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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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快过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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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期（2019 年 4月） 

 

本期，我们从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人集体行动地图”中选取了福建省。 

2019 年 4 月，福建省录得 5 起工人集体行动事件。我们成功拨通了其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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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四个工人集体行动中，地方总工会“工会改革”的状况如何呢？ 

 

福州仓山建筑工人讨薪 

泉州美食广场工人讨薪  

三明铁路项目工人讨薪 

莆田工业园区堵路讨薪  

 

二、福建省工会改革 

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福建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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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关化：大部分工会工作人员机关化改善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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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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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福州市仓山区总工会在增强政治性、群众性方面走在了全省工会的前列。 

 

https://clb.org.hk/content/%E7%A6%8F%E5%BB%BA-%E7%AC%AC14%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7%A6%8F%E5%B7%9E%E4%BB%93%E5%B1%B1%E5%BB%BA%E7%AD%91%E5%B7%A5%E4%BA%BA%E8%AE%A8%E8%96%AA
https://clb.org.hk/content/福建-第24个案例：泉州美食广场工人讨薪
https://clb.org.hk/content/福建-第34个案例：三明铁路项目工人讨薪
https://clb.org.hk/content/福建-第44个案例：莆田工业园区堵路讨薪


观察和印象 

⚫ 福建省各级工会在组织工人入会方面成效不大，大部分案例中的工人都没有

加入工会，工人也没有主动寻求工会的代表。 

⚫ 福建省部分工会的组织工作，仍沿用依靠雇主建会、工人被入会的方法。 

⚫ 福建省的行业工会发挥作用不大。 

⚫ 福建省大部分工会热衷以司法援助者的身份在侵权事件发生后提供法律援

助，工会不能预防和提前介入侵权事件的发生。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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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福建省部分地方工会依赖有执法权的政府行政部门介入解决劳资纠纷，工会

没有担当起劳方权利捍卫者的角色。 

⚫ 福建省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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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不是政府部门，却按行政分工，这限制了工会工作人员对于工

人状况的了解和介入。 

⚫ 福建省部分地方工会以第三方而非工人利益代表者的身份去“协调”。 

⚫  “属地管理”成了福建省部分工会不作为的挡箭牌。上级工会完全依靠下级

工会汇报，对不直接负责的业务不了解、不掌握、不参与，实际上也拒工人

于工会大门之外。 

 

福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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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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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福州市仓山区总工会在日常工作中收获了一些工人的信任，工人有事会主动

找工会求助。在接到外界就工人讨薪的询问之后，福州市总工会采取行动，

找了仓山区总工会了解情况。仓山区总工会也主动认真调查，联系了本地街

道、人社部门和劳动监察大队询问。 

⚫ 泉州市丰泽区发生的美食广场工程欠薪事件，丰泽区总工会保障部工作人员

表示街道工会已经介入此事。 

⚫ 莆田市城厢区总工会愿意介入和解决劳资纠纷，他们在收到劳资纠纷事件的

报告后，会进入劳资冲突现场，安抚职工情绪，了解职工诉求，并就职工的

诉求跟劳动部门和企业方协商。 

 



 

三、对福建省工会改革的建议 

建议中华全国总工会： 

工会网站应该系统化，全总应该为所有工会建立统一的工会网页，在同一个网站就可以找

到全国各地工会的联系办法。同时，也应该统一各级工会的部门名称。在网页上，应该找到对

应工会的部门电话和负责人名称。各级工会不应该再神秘，职工有需求要很容易就能找到工

会。 

 

建议福建省总工会： 

1 在全省范围内放弃把工会办成法律援助部门的做法。工会作为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首

先应该代表权益遭受侵害的工人，与实施侵害的雇主通过谈判协商解决问题。工会应该在谈判

协商无效的情况下，才向职工提供法律咨询或法律援助。 

2 在全省范围充分发挥行业工会的作用，将建筑、工厂、装修等等行业工人组织加入行业

工会，由行业工会代表工人，就各行业的不同情况展开集体谈判，达成集体协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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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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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福建省各级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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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福建省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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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期 福建省 

第 1 / 4 个案例：福州仓山建筑工人讨薪  

一、工人罢工了，工会在哪里？ 

罢工事件： 2019-04-15，

福建省福州市，福州对湖路逸园

小区楼房外立面翻新工程拖欠工

资，工人拉横幅讨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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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致电给两个地方总工会 

——福州市总工会（值班室、组建部、权益保障部、社联部） 

——仓山区总工会（办公室） 

 

地方总工会对罢工事件的参与：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904/201904/11656


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联系到福州市总工会和仓山区总工会，福州市工会值班室、组建部、权益保障部、社

联部的工作人员，及仓山区总工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均接听了电话，工作态度不错，“贵族化”

改善良好。 

福州市总工会的工作人员均没有听说过发生在本地的建筑工人讨薪事件。值班室推荐找权

益保障部了解情况；权益保障部没有听说过此事，认为询问他们“没有多大意义”，推荐找社联

部了解情况。社联部也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认为应该由仓山区总工会介入。 

仓山区总工会的工作人员没有听说过本地建筑工人讨薪事件，没有人来工会“报告”。此

外，福州市总工会就此事询问了仓山区工会之后，仓山区工会联系了区人社局和劳动监察大

队，都反馈没有收到相关的投诉。但工会工作人员记录了具体情况并表示会跟主席汇报。 

福州市总工会的行政化仍然严重。 

 

增“三性”方面： 

从福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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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福州市仓山区总工会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我们感受到对工人的阶级感情（具有一定的政

治性），感受到工作人员对工人实际工作生活状况的了解（具有一定的群众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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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薪的建筑工人在讨薪前和讨薪过程中都没有向工会求助。 

值得称赞的是，仓山区总工会在日常工作中收获了一些工人的信任，工人有事会主动找工

会求助。在接到工人讨薪的询问之后，福州市总工会采取行动，找了仓山区总工会了解情况。

仓山区总工会也主动认真调查，联系并询问了本地街道、人社部门和劳动监察大队。 

福州市总工会仍然把工会当作劳资以外的第三方，而非劳方的利益代表者。工会将劳资纠

纷当作“信访”事件，以“舆情”工作的心态对待劳资冲突事件，被动等待工人上门。  

福州市总工会的部门划分非常细致，但对于建筑工人讨薪事件，却没有一个部门提早发

现、预先介入并解决劳资纠纷。福州市总工会的组建部、权益保障部、社联部的工作人员在分

别被问到讨薪事件时，都表示自己不清楚此事，并建议找其他部门了解。 

属地原则在福州市总工会似乎成为了工会不作为的挡箭牌。福州市总工会社联部的工作人

员强调“最先都是属地原则管理”，即便工人来市总工会求助，市总工会也会转介到区总。假

设是当事工人来求助福州市总工会——在打完这几通电话以后，工人可能就会心灰意冷，再回

来找福州市总工会的可能性不大了。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1%98%E5%BD%95%E7%A6%8F%E5%BB%BA%E6%A1%88%E4%BE%8B1_4%E7%A6%8F%E5%B7%9E%E4%BB%93%E5%B1%B1%E5%BB%BA%E7%AD%91%E5%B7%A5%E4%BA%BA%E8%AE%A8%E8%96%AA.pdf


仓山区总工会有心主动帮助工人维权，但在对工会身份的认识上堕入了行政执法权的误

区。工会人员以准政府部门心态办事，而不是以工人的利益代表者身份来与企业沟通谈判达成

妥协。遇到劳资纠纷，工会“只能联系人社局”，因为“他们有相关执法权”，由人社局来解决

劳资纠纷。顺理成章地，仓山区总工会在解决农民工欠薪方面，也是由人社局牵头，工会只能

配合。 

仓山区总工会主席理解一线建筑工人的辛苦，积极“协调处理”建筑工人的投诉，也要求

工地项目部全部建立工会，如果能够借机将工人纳入工会组织，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建筑工地

项目的流动性问题，使得工地建立了项目部工会之后，当项目结束时，工人会员也就流失。其

实，假如以建筑行业工会的形式组织建筑工人个人（而不是依托项目部）入会，由工会负责工

人的合同、保险、培训事宜，并就各工种工人的工资等级与建筑企业协会达成协议，既可以省

去因流动性过大而会员不断流失的问题，也可以以工会的保障吸引更多建筑工人加入工会，反

过来增强工会对建筑企业的谈判议价能力。 

仓山区总工会的工作人员以开放听取意见和采纳建议的心态从事工会工作，这对工会工作

者、特别是工会改革而言意义重大。当提到传统项目部工会很容易撤销时，仓山区工会工作人

员坦承自己没想过这方面的问题，同时认真记下来这个提醒。对于依托建筑工人实名制来组织

工人个人入会的建议，工作人员认为“可以去试一试”。对于国外一些建筑行业工会与建筑企业

协会就保险、合同、培训、工资待遇等进行集体谈判，工作人员赞同这样的做法挺好。工作人

员也愿意发挥主观能动性，而不是凡事听领导指挥、等上级指示。有这份认真的劲头、有这种

开放的心，在工会工作者当中已属难能可贵，假如再有领导鼓励支持，福州市仓山区总工会打

破旧传统、走出新路子是很有可能的，仓山区总工会的工会改革也会大有可为。 

最后，假设是当事工人打的电话，他们知道福州市仓山区工会的存在、了解工会的职能、

也非常清楚自己属于农民工群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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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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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福州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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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福州市总工会要积极主动走进工人当中，主动介入到欠薪等劳资纠纷事件中。在工人

当中，以及在介入劳资纠纷时间的过程中，才能找到工会的恰当定位。 

建议福州市总工会和仓山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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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建筑行业的行业工会。建筑行业工会

应该要代表建筑工人与建筑公司就工作待遇与保障等方面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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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A6%8F%E5%BB%BA%E6%A1%88%E4%BE%8B1_4%E7%A6%8F%E5%B7%9E%E4%BB%93%E5%B1%B1%E5%BB%BA%E7%AD%91%E5%B7%A5%E4%BA%BA%E8%AE%A8%E8%96%AA.pdf


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第八期 福建省 

第 2 / 4 个案例：泉州美食广场工人讨薪  

一、工人罢工了，工会在哪里？ 

罢工事件： 2019 年 4 月 20

日，福建省泉州市，香港食博汇

美食广场停业，拖欠经营费和工

人薪资，工人和商户讨薪 

参与人数: 1-100 人 

行业: 建筑业 

工人诉求: 欠薪, 迁厂/关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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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州市丰泽区总工会（办公室、保障部）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办公室） 

 

地方总工会对罢工事件的参与：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904/201904/11691


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联系到泉州市丰泽区总工会的办公室、保障部及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办公室，接听电

话的工作人员态度都不错，“贵族化”问题改善良好。 

丰泽区工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并不了解发生在本地的装修工人讨薪事件，认为工人应该找

劳动部门解决问题。维权保障部的一名工作人员指事件已有街道工会跟进，工人是去找了劳保

所，区工会不了解具体进展。之后再致电询问进展时，维权部表示只有一名工作人员小李负责

处理欠薪，但小李在外工作联系不到，其他同事既不知道这个事件、也不知道工会参与情况。 

丰泽区总工会的行政化仍然严重。 

泉州建设建材工会的办公室工作人员也不了解本地建筑公司欠薪事件，查询该公司并没有

成立工会，专门的业务科室建议欠薪问题可以联系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的行政化、机关化问题仍然严重。 

 

增“三性”方面： 

从丰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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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泉州市建设建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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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泽区美食广场被欠薪的装修工人在讨薪之前和过程中都没有找工会求助。 

值得赞扬的是，泉州市丰泽区总工会保障部工作人员指出街道工会已经介入此事。 

丰泽区总工会的工作人员将工会看作准政府部门，而不是工人的利益代表者。面对劳资纠

纷时，丰泽区工会认为自己没有行政权力，只能束手无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指工会“没行政

权力，要政府牵头”，保障部工作人员也数次提出工会没有执法权，“我们不是行政单位，我们

没有行政权力。我们只有调解的一个职能”。 

“工会没有执法权”是一个各级工会常常抱怨的话题。表面上看，工会是支持政府以行政

权力解决劳资纠纷，实际上反映的却是，工会错误地认为自身属于政府一份子，但因自己没有

执法权，只能依赖其他有执法权的部门解决劳资纠纷。政府部门作为依法授权组成的行政机

关，工会作为群众组织、工人的利益代表者，这两者的权力来源与组织结构本来完全不同。换

句话说，工会与政府两不相干，工会既不是政府组织，也不是准政府部门，工会没有行政执法

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因为工会根本无权执法，也不是依靠行政执法权来维护职工权益。各

地各级工会工作者屡屡抱怨工会没有执法权，正是因为对工会组织认知不清，错误地将工会当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1%98%E5%BD%95%E7%A6%8F%E5%BB%BA%E6%A1%88%E4%BE%8B2_4%E6%B3%89%E5%B7%9E%E7%BE%8E%E9%A3%9F%E5%B9%BF%E5%9C%BA%E5%B7%A5%E4%BA%BA%E8%AE%A8%E8%96%AA.pdf


作准政府部门，当作是政府的一分子，而不是工人自己的组织。 

丰泽区总工会以法律途径介入解决劳资纠纷，工会扮演的是司法援助的角色而非工人利益

的代表者和谈判者。当发生劳资纠纷时，丰泽区工会会尽“调解的职责”，协助工人申请劳动

仲裁，或去人社部门劳保所。以法律援助的方式固然可以解决部分劳资纠纷，但这属于司法部

门的职责范围，不需要工会来重复这一职能。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倾向以行政途径解决劳资冲突，而不是由工会出面代表工人与企业谈

判。这些讨薪建筑工人所在的公司并没有成立工会，而泉州市建设工会推荐工人联系住建局解

决问题。建设工会的一位工作人员指出，建筑行业的工人不能以个人身份入会，“要以一个单

位”在所属辖区成立工会。建筑公司是否建立工会全凭自愿，建设工会本身对企业“没有管束

的职能”，工会只是为其会员服务。看起来，泉州市的建筑行业工会并不急于组织工人，也不

由工会出面替行业工人维权，建设工会更像是在为成立了工会的建筑公司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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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清楚自己属于农民工群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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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完这几通电话以后，工人可能已经心灰意冷，再回来找工会的可能

性不大。 

 

三、工会改革建议 

建议泉州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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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泉州市建设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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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总工会代表工人与建筑企业就工人的合同、保

险、安全等事项进行行业谈判。 

建议丰泽区总工会放弃准政府部门的工作心态和以法律援助帮工人维权的作风。工会工作

者应该走入劳资冲突，在劳资纠纷的前线培养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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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A6%8F%E5%BB%BA%E6%A1%88%E4%BE%8B2_4%E6%B3%89%E5%B7%9E%E7%BE%8E%E9%A3%9F%E5%B9%BF%E5%9C%BA%E5%B7%A5%E4%BA%BA%E8%AE%A8%E8%96%AA.pdf


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第八期 福建省 

第 3 / 4 个案例：三明铁路项目工人讨薪  

一、工人罢工了，工会在哪里？ 

罢工事件： 2019 年 4 月 23日，福建省

三明市，中铁三局二公司兴泉铁路二标项目

部拖欠工资，工人讨薪被恐吓 

参与人数: 1-100 人 

行业: 建筑业 

工人诉求: 欠薪 

群体事件形式: 静坐 

集体行动的回应: 恐吓 

 

 

致电详情： 

我们致电给一个地方总工会 

——三明市总工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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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201904/11682


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联系到三明市总工会的办公室和权益部，工作人员均接听了电话。工作态度不错，贵

族化问题改善良好。 

三明市总工会办公室和权益部的工作人员均不清楚发生在本地的铁路工人讨薪事件。办公

室推荐联系权益部了解情况，而权益部表示最近没有铁路工人来找工会。 

三明市总工会的行政化问题仍然严重。 

 

增“三性”方面： 

从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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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明市被欠薪的铁路工人在讨薪前和过程中都没有向工会求助。 

三明市总工会将建筑工人的权益问题推给了政府部门或是企业组织，工会并没有发挥作为

的空间。三明市总工会权益部的工作人员提出，建筑工人实名制和工资保证金制度这些由住建

部在负责实施，市总工会不清楚实施情况，也不清楚有哪些障碍。而建筑行业的集体合同则由

主管部门，也就是由企业组成的建筑行业协会牵头展开。权益部工作人员也坦诚，目前只有部

分县的行业工会发挥的作用比较好。不难想象，三明市总工会既未依靠实名制来组织工人入

会，也不与企业协会就提升工人的工资待遇而展开集体谈判，工人的权益并不由市总工会来捍

卫和争取，建筑工人也不一定就要加入工会。 

三明市总工会更像是司法部门的援助部，而不是工人权利的捍卫者和利益的代表者。权益

部工作人员表示，工会会定期到各级工会和企业开展法律宣传、对有需要的工人可以提供如调

解、仲裁、律师代理等法律援助。以法律援助的方式固然可以解决部分劳资纠纷，但这属于司

法部门的职责范围，不需要工会来重复这一职能。 

最后，假设是当事工人打的电话，他们知道三明市总工会的存在、了解工会的职能、也非

常清楚自己属于农民工群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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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完这几通电话以后，工人可能已经心灰意冷，再回来找工会的可能

性不大。 

三、工会改革建议 

建议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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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1%98%E5%BD%95%E7%A6%8F%E5%BB%BA%E6%A1%88%E4%BE%8B3_4%E4%B8%89%E6%98%8E%E9%93%81%E8%B7%AF%E9%A1%B9%E7%9B%AE%E5%B7%A5%E4%BA%BA%E8%AE%A8%E8%96%AA.pdf


申请加入工会，得到工会会员的保障。 

建议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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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三明市总工会以工人的组织者、权益捍卫者和谈判代表者的身份，依靠实名制平台组

织建筑工人入会，积极与企业协会展开集体谈判，完成好代表工人权益的这一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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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A6%8F%E5%BB%BA%E6%A1%88%E4%BE%8B3_4%E4%B8%89%E6%98%8E%E9%93%81%E8%B7%AF%E9%A1%B9%E7%9B%AE%E5%B7%A5%E4%BA%BA%E8%AE%A8%E8%96%AA.pdf


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第八期 福建省 

第 4 / 4 个案例：莆田工业园区堵路讨薪  

一、工人罢工了，工会在哪里？ 

罢工事件： 2019 年 4 月

23 日，福建省莆田市，华林

工业园区一工厂拖欠工资，工

人堵路讨薪 

参与人数: 1-100 人 

行业: 制造业 

工人诉求: 欠薪 

群体事件形式: 抗议游

行, 堵路, 堵桥, 堵厂门口 

 

 

致电详情： 

我们致电给两个地方总工会 

    ——莆田市总工会（政研室、办公室） 

    ——城厢区总工会（办公室） 

 

地方总工会对罢工事件的参与：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904/201904/11706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904/201904/11706


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联系到莆田市总工会（政研室和办公室）、城厢区总工会及华林工业园区值班室，工作

人员均接听了电话，工作态度不错，贵族化问题改善良好。 

莆田市总工会各部门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听说过发生在本地的工厂工人讨薪事件。政研室的

工作人员推荐找办公室了解情况，而办公室工作人员建议联系城厢区工会。 

莆田市城厢区总工会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听说过工人讨薪事件，工作人员表示，华林经济开

发区工会一般会通知他们去“协调”，如果没有通知，可能是已经自行解决了。工作人员提供了

华林工业园区工会电话。但这个园区工会电话只是值班室，不能联系到工会工作人员。 

莆田市总工会和城厢区总工会的行政化仍然严重。 

 

增“三性”方面： 

从莆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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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城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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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薪的工厂工人在讨薪前和行动过程中都没有找工会求助。 

值得赞扬的是，城厢区总工会愿意介入和解决劳资纠纷，他们在收到劳资纠纷事件的报告

后，会进入劳资冲突现场，安抚职工情绪，了解职工诉求，并就职工的诉求跟劳动部门和企业

方协商。 

莆田市总工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多次以“不清楚”来应对对工会履责的问询，这会阻碍外界

对工会的问责和监督。假设是当事工人打的电话，他们知道莆田市总工会的存在、了解工会的

职能、也非常清楚习近平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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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完这几通电话以后，工人可能已经心灰意冷，再回来找莆田市总工会的可能性不

大。 

城厢区总工会以属地管理为原则，实际上成了工会不作为的挡箭牌。如果收到报告，工会

会出面协商参与。但只有下级工会或其他部门解决不了的劳资纠纷才上报区工会，有选择的报

告制度之下，如果地方不报，区工会就对劳资纠纷完全不知情。区工会对劳资纠纷的信息掌握

程度和作为空间不大。“他们如果说没有解决的，他们会报上来，然后由我们直接来参与。那

他们如果说他们底下自行解决了的，就不用报上来了，就等于他们自己就解决了。” 

正是因为属地管理划分了责任，城厢区工会并不了解发生在本地的工厂工人讨薪事件，但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1%98%E5%BD%95%E7%A6%8F%E5%BB%BA%E6%A1%88%E4%BE%8B4_4%E8%8E%86%E7%94%B0%E5%B7%A5%E4%B8%9A%E5%9B%AD%E5%8C%BA%E5%A0%B5%E8%B7%AF%E8%AE%A8%E8%96%AA.pdf


却先入为主地推测华林工业园区工会应该已经完全解决，因而他们才没有收到报告。这种做法

实际上令工会错失了进入每一起劳资纠纷、捍卫和代表工人权益的良机。 

城厢区总工会工作人员走出了解决劳资纠纷的第一步，但还需要更进一步组织工人就集体

诉求与公司方展开集体谈判。城厢区总工会表示，对于劳资冲突，“先安抚稳定职工的情绪；然

后看一下，职工他们到底是因为什么上访，根据他们所要的诉求进行协商……如果说协商不成

的话，我们再由劳动局这边叫职工走劳动诉求这样子。”工会已经迈出了解决劳资纠纷的第一

步：接受工人求助，帮助工人整理诉求。但当协商不成的时候，工会不应该将工人推向劳动局

或者劳动仲裁。工会应该更进一步——协助工人选出自己的代表、协助和指导工人进行集体谈

判，这样，既能引导工人的集体行动进入集体谈判的轨道，也可以对于工会改革发挥示范性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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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清楚习近平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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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

完这几通电话以后，工人再回来找城厢区工会的可能性不大。 

三、工会改革建议 

1 建议莆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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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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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莆田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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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建议城厢区总工会不要按属地管理和有无报告来决定是否介入劳资纠纷。城厢区工会工

作人员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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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集体谈判的代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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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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