的过程中，有遇到麻烦么？有不愿意建会的吗？ 

答：“建会的话，有，有的。但是区镇反应的话，就是一年一年，每一年的任

务肯定是越来越难。因为之前刚开始他们建会肯定有些人都很踊跃。越到后

来，他们肯定是，有些单位越来越少了嘛，企业越来越少了嘛。” 

 

（一段时间之后跟进询问维权部） 

-问：不知道您了解到了吗？就是那个江都建设集团。 

答：“江都建设是吧？这个，他在我们，在昆山是有几个工程的，这个我们来

处理啊。” 

-问：就是你们会怎么处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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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个我们来处理就行了啊。” 

-问：就是想了解一下你们这边怎么处理嘛。 

答：“…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 

“这个我们有专门的人处理的。” 

“这个我们有我们流程啊，谢谢。” 

 

 

 

6 南京东美装饰工程倒闭欠薪，工人集体讨薪 

（以下分析解读仅代表 CLB 的立场，欢迎点击链接就访谈文字稿作出不同解读。） 

去“四化”方面，南京市总工会、六合区总工会、六合区龙池街道办工会、雄州街道办工会

的工作人员均接听了电话。他们没有听说过这个事件，大部分不知道该企业归属哪个地方工会辖

区，因属地化而推脱。其中，六合区总工会要求要和区委宣传部联系之后才能再联系他们。 

增“三性”方面，六合区总工会欠缺政治性、欠缺群众性、欠缺先进性。 

 

增“三性”  工会实际做法 

政治性： 

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工人

阶级情感 

群众性： 

来自群众，深

入群众，随时

在群众中，把

自己当成工人

的一员 

 

先进性： 

代表工人争取

利益最大化的

能力 

-问：想跟工会了解一下，有介入这个案件吗。 

六合区总工会：“没听过这个公司，干嘛啊？” 

“请你联系我们的区委宣传部部长，再和我们联系，好吧。” 

“因为你说的这家公司，我不知道你说的在什么地方。” 

-问：就是在六合区啊。 

六合区总工会：你具体的，你跟他（宣传部）联系过了，再那个…好吧。因为

我们这里有一千多家企业，一千多家企业，我不可能说每家企业都知道… 

 

-问：它的地址就是在龙池街道雄州南路啊，属于你们这里的。 

龙池街道办工会：“雄州南路那边，可能是开发区的，应该是开发区工会。龙

池街道跟开发区是分开的。” 

-问：哦，那您有开发区工会的电话可以给我一下吗？ 

龙池街道办工会：“开发区工会的座机，我也不知道。” 

-问：哦…你这边也查不到是吧？ 

龙池街道办工会：“嗯对。” 

 

-问：工会知道这个事情吗，有介入吗？ 

南京市总工会：“要看企业有没有工会了，企业规模多大啊？” 

-问：50人以下，应该没有工会，不知道六合区有没有建筑行业的工会呢？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7%AC%AC%E5%85%AD%E4%B8%AA%E6%A1%88%E4%BE%8B%20%E6%96%87%E5%AD%97%E7%A8%BF%EF%BC%9A%E4%B8%9C%E7%BE%8E%E8%A3%85%E9%A5%B0%E5%B7%A5%E7%A8%8B%E5%85%AC%E5%8F%B8%E5%80%92%E9%97%AD%E6%8B%96%E6%AC%A0%E5%B7%A5%E8%B5%8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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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总工会：“现在一般没有行业工会，你打去法工部问问吧。” 

-问：不知道下面六合区有没有上报这个案子啊？ 

南京市总工会：“我们…不清楚。你要问六合区总工会。” 

-问：六合区…我想再问一下它这个公司是属于六合区龙池街道雄州南路，然后

它是属于这个… 

南京市总工会：“一般是属地化。” 

-问：属地化，那是属于六合区工会吗？街道办? 

南京市总工会：“那要问他们了，问他们看了。” 

-问：因为我不清楚它这个位置是属于六合区工会，还是雄州那边的街道办工

会？ 

南京市总工会：“你问问看吧，六合区总工会吧。” 

 

 

 

7 无锡江景花园建筑工人讨薪 

（以下分析解读仅代表 CLB 的立场，欢迎点击链接就访谈文字稿作出不同解读。） 

去“四化”方面，无锡市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的工作人员接听了电话，工作态度不错。工作

人员没有听说过此次事件，也没法帮工人讨要工资。认为建筑工人不归工会管，工会除了参与清

欠工资的联合行动，也不可能帮到工人。这个部门平时跟企业有接触，跟工人没有多少接触，对

于组建工会方面也不清楚。工作人员了解建筑行业在本区没有企业工会，也没有行业工会，也承

认工会目前没有这方面的工作计划。 

增“三性”方面，无锡市滨湖区总工会欠缺政治性、欠缺群众性、欠缺先进性。 

 

增“三性”  工会实际做法 

政治性： 

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工人

阶级情感 

群众性： 

来自群众，深

入群众，随时

在群众中，把

-问：如果没有成立工会的话，工人自己能来找区总工会吗？ 

答：“那肯定不行的呀，他要没有工会，我们怎么管他呢，对吧？他最起码，

如果他们成立工会了，所以他是我们工会的会员了，我们工会才会、才可能管

着他们的，对不对？” 

-问：工会能不能走出去，把他们拉入会员呢，把工人拉入工会来呢？ 

答：“你现在拉到哪里的工会？是哪里的会员呀？他总不能把他拉到总工会，

做总工会的会员吧。”“我们工会其实，对这种建筑行业的…因为没有工会，

我们一般也没有什么就是工作上面的往来的。” 

 

-问：就是建筑工人要是想加入工会的话，这种事应该去找谁呢，在滨湖区总工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7%AC%AC%E4%B8%83%E4%B8%AA%E6%A1%88%E4%BE%8B%20%E6%96%87%E5%AD%97%E7%A8%BF%EF%BC%9A%20%E6%97%A0%E9%94%A1%E6%BB%A8%E6%B9%96%E6%B1%9F%E5%8D%97%E6%99%AF%E5%9B%AD%E5%BB%BA%E7%AD%91%E5%B7%A5%E4%BA%BA%E8%AE%A8%E8%96%A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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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当成工人

的一员 

 

先进性： 

代表工人争取

利益最大化的

能力 

会这边？ 

答：“它这个不是工人这样想加入的，它这个是要一个单位要成立工会呀。”

“你不是说你哪一个个人想加入工会，我想加入工会就加入它。它这个是单位

去成立工会的。” 

 

-问：工人有这个诉求，他工资被欠，然后他又想加入工会，但是不知道应该怎

么加，那这个样子怎么办呢？就应该去找谁呢？ 

答：“我也不知道。” 

-问：那您说能不能这样子呢，关于这个讨薪、工人的讨薪，能不能让他来找咱

们滨湖区总工会帮忙解决呢，暂时？ 

答：“不用找总工会，他们要找讨薪嘛，也应该是在住建局啊，也不是属于总

工会啊，也不应该找总工会啊。”“这些农民工，他建筑工人讨薪，他应该知

道他找谁的呀。” 

-问：有没有可能去打个电话，给江南景园那边看看，问问他们能不能把工资帮

忙发放这样子？ 

答：“我们也没法那个。” 

-问：工会不能去打个电话，帮忙问一下情况吗？ 

答：“这个东西不知道。” 

 

-问：因为现在工人就是已经被欠薪了几十万的工资，那他现在应该去找到哪个

地方去帮他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呢？ 

答：“呵呵，他们去找谁都可以，我也不知道去找谁。” 

-问：因为刚刚您说也不一定能来找工会，就是现在工会…好像不是一定能帮到

他的感觉。 

答：“嗯。” 

-问：他是应该去找住建部吗？ 

答：“这个你只能再去问问了，我也不知道。” 

 

-问：那遇到这个讨薪，就只能够去指望“双清双欠”工作组了是吗？ 

答：“ 好像目前我了解的就是这样，平时的我都不清楚哦。因为只是参与过他

们的‘双清双欠’。所以具体的、他们平时的这个讨薪是怎么的？我不太清

楚。” 

 

-问：关于这个建筑工人的加入工会，其实有什么意见、就是文件可以把他们加

入工会吗？您了解吗？ 

答：“不了解呀。”“我不了解。因为我们跟他们（工人）是，平时接触也

少，就我们一般的法工都是跟企业有的时候接触，跟他们（工人）真的是没什

么接触的呀。”“估计都没有这种建筑工地的工会，这个东西。因为他们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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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比较大，可能是…而且他们所待的工地，他不会一直就待在这个工地上做

呀，他可能会换其他地方去做。” 

“全总…他们要是有了什么文件，怎么建筑工人应该怎么，我们肯定是根据他

们一级一级的文件来怎么的。因为这个事情嘛，它全总这边它可能要弄一个什

么文件，这个建筑工人怎么成立工会。你现在叫哪一个区里把这个建筑工人拉

到工会，它怎么可能呢？” 

 

-问：您刚刚不是说法工部不是监督这些企业的法律的嘛，法律做的到不到位，

是不是？工人这一块是不是也应该是在这个监督下面啊？ 

答：“他现在关键是他没有工会啊！我也不太清楚它到底怎么个弄法呢？”

“…他这个建筑工人的事情，你最好要问到那个住建局那边，他们可能会跟建

筑工人有接触啊有什么的。”“你就现在说工会能帮到他什么，我也不太清

楚。” 

 

8 南京市华诚超市员工罢工讨薪 

（以下分析解读仅代表 CLB 的立场，欢迎点击链接就访谈文字稿作出不同解读。） 

去“四化”方面，南京市秦淮区总工会办公室和法工部的工作人员接听了电话，工作态度不

错，对于所提及的工人事件均不了解，工作方式以属地化为原则，依靠下级上报，如果不上报就

不知道。区总工会并不知道这家企业，工会也没有参与这次事件。 

增“三性”方面，秦淮区总工会欠缺政治性、欠缺群众性、欠缺先进性。 

 

增“三性”  工会实际做法 

政治性： 

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工人

阶级情感 

群众性： 

来自群众，深

入群众，随时

在群众中，把

自己当成工人

的一员 

-问：看到有一个消息说，你们这里的华诚超市，有员工讨薪罢工。这事儿你们

工会有参与吗？ 

答：“哪里？华诚超市啊？哪个地方的华诚超市？我不是很清楚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我没有接到这个信息和消息。” 

-问：那你们秦淮区覆盖范围内的华诚超市，有没有店面的工会啊？ 

答：“华诚超市，这个，我不是搞组建的。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因为你这个

方面的话，华诚超市他有没有工会，他组建部应该清楚。” 

-问：那这个，中超百货，超市有限公司，有没有建工会啊？ 

答：“中超百货是什么情况？我们很少接触到中超百货啊，什么叫中超百

货。”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7%AC%AC%E5%85%AB%E4%B8%AA%E6%A1%88%E4%BE%8B%20%E6%96%87%E5%AD%97%E7%A8%BF%EF%BC%9A%20%E5%8D%97%E4%BA%AC%E5%8D%8E%E8%AF%9A%E8%B6%85%E5%B8%82%E5%B7%A5%E4%BA%BA%E7%BD%A2%E5%B7%A5%E8%AE%A8%E8%96%A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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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性： 

代表工人争取

利益最大化的

能力 

-问：所以说就算是有（工会）的话，华诚超市这个事情，也要在它所在的街道

工会作为最前沿，先来解决？ 

答：“对，对应的。不然的话，他一下子全跑到市总，或者全总，那能行吗？

最根本的，还是要，属地化。由当地来解决这个事情最好。” 

-问：所以也就是说，在街道解决不了的时候，区总工会才会介入。 

答：“对，一般的话，街道工会解决得了的，我们区总工会就不介入。” 

“它要解决了的话，他基本都不会报上来，年底的话他会有个统计，大概多少

案例。解决不了的话，比方说，街道的政府部门有可能出面去解决的，有可能

走政府路线。要不然，街道总工会他有可能去跟政府解决的过程当中，同时，

他跟区总工会也可能报告一下。区总工会也会介入。” 

 

 

 

 

三、观察小结 

 

江苏省八个地方总工会在去除“四化”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进展。遗憾的是，无锡市总工

会的工作人员在谈话中官僚气十足、号称不对外接待，昆山市总工会维权部的工作人员也不愿意

透露工会怎么处理纠纷，他们能推得了一个普通的电话，也能令真正有难的工人被推拒。除此之

外，各地工会工作人员的态度都很诚恳。不过，只有常州溧阳市总工会的工作人员对于事件有所

了解，而其它各地的工会对于工人集体行动事件均不了解。虽然如此，南京市江北新区总工会、

溧阳市总工会、昆山市总工会都表示愿意去了解或是跟进事件。希望在这些工会的跟进之下，工

人的利益能够得到真正有效的代表，工人的权益能够被依法维护。 

我们认为，如果工会改革能够做到“永远在路上”，假以时日，江苏省各地工会的官僚作风

将逐步得到消除。 

在增强“三性”方面，大部分地方总工会仍然看不到起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仅仅是各级工

会干部和工作人员学习和考核的内容，并没有真正成为他们的人生价值观。反映在工会的具体工

作中就是，各级工会仍然游离于企业劳资关系之外，企业层面的工会组织仍然处于老板和管理层

的控制之下，以至于，工人在企业工资分配中仍然没有话语权。由于工会的缺位，企业工人仍然

倾向于以集体行动作为提出权益诉求的主要方式。 

江苏省各级总工会遵循属地管理原则，但属地本身却常常被重新规划。在联络工会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事发地的工会联系方式并不容易找到；有时联系到了市总工会、区总工会、街道总工

会、开发区总工会，他们均不知道哪个企业归属于哪里的总工会。还有新建的辖区尚未建立好总

工会，而在属地原则之下，该地区的工人根本无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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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总工会的工作人员也反应改革的混乱，其中一位工会干部（为保护他，本报告对其身份

不具名）诚恳地提出现在的改革是假改革，把工会搞得四不像了，“搞不清楚什么叫改革，有什

么改，工会有什么好改的？只要全心全意履行…把维护职工权益作为自己的基本职责，就 OK

了。”“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能够有力地维护职工权益，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标杆”。江苏省总工

会应该在年底“完成工会改革”
1
之前，在这些地方总工会的改革上多下一些功夫，帮助江苏省各

地总工会工作人员正确理解工会改革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的确切含义。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常州溧阳市总工会在这些地方工会中的表现令人眼睛一亮。溧阳市总

工会法工部的工作人员干劲十足，认同工会代表工人利益的身份，他说，“一个真正代表职工身

份的，那就只有我们总工会”，“工会的身份、能力，你是不能否定的”，他认为工会改革能够

把工会的作用再突出来。虽然工会工作有很多局限（没有执法权、只能监督、要联合其他部门行

动等），但他们会想办法变被动为主动；而在企业层面虽然很难，总工会会通过建立工会之后努

力进去企业，“只要开了这个头，你下面的为职工代表的利益什么的，慢慢的，我们会融进去

的…你只要组建了工会，我们就去查你。”这里的总工会工作人员还提到，工会不仅维护职工权

益，其实也是为企业争取职工的支持，虽然现在很多企业不明白，但是，通过推动工会改革、推

动工运事业，可以令企业更加懂这些道理，而工会的工作将可以更好地开展。可以说，常州范围

的总工会在增“三性”方面明显优于江苏省其他地区的总工会，值得其他地区学习。 

                                                
1 “江苏省总工会完成机关职能调整”一文中提到：“13 个设区市的工会改革方案全部制定，县（市、

区）工会改革将在今年底完成。”（中国江苏网，2018-01-12。） 

http://jsnews.jschina.com.cn/jsyw/201801/t20180112_1338144.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