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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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期（2019 年 1月） 

本期，我们从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人集体行动地图”中选取了广西壮族自治区。 

2019 年 1月，广西录得 10起工人集体行动事件。我们成功拨通了这 10个事件所

在地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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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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十个工人罢工事件中，地方总工会“工会改革”的状况如何呢？ 

 

南宁淀粉厂倒闭欠薪 

桂林窝窝头超市欠薪 

南宁广西建工工地欠薪 

南宁中国燃气农民工讨薪 

桂林广西建工桓宸集团欠薪 

玉林文体东路拉横幅讨薪 

柳州鱼峰超市欠薪 

柳州明硕大厦工地讨薪 

柳州地铁站建筑工讨薪 

柳州碧桂园欠薪 

 

二、广西工会改革 

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广西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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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增强“三性”方面，仍较为欠缺。 

娱乐化：没有发现。 

https://clb.org.hk/content/%E5%B9%BF%E8%A5%BF-%E7%AC%AC110%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5%8D%97%E5%AE%81%E6%B7%80%E7%B2%89%E5%8E%82%E5%80%92%E9%97%AD%E6%AC%A0%E8%96%AA
https://clb.org.hk/content/%E5%B9%BF%E8%A5%BF-%E7%AC%AC210%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6%A1%82%E6%9E%97%E7%AA%9D%E7%AA%9D%E5%A4%B4%E8%B6%85%E5%B8%82%E6%AC%A0%E8%96%AA
https://clb.org.hk/content/%E5%B9%BF%E8%A5%BF-%E7%AC%AC310%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5%8D%97%E5%AE%81%E5%B9%BF%E8%A5%BF%E5%BB%BA%E5%B7%A5%E5%B7%A5%E5%9C%B0%E6%AC%A0%E8%96%AA
https://clb.org.hk/content/%E5%B9%BF%E8%A5%BF-%E7%AC%AC410%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5%8D%97%E5%AE%81%E4%B8%AD%E5%9B%BD%E7%87%83%E6%B0%94%E5%86%9C%E6%B0%91%E5%B7%A5%E8%AE%A8%E8%96%AA
https://clb.org.hk/content/%E5%B9%BF%E8%A5%BF-%E7%AC%AC510%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6%A1%82%E6%9E%97%E5%B9%BF%E8%A5%BF%E5%BB%BA%E5%B7%A5%E6%A1%93%E5%AE%B8%E9%9B%86%E5%9B%A2%E6%AC%A0%E8%96%AA
https://clb.org.hk/content/%E5%B9%BF%E8%A5%BF-%E7%AC%AC610%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7%8E%89%E6%9E%97%E6%96%87%E4%BD%93%E4%B8%9C%E8%B7%AF%E6%8B%89%E6%A8%AA%E5%B9%85%E8%AE%A8%E8%96%AA
https://clb.org.hk/content/%E5%B9%BF%E8%A5%BF-%E7%AC%AC-710%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6%9F%B3%E5%B7%9E%E9%B1%BC%E5%B3%B0%E8%B6%85%E5%B8%82%E6%AC%A0%E8%96%AA
https://clb.org.hk/content/%E5%B9%BF%E8%A5%BF-%E7%AC%AC810%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6%9F%B3%E5%B7%9E%E6%98%8E%E7%A1%95%E5%A4%A7%E5%8E%A6%E5%B7%A5%E5%9C%B0%E8%AE%A8%E8%96%AA
https://clb.org.hk/content/%E5%B9%BF%E8%A5%BF-%E7%AC%AC910%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6%9F%B3%E5%B7%9E%E5%9C%B0%E9%93%81%E7%AB%99%E5%BB%BA%E7%AD%91%E5%B7%A5%E8%AE%A8%E8%96%AA
https://clb.org.hk/content/%E5%B9%BF%E8%A5%BF-%E7%AC%AC1010%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6%9F%B3%E5%B7%9E%E7%A2%A7%E6%A1%82%E5%9B%AD%E6%AC%A0%E8%96%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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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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工会从过去的严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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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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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南宁市武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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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和印象 

◼ 广西各级工会的组织工作，仍沿用依靠雇主建会、工人被入会的方法。 

◼ 广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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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西大部分地方工会将解决工资拖欠工作视为由人社部主导，工会最多只是

参与。工会要等其他部门通知，然后才以第三方而非工人利益代表者的身份

去“协调”。 

◼ 广西部分地方工会将工会办成了法律援助机关，工会对于维护职工权益的作

为局限于提供法律服务。 

◼ 广西部分地方的行业工会和区级工会不联系，行业工人侵权事故发生后，区

级工会可以推脱事情不归他们管。 

◼ 广西部分地方的工会工作者没有得到足够培训，对于工会的基本职责、组织

工人入会、维护工人权利事宜一概不清楚。还有部分地方工会，将工会理解

为做宣传和服务工作的群众组织，而不是劳资关系的主体。 

◼ 广西部分地方的工会表示，需要发函才能了解工会职责，这种行文请示的作

风仍然是官本位而非工人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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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广西工人维权事件，有些地方媒体的表现反而比工会更活跃，对工人事

件更知情。而工会工作人员往往只能通过劳动人社部门、或者去劳动仲裁

处，才能了解到工人维权案例。 

 

广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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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西自治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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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宁市武鸣区总工会主动介入本地工人维权事件，保障部每个月从劳动仲裁

那里了解到工人维权案例后，以工会的身份介入并帮助工人。 

◼ 柳州市鱼峰区总工会正在推动行业工会的组建和发展会员，已经有货车司

机、快递员的行业工会。 

◼ 柳州市柳北区总工会在组织建筑工人入会方面提出了新的方法。柳北区总工

会以辖区、社区为主，组织工人个体入会，而不再沿用建筑企业或项目部主

动建会的方法。 

◼ 柳州市柳北区总工会在以柳钢为核心的产业链，组建了行业联合工会，开展

集体协商和维权服务，经验值得推广。 

 

三、对广西工会改革的建议 

建议广西省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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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零售等等行业工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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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广西省各级政府部门： 

1 解决欠薪问题不应该以政府部门为主导。政府应该退出协调劳资纠纷的主导，

使工会回归保护工人权利、避免劳资冲突的主体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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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发生工人集体维权时，应该鼓励工人寻求工会代表他们，通过协商解决问

题。 

 

建议广西省工人： 

建议各地各行业的工人们在权益受到侵害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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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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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第六期 广西 

第 1/10个案例：南宁淀粉厂倒闭欠薪 

一、工人罢工了，工会在哪里？ 

罢工事件：2019 年 1月 5

日，广西省南宁市武鸣区，安宁

淀粉公司倒闭，拖欠工人工资 1

年，工人集体抗议 

参与人数: 1-100 人 

行业: 制造业 

工人诉求: 欠薪, 迁厂/关厂 

群体事件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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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宁市武鸣区总工会（宣教部、帮扶中心、劳动保护部、保障工作部） 

 

地方总工会对罢工事件的参与：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901/201901/1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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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联系到南宁市武鸣区总工会，劳动保护部和保障工作部的工作人员接听了电

话，态度不错，贵族化问题改善良好。 

南宁市武鸣区总工会保障工作部的秦部长听说过本地淀粉厂倒闭引发的工人讨薪

事件，并介绍工会从劳动仲裁开始就一直参与到这些工人的维权行动中。目前南宁市

武鸣区总工会正在协助破产企业的资产清算，之后计划将欠薪发给工人。 

武鸣区总工会的行政化、机关化改善良好。 

 

增“三性”方面： 

从南宁市武鸣区总工会保障工作部的谈话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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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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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宁淀粉厂欠薪工人在集体维权过程中，得到了工会的帮助。 

南宁市武鸣区总工会保障工作部主动介入本地安宁淀粉厂工人讨薪事件，体现了

工会是工人的利益代表者。武鸣区总工会积极参与劳动仲裁，对拖欠的工资进行审

核，对企业的资产进行核算，并打算用企业资产首先支付职工被拖欠的工作，武鸣区

总工会的做法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工人的合法权益。 

武鸣区总工会关心工人、主动介入和帮助工人维权的做法值得推广。保障工作部

的秦部长“每个月基本都到劳动仲裁那里”，目的是了解工人的维权案例，并以工会

的身份介入帮助工人，“工会带着大家来，通过劳动仲裁，我们三方来办案参与，来

解决”。 

企业工会的不作为已是常态，但在劳资纠纷中，企业工会能发现自己对工会身份

的误解、转换工会真正的角色，成为工人的利益代表者。安宁淀粉厂在破产之前已经

建立了工会，但企业工会没能关注企业的经营动向，“一破产了，没有钱了，什么都

没有了。”企业工会没能发挥作用的结果是，工会主席也被欠薪，也要上法庭，上劳

动仲裁要求讨薪。而在经历了企业破产倒闭之后，企业工会主席带领工人一起讨薪，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1%98%E5%BD%95%E5%B9%BF%E8%A5%BF%E6%A1%88%E4%BE%8B1_3_10%E5%8D%97%E5%AE%81%E6%B7%80%E7%B2%89%E5%8E%82%E5%80%92%E9%97%AD%E6%AC%A0%E8%96%A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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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增进了与区工会的联系。企业工会通过在劳动仲裁中代表工人，与区工会一起争取

破产清算之后首先发放被拖欠的工人工资。 

无论是基层企业工会还是区总工会，都对企业老板的权力存在一定的误解，认为

老板给工会委员发工资、可以随时替换员工，因此企业工会难以发挥作用。“老板对

你工会，首先本质的是他不会说听你的，而是发钱是你听他的。”实际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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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宁市武鸣区的企业工会普遍存在形式化、流程化问题，企业工会更多像摆设，

而不是劳资纠纷当中的工人利益代表者。区总工会基本上拿不到企业方面第一手材

料，大部分企业工会“报喜不报忧”，也不会主动就企业的运作不顺来跟区工会交

流。区工会指导签订的工资集体协商、集体合同变成了形式化的工作，企业工会主席

和工会委员的选举也“大部分是企业方报上来的”。 

保障工作部的秦部长对于工会工作的局限性与不足有真诚的反思。她承认，区工

会的维权工作还局限于被动地维权，目前做的维权工作“还没有真真正正地展得

开”，并坦承，工会被动的局限性正是因为工会目前还“没有能够真真正正地了解

（企业）他们的运行情况。企业有的什么现象的，我们应该维护职工权益的这方面，

我们没有能够做得到。这个是一个弱点。” 

假如武鸣区总工会能够就此加强基层工会，区总工会就不会局限于事前不知工人

被侵权、只能侵权发生后赶去维权。通过企业工会在劳资纠纷发生之前就预警、与区

工会交流，并由企业工会代表工人与企业方交涉，最终既能令企业工会真正成长为具

有代表工人利益能力的工会，也会令工人们信赖工会、依靠工会，不再认为只有劳动

仲裁才能解决问题，“找领导也没办法，找工会主席也没办法，所以一有问题就通过

劳动仲裁来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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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会改革建议 

1 建议南宁市武鸣区工人在权益受到侵害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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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武鸣区总工会不仅应该帮助已发生纠纷的工人，也应该在尚未发生纠纷的

企业宣传工人的权利与工会的作用，将矛盾化解在发生之前。 

3 建议武鸣区总工会对基层工会干部进行劳资纠纷和集体协商方面的实务培训，

通过加强基层工会的能力建设，令基层工会能够代表和维护工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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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BF%E8%A5%BF%E6%A1%88%E4%BE%8B1_3_10%E5%8D%97%E5%AE%81%E5%BB%BA%E7%AD%91%E5%B7%A5%E4%BA%BA%E5%B9%BF%E8%A5%BF%E5%BB%BA%E5%B7%A5%E8%AE%A8%E8%96%A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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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第六期 广西 

第 2/10个案例：桂林窝窝头超市欠薪 

一、工人罢工了，工会在哪里？ 

罢工事件：2019 年 1月 10

日，广西省桂林市，窝窝头连

锁超市突然关门，拖欠工资货

款上百万，工人和供应商集体

维权 

参与人数: 1-100 人 

行业: 零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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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市总工会（基层组织工作部）、 

——桂林市象山区总工会（办公室） 

 

地方总工会对罢工事件的参与：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901/201901/1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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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联系到桂林市总工会基层组织工作部，工作人员接听了电话，态度不错，贵

族化改善良好。 

桂林市总工会的工作人员并不了解发生在本地的超市欠薪事件，也无法提供法律

工作部或者权益保障部的部门电话。桂林市总工会各部门之间的沟通联系有限。桂林

市总工会的行政化仍然严重。 

我们也联系到象山区总工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并不了解发生在本地的超市欠薪事

件。 

象山区总工会表示，办公室都没有人听说过窝窝头超市欠薪事件，而如果工人不

来找工会的话，工会就不会知道此事。同时，如果人社局和劳动仲裁部门不来找工会

的话，工会也不会参与处理此类事件。象山区总工会的行政化仍然严重。 

 

增“三性”方面： 

从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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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欠薪的超市员工在集体维权之前以及过程中，都没有向工会求助。 

桂林市总工会并不了解发生在本地的超市欠薪事件，工会“没有接到这方面的情

况”。 

桂林市总工会组建工人入会的方式是被动等待申请，而不是主动组织工人入会。

首先，工会按照行政区划的片区来管理，而工作人员的主要工作是等有人电话申请之

后“批复”。听起来，桂林市总工会的组建工作是在各属地办公室内就可以完成，工

会人员不需要走入工人群众当中去了解工人、发展会员。  

象山区总工会对工人被欠薪的遭遇毫不知情，并将劳资纠纷推给政府部门解决。

象山区总工会建议，被欠薪的工人应该“事先、第一时间去找人社才对”。 工会认

为，工人事件要靠行政权力才能解决，至于工会，是没有“法律实权”的。将劳资纠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1%98%E5%BD%95%E5%B9%BF%E8%A5%BF%E6%A1%88%E4%BE%8B2_10%E6%A1%82%E6%9E%97%E7%AA%9D%E7%AA%9D%E5%A4%B4%E8%B6%85%E5%B8%82%E6%AC%A0%E8%96%A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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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推给政府解决，这既令行政部门增加工作量，令工人更加远离工会、不信任工会，

也令工会失职变得理所应当。 

象山区总工会将工会的角色视为劳资以外的第三方，而非劳方利益的代表。对待

工人求助，象山区总工会被动地等待工人上门，如果工人“没有来过我们这里的话，

我们就不会知道”；对于工人侵权案例，象山区总工会被动等待人社局和劳动仲裁部

门“有需求”时联系工会。象山区工会能提供协调或是法律援助服务，但又强调工会

“并不是说只代表员工这边”。事实上，工会如果不是代表员工，还能代表谁呢？工

会既不可能代表企业老板，也不可能代表政府部门。 

 

三、工会改革建议 

1 建议桂林市工人在权益受到侵害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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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桂林市总工会停止按照申请-批复模式、依行政区划组建工会的办法，由总

工会派人进入企业、行业，动员工人个人直接入会。 

3 建议象山区总工会不应把劳资纠纷推给政府部门解决。工会应该主动了解工人

的需求，在事发前预防劳资纠纷、在事发时站出来代表工人、在事发后展开谈判解决

劳资纠纷。工会的职责是代表和维护工人的利益，令劳资纠纷能在企业层面而不是政

府层面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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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BF%E8%A5%BF%E6%A1%88%E4%BE%8B2_10%E6%A1%82%E6%9E%97%E7%AA%9D%E7%AA%9D%E5%A4%B4%E8%B6%85%E5%B8%82%E6%AC%A0%E8%96%A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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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第六期 广西 

第 3/10个案例：南宁广西建工工地欠薪 

一、工人罢工了，工会在哪里？ 

罢工事件：2019 年 1月 11

日，广西省南宁市，广西建工集

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拖

欠工资，工人讨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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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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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宁市武鸣区总工会 

（宣教部、帮扶中心、劳动保护部、保障工作部） 

 

地方总工会对罢工事件的参与：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901/201901/1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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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联系到南宁市武鸣区总工会，宣教部、帮扶中心、劳动保护和劳动保障部的

工作人员均接听了电话，态度不错，贵族化改善良好。 

武鸣区总工会宣教部提出，建筑工人讨薪事件不归他们部门管，建议找帮扶中心

了解情况。帮扶中心没有听说过此事，认为这类事件应该由劳动保护部负责。劳动保

护部指出此事由保障工作部负责。而劳动保护部部长同时兼管保障工作部的工作。 

武鸣区总工会保障工作部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这起发生在本地的工人集体讨薪事

件，保障部秦部长热心询问相关工人的情况。随后，保障部的工作人员发现的确存在

此事，并指出这是几个管理人员施工不足半年却想领半年工资而乱闹。 

武鸣区总工会的行政化、机关化问题改善良好。   

 

增“三性”方面： 

从南宁市武鸣区总工会保障部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我们感受到对工人的阶级感情

（政治性），感受到工作人员对工人实际工作生活状况的了解（群众性），但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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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观察与印象请参见 案例一。 

 

三、工会改革建议 

1 建议南宁市武鸣区工人，在权益受到侵害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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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南宁市武鸣区总工会，定期进入建筑工地，登记工人信息，组织工人入

会，为在建筑行业实现真正的行业谈判打好会员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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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B9%BF%E8%A5%BF%E6%A1%88%E4%BE%8B1_3_10%E5%8D%97%E5%AE%81%E6%B7%80%E7%B2%89%E5%8E%82%E5%80%92%E9%97%AD%E6%AC%A0%E8%96%AA.pdf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6%87%E5%AD%97%E7%A8%BF%E5%B9%BF%E8%A5%BF%E6%A1%88%E4%BE%8B1_3_10%E5%8D%97%E5%AE%81%E5%BB%BA%E7%AD%91%E5%B7%A5%E4%BA%BA%E5%B9%BF%E8%A5%BF%E5%BB%BA%E5%B7%A5%E8%AE%A8%E8%96%AA.pdf


15 

 

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第六期 广西 

第 4/10个案例：南宁中国燃气农民工讨薪 

一、工人罢工了，工会在哪里？ 

罢工事件： 2019 年 1月

16日，广西省南宁市，中国

燃气控股有限公司拖欠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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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致电给一个地方总工会 

——南宁市青秀区总工会（财务部） 

 

地方总工会对罢工事件的参与：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901/201901/1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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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联系到南宁市青秀区总工会财务部，工作人员接听了电话，态度不错，贵族

化问题改善良好。 

青秀区总工会工作人员不了解发生在本地的建筑工人讨薪事件，建议找人社了解

情况。工作人员指出，青秀区的建筑行业目前都归南宁市建设行业工会管。但青秀区

总工会未能提供南宁市建设行业工会的联系方式。 

青秀区总工会工作人员面对关于工会工作的询问，要求以函的方式来了解。要发

函才能了解工会职责，令普通工人望而却步，这种行文请示的作风体现的是官本位而

非工人本位。 

经查询得到南宁市建设行业工会的电话，但无法拨通。 

青秀区总工会的行政化仍较严重。 

 

增“三性”方面： 

从南宁市青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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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工人在集体讨薪维权之前以及过程中，都没有向工会求助。 

南宁市青秀区总工会工作人员将区总工会的角色视为准政府部门，而非劳方的利

益代表者。工作人员指出讨薪工作由人社部“主导”，人社部门“更有实际的操作

性”，更能解决问题。而工会的角色“是配合讨薪的政府安排”，例如疏导职工，谈

话谈心。就讨薪工作而言，工会似乎不能解决问题，只能辅助政府。当谈到区工会财

务目前全部由政府财政拨款，而不是靠会员会费，青秀区总工会解释说，“工会是属

于行政事业单位”。 

青秀区总工会的工作与企业工会的工作脱节。青秀区总工会工作者表示，区总工

会是“不属于基层工会”的。区总工会工作者认为，发生劳资纠纷之后，应该是由基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1%98%E5%BD%95%E5%B9%BF%E8%A5%BF%E6%A1%88%E4%BE%8B4_10%E5%8D%97%E5%AE%81%E4%B8%AD%E5%9B%BD%E7%87%83%E6%B0%94%E5%86%9C%E6%B0%91%E5%B7%A5%E8%AE%A8%E8%96%A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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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工会，也就是企业工会出面，以劳方利益代表者的角色，代表员工就企业劳资纠纷

“跟企业的领导层进行交涉”。  

青秀区总工会不与建筑行业工会联系，可能导致工会将本区被侵权的建筑工人拒

之门外。 

《工人日报》2016 年曾报导，南宁市青秀区建筑行业是吸收农民工入会的重点行

业，但到了 2019年，南宁市青秀区总工会称，区工会已将建筑行业全部移交给了南宁

市建筑行业工会。这种规划的结果是，建筑工人入会或者被欠薪都不归区工会管。这

既令该地建筑工人无法加入工会，也使权益受损的建筑工人无法寻求区总工会的帮

助。 

三、工会改革建议 

1 建议南宁市的建筑工人应该主动寻找工会，一是有事找工会求助，二是进场开

工前申请加入当地工会，得到工会会员的保障。 

2 建议南宁市青秀区总工会，主动进入建筑工地组织工人入会。  

3 建议青秀区总工会，不要把工人案例推给人社部门，工会应该回归工人利益代

表者的身份。在工人权益受侵害时，工会应该第一时间进入工人当中、了解工人的诉

求、代表工人与包括资方和政府在内的各方协商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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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B9%BF%E8%A5%BF%E6%A1%88%E4%BE%8B4_10%E5%8D%97%E5%AE%81%E4%B8%AD%E5%9B%BD%E7%87%83%E6%B0%94%E5%86%9C%E6%B0%91%E5%B7%A5%E8%AE%A8%E8%96%A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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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第六期 广西 

第 5/10个案例：桂林广西建工桓宸集团欠薪 

一、工人罢工了，工会在哪里？ 

罢工事件： 2019 年 1月

22日，广西省桂林市，七星区

花香村广西建工恒宸建设拖欠

工资，工人讨薪 

参与人数: 1-100 人 

行业: 建筑业 

工人诉求: 欠薪  

群体事件形式:静坐、抗议

游行 

 

致电详情： 

我们致电给一个地方总工

会 

——桂林市七星区总工会 （办公室） 

 

地方总工会对罢工事件的参与：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901/201901/11358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901/201901/1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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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联系到桂林七星区总工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接听了电话，态度不错，贵族

化问题改善良好。 

七星区总工会对发生在本地的建筑工人讨薪罢工事件并不知情。办公室的工作人

员自称还在学习，对于建筑工地欠薪、建筑工人入会时工会的职责均表示“不清

楚”。 

我们试图联系七星区总工会主席，但电话一直没人接听。 

    七星区总工会的机关化、行政化仍然严重。 

 

增“三性”方面： 

从桂林市七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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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工人在集体讨薪维权之前以及过程中，都没有向工会求助。 

桂林市七星区总工会仍然以被动等待工人上门的心态从事工会工作。听到该地工

人在微博上发出被欠薪的消息，桂林市七星区总工会提出，“我们的工作是用不上微

博的”，而办公室里“也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等谁的通知呢？等老板上门来通知

工会说自己拖欠了工人工资吗？等劳动部门通知工会有工人的工资被拖欠吗？工会要

有所作为，就不能被动地等待劳资双方上门来。 

桂林市七星区总工会办公室工作人员把工会当作劳资关系以外的第三方，而非劳

方利益的代表者。对于发生在本区的建筑工人被欠薪事件，工作人员认为“那个跟我

们没有关系”，建议工人应该找建筑工地的相关负责人。而且，工地工人如果不是工

会会员，工会也“没有办法去干涉这个事情”。 

桂林市七星区总工会的工作人员欠缺成为工人利益代表者的能力。从街道办调来

的工作人员，对于建筑工人如何入会、企业是否有工会、建筑工人被拖欠工资怎么办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1%98%E5%BD%95%E5%B9%BF%E8%A5%BF%E6%A1%88%E4%BE%8B5_10%E6%A1%82%E6%9E%97%E5%B9%BF%E8%A5%BF%E5%BB%BA%E5%B7%A5%E6%A1%93%E5%AE%B8%E9%9B%86%E5%9B%A2%E6%AC%A0%E8%96%A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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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不清楚。如果工人前来工会咨询，可能因无法得到清楚的答复，而不再信任工

会、加入工会、找工会代表和维护其权益。 

这并不是这些年轻的社会化工会工作者们的错。桂林市七星区工会领导似乎并不

重视和培训社会化工会工作者，他们“没有职责、也没有职务”，只能在工会系统里

打杂，导致工会前线工作者们没有能力代表工人争取和维护权利。 

 

三、工会改革建议 

1 建议桂林市七星区的建筑工人应该主动找工会，一是有事找工会求助，二是进

场开工前申请加入当地工会，得到工会会员的保障。 

2 建议桂林市七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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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建议桂林市七星区总工会，应该着重培训工会工作者及企业工会干部、委员、

会员。应该着重培训他们关于劳资集体谈判的理论与实践，这样在辖区内发生劳资纠

纷时，工会就可以代表工人的利益进行谈判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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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BF%E8%A5%BF%E6%A1%88%E4%BE%8B5_10%E6%A1%82%E6%9E%97%E5%B9%BF%E8%A5%BF%E5%BB%BA%E5%B7%A5%E6%A1%93%E5%AE%B8%E9%9B%86%E5%9B%A2%E6%AC%A0%E8%96%A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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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第六期 广西 

第 6/10个案例：玉林文体东路拉横幅讨薪  

一、工人罢工了，工会在哪里？ 

罢工事件： 2019 年 1

月 24 日，广西省玉林市，

广西一建拖欠建筑工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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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致电给一个地方总工会 

——玉林市总工会（办公室、法律保障部） 

 

地方总工会对罢工事件的参与：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901/201901/11368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901/201901/11368


22 

 

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联系到玉林市总工会，办公室和法律部的工作人员均接听了电话，态度不

错，贵族化问题改善良好。 

玉林市总工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并不了解发生在本地的建筑工人讨薪事件，建议

找法工部了解情况，法工部有律师提供免费法律咨询。 

玉林市总工会法律保障部的工作人员也对建筑工人讨薪事件并不知情。法律部杨

部长说要问一下劳动监察部门了解情况，看他们有没有“案底”。 对于讨薪工友在微

博发出的求助帖子，工会法律部的杨部长也怀疑其真实性是否可靠。 

玉林市总工会的行政化仍然严重。 

 

增“三性”方面： 

从玉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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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工人在集体讨薪维权之前以及过程中，都没有向工会求助。 

玉林市总工会下设法律援助中心，向职工提供法律服务。听起来不错，但却跳过

了工会的代表职能，使工会成为了法律援助机关。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总工会非常普

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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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林市总工会法律部把工会当作政府部门的附庸，而不是劳资关系中的劳方利益

代表者。在玉林市，每年春节前后欠薪高发期的欠薪检查工作，甚至企业与工人签订

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的督促和检查工作，这些本来属于工会的基本职责，玉林市总工

会法律部的杨部长却说，要等政府劳动部门启动工作流程之后，工会才以辅助的角色

参与进来。“主体是他们政府的主管部门、人社部门”，而工会的角色“定位的就是

协助，做好配合”。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1%98%E5%BD%95%E5%B9%BF%E8%A5%BF%E6%A1%88%E4%BE%8B6_10%E7%8E%89%E6%9E%97%E6%96%87%E4%BD%93%E4%B8%9C%E8%B7%AF%E6%8B%89%E6%A8%AA%E5%B9%85%E8%AE%A8%E8%96%A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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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林市总工会淡化工会的组织和代表角色，延续工会作为宣传和服务机构的角

色。凭借政府部门在劳动关系方面的作为，玉林市总工会可以顺理成章地不作为。玉

林市总工会将自己的角色限定在“做好宣传”和“服务工作”，也就是遇到劳动合同

签订问题，工会最多帮忙看看合同条款是否符合法律，再就是宣传劳动合同法。 

现实中，建筑行业常常要面对的问题是，企业不愿意跟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工人

也不懂或者不敢要求老板签订劳动合同。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依据劳动法律，还是

依据工会章程，工会都应该是确保建筑工人有劳动合同，代表和保障工人权利不受侵

害的主体。杨部长却指出，工人和老板是签订劳动合同的主体，而劳动人社部门是检

查劳动合同签订情况的主体。工会的角色呢？工会只能是协助，却进入不了主体的身

份。杨部长总结，“人社部门是有执法的行政部门，我们工会就是一个群众组织”，

主体还应该是人社部门才比较合适。难怪，玉林市的建筑工人“一般现在他们都懂

了，一般都是去劳监支队那边，去那边去反映”。 

工会的不作为，导致被欠薪的工人求助的首选，仍然是政府劳动监察部门，而不

是找工会求助。习近平要求工会改革要做到“哪里职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

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但在工会改革的实践中，却变成了“哪里职工的合法权益受

到侵害，哪里的劳动部门就要协调主导做好维权工作，哪里的工会就要跟着劳动部门

做好辅助工作”。如此一来，习近平对工会改革提出的要求，在工会的实际工作中被

修改得面目全非、本末倒置。而各地工会网站上，工会领导干部们嘴上所说的工会改

革，以及各地工会所标榜的工会改革成就，与习近平所期望的工会改革，恐怕还是两

回事。 

杨部长坦承地跟我们分享了他对工会工作现状的了解，让我们看到了工会改革的

误区，以及跳出这一改革误区的必要性和急迫性。杨部长认识到，“工会怎么样去更

好地体现这个群众性，确确实实还有一个过程，还有挺长的路要走。”我们认为，玉

林市总工会需要在工会改革方面多下工夫。工会要走进各行业工人当中，一方面组织

各行业工人加入工会，另一方面，协助这些工人选举产生谈判代表，与雇主或行业协

会通过集体谈判，确定本行业的待遇标准，并签在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中。如此便不

难找到工会改革的出路，也就不需要什么适应了。 

 

三、工会改革建议 

1 建议玉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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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申请加入当地工会，得到工会会员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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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议玉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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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玉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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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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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BF%E8%A5%BF%E6%A1%88%E4%BE%8B6_10%E7%8E%89%E6%9E%97%E6%96%87%E4%BD%93%E4%B8%9C%E8%B7%AF%E6%8B%89%E6%A8%AA%E5%B9%85%E8%AE%A8%E8%96%AA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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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第六期 广西 

第 7/10个案例：柳州鱼峰超市欠薪  

一、工人罢工了，工会在哪里？ 

罢工事件： 2019 年 1月

27日，广西省柳州市，何瑜鲜

生超市关门，拖欠工资，工人

讨薪 

参与人数: 1-100 人 

行业: 零售业 

工人诉求: 欠薪, 迁厂/

关厂 

群体事件形式: 抗议游行 

 

致电详情： 

我们致电给一个地方总工会： 

——柳州市鱼峰区总工会（办公室） 

 

地方总工会对罢工事件的参与：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901/201901/11401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901/201901/1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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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我们联系到柳州市鱼峰区总工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均接听了电话，态度不

错，贵族化问题改善良好。 

鱼峰区总工会的工作人员并不了解发生在本地的超市欠薪事件。工会工作者称，

没有接到超市方面的信息，“他们没有建立工会，也没有职工来投诉”。工作人员记

录此事并表示稍后会去联系工人，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再给他们提供服务。 

鱼峰区总工会的行政化、机关化问题改善良好。 

 

增“三性”方面： 

从鱼峰区总工会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我们感受到了对工人的阶级感情（体现了一

定的政治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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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市工人在集体讨薪之前以及过程中，都没有向工会求助。 

鱼峰区总工会对于工人维权事件的主动性不大，面对超市倒闭而引发的员工讨薪

事件，因为超市没有建会，职工也没有来投诉，工会认为自己能做的不多，也很难去

联系工人，“第一没有人来我们这里，我们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到他们”。 

鱼峰区总工会在劳资关系方面能发挥的作用不大。对于劳资纠纷，工会建议找劳

监大队了解具体情况；对于工人讨薪，工会依赖政府部门介入解决，“劳监部门有执

法权，我们没有”。工会工作人员强调，工会“没有办法强制商家怎样给职工维

权”。而且，对于组织建会，工会也认为这是企业方的事，“建会是企业自己本身，

我们没有强制性的”。的确，工会没有权力、也不应该强制雇主给工人维权，或是强

制企业建会。但工会应该随时随地站在工人的立场，为工人说话，捍卫工人的权利与

利益。听起来，鱼峰区总工会仍然将工会理解为劳资关系以外的第三方，而不是劳方

利益的代表。 

鱼峰区总工会在发动建筑工人入会方面，仍然沿用项目部或企业自愿建会的方

法，而不是发动工人个人入会。鱼峰区总工会认为，由于“他的工作性质造就”，建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1%98%E5%BD%95%E5%B9%BF%E8%A5%BF%E6%A1%88%E4%BE%8B7_9_10%E6%9F%B3%E5%B7%9E%E9%B1%BC%E5%B3%B0%E8%B6%85%E5%B8%82%E6%AC%A0%E8%96%A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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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工人在工地上呆不长，也坦承很多工地并不配合建会，“小型的工地还是存在着入

会难的问题”。当谈到是否可以组建建筑工人行业工会，所有的建筑工人都可以加入

这个行业工会，鱼峰区总工会工作人员表示赞同，但工作人员认为很难操作，原因是

鱼峰区总工会自己也存在人员不稳的问题，聘用制的工作人员表示，“我们的流动性

也很大”。看来，工会改革要解决工会不作为的问题，也要留得住工会工作者，给他

们创新发挥的空间才行。 

鱼峰区总工会正在推动行业工会的组建和发展会员，已经有货车司机、快递员的

行业工会，这一点值得推广。但也要防止建会工作成为另一种形式主义，以免加入工

会的行业工人并不认为工会真能代表和维护他们的权益。 

面对工人维权事件，有时媒体的表现反而比工会更活跃，对工人事件更知情，这

种情况不应该成为常态。其实，媒体的报导力度也是有限的，一百起工人维权案件当

中，能得到媒体报导的可能不超过十起。工会应该要追上媒体的表现，走入工人当

中、推广自己的联系方式，起码做到工人事件发生时，工会就能知情。不过，在听到

相关媒体已经有所报导之后，鱼峰区总工会的工作人员愿意记录事件，并表示之后会

去了解，以便向有需要的工人提供帮助，这一点很值得鼓励。 

 

三、工会改革建议 

1 建议柳州市鱼峰区工人，在权益受到侵害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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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鱼峰区总工会，在工人权益受侵害时，工会应该第一时间进入工人当中、了解

工人的诉求、代表工人与资方协商谈判。 

3 建议鱼峰区总工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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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建议鱼峰区总工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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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工会工作者代表和维护

劳方利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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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BF%E8%A5%BF%E6%A1%88%E4%BE%8B7_9_10%E6%9F%B3%E5%B7%9E%E9%B1%BC%E5%B3%B0%E8%B6%85%E5%B8%82%E6%AC%A0%E8%96%AA%20%E5%BB%BA%E7%AD%91%E5%B7%A5%E8%AE%A8%E8%96%A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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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第六期 广西 

第 8/10个案例：柳州明硕大厦工地讨薪  

一、工人罢工了，工会在哪里？ 

罢工事件： 2019 年 1月 29

日，广西省柳州市，明硕科技商业

大厦工地拖欠工资，工人堵门讨薪 

参与人数: 1-100 人 

行业: 建筑业 

工人诉求: 欠薪 

群体事件形式: 静坐, 堵路,

堵厂门口 

集体行动的回应:政府调解 

 

致电详情： 

我们致电给两个地方总工会： 

——柳州市总工会（办公室、社会信访部、法律保障部、权益保障部） 

——柳州市柳北区总工会（法律保障部） 

 

地方总工会对罢工事件的参与：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901/201901/11416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901/201901/1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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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联系到柳州市总工会和柳北区总工会，工作人员均接听了电话，态度不错，

贵族化问题改善良好。 

柳州市总工会办公室建议我们联系信访处，也就是社会联络部去了解情况。但我

们多次致电信访部，均无人接听电话。 

柳州市总工会法律保障部表示工会并不知道发生在本地的装修工人讨薪事件，并

表示解决欠薪问题“这块业务不在我们保障部”。 

柳北区总工会法律保障部没有听说过本地工人讨薪事件，也没有收到政府下达的

要求法律援助的通知。工会建议工人可以到劳动监察大队去投诉，如果是工会会员可

以来找工会求助，如果不是会员可以找司法局寻求法律援助。 

柳州市总工会的行政化与机关化仍然严重。 

 

增“三性”方面： 

从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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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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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工作人员对工人实际工作生活状况有一定程度的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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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欠薪的装修工人在集体讨薪维权之前以及过程当中，都没有向工会求助。 

在柳州市，讨薪工作成了政府专项工作，工会无法发挥代表工人利益的功能。关

于工资支付和讨薪案例，柳州市设立了联动机构，由人社局劳动监察科负责召开相关

的会议。如果有需要，要由人社部先派人通知工会，随后市总工会再指派工会工作者

去参加。政府牵头，工会的角色只是“配合参与”。 

柳州市总工会保障工作部将工会视为劳资关系以外的第三方，而不是劳方利益的

代表。当问到工会如何解决建筑行业欠薪问题，柳州市总工会保障工作部的工作人员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1%98%E5%BD%95%E5%B9%BF%E8%A5%BF%E6%A1%88%E4%BE%8B8_10%E6%9F%B3%E5%B7%9E%E6%98%8E%E7%A1%95%E5%A4%A7%E5%8E%A6%E5%B7%A5%E5%9C%B0%E8%AE%A8%E8%96%A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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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这个部门没有这块业务。保障部自称部门工作是提供经济权益的帮助，也就是培

训下岗职工、给困难职工送温暖，但并不保障被侵权的工人权益，“涉及到解决机

制，既涉及条件，也涉及诉讼，这个我们保障部目前还没这块职能，我也回答不了你

这么专业的问题”。 

柳北区总工会也不了解发生在本地的工人维权事件。柳北区总工会法律保障部仍

然沿用等工人上门求助的工作方式。如果工人自己不主动过来，如果工人也没有加入

工会的话，柳北区总工会没办法帮助工人。 

柳北区总工会跳过工会的代表职能，使工会成为了法律援助机关。对于上门求助

的欠薪工人，柳北区总工会只能以法律援助来帮助工人，而不是代表工人维权、与雇

主就劳资争议展开谈判。对于非工会会员的工人，工会的建议是找司法局寻求法律援

助。既然政府司法部门已经有法律援助服务，工会为什么提供同样的服务？这既对工

人的吸引不大，也是弃工会的本职工作于不顾。 

值得赞赏的是，柳北区总工会在组织建筑工人入会方面提出了新方法。柳北区总

工会以辖区、社区为主组织工人个体入会，而没有沿用建筑企业或项目部主动建会的

方法。工会组织工人加入辖区工会、社区工会联合会，这样一来，即便工人从一个企

业项目部换到另外一个，也不影响其会员身份，更不用重新加入工会。 

柳北区总工会在以柳钢为核心的产业链组建了行业联合工会，开展集体协商和维

权服务，这一点值得推广。柳北区总工会应当将其钢铁行业工会的集体谈判经验推广

到建筑行业及其他行业工会。 

 

三、工会改革建议 

1 建议柳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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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加入当地工会，得到工会会员的保障。 

2 建议柳州市政府部门，在劳资关系处理方面应该退出主导角色，由工会来充当

发起人。 

3 建议柳北区总工会，在完成好代表工人权益这一主业的基础上，再去搞送温

暖、法律援助服务等其他的副业。 

4 建议柳北区总工会，在建筑行业的下一步重点工作，应当是推进建筑行业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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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B9%BF%E8%A5%BF%E6%A1%88%E4%BE%8B8_10%E6%9F%B3%E5%B7%9E%E6%98%8E%E7%A1%95%E7%A7%91%E6%8A%80%E5%95%86%E4%B8%9A%E5%A4%A7%E5%8E%A6%E8%AE%A8%E8%96%A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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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第六期 广西 

第 9/10个案例：柳州地铁站建筑工讨薪  

一、工人罢工了，工会在哪里？ 

罢工事件： 2019 年 1月 30日，广西省

柳州市，中铁二局地铁八号线莲花站拖欠工

资，工人讨薪 

参与人数: 1-100 人 

行业: 建筑业 

工人诉求: 欠薪 

群体事件形式: 静坐, 抗议游行 

 

致电详情： 

我们致电给一个地方总工会： 

——柳州市鱼峰区总工会（办公室） 

 

地方总工会对罢工事件的参与：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901/201901/11418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901/201901/1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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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联系到鱼峰区总工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均接听了电话，态度不错，贵族化问

题改善良好。 

鱼峰区总工会的工作人员并不了解发生在本地的建筑工人讨薪事件。工会工作者

称，“没有收到任何投诉，具体职工也没有过来维权，我们这边都没有收到”。工作

人员记录此事并表示稍后会去联系工人，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再给他们提供服务。 

鱼峰区总工会的行政化、机关化问题改善良好。 

   

增“三性”方面： 

从鱼峰区总工会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我们感受到了对工人的阶级感情（体现了一

定的政治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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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观察与印象请参见 案例七。 

 

三、工会改革建议 

1 建议鱼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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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加入当地工会，得到工会会员的保障。 

2 建议鱼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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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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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B9%BF%E8%A5%BF%E6%A1%88%E4%BE%8B7_9_10%E6%9F%B3%E5%B7%9E%E9%B1%BC%E5%B3%B0%E8%B6%85%E5%B8%82%E6%AC%A0%E8%96%AA.pdf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6%87%E5%AD%97%E7%A8%BF%E5%B9%BF%E8%A5%BF%E6%A1%88%E4%BE%8B7_9_10%E6%9F%B3%E5%B7%9E%E9%B1%BC%E5%B3%B0%E8%B6%85%E5%B8%82%E6%AC%A0%E8%96%AA%20%E5%BB%BA%E7%AD%91%E5%B7%A5%E8%AE%A8%E8%96%A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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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第六期 广西 

第 10/10个案例：柳州碧桂园欠薪  

一、工人罢工了，工会在哪里？ 

罢工事件： 2019 年 1月

31日，广西省柳州市，碧桂园

拖欠建筑工人工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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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州市总工会（办公室） 

——城中区总工会（办公室） 

 

地方总工会对罢工事件的参与：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901/201901/11406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901/201901/1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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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联系到柳州市总工会和城中区总工会，工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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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州市总工会的工作人员称工人被欠薪维权应该联系法律信访，随即提供了社会

联络部的联系方式，但该电话无人接听。 

城中区总工会的工作人员并不了解发生在本地的建筑工人讨薪事件，并建议找人

社局询问详情。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虽然也不了解此事，但询问信息渠道是哪里，认为

“这边没有发生这个欠薪的情况”，对于信息的真实性存疑。 

柳州市总工会的行政化、机关化仍然严重。 

城中区总工会的行政化仍然存在。 

 

增“三性”方面： 

从城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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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欠薪的建筑工人在集体讨薪维权之前以及过程当中，都没有向工会求助。 

城中区总工会在本次发生欠薪维权事件时，正好在涉及的碧桂园工地附近举办暖

流活动，但并没有工人找到工会求助，工会也没有接到这方面的举报或者投诉。看起

来，工会工作并没有得到工人的足够重视。 

城中区总工会提出，讨薪事件通常都是人社、劳监部门处理。工会建议去询问人

社局，他们才“具体管拖欠农民工工资”。有政府部门负责，工会对于解决劳资纠纷

的作为空间不大。 

城中区总工会把自己当作劳资以外的第三方，而非劳方的利益代表者。对于劳资

纠纷的处理，工会仍然沿用等待工人上门求助的工作作风。“如果接到相关投诉或者

维权要求”，工会可以提供律师帮助，但需要工人主动来找工会求助。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1%98%E5%BD%95%E5%B9%BF%E8%A5%BF%E6%A1%88%E4%BE%8B10_10%E6%9F%B3%E5%B7%9E%E7%A2%A7%E6%A1%82%E5%9B%AD%E6%AC%A0%E8%96%A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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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工人入会方面，城中区总工会依然沿用企业方自愿建会的方法，而非由工

会主动组织工人入会。施工方“如果有意愿的话”，工会会“接受他建立相关的工会

组织”。同时，工会到工地上也做宣传，但是以送清凉、送温暖、送暖流为主，具体

入会仍要工人自己来找。听起来，城中区总工会组织工人入会是以企业的意愿为主。 

城中区总工会建议，如要了解工会职责作为，“可以发函过来”。 要发函才能了

解工会的职责，这种行文请示的作风体现的是官本位而非工人本位。这种做法既令普

通工人望而却步，也会阻碍工会工作人员接受监督和问责——尤其是来自工人和舆论

的问责。 

  

三、工会改革建议 

1建议城中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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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加入当地工会，得到工会会员的保障。 

2 建议城中区政府部门，在解决欠薪问题方面应退出主导角色，由工会担当主导

角色。 

3 建议城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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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建议城中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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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副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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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城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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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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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BF%E8%A5%BF%E6%A1%88%E4%BE%8B10_10%E6%9F%B3%E5%B7%9E%E7%A2%A7%E6%A1%82%E5%9B%AD%E6%AC%A0%E8%96%AA.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