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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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期（2018 年 12 月） 

本期，我们从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人集体行动地图”中选取了湖北省。 

2018 年 12月，湖北省录得 6起工人集体行动事件。此外，2019年 1月湖北省鄂州市

有 1起工人事件。我们成功拨通了其中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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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五个工人罢工事件中，地方总工会“工会改革”的状况如何呢？ 

武汉保利上城项目部欠薪 

宜昌融公馆工地欠薪 

武汉娱加传媒女主播讨薪 

孝感广电职工讨薪 

鄂州中建三局欠薪 

 

二、湖北省工会改革 

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湖北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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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大部分工会工作人员态度诚恳，虽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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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能明确表示工会愿意对工人提供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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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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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lb.org.hk/content/%E5%B7%A5%E4%BC%9A%E6%94%B9%E9%9D%A9%E8%A7%82%E5%AF%9F%E4%B8%8E%E4%BF%83%E8%BF%9B-%E7%AC%AC%E4%BA%94%E6%9C%9F-%E6%B9%96%E5%8C%97%E7%9C%81-%E7%AC%AC15%E4%B8%AA%E6%A1%88%E4%BE%8B
https://clb.org.hk/content/%E5%B7%A5%E4%BC%9A%E6%94%B9%E9%9D%A9%E8%A7%82%E5%AF%9F%E4%B8%8E%E4%BF%83%E8%BF%9B-%E7%AC%AC%E4%BA%94%E6%9C%9F-%E6%B9%96%E5%8C%97%E7%9C%81-%E7%AC%AC25%E4%B8%AA%E6%A1%88%E4%BE%8B
https://clb.org.hk/content/%E5%B7%A5%E4%BC%9A%E6%94%B9%E9%9D%A9%E8%A7%82%E5%AF%9F%E4%B8%8E%E4%BF%83%E8%BF%9B-%E7%AC%AC%E4%BA%94%E6%9C%9F-%E6%B9%96%E5%8C%97%E7%9C%81-%E7%AC%AC35%E4%B8%AA%E6%A1%88%E4%BE%8B
https://clb.org.hk/content/%E5%B7%A5%E4%BC%9A%E6%94%B9%E9%9D%A9%E8%A7%82%E5%AF%9F%E4%B8%8E%E4%BF%83%E8%BF%9B-%E7%AC%AC%E4%BA%94%E6%9C%9F-%E6%B9%96%E5%8C%97%E7%9C%81-%E7%AC%AC45%E4%B8%AA%E6%A1%88%E4%BE%8B
https://clb.org.hk/content/%E5%B7%A5%E4%BC%9A%E6%94%B9%E9%9D%A9%E8%A7%82%E5%AF%9F%E4%B8%8E%E4%BF%83%E8%BF%9B-%E7%AC%AC%E4%BA%94%E6%9C%9F-%E6%B9%96%E5%8C%97%E7%9C%81%EF%BC%88%E7%AC%AC55%E4%B8%AA%E6%A1%88%E4%BE%8B%EF%BC%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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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市洪山区建筑行业工联会在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方面走

在了全省工会的前列。 

 

观察和印象 

⚫ 湖北省各级工会企业工会的组织工作，仍沿用依靠雇主建会、工人被入会的方

法。 

⚫ 湖北省各地工会工作人员对工会工作的理解和落实，仍然停留在侵权事件发生后

的维权层面。即使是发生侵权事件后，工会也只是坐等工人上门。 

⚫ 有些地方工会的工作人员将工会工作理解为“舆情”传递，而非维护工人权利、

避免劳资矛盾升级的主体。 

⚫ 有些地方工会的工作人员仍将工会视为政府信访办的延伸，使工会失去了主动作

为的动力和空间。 

⚫ 湖北省基层工会工作安排中主次颠倒，有些地方工会的工作人员被安排去送温

暖，对发生在身边的劳资冲突却视而不见。 

⚫ “属地管理”似乎已经成了工会不作为的挡箭牌。 

⚫ 工会改革最需要的是来自基层的创新和尝试。但在湖北省，有些基层工会凡事

“要问上级工会领导”，扼杀了来自基层工作人员的创新活力。 

 

湖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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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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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武汉市宜昌融公馆工地工人在被拖欠工资时，主动寻求工会的帮助； 

⚫ 孝感市广电职工讨薪中，企业工会有介入； 

⚫ 孝感市总工会帮扶中心在一些个案中代表工人与企业就欠缴社保进行交涉； 

⚫ 孝感市总工会成立了“出租车司机工会联合会”和“货车司机工会联合会”； 



⚫ 武汉市洪山区建筑业工会工联会鲁主席，依据现实状况提出建筑工人有三怕：一

怕拖欠工资，二怕生病，三怕出工伤。也就是建筑工人最关心的是工资兑现、医

疗和安全生产保障的问题。更为可贵的是，鲁主席能够就此直接向全总政研室处

长表达不同意见。 

 

三、对湖北省工会改革的建议 

建议湖北省总工会： 

1 在全省范围内放弃雇主同意才建会工会的做法。尤其是在建筑行业，应该直接组织

建筑工人个人入会，会籍全省联网。 

2 要充分发挥基层工会工作人员的创新活力，使工会回归保护工人权利、避免劳资冲

突的主体身份。 

3 在全省建筑行业工会讨论洪山区建筑行业工会联合会鲁主席提出的建筑工人“三

怕”（一怕拖欠工资，二怕生病，三怕出工伤），结合会员信息联网，推进建筑行业集体

谈判。 

 

建议湖北省各级政府部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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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警方在劳资冲突现场的角色是维持秩序，避免矛盾激化。拘捕被侵权的讨薪工人，

既对工人起不到所谓的威慑作用，也使政府失去中立性。 

 

建议湖北省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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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期 湖北省 

第 1/5个案例：武汉保利上城项目部欠薪 

一、工人罢工了，工会在哪里？ 

罢工事件：2018 年 12月 11

日，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望建集团

保利上城项目部被指拖欠工资，工人

集体讨薪 

参与人数: 1-100 人 

行业: 建筑业 

工人诉求:欠薪 

群体事件形式:抗议游行 

 

致电详情： 

我们致电给 2个地方总工会： 

——武汉市洪山区工会（维权部） 

——洪山区建筑业工会联合会  

 

地方总工会对罢工事件的参与：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812/201901/11159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812/201901/11159


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联系到武汉市洪山区总工会及洪山区建筑业工会联合会。工作人员均接听了电

话，态度不错，“贵族化”改善良好。 

洪山区总工会对于发生在本地的建筑工人事件并不了解，提供了洪山区建筑业工会联

合会的电话。建筑业工会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对于本地建筑工人讨薪事件也不了解。 

洪山区总工会的“机关化、行政化”仍较严重。 

 

增“三性”方面： 

从洪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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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洪山区建筑业工联会的谈话中，我们感受到了工作人员对工人的阶级感情（政治

性），感受到了工作人员对工人实际工作生活状况的了解（群众性），也感受到工作人员

有能力和意愿代表工人通过谈判维护和争取权利（先进性）。 

（点击查看对话中与“增三性”相关的内容） 

 

观察和印象： 

武汉市洪山区总工会的工作人员将工会的角色视为劳资以外的第三人，而非劳方利益

的代表。“别人如果不愿意来调解的话，我们就不能调解”。 “农民工来联系我们的话，

他们很多的都是没有（老板的）电话，我们都联系不上。这些，所以他们就只能是找劳动局。” 

武汉市洪山区总工会工作人员对外界的询问，不愿意告知姓名和职务，使“工会干部

要接受监督”成为一句空话。 

洪山区建筑业工会联合会协理员回复说，“我问一下领导”，“ 我问一下领导再来

回复你好吗”，“ 我需要问一下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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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工会的各级领导，

其实就是工会改革的最大阻力。 

建筑行业工会联合会的鲁主席说“我们现在的国情呢，就是不依赖行政资源的话，我

们还不好开展工作。”工会依靠行政支持开展工作，现实中，其实就是行政如果不支持，

工会就可以不作为。 

工会主席鲁德军早在 2009 年就多次进入工地，实地了解工人的工资收入与实际生活

开支，并据此跟建筑行业协会展开行业集体谈判。但鲁主席这一早期的“超前”做法，应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1%98%E5%BD%95%E6%B9%96%E5%8C%97%E6%A1%88%E4%BE%8B1_5%E6%AD%A6%E6%B1%89%E4%BF%9D%E5%88%A9%E4%B8%8A%E5%9F%8E%E9%A1%B9%E7%9B%AE%E9%83%A8%E6%AC%A0%E8%96%AA.pdf


该未受到工会“领导”的重视，因此没有得到推广。就探索工会新的工作方法，鲁主席几

次说道“先弄到一起再说”、“实现零的突破”、“到工棚里面去”。鲁主席的工作经验

和方法，在总工会系统算是稀有之物。 

鲁主席对建筑行业和建筑工人权利状况的了解，与全总政研室处长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鲁主席依据现实状况提出了建筑工人有三怕：一怕拖欠工资，二怕生病，三怕出工

伤。也就是建筑工人最关心的是工资兑现、医疗和安全生产保障的问题。但是，全总处长

却执意要讨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问题。 

一方面，早于 2016 年，工人日报便报道说“武汉市所有区均启动了建筑行业工资集

体协商工作，普遍签订了集体合同，通过工资集体协商，建筑企业与职工找到了双方利益

的均衡点，实现了‘双赢’”。另一方面，2018年，武汉市下属的洪山区，来总工会求助

的建筑工人，大部分都没签劳动合同。是工人日报急于求成，早在 2016 年便想为工会改

革下结论呢？还是武汉市建筑行业工会当初搞的工资集体协商本来就是走过场呢？或者两

者皆是呢？从 2018 年洪山区建筑工人大多数没有劳动合同这一现实来看，最少，2016 年

武汉市建筑行业工会的“工资集体协商”，与建筑工地上的工人关系不大。 

  

三、工会改革建议 

1 建议武汉市建筑工人应该主动找工会，一是有事找工会求助，二是进场开工前找当

地工会申请加入工会，得到工会会员的保障。 

2 建议武汉市总工会应该放弃项目部工会这种为“完成定额”而搞出来的做法，让建

筑工人个人直接入会。同时，实行全市/全省建筑业工会会员实名制及信息联网，做到工

人一次/一地入会，终身会员。 

3 建议湖北省建筑业工会联合会在鲁主席到退休年龄后，应该返聘他作为工会顾问，

继续为工会改革发挥作用。 

4 建议武汉市总工会依据鲁主席提出的建筑工人三怕（一怕拖欠工资，二怕生病，三

怕出工伤），结合会员实名制和信息联网，由工会完成建筑工人进入工地开工前社会保险

登记和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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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B9%96%E5%8C%97%E6%A1%88%E4%BE%8B1_5%E6%AD%A6%E6%B1%89%E4%BF%9D%E5%88%A9%E4%B8%8A%E5%9F%8E%E9%A1%B9%E7%9B%AE%E9%83%A8%E6%AC%A0%E8%96%AA.pdf


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第五期 湖北省 

第 2/5个案例：宜昌融公馆工地欠薪 

一、工人罢工了，工会在哪里？ 

罢工事件：2018 年 12 月 6日，

湖北省宜昌市，融创融公馆在建工地

拖欠工资，工人堵门讨薪被捕 

参与人数:1-100 人 

行业:建筑业 

工人诉求:欠薪 

群体事件形式:抗议游行, 堵路, 

堵桥, 堵厂门口 

集体行动的回应:警察出动, 工

人被捕 

 

致电详情：我们致电给 2个地方总工会 

——宜昌伍家岗区工会（服务中心、组建部） 

——宜昌市建筑行业工会 

 

地方总工会对罢工事件的参与：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812/201901/11207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812/201901/11207


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联系到宜昌市伍家岗区工会和建筑行业工会。两个地方的工作人员均接听了电

话，工作态度不错，贵族化改善良好。 

伍家岗区工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对于发生在本地的工人讨薪事件有所了解，并能认

真接待外界就工人事件及工会工作的各方面查询。对于不了解的信息，伍家岗区工会还通

过查找资料和联络相关负责人来迅速提供相应的答复。伍家岗区工会工作人员的机关化、

行政化改善良好。 

宜昌市建筑行业工会不了解发生在本地的工人讨薪事件。建筑行业工会的“机关化、

行政化”仍较严重。 

 

增“三性”方面： 

从宜昌市伍家岗区总工会及宜昌市建筑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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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昌市融公馆建筑工地工人被拖欠工资后找了工会，工人知道工会的存在，而且对工

会有所期望。看起来，伍家岗区总工会在工人中做了一定的工作。 

本次事件发生前四个月，2018年 8月，融公馆工地的工人便因被拖欠工资而向工会求

助，伍家岗区工会也从中进行了协调，但是“没有协调下来”。工会并未以此为契机探索

工会工作的其他可能性，比如，协调劳动行政部门向项目部施加压力，同时组织工地更多

工人加入工会，壮大工会的组织力量。反而却建议工人走司法程序，并认为工会的任务到

此为止已经完成。 

也就是说，宜昌市伍家岗区总工会仍然视工会的角色为劳资以外的第三人，而非劳方

利益的代表。 

伍家岗区总工会说“我们这个工地都在我们宜昌市这边建委统一管，我们所有建筑工

地都在建委这边统一的”。宜昌市建筑行业工会却说，“宜昌工会，都是属地管理。他属

于伍家区，就属于伍家区工会管理。不是我们这里。”伍家岗区总工会组建部和宜昌市建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1%98%E5%BD%95%E6%B9%96%E5%8C%97%E6%A1%88%E4%BE%8B2_5%E5%AE%9C%E6%98%8C%E8%9E%8D%E5%85%AC%E9%A6%86%E5%B7%A5%E5%9C%B0%E6%AC%A0%E8%96%AA.pdf


筑行业工会，都认为组织建筑工人入会的责任在对方，在伍家岗建筑工地上打工的工人加

入工会有多难，可想而知。 

很多地方工会工作人员在谈话中，“属地管理”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词语。另一个经常

出现的词语是“要问上级工会领导”。也就是，涉及问责的时候，就“属地管理”了；涉

及改革创新有可能冒风险的时候，就要等上级领导决定了。工会工作人员带着这样的心态

参与工会改革，效果难如人意。 

难怪，工会改革从 2015年启动，到现在三年半过去了，在宜昌市伍家岗区，该由区

工会还是由建筑行业工会出面组织工地上干活儿的建筑工人入会，仍然不清不楚。 

此案中的工人主动寻求工会的帮助，这种做法值得推广。当事人希望工会能够代表工

人，与管理方通过谈判争取合法权益。这本来是区总工会进入工人促成基层工会代表工人

进行集体谈判，探索工会改革工作方法和路径的良机。但区工会却把这一事件弄成了一个

司法诉讼案件。既错失良机，又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 

 

三、工会改革建议 

1 建议宜昌市伍家岗区工会工作人员，将来如果有工人前来寻求帮助，要主动代表工

人，不要过急的让工人进入司法诉讼。 

2 建议宜昌市建筑行业工会工作人员走进当地的建筑工地，直接组织建筑工人加入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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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B9%96%E5%8C%97%E6%A1%88%E4%BE%8B2_5%E5%AE%9C%E6%98%8C%E8%9E%8D%E5%85%AC%E9%A6%86%E5%B7%A5%E5%9C%B0%E6%AC%A0%E8%96%AA.pdf


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第五期 湖北省 

第 3/5个案例：武汉娱加传媒女主播讨薪 

一、工人罢工了，工会在哪里？ 

罢工事件：2018 年 12 月 4日，湖北省武汉市，武汉娱加传媒公司拖欠女主播工资，

工人讨薪 

参与人数: 1-100 人 

行业: 服务业 

工人诉求:欠薪 

群体事件形式:抗议游行 

集体行动的回应:政府调解 

 

致电详情： 

我们致电给 2个地方总工会 

——武汉市总工会 

——洪山区工会（维权服务部） 

 

地方总工会对罢工事件的参与：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812/201901/11154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812/201901/11154


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联系到武汉市总工会及洪山区总工会。工作人员接听了电话，态度不错，“贵族

化”改善良好。 

武汉市总工会对于发生在本地的工人讨薪事件并不了解，提供了所在区域洪山区总工

会的联系方式。洪山区总工会也不了解发生在本地的工人讨薪事件。并表示他们不能私下

回答问题，建议联系领导办公室获得许可。 

武汉市洪山区总工会的“机关化、行政化”仍较严重。 

 

增“三性”方面： 

从洪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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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武汉市洪山区总工会的观察和印象参见： 

第 1/5 个案例：武汉保利上城项目部欠薪 

 

三、工会改革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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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武汉市洪山区总工会工作人员应该秉持接受监督的态度，对所有涉及工会作为的

询问都应该尽量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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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8%E5%BD%95%E6%B9%96%E5%8C%97%E6%A1%88%E4%BE%8B3_5%E6%AD%A6%E6%B1%89%E5%A8%B1%E5%8A%A0%E4%BC%A0%E5%AA%92%E5%A5%B3%E4%B8%BB%E6%92%AD%E8%AE%A8%E8%96%AA.pdf
https://clb.org.hk/content/%E5%B7%A5%E4%BC%9A%E6%94%B9%E9%9D%A9%E8%A7%82%E5%AF%9F%E4%B8%8E%E4%BF%83%E8%BF%9B-%E7%AC%AC%E4%BA%94%E6%9C%9F-%E6%B9%96%E5%8C%97%E7%9C%81-%E7%AC%AC15%E4%B8%AA%E6%A1%88%E4%BE%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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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B9%96%E5%8C%97%E6%A1%88%E4%BE%8B3_5%E6%AD%A6%E6%B1%89%E5%A8%B1%E5%8A%A0%E4%BC%A0%E5%AA%92%E5%A5%B3%E4%B8%BB%E6%92%AD%E8%AE%A8%E8%96%AA.pdf


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第五期 湖北省 

第 4/5个案例：孝感广电职工讨薪  

一、工人罢工了，工会在哪里？ 

罢工事件：2018 年 12月 30

日，湖北省孝感市，孝感广电职工

拉横幅抗议拖欠工资 

参与人数:1-100 人 

行业:其他行业 

工人诉求:欠薪 

群体事件形式:抗议游行 

 

致电详情： 

我们致电给 1个地方总工会： 

——孝感市总工会（职工帮扶中心、办公室） 

 

地方总工会对罢工事件的参与：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812/201901/11236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812/201901/11236


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联系到孝感市总工会帮扶中心和办公室。工作人员均接听了电话，态度不错，

“贵族化”改善良好。 

孝感市总工会帮扶中心对于发生在本地的工人讨薪事件有所了解。帮扶中心知道此事

并听说过事情已经得到了解决，不过并不知道具体是如何解决的。并告知基层工会有向办

公室提供情况介绍。 

孝感市总工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则说，具体的业务部室才能提供详情。并强调必须走系

统内的正规渠道，通过省总工会了解具体情况。 

孝感市总工会的“行政化”仍较严重。外界对于工会介入工人事件的具体情况必须通

过省总工会才能了解到，令外界对工会的问责失效。 

 

增“三性”方面： 

从孝感市总工会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我们感受到了身份困惑，但仍未达到对工人的阶

级感情层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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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帮扶中心开始在一些个案中代表工人与企业就欠缴社保进行交涉，但仍然

没有感受到代表工人通过谈判维护和争取权利的主动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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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感市总工会帮扶中心工作人员刘先生对自己的定位是“办事员”，认为自己只能收

集工人材料，而后转到主席那里由主席来解决，“上门那是领导们，主席们去解决问题，

我们就是坐班的”。可能刘先生本人天生没有成为具有“三性”的工会工作人员的潜力，

但是，也有可能是由于孝感市总工会的机构设置和责任分工方式，窒息了工会工作人员的

主观能动性，使得与刘先生一样的工会工作人员，只能将自己定位为无所作为的办事员。

从刘先生的谈话中，我们倾向于相信后者。 

“办事员”心态使得孝感市总工会成为了舆情的传递者，而非劳资纠纷中的工人利益

代表者。“因为有舆情啊，我们工会就介入了，问了一下情况。”本来，每一个工人集体

行动案件都是工会进入工人当中、并在工人中建立信任的良机。但是，始于“舆情”，终

于“舆情”的办事员心态，不但使工会工作人员错过了培养“三性”锻炼工作能力的机

会，更使各地工会错失了无数探索工会改革新路径的时机。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1%98%E5%BD%95%E6%B9%96%E5%8C%97%E6%A1%88%E4%BE%8B4_5%E5%AD%9D%E6%84%9F%E5%B9%BF%E7%94%B5%E8%81%8C%E5%B7%A5%E8%AE%A8%E8%96%AA.pdf


在孝感市，企业工会——尤其是私营企业工会，仍然是企业老板的附庸，受企业管理

者和老板的控制。“私营企业的工会，它只能是维护它企业，它吃它的饭的，你总工会又

没发他的工资。” 

刘先生的这一说法，其实只说出了事实的一半。 

企业工会主席和工会委员，作为企业职工，在企业劳动，拿劳动报酬。因此，拿老板

的工资，就应该尽职尽责完成岗位上的工作。与此同时，如果这些员工当选为企业工会的

主席、副主席或工会委员，在工会内的工作职责，便是代表企业工人争取和维护权益，履

行工会工作职责，没有（也不需要）从老板那里获得报酬，更无需由工会组织支付报酬。 

我们经常听到各地工会干部们抱怨企业工会主席“拿老板的钱，当然就要听老板的

话”，正是出于上述对工会和工会干部身份的这一严重误解。这种身份误解，经过时间的

沉淀和固化，已经成为我国工会改革的最大障碍。 

换句话说，作为职工，做好岗位上的工作获取劳动报酬，与当选工会职务后履行工会

职责是两回事。 

孝感市总工会改革取得了一个重要进展，那就是，在个体户和灵活就业人群中建立工

会联合会。“你看，我们组织了好几个联合工会，一个是出租车的联合工会，一个是货运

司机的联合工会。”希望孝感市总工会，不要把前面提到的企业工会的身份误解，带到工

会联合会中来。 

刘先生介绍了工会帮扶中心介入过的一起企业欠缴社保案件，工会代表工人与企业交

涉，最后只补缴了 60%。对此，刘先生说，工会“是付出了努力，但是职工不满意啊。他

愿意交 100%，你只给 60%，他也不舒服啊”。从刘先生的这番话，我们已经可以听出来，

工会帮扶中心已经在尝试走出对工会身份的误解，开始尝试扮演工人代表的角色。 

三、工会改革建议 

1建议孝感市总工会，充分发挥在地优势，及时了解本地发生的工人集体行动事件，

并介入其中，充分利用每一起工人集体行动，重建工人对工会的信任，在具体行动中增强

工会工作人员的“三性”。 

2 建议孝感市总工会，依靠广大出租车司机和货车司机，通过已成立的“出租车司机

工会联合会”和“货车司机工会联合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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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10/29/c_1123631014.htm


建议孝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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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6%87%E5%AD%97%E7%A8%BF%E6%B9%96%E5%8C%97%E6%A1%88%E4%BE%8B4_5%E5%AD%9D%E6%84%9F%E5%B9%BF%E7%94%B5%E8%81%8C%E5%B7%A5%E8%AE%A8%E8%96%AA.pdf


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第五期 湖北省 

第 5/5个案例：鄂州中建三局欠薪  

一、工人罢工了，工会在哪里？ 

罢工事件：2019 年 1月 29日，湖北省鄂州市，中建三局拖欠工资，湖北建筑木工讨

薪 

参与人数: 1-100 人 

行业:建筑业 

工人诉求:欠薪 

群体事件形式:抗议游行 

 

致电详情： 

我们致电给 1个地方总工会 

——鄂州市总工会（办公室、权益保障部、基层组建部） 

 

地方总工会对罢工事件的参与：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901/201901/11639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901/201901/11639


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联系到鄂州市总工会办公室、权益保障部与基层组建部。 

鄂州市总工会办公室和权益保障部的工作人员接听电话的态度不错，“贵族化”改善

良好。 

鄂州市总工会办公室、权益保障部及基层工作部对于发生在本地的工人欠薪事件均不

了解。办公室建议去找权益保障部，权益保障部因为“没有人向我们上面反应”，也不清楚。

基层组建部不愿意接受询问。 

鄂州市总工会的“机关化、行政化”仍较严重。 

 

增“三性”方面： 

从鄂州市总工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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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的工作人员将工会的角色视为劳资以外的第三人，而非劳方

利益的代表。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和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工人，既没有工会组织保护，也

没有劳动合同保障，这部分人最需要工会。而鄂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的工作人员认为工

会无法介入，并认为，劳动合同“这个是劳动局的事情吧，人社部门的事情”。对于私营

企业未组建工会，工会工作人员则认为，“他个体的私人的话，他也没有成立工会组织，

那我们就约束不了他。”听起来，工会对于工人权利的保障没有主动作为的空间。 

鄂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的工作人员把工会当成是信访接待的部门，也就是准政府部

门，而非劳方利益的代表。所以，工会工作人员认为工人应该上门来上访，“到我这边来

上访的话，我们就会协助他”。而在春节前后欠薪和讨薪事件高发期，权益保障部接连两

个月没有接到一起建筑工地讨薪相关的信访，对此工会工作人员认为，主要原因应该是工

人去了找信访局那边，“他们是权力执法部门”。似乎，工会在工人权利受到侵害之后，

也没有什么作为的空间。 

鄂州市总工会放下工人权益代表这一主业，却跟风搞送温暖。权益保障部的部长“最

近特别忙，到企业里去送温暖，去慰问”，工会工作人员也在忙于送温暖，“现在手头上

还有很多人要过来拿钱，领慰问”。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1%98%E5%BD%95%E6%B9%96%E5%8C%97%E6%A1%88%E4%BE%8B5_5%E9%84%82%E5%B7%9E%E4%B8%AD%E5%BB%BA%E4%B8%89%E5%B1%80%E6%AC%A0%E8%96%AA.pdf


鄂州市总工会基层组建部的熊部长就农民工、八大群体入会的问询存在误导。“那是

我们的事，跟你不相干。”“你要入会就写一个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章程》

就行了，入会很容易的。”如果是媒体打来电话了解工会改革和组建情况，工会有可能被

视为 “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而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是普通工人打来电话

询问入会程序，工人对工会将失去兴趣。 

总体印象，鄂州市总工会并未真正进入工会改革。 

三、工会改革建议 

1建议鄂州市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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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鄂州市总工会停止由建筑企业雇主启动建会、工人被动入会的做法，由总工会

进入工地组织动员建筑工人个人直接入会。 

3 建议鄂州市总工会在完成好代表工人权益这一主业的基础上，再去搞送温暖等其他

的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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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B9%96%E5%8C%97%E6%A1%88%E4%BE%8B5_5%E9%84%82%E5%B7%9E%E8%91%9B%E5%BA%97%E6%96%B0%E5%9F%8E%E8%BF%98%E5%BB%BA%E6%88%BF%E5%B7%A5%E7%A8%8B%E6%AC%A0%E8%96%AA.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