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2015 年 11 月，习近平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深改组第 18 次会议，通过了“全国总工会改革

试点方案”。工会改革的重点有两方面，一是在工作作风上，要去除总工会“机关化、行政

化、贵族化、娱乐化”的官僚气，即去“四化”；二是在身份上，要增强工会的“政治性、先

进性、群众性”，即增“三性”。 

三年半过去了，总工会改革的成效如何呢？ 

各地各级工会工作人员的官僚作风是否有所改善？工会工作人员的工人阶级感情是否有所

提升？工会当中来自工人群众的干部是否有所增加？来自工人的工会干部是否仍然紧密的联系

着工人群众？各级工会干部协调劳资关系的主动性及能力是否有所提升？ 

工会在主动协调劳资关系、避免劳资冲突方面是否有所建树？在已经发生的工人集体行动

事件中，工会是否有效的扮演了工人利益代表者角色？工会的基层组织，尤其是企业工会组织

是否趋于健全并脱离老板的控制？企业基层工会是否有能力代表工人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 

为回答上述问题，中国劳工通讯将从“工人集体行动地图”中，定期选取一组事件，并就

此致电事件发生地总工会及相关企业工会。通过这些对话，将中国工会的实际状况呈现在工

人、工会干部、工会工作人员和政府决策者面前。我们希望，一方面，鼓励各级工会领导和工

作人员，走出工会“象牙塔”，主动进入到劳资关系中去，代表企业工人通过集体谈判争取和

维护权益。另一方面，鼓励和引导各行各业的广大工人，走进各地工会这座并不神秘的“象牙

塔”里，积极参与到工会改革中来。同时令政府决策者更加了解工会的重要性，及工会改革所

需的空间。 

简单说，我们希望防止这次工会改革，再次沦为假改革。 

 

第七期（2019 年 2、3 月） 

 

本期，我们从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人集体行动地图”中选取了山东省。 

2019 年 2 月至 3 月，山东省录得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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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人罢工了，工会在哪里？ 

工会改革去“四化”（即去除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所针对的是各级工会领

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官僚作风和态度问题。换句话说，工会改革去“四化”，就是要提高各级工

会日常工作的效率。 



工会改革增“三性”（即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所针对的是各级工会领导干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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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使全体工会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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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工会领导干部既要从工人群众中

来，又要永远不脱离工人群众。 

 

山东省八个工人集体行动中，地方总工会“工会改革”的状况如何呢？ 

 

临沂美团外卖工人罢工 

泰安日月光大集团工人追缴社保 

青岛饿了么外卖工人罢工 

烟台华润万家员工抗议被托管 

威海点我达骑手罢工 

德州亚明照明公司工人讨薪 

青岛韵达快递员讨薪 

东营动力机械职工集体维权 

 

二、山东省工会改革 

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山东省八个案例涉及的地方总工会在去除“四化”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进展。 

娱乐化：没有发现。 

贵族化：大部分工会工作人员态度诚恳，贵族化改善良好。但也存在部分工会挂断电话、

对工人事件不做回应，贵族化仍然严重。 

机关化：大部分工会工作人员机关化改善良好。但也存在如下机关化较为严重的个例：部

分工会部门一直联络不到；部分工会工作者对部门业务一概回应不清楚；部分区县工会只有一

名工作人员负责接听电话，而该工作人员什么都不清楚。 

假如工人知道工会并向工会求助，恐怕也很难联系到工会负责的部门。这些地方工会的做

法离习近平要求“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距离很远。 

行政化：大部分地方的总工会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工人罢工维权事件不知情，但能表示工

会可以对工人提供帮助。 

各地工会从过去的不作为到目前愿意帮助工人维权，是一大进步。 

但山东省仍然存在部分工会未能去除“四化”，未能进入工会改革。 

 

https://clb.org.hk/content/%E5%B1%B1%E4%B8%9C-%E7%AC%AC18%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4%B8%B4%E6%B2%82%E7%BE%8E%E5%9B%A2%E5%A4%96%E5%8D%96%E7%BD%A2%E5%B7%A5
https://clb.org.hk/content/%E5%B1%B1%E4%B8%9C-%E7%AC%AC28%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6%B3%B0%E5%AE%89%E5%85%89%E5%A4%A7%E6%97%A5%E6%9C%88%E9%9B%86%E5%9B%A2%E5%B7%A5%E4%BA%BA%E8%BF%BD%E7%BC%B4%E7%A4%BE%E4%BF%9D
https://clb.org.hk/content/%E5%B1%B1%E4%B8%9C-%E7%AC%AC38%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9%9D%92%E5%B2%9B%E9%A5%BF%E4%BA%86%E4%B9%88%E9%AA%91%E6%89%8B%E7%BD%A2%E5%B7%A5
https://clb.org.hk/content/%E5%B1%B1%E4%B8%9C-%E7%AC%AC48%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7%83%9F%E5%8F%B0%E5%8D%8E%E6%B6%A6%E4%B8%87%E5%AE%B6%E5%91%98%E5%B7%A5%E6%8A%97%E8%AE%AE%E8%A2%AB%E6%89%98%E7%AE%A1
https://clb.org.hk/content/%E5%B1%B1%E4%B8%9C-%E7%AC%AC58%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5%A8%81%E6%B5%B7%E7%82%B9%E6%88%91%E8%BE%BE%E9%AA%91%E6%89%8B%E7%BD%A2%E5%B7%A5
https://clb.org.hk/content/%E5%B1%B1%E4%B8%9C-%E7%AC%AC68%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5%BE%B7%E5%B7%9E%E4%BA%9A%E6%98%8E%E7%85%A7%E6%98%8E%E5%85%AC%E5%8F%B8%E5%B7%A5%E4%BA%BA%E8%AE%A8%E8%96%AA
https://clb.org.hk/content/%E5%B1%B1%E4%B8%9C-%E7%AC%AC78%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9%9D%92%E5%B2%9B%E9%9F%B5%E8%BE%BE%E5%BF%AB%E9%80%92%E5%B7%A5%E4%BA%BA%E8%AE%A8%E8%96%AA
https://clb.org.hk/content/%E5%B1%B1%E4%B8%9C-%E7%AC%AC88%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4%B8%9C%E8%90%A5%E5%8A%A8%E5%8A%9B%E6%9C%BA%E6%A2%B0%E8%81%8C%E5%B7%A5%E7%BB%B4%E6%9D%83


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 

各级工会去“四化”，可以改善工会工作人员的效率，但却不能建立工会的身份。而工会的

身份，则体现在工作人员的政治性（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人阶级情感）、群众性（来自

工人群众，不脱离工人群众，永远把自己当成工人的一员）、先进性（有能力代表工人争取利益

最大化）。 

大部分地方工会工作人员的谈话中，仍然感受不到他们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工会

的具体工作中，地方工会仍然远离劳资关系，企业工会仍然处于老板和管理层的控制之下。工

会缺位，工人仍然只能以静坐、堵路、罢工等集体行动提出诉求。 

此外，东营市总工会法工部将政治警觉当成是政治性，远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工人

阶级情感。 

值得一提的是，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烟台市总工会在增强政治性方面走在了全省工会的

前列。 

 

观察和印象 

⚫ 山东省各级工会企业工会虽然做到了组建工会，但企业工会无法成为工人的

利益代表者。基层工会失效，结果是工人越过工会，以集体行动来表达利益

诉求。 

⚫ 山东省各地工会工作人员对工会工作的理解和落实存在不足，很少有工会在

侵权事件发生后主动介入工人维权。 

⚫ 有些地方工会的工作人员将工会工作理解为政策传达，而非维护工人权利、

避免劳资矛盾升级的主体。 

⚫ “属地管理”成了工会不作为的挡箭牌，并在山东省部分地方工会变质成为

等级制度。上级工会完全依靠下级工会汇报，对不直接负责的工会业务不了

解、不掌握、不参与。 

⚫ 山东省的工会部门划分虽然细化，但并非为应对劳资纠纷、代表工人谈判而

设。可联系到的部门表示不负责、不清楚，建议找相关的业务部门，但许多

相关的业务部门联系不到，也就错失了工会作为的机会。 

⚫ 山东省部分工会以保密心态从事工会工作。 

⚫ 工会改革最需要来自基层的创新和尝试。但在山东省，部分基层工会凡事都

要问领导，改革要按上级指导来开展，扼杀了来自基层工作人员的创新活

力。 

 

山东省各级工会仍未做到代表工人与雇主或行业协会通过集体谈判保障工人权



利。因此，山东省工人提出诉求的主要方式，仍然是静坐、堵路、罢工等集体行动。 

 

值得称赞的是： 

⚫ 东营市动力机械集团职工在多年追讨社保的过程中，多次向公司工会和上级

工会求助。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也多次出面就动力机械集团职工被拖欠社保

事与公司协商。 

⚫ 威海市的外卖快递工人曾经咨询威海市总工会，询问组建行业工会和加入工

会的事宜，这些工人给威海市总工会提供了组织工人入会和组建行业工会的

良机。 

⚫ 烟台市芝罘区总工会工作人员接到企业工人集体维权的信息后，就去企业所

在的街道社区了解情况，也及时向市总工会通报情况。烟台市总工会也表

示，在区总工会核实情况之后，市总工会愿意出面协调。 

 

 

三、对山东省工会改革的建议 

建议山东省总工会： 

1 工会改革的重点是介入劳资关系的现场，避免劳资冲突。一旦发生冲突，工会要作为工

人代表来解决冲突。 

2 总工会可以取消区县级工会，一来可以简化劳资关系现场和工会之间的沟通环节；二来

这些经费可以用来扩大基层工会，这些是最接近劳资纠纷的工会力量。 

3 鼓励基层工会进入劳资关系，代表职工跟企业方进行谈判。不要怕谈得不好，不要怕谈

砸了，最重要的是先谈起来。要相信工会干部，在谈判实践中，既能提升谈判技术，更能培养

起对工人阶级的情感（也就是增“三性”）。 

4 各级工会网站要把各部门的电话号码全部公开，让工会不再神秘，职工有需求很容易就

能找到工会。 

 

建议山东省各级政府部门： 

当发生罢工后，应该鼓励工人寻求工会代表他们，通过协商解决问题。 

 

建议山东省工人： 

建议各地各行业的工人们在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应该第一时间去找工会，要求工会代表

工人并维护工人的权益。 

  



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第七期 山东省 

第 1/8 个案例：临沂美团外卖罢工  

一、工人罢工了，工会在哪里？ 

罢工事件： 2019 年 2 月 18 日，山东省临沂市，

美团外卖骑手罢工三天，抗议配送费下调 

参与人数: 1-100 人  

行业: 交通业 

工人诉求: 加薪 

群体事件形式: 罢工, 抗议游行 

 

 

致电详情： 

我们致电给一个地方总工会 

——临沂市总工会 

（生产保障部、办公室、组织部） 

 

地方总工会对罢工事件的参与：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902/201904/11486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902/201904/11486


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联系到临沂市总工会，生产保障部、组织部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分别接听了电话。几

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不了解发生在本地的外卖送餐工人罢工事件。 

临沂市总工会生产保障部和组织部以不清楚为由挂断电话，这两个部门的“贵族化”、“机

关化”仍然严重。 

临沂市总工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能提供组织部的联系方式，该部门的“贵族化”、“机关

化”改善良好。 

    临沂市总工会“行政化”仍然严重。 

 

增“三性”方面： 

从临沂市总工会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我们没有感受到对工人的阶级感情（欠缺政治性），没

有感受到工作人员对工人实际工作生活状况的了解（欠缺群众性）、没有感受到工会工作人员有

能力和意愿代表工人通过谈判维护和争取权利（欠缺先进性）。 

 

（点击查看对话中与增“三性”相关的内容） 

 

观察和印象： 

美团外卖送餐工人在罢工之前和过程中都没有向市总工会求助。 

临沂市总工会生产保障部及组织部的工作人员拒绝接受问责和监督。工作人员以“不知

道”为由挂断电话，组织部还将对工会履责的问询推给山东省总工会。 

临沂市总工会工作人员没有做到习近平要求“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

就要站出来说话”。临沂市总工会在收到本地外卖工人罢工的讯息之后，既没有进一步了解工人

侵权事件，也没有考虑以工会身份代表工人，维护工人的权益。 

临沂市总工会组织部负责组织工人入会，却对组织工作并不了解。对于包括外卖送餐工人

在内的八大群体入会工作，组织部工作人员重复表示“不清楚”。看起来，临沂市总工会组织部

还没有真正进入工会改革。 

最后，假设是当事工人打的电话，他们知道临沂市总工会的存在、了解总工会的职能、也

非常清楚自己属于八大群体之一、知道习近平要求“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

会就要站出来说话”——但在打完这几通电话以后，工人可能就会心灰意冷，再回来找工会的

可能性不大了。 

 

三、工会改革建议 

1 建议临沂市工人，在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应该第一时间去找工会，要求工会代表工人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1%98%E5%BD%95%E5%B1%B1%E4%B8%9C%E6%A1%88%E4%BE%8B1_8%E4%B8%B4%E6%B2%82%E7%BE%8E%E5%9B%A2%E5%A4%96%E5%8D%96%E5%B7%A5%E4%BA%BA%E7%BD%A2%E5%B7%A5.pdf


并维护工人的权益。 

2 建议临沂市总工会，成立外卖工人行业工会，工会组织动员工人入会，并由工会代表本

行业从业者通过集体谈判改善工作条件，提升待遇和收入。 

3 2018 年 10 月 29 日习近平同全总新一届领导班子讲话时强调，要加强对工会干部的教

育、管理、监督。 

建议临沂市总工会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使各部门工作人员面对外界就工会履责情况进行

询问时，能够坦诚作答，逐步形成工会工作应该接受公众监督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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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10/29/c_1123631014.htm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6%87%E5%AD%97%E7%A8%BF%E5%B1%B1%E4%B8%9C%E6%A1%88%E4%BE%8B1_8%E4%B8%B4%E6%B2%82%E7%BE%8E%E5%9B%A2%E5%A4%96%E5%8D%96%E5%B7%A5%E4%BA%BA%E7%BD%A2%E5%B7%A5.pdf


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第七期 山东省 

第 2/8 个案例：泰安光大日月集团工人追缴社保  

一、工人罢工了，工会在哪里？ 

罢工事件： 2019 年 2 月

25 日，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

山东光大日月集团拖欠社保，

工人集体抗议 

参与人数: 1-100 人 

行业: 制造业 

工人诉求: 社保 

群体事件形式: 抗议游行 

集体行动的回应: 政府调

解, 集体谈判 

 

致电详情： 

我们致电给一个地方总工会 

——泰安市东平县总工会（办公室，社保科） 

 

地方总工会对罢工事件的参与：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902/201903/11552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902/201903/11552


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联系到东平县总工会的办公室和社保科，工作人员分别接听了电话，工作态度不错，

“贵族化”改善良好。 

东平县总工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不清楚发生在本地的工人追讨社保事件，建议联系工会社

保科，如果维权则建议联系劳动人社部门。 

东平县总工会社保科的工作人员表示知道此事，但认为工人没来找工会，工会不参与。 

东平县总工会的“机关化”、“行政化”仍然严重。 

 

增“三性”方面： 

从东平县总工会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我们没有感受到对工人的阶级感情（欠缺政治性），没

有感受到工作人员对工人实际工作生活状况的了解（欠缺群众性）,没有感受到工会工作人员有

能力和意愿代表工人通过谈判维护和争取权利（欠缺先进性）。 

 

（点击查看对话中与增“三性”相关的内容） 

 

观察和印象： 

光大日月集团欠缴被拖欠社保的工人在集体抗议之前和过程中都没有向工会求助。 

涉事企业早就成立了工会，但企业工会和县工会都没有介入职工维权事件，没有在劳资纠

纷中做工人的利益代表者和劳资纠纷的谈判者。 

东平县总工会办公室还没有做到习近平要求“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

就要站出来说话”。提到本地发生的工人抗议欠缴社保事件，办公室工作人员建议维权“找社保

局”，协商不成可以走劳动仲裁，但就是不提由工会出面维权。当一再问及工会是否可以出面代

表这批工人维权，东平县总工会表示工会“不可能出面跟你聊”，只能由劳动者自己找企业、自

己去协商。 

东平县总工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工会角色的认知错位，认为工会是政策部门，而非劳方

利益的代表。面对工人因为五年被欠缴社保而集体抗议，东平县总工会强调工会“没有实权”，

只能“政策维权”，把工会的功能当成是给劳动者指路。假如工人上门来求助，也可能被东平县

总工会拒之门外、指到其他部门。 

东平县总工会社保科虽然听说过这起发生在本地的劳资纠纷，但仍延续等工人上门的工作

作风，没有走入劳资冲突的前线，做工人的利益代表者和劳资纠纷的谈判者。 

东平县总工会社保科的工作人员坦承分享工会工作存在不足，工会自身“心有余而力不

足”。一方面，工会面对工人的不信任，发生劳资纠纷的工人不来找工会求助，而宁愿去“找信

访局，找政府，找人社”；另一方面，工会组织不强，给员工撑腰“只能撑一部分腰”，同时还

要维护企业利益和遵从国家政策。在这种制度化的困局之下，东平县总工会社保科很难将代表

和维护工人权益落到实处。 

“体制就是这样”的看法在各地的工会工作者当中也不少见，遇到现实的困难，工会工作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1%98%E5%BD%95%E5%B1%B1%E4%B8%9C%E6%A1%88%E4%BE%8B2_8%E6%B3%B0%E5%AE%89%E5%85%89%E5%A4%A7%E6%97%A5%E6%9C%88%E9%9B%86%E5%9B%A2%E5%B7%A5%E4%BA%BA%E8%BF%BD%E7%BC%B4%E7%A4%BE%E4%BF%9D.pdf


者们感到无能为力也是正常。但是，假如工会代表和维护职工的权益只能存活于理论中，那还

要工会这个机构做什么呢？进一步说，假如遇到现实中的障碍就停步不前，那还要工会改革做

什么呢？ 

最后，假设是当事工人打的电话，他们知道东平县总工会的存在、了解工会的职能、也非

常清楚知道习近平要求“哪里的工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但

是，打完这通电话以后，工人可能就会心灰意冷，再回来找工会的可能性不大了。 

 

三、工会改革建议 

1 建议东平县工人在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应该第一时间去找工会，要求工会代表工人并

维护工人的权益。 

2 建议东平县总工会，当基层工会失去工人的信任时，作为上级工会，应该协助工人对基

层工会进行问责。 

3 建议东平县总工会，走进劳资冲突前线，在介入劳资纠纷的实践中，培养“三性”、锻

炼工作能力、成为工人权利的捍卫者和利益的代表者。 

 

（以上分析解读仅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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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96%87%E5%AD%97%E7%A8%BF%E5%B1%B1%E4%B8%9C%E6%A1%88%E4%BE%8B2_8%E6%B3%B0%E5%AE%89%E6%97%A5%E6%9C%88%E5%85%89%E5%A4%A7%E9%9B%86%E5%9B%A2%E5%B7%A5%E4%BA%BA%E8%BF%BD%E7%BC%B4%E7%A4%BE%E4%BF%9D.pdf


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第七期 山东省 

第 3/8 个案例：青岛饿了么骑手罢工  

一、工人罢工了，工会在哪里？ 

罢工事件： 2019 年 2 月 27日，山东省青岛市，饿了

众包骑手罢工，抗议平台降价，缩减配送时间 

参与人数: 1-100 人 

行业: 交通业 

工人诉求: 加薪, 配送时间过短 

群体事件形式: 罢工, 抗议游行 

集体行动的回应: 警察出动 

 

致电详情： 

我们致电给一个地方总工会： 

——青岛市城阳区总工会（财务部，办公室） 

 

地方总工会对罢工事件的参与：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902/201904/11505


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联系到青岛市城阳区总工会的财务部和办公室，工作人员均接听了电话，态度不错，

“贵族化”改善良好。 

城阳区总工会财务部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于本地外卖工人罢工事件并不了解。财务部建

议我们联系办公室，办公室建议我们联系法律部，并提供了相关部门的联系方式。但法律部正

在市总培训。我们无法联系到法律部和组织部。 

城阳区总工会的“机关化”改善良好。 

城阳区总工会的“行政化”仍然严重。 

 

增“三性”方面： 

从城阳区总工会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我们没有感受到对工人的阶级感情（欠缺政治性），没

有感受到工作人员对工人实际工作生活状况的了解（欠缺群众性），没有感受到工会工作人员有

能力和意愿代表工人通过谈判维护和争取权利（欠缺先进性）。 

 

（点击查看对话中与增“三性”相关的内容） 

 

观察和印象： 

饿了么外卖工人在罢工发生前和过程中都没有来寻找城阳区总工会的帮助。 

城阳区总工会几个部室对于发生在本地的外卖工人罢工均不知情。负责的工会人员不在，

有需求的工人难以联系到工会相应的部门问询。 

城阳区总工会还没有做到习近平要求“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

出来说话”。 

城阳区总工会的部门划分虽然细化，但并非为应对劳资纠纷、代表工人谈判而设。能联系

到的财务部认为工人罢工不属于财务部范围，建议联系办公室；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称这不属

于办公室的“综合业务”范围，建议“相关的业务需要咨询法律部”。但看起来唯一处理劳资关

系的法律部却无法联系。当发生劳资纠纷的时候，工会只有专门的部门才介入。如果专职部门

不在，工会就没有作为的空间。 

最后，假设是当事工人打的电话，他们知道城阳区总工会的存在、了解工会的职能、也非

常清楚自己属于八大群体之一、知道习近平要求“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

就要站出来说话”——但在打完这几通电话以后，工人可能就会心灰意冷，再回来找工会的可

能性不大了。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1%98%E5%BD%95%E5%B1%B1%E4%B8%9C%E6%A1%88%E4%BE%8B3_8%E9%9D%92%E5%B2%9B%E9%A5%BF%E4%BA%86%E4%B9%88%E5%A4%96%E5%8D%96%E5%B7%A5%E4%BA%BA%E7%BD%A2%E5%B7%A5.pdf


三、工会改革建议 

1 建议青岛市工人，在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应该第一时间去找工会，要求工会代表工人

并维护工人的权益。 

2 建议城阳区总工会，要有专人负责接待来电来访，职工有需求很容易就能找到工会。 

3 建议青岛市总工会，成立外卖工人行业工会，工会组织动员工人入会，并由工会代表本

行业从业者通过集体谈判改善工作条件，提升待遇和收入。 

 

 

（以上分析解读仅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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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96%87%E5%AD%97%E7%A8%BF%E5%B1%B1%E4%B8%9C%E6%A1%88%E4%BE%8B3_8%E9%9D%92%E5%B2%9B%E9%A5%BF%E4%BA%86%E4%B9%88%E5%A4%96%E5%8D%96%E5%B7%A5%E4%BA%BA%E7%BD%A2%E5%B7%A5.pdf


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第七期 山东省 

第 4/ 8 个案例：烟台华润万家员工抗议被托管  

一、工人罢工了，工会在哪里？ 

罢工事件： 2019 年 3 月 7

日，山东省烟台市，万达华润万

家将超市业务卖给家家悦，员工

集体抗议 

参与人数: 1-100 人 

行业: 零售业 

工人诉求: 经济补偿金, 兼

并 

群体事件形式: 抗议游行 

 

致电详情： 

我们致电给三个地方总工

会： 

——向阳街道办工会 

——芝罘区总工会（综合办公室） 

——烟台市总工会（办公室、权益保障部） 

 

地方总工会对罢工事件的参与：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902/201903/11532


 

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向阳街道办工会、芝罘区总工会、烟台市总工会的工作人员均接听了电话，工作态度不

错，“贵族化”改善良好。 

向阳街道办工会由党建办工作者接听电话，表示工会只有一位负责人，刚好出差一周。 

芝罘区总工会只有一个对外联络电话，无法联系或转接其他部门。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不

清楚发生在本地的超市工人抗议事件。但工作人员能把案例记录下来，并去向阳居委会调查事

件，也及时通报烟台市总工会。芝罘区总工会的“机关化”、“行政化”改善良好。 

烟台市总工会维权部工作人员虽然也不清楚这起工人事件，但在接到芝罘区总工会通报

后，表示芝罘区总工会正在核实情况，市总工会也愿意出面。烟台市总工会的“机关化”、“行

政化”改善良好。 

 

增“三性”方面： 

从芝罘区总工会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我们没有感受到对工人的阶级感情（欠缺政治性），没

有感受到工作人员对工人实际工作生活状况的了解（欠缺群众性），没有感受到工会工作人员有

能力和意愿代表工人通过谈判维护和争取权利（欠缺先进性）。 

从烟台市总工会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我们感受到对工人的阶级感情（政治性），没有感受到

工作人员对工人实际工作生活状况的了解（欠缺群众性），没有感受到工会工作人员有能力和意

愿代表工人通过谈判维护和争取权利（欠缺先进性）。 

 

（点击查看对话中与增“三性”相关的内容） 

 

观察和印象： 

因华润万家超市被托管而集体抗议的工人，在抗议前和过程中都没有向工会求助。 

值得肯定的是，芝罘区总工会工作人员效率非常高，在接获工人抗议信息之后，就去企业

所在的街道社区了解情况，同时也向市总工会通报情况。烟台市总工会也表示，在区总工会核

实情况之后，市总工会愿意出面协调。 

华润万家超市虽然建有工会，但超市工会没能担当劳方的利益代表者，与雇主就劳资纠纷

进行谈判。基层工会的不作为，导致劳资纠纷发生时工人仍然选择以集体行动的方式表达诉

求，而不是由企业工会代表他们解决。 

烟台市工会系统的属地管理似乎变质成了等级制度。工会以属地管理为原则，如果不是基

层企业工会的直属上级，就“不掌握”工人入会情况和劳资纠纷状况。烟台市总工会工作人员

表示，超市工人入会、发生劳资纠纷如何解决等，均由属地芝罘区总工会负责，而市总工会对

此的了解主要靠区总工会“上报”。芝罘区总工会工作人员称，依照属地管理他们不直接对接企

业，也没有超市工会的联系方式，区总工会属于“更上一级的工会”。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1%98%E5%BD%95%E5%B1%B1%E4%B8%9C%E6%A1%88%E4%BE%8B4_8%E7%83%9F%E5%8F%B0%E5%8D%8E%E6%B6%A6%E4%B8%87%E5%AE%B6%E5%91%98%E5%B7%A5%E6%8A%97%E8%AE%AE%E8%A2%AB%E6%89%98%E7%AE%A1.pdf


芝罘区总工会介入劳资纠纷前线值得肯定。在接到超市工人集体抗议的案例之后，工作人

员即刻向市总工会通报情况，又多次去社区走访了解情况，并向宣传部核实相关情况。芝罘区

总工会可以以劳资纠纷案件为契机，吸引工人入会，培养工会工作者代表工人和处理劳资纠纷

的能力。 

到截稿为止，芝罘区工会介入有关案件的情况和结果都没有在工会网站上出现。如果芝罘

区工会可以提供这方面信息就更好了。工会既然介入了，哪怕结果不尽如人意，也应该通过工

会各种平台来广为人知。因为工会的努力已经是迈出了第一步，结果如何并不是工会可以说得

算的。工会的参与本身就很重要。工会各级领导、决策人员和工作人员对工会改革应有一个认

识：工会首先要做的是“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换句话

说，工会有行动最重要，在行动中工会才能积累经验，积累力量，才能让今后的结果越来越

好。 

最后，假设是当事工人打的电话，他们知道烟台市总工会和芝罘区总工会的存在、了解工

会的职能、也知道习近平要求“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

——在打完这几通电话以后，工人再回来找工会的可能性很大。  

 

三、工会改革建议 

1 建议芝罘区工人，在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应该第一时间去找工会，要求工会代表工人

并维护工人的权益。 

2 建议芝罘区总工会，当基层工会失去工人的信任时，作为上级工会，应该协助工人对基

层工会进行问责。 

3 建议烟台市总工会和芝罘区总工会，走进劳资冲突前线。在介入劳资纠纷的实践中，培

养“三性”，锻炼工作能力，成为工人权利的捍卫者和利益的代表者。 

 

（以上分析解读仅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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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96%87%E5%AD%97%E7%A8%BF%E5%B1%B1%E4%B8%9C%E6%A1%88%E4%BE%8B4_8%E7%83%9F%E5%8F%B0%E5%8D%8E%E6%B6%A6%E4%B8%87%E5%AE%B6%E5%91%98%E5%B7%A5%E6%8A%97%E8%AE%AE%E8%A2%AB%E6%89%98%E7%AE%A1.pdf


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第七期 山东省 

第 5 / 8 个案例：威海点我达骑手罢工  

一、工人罢工了，工会在哪里？ 

罢工事件： 2019 年 3 月 19日，

山东省威海市，点我达骑手罢工，抗

议价格过低 

参与人数: 1-100 人 

行业: 交通业 

工人诉求: 加薪 

群体事件形式: 抗议游行 

 

致电详情： 

我们致电给一个地方总工会 

——威海市总工会（基层工作

部，办公室） 

 

 

地方总工会对罢工事件的参与：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902/201903/11577


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联系到威海市总工会的办公室与基层工作部。 

威海市总工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接听了电话，工作态度不错，“贵族化”改善良好。办公

室不了解发生在本地的外卖骑手罢工事件，建议找负责的业务部室——也就是基层工作部，了

解情况。威海市总工会办公室的“行政化”仍然严重。 

威海市总工会基层工作部多次挂断电话，“贵族化”仍然严重。工会这样的做法是拒绝接受

外界的问责与监督。 

     

增“三性”方面： 

从威海市总工会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我们没有感受到对工人的阶级感情（欠缺政治性），没

有感受到工作人员对工人实际工作生活状况的了解（欠缺群众性），没有感受到工会工作人员有

能力和意愿代表工人通过谈判维护和争取权利（欠缺先进性）。 

 

（点击查看对话中与增“三性”相关的内容） 

 

观察和印象： 

威海市点我达外卖骑手在罢工之前和过程中都没有向威海市总工会求助。 

威海市总工会基层工作部拒绝接听电话，令外界对工会的问责与监督失效。 

此案相关行业的一群外卖快递工人曾经来找威海市总工会，询问组建行业工会和加入工会

的事宜，但威海市总工会却拒绝了这群工人，声称送外卖和快递物流的工人不属于八大群体，

“解决不了”。 

表面看来，这是威海市总工会操作不当，失去了一次组织工人入会和组建行业工会的良

机。但这反应出一个深层的问题：全总将八大群体确定为吸收入会的重点群体，但在现实中变

成了一种格式化的操作。换句话说，八大群体入会的提出者也许根本没想过，把八大群体吸引

入会以后——工会应该代表他们，通过谈判维护权益。 

既然工人入会以后，工会既不一定跟进，也不需要谈判；那么，有些工会工作人员认为快

递工人不需要加入工会，也就不奇怪了。 

看起来，威海市总工会与组织威海市工人入会没有多大关联，与工人入会以后该做些什么

也是脱节。 

最后，假设当事工人打的电话，他们知道威海市总工会的存在、了解工会的职能、也非常

清楚自己属于八大群体之一、知道习近平要求“工会站出来说话”——但是，打完这几通电话

以后，工人可能就会心灰意冷，再回来找工会的可能性不大了。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1%98%E5%BD%95%E5%B1%B1%E4%B8%9C%E6%A1%88%E4%BE%8B5_8%E5%A8%81%E6%B5%B7%E7%82%B9%E6%88%91%E8%BE%BE%E9%AA%91%E6%89%8B%E7%BD%A2%E5%B7%A5.pdf


三、工会改革建议 

1 建议威海市工人，在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应该第一时间去找工会，要求工会代表工人

并维护工人的权益。 

2 建议威海市总工会，依靠广大外卖送餐员骑手，成立外卖工人行业工会，代表本行业从

业者通过集体谈判改善工作条件，提升待遇和收入。 

3 2018 年 10 月 29 日习近平同全总新一届领导班子讲话时强调，要加强对工会干部的教

育、管理、监督。 

建议威海市总工会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使各部门工作人员面对外界就工会履责情况进行

询问时，能够坦诚作答，逐步形成工会工作应该接受公众监督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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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10/29/c_1123631014.htm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6%87%E5%AD%97%E7%A8%BF%E5%B1%B1%E4%B8%9C%E6%A1%88%E4%BE%8B5_8%E5%A8%81%E6%B5%B7%E7%82%B9%E6%88%91%E8%BE%BE%E9%AA%91%E6%89%8B%E7%BD%A2%E5%B7%A5.pdf


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第七期 山东省 

第 6 / 8 个案例：德州亚明照明公司工人讨薪  

一、工人罢工了，工会在哪里？ 

罢工事件：2019 年 3 月 22

日，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山东亚

明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拖欠工资，工

人拉横幅讨薪 

参与人数: 1-100 人 

行业: 制造业 

工人诉求:讨薪 

群体事件形式:抗议游行 

 

 

致电详情： 

我们致电给一个地方总工会 

——临邑县总工会（办公室） 

 

地方总工会对罢工事件的参与：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902/201903/11579


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联系到山东德州市临邑县总工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接听了电话，工作态度不错，“贵

族化”改善良好。 

    办公室一位新来的工作人员不了解发生在本地的照明科技公司工人讨薪事件，工作人员建

议联系法律部，但当天办公室只有她一个人上班，其他人据称都在家里。 

其后另一名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不了解欠薪事件，但指企业工会应该能够解决问题，反而

认为在网上发的帖子真假存疑。 

临邑县工会只提供一个对外接待电话，有需求的工人难以联系到工会相应的部门问询。 

    临邑县总工会的“行政化”仍然严重。 

 

增“三性”方面： 

从临邑县总工会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我们没有感受到对工人的阶级感情（欠缺政治性），没

有感受到工作人员对工人实际工作生活状况的了解（欠缺群众性）、没有感受到工会工作人员有

能力和意愿代表工人通过谈判维护和争取权利（欠缺先进性）。 

 

（点击查看对话中与增“三性”相关的内容） 

 

观察和印象： 

亚明照明科技公司多次讨薪的工人在集体行动之前和过程中都没有向工会求助。 

亚明照明公司工人以集体行动而不是依靠工会维权，反映基层工会工作失效。据临邑县总

工会称，企业工会“成立得挺齐全，制度落实得很到位”，但工人仍然越过工会、通过拉横幅来

讨薪。基层工会的不作为，导致劳资纠纷发生时工人仍然选择以集体行动的方式表达诉求。 

临邑县总工会没能做到习近平要求的“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

出来说话”。就发生在本地的照明科技公司工人多次讨薪事情，工会毫不知情，“没有职工上门

来反映这个问题”。 面对侵权案例，工会坐等工人上门，而非主动参与。工会工作人员同时强

调，被侵权的工人应该一级一级协商，最后才找县总工会。这种作风实际上阻碍了工人向县工

会求助，也令临邑县总工会远离劳资关系前线。 

临邑县总工会工作人员把工会当做劳资以外的第三人，而非劳方的利益代表者。工会认为

劳资纠纷只能“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就走劳动仲裁，工会可以提供免费法律服务。 

与此同时，临邑县总工会坚持企业工会在案例中“肯定起到了作用”，相信企业工会“能

够控制事态”、可以解决问题，提及临邑县总工会的各项任务均已完成。但是，这一家企业的工

人没有找基层企业工会，也没来向上级工会求助。工人没找工会，工会也不知道这件事，种种

现象令临邑县总工会的说法可信成分大打折扣。 

最后，假设是当事工人打的电话，他们知道临邑市总工会的存在、了解工会的职能、也非

常清楚知道习近平要求“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

但是，打完这通电话以后，工人可能就会心灰意冷，再回来找工会的可能性不大了。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1%98%E5%BD%95%E5%B1%B1%E4%B8%9C%E6%A1%88%E4%BE%8B6_8%E5%BE%B7%E5%B7%9E%E4%BA%9A%E6%98%8E%E7%85%A7%E6%98%8E%E5%85%AC%E5%8F%B8%E5%B7%A5%E4%BA%BA%E8%AE%A8%E8%96%AA.pdf


 

三、工会改革建议 

1 建议临邑市工人，在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应该第一时间去找工会，要求工会代表工人

并维护工人的权益。 

2 建议临邑县总工会，当基层工会失去工人的信任时，作为上级工会，应该协助工人对基

层工会进行问责。 

3 建议临邑市总工会，走进劳资冲突前线，在介入劳资纠纷的实践中，培养“三性”，锻

炼工作能力，成为工人权利的捍卫者和利益的代表者。 

 

（以上分析解读仅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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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96%87%E5%AD%97%E7%A8%BF%E5%B1%B1%E4%B8%9C%E6%A1%88%E4%BE%8B6_8%E5%BE%B7%E5%B7%9E%E4%BA%9A%E6%98%8E%E7%85%A7%E6%98%8E%E5%85%AC%E5%8F%B8%E5%B7%A5%E4%BA%BA%E8%AE%A8%E8%96%AA.pdf


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第七期 山东省 

第 7/ 8 个案例：青岛韵达快递工人讨薪  

一、工人罢工了，工会在哪里？ 

罢工事件： 2019 年 3 月 24

日，山东省青岛市，韵达公司拖

欠工资，工人集体讨薪 

参与人数: 1-100 人 

行业: 交通业 

工人诉求: 讨薪 

群体事件形式: 抗议游行 

 

 

致电详情： 

我们致电给一个地方总工会 

——青岛市北区总工会（办公室） 

 

地方总工会对罢工事件的参与：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902/201903/11589


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联系到青岛市北区总工会办公室，工作人员接听了电话，工作态度不错，“贵族化”改

善良好。 

青岛市北区总工会办公室并不了解发生在本地的韵达快递工人讨薪事件，建议找分管的法

律维权部门了解情况，但维权部薛主任当天在外开会，无法联系。 

青岛市北区总工会的“行政化”仍然严重。 

 

增“三性”方面： 

从青岛市北区总工会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我们没有感受到对工人的阶级感情（欠缺政治

性），没有感受到工作人员对工人实际工作生活状况的了解（欠缺群众性），没有感受到工会工

作人员有能力和意愿代表工人通过谈判维护和争取权利（欠缺先进性）。 

 

（点击查看对话中与增“三性”相关的内容） 

 

观察和印象： 

韵达快递员在集体讨薪前和讨薪过程中都没有来找工会求助。 

青岛市北区总工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不了解发生在本地的快递员罢工。工作人员凡事都要

问领导。面对快递员劳资争议解决、快递员如何入会等询问，工作人员多次强调要找领导，“需

要找我们领导跟您说说”，“得找我们领导落实一下”。凡事都得问领导，已经成为了工会工作人

员的潜意识。做下属的只能跟着领导走，绝不能走在领导前面，结果是，工会的各级领导成了

工会改革的阻力。 

工会改革始终强调“强基层”、“促创新”，但在青岛市北区总工会，工会改革仍然是自上而

下的指导，而非基层改革创新。当提到工会改革要组织八大群体入会，青岛市北区办总工会贾

主任认为，工会改革的层面至少得跟青岛市总工会谈，而市北区工会只是按照市总工会的“指

导”来工作。 

最后，假设是当事工人打的电话，他们知道青岛市北区工会的存在、了解工会的职能、也

非常清楚自己属于八大群体之一、知道习近平要求“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哪里的

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但是，打完这几通电话以后，工人可能就会心灰意冷，再回来找工

会的可能性不大了。 

 

三、工会改革建议 

1 建议青岛市工人，在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应该第一时间去找工会，要求工会代表工人

并维护工人的权益。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1%98%E5%BD%95%E5%B1%B1%E4%B8%9C%E6%A1%88%E4%BE%8B7_8%E9%9D%92%E5%B2%9B%E9%9F%B5%E8%BE%BE%E5%BF%AB%E9%80%92%E5%91%98%E7%BD%A2%E5%B7%A5.pdf


2 建议青岛市总工会，工会改革应该鼓励来自基层的创新和尝试。不应该凡事都靠上级指

导工作，以领导意见为准。 

3 建议青岛市北区总工会，走进劳资冲突前线。在介入劳资纠纷的实践中，培养“三性”，

锻炼工作能力，成为工人权利的捍卫者和利益的代表者。 

 

（以上分析解读仅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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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96%87%E5%AD%97%E7%A8%BF%E5%B1%B1%E4%B8%9C%E6%A1%88%E4%BE%8B7_8%E9%9D%92%E5%B2%9B%E9%9F%B5%E8%BE%BE%E5%BF%AB%E9%80%92%E5%91%98%E8%AE%A8%E8%96%AA.pdf


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第七期 山东省 

第 8/ 8 个案例：东营动力机械职工维权  

一、工人罢工了，工会在哪里？ 

罢工事件： 2019 年 3 月 24

日，山东省东营市，胜利油田胜

利动力机械有限公司拖欠社保 40

月，员工集体维权 

参与人数: 1-100 人 

行业: 制造业 

工人诉求: 养老金, 社保 

群体事件形式:抗议游行 

 

   

致电详情： 

我们致电给两个地方总工

会： 

——东营市总工会（办公室、法工部） 

——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办公室、维权部） 

 

地方总工会对罢工事件的参与：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903/201903/11607


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联系到东营市总工会和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工作人员均接听了电话，工作态度不

错，“贵族化”改善良好。 

东营市总工会办公室和法工部都不了解发生在本地的动力机械集团职工维权事件。办公室

建议找法工部了解，法工部指出该企业不隶属于市总工会。东营市总工会的“行政化”仍然严

重。 

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维权部了解并参与了动力机械集团职工追讨社保事件。作为代管该改

制企业的上级工会，石油管理局工会与企业多次沟通，但没有结果。石油管理局工会表示目前

已经无能为力，同时提供了动力机械集团公司工会联系方式。但公司工会电话无法接通。 

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的“行政化”、“机关化”改善良好。 

 

增“三性”方面： 

从东营市总工会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我们没有感受到对工人的阶级感情（欠缺政治性），没

有感受到工作人员对工人实际工作生活状况的了解（欠缺群众性）、没有感受到工会工作人员有

能力和意愿代表工人通过谈判维护和争取权利（欠缺先进性）。 

从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我们感受到了对工人的阶级感情（政治性），没

有感受到工作人员对工人实际工作生活状况的了解（欠缺群众性）、感受到工会工作人员有意

愿、但还没有能力做到代表工人通过谈判维护和争取权利（欠缺先进性）。 

 

（点击查看对话中与增“三性”相关的内容） 

 

观察和印象： 

难能可贵的是，东营动力机械集团职工在多年追讨社保的过程中，多次向公司工会和上级

工会求助。 

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多次出面就动力机械集团职工被拖欠社保事与公司协商。虽然始终没

有达成协议，但石油管理局工会的努力值得肯定。 

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多次与企业进行协商，也给企业“下通牒”，代表职工维权，做到了习

近平要求“哪里的工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但因为企业强调经营

不善而姿态强硬，工会感觉束手无策。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维权部李部长指出，工会已经做过

了所有可以做到的，但工会不属于“强制机构”，“没有行政权”，没有办法制裁企业，而企业

“不把工会放在眼里”，依然不管不顾，石油管理局工会目前已经无能为力。 

维权部长提出的问题的确是事实。在我国工会系统中，企业方无视工会确实是一个普遍存

在的问题。工会应该代表职工，为职工说话，但是除了说话还能做些什么？如何才能令企业不

小看工会、进一步接受工会的协议？看来，工会需要做到的，不仅仅是要为职工说话，还要能

在劳资纠纷的实践中捍卫工人权利与利益。 

就本地持续多年的动力机械集团职工追讨欠缴社保事件，东营市总工会表示不知情、不参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1%98%E5%BD%95%E5%B1%B1%E4%B8%9C%E6%A1%88%E4%BE%8B8_8%E4%B8%9C%E8%90%A5%E5%8A%A8%E5%8A%9B%E6%9C%BA%E6%A2%B0%E8%81%8C%E5%B7%A5%E7%BB%B4%E6%9D%83.pdf


与、也不过问。工会之间踢皮球，映射出资源分配的问题，但影响的是大局和人心。 

工会系统仍然以“属地管理”为由推脱责任。属地管理听起来好像责任分明，却令工会逃

避问责，理直气壮地不进入本地劳资纠纷事件。东营市总工会称，胜利油田是“单列出去”的

省属大产业，和东营市总工会“没有隶属关系”，市总工会和油田工会“没有过多的联系”。即

便事发地在东营、即便数千名维权职工都生活在东营市，但东营市总工会依然对此事不闻不

问。山东省总工会也以属地管理为由，“要求地方来管”，同样不插手、不过问数千名山东职工

多年追缴社保的劳资纠纷。 

东营市总工会法工部以一种类似于做保密工作的心态来应对对工会履责的问询。面对外界

对工会工作的咨询，法工部表示需要“以公函的形式”，或者是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介绍来了解。

这种保密工作的心态对工会改革有负面影响，是阻碍工会接受监督和问责的主要障碍。 

最后，假设是当事工人打的电话，他们知道东营市北区工会的存在、了解工会的职能、也

知道习近平要求“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但是，

打完给东营市总工会的几通电话以后，工人可能就会心灰意冷，再回来找工会的可能性不大

了。 

 

三、工会改革建议 

1 建议东营市工人在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应该第一时间去找工会，要求工会代表工人并

维护工人的权益。 

2 建议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联合东营市总工会，代表动力机械集团职工，与企业通过集体

谈判来解决多年来社保欠缴等劳资争议。 

3 2018 年 10 月 29 日习近平同全总新一届领导班子讲话时强调，要加强对工会干部的教

育、管理、监督。 

建议东营市总工会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使各部门工作人员面对外界就工会履责情况进行

询问时，能够坦诚作答，逐步形成工会工作应该接受公众监督的共识。 

4 建议东营市总工会，走进劳资冲突前线。在介入劳资纠纷的实践中，培养“三性”，锻

炼工作能力，成为工人权利的捍卫者和利益的代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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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10/29/c_1123631014.htm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6%87%E5%AD%97%E7%A8%BF%E5%B1%B1%E4%B8%9C%E6%A1%88%E4%BE%8B8_8%E4%B8%9C%E8%90%A5%E5%8A%A8%E5%8A%9B%E6%9C%BA%E6%A2%B0%E8%81%8C%E5%B7%A5%E7%BB%B4%E6%9D%83.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