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第十六期 新老行业组织工人入会难 

 

本期报告，我们从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安全事故地图、工人求助地图选取了 7 起事件，分

别涉及外卖行业、出租车行业和讨薪问题。就这七起事件，我们分别联系到北京朝阳、江苏泰

州、吉林白城、安徽蒙城、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南溪、河南濮阳的地方和基层工会，聚焦各地

工会工作者的行动意愿与能力。 

 

本期报告选取的 7 起事件： 

● 北京朝阳区饿了么送餐员猝死（安全事故） 

● 江苏泰州饿了么外卖员自焚讨薪（工人求助） 

● 吉林白城出租车司机集体诉讼（集体行动） 

● 安徽蒙城出租车司机集体上访（集体行动） 

● 四川西南民族大学教师拉横幅讨薪（集体行动） 

● 河南濮阳建筑工人讨薪（集体行动） 

● 四川宜宾建筑工人讨薪（工人求助） 

 

外卖行业是零工经济的典型代表，数百万灵活就业大军缺乏正规的劳动关系，没有劳动者应有

的福利保障。面对不断调整算法压榨工人的平台，工人们缺乏话语权也无力议价，日复一日困

在系统。在这种新业态之下，工会如何组织外卖工人加入工会组织？当外卖员权益受损，工会

能否代表他们维护劳动权利、争取到合理的工资待遇？出租车行业一向是矛盾较为特殊的行

业，近年来出租车司机与公司之间利益分配矛盾愈发凸显。眼下不少地方都成立了出租车行业

工会，在出租车司机争取车辆所有权、经营权的过程中，行业工会能否代表出租车司机的利

益？行业工会如何帮助司机们提出诉求并与出租车公司和当地政府展开集体谈判？每年的春节

前后都是讨薪高峰期，从传统建筑工地的农民工讨薪，到如今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们讨薪，

这些讨薪的工人们是否有加入当地工会？各地工会是否知晓发生在本地的讨薪事件？能否帮助

工人讨薪？ 

 

归根到底，这些问题叩问的还是工会是否做好了工人利益代表者和谈判者的角色？在工人权益

受损时，工会能否主动站出来，维护工人权益？在日常工作中，工会能否积极发挥协商作用，

有效建立行业集体谈判的机制，防患于未然。 

 

值得称赞的是，在一些案例中，我们看到了地方工会的行动意愿。蒙城县总工会在推动八大群

体入会方面做出了许多探索。宜宾市南溪区总工会表示，愿意主动联系讨薪工人了解情况。此

外，大部分工会在我们提出建议之后，也体现了一定的行动意愿。 

 

不过，这些案例仍暴露了工会工作的许多短板。不论是在传统的建筑行业，还是在特殊的出租

车行业，或是在新兴的外卖行业，工会一直在沿用依靠企业雇主建立工会的老办法。在建筑行

业，依靠建筑企业建会，仍难以包含流动性较高的农民工群体；在出租车行业，依托出租车企

业和交管部门牵头建立的工会，无法代表出租车司机们的利益，更与司机们的实际需求脱节；

在外卖行业，依靠平台企业建立工会，无疑把大量外卖员排除在工会组织之外，也跟不上平台

企业偏向灵活用工方式的现实。 

https://www.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5%85%AD%E6%9C%9F13%EF%BC%9A%E5%A4%96%E5%8D%96%E5%91%98%E7%8C%9D%E6%AD%BB%E3%80%81%E8%87%AA%E7%84%9A%EF%BC%8C%E5%85%AB%E5%A4%A7%E7%BE%A4%E4%BD%93%E5%85%A5%E4%BC%9A%E5%A6%82%E4%BD%95%E8%90%BD%E5%88%B0%E5%AE%9E%E5%A4%84%EF%BC%9F
https://www.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5%85%AD%E6%9C%9F13%EF%BC%9A%E5%A4%96%E5%8D%96%E5%91%98%E7%8C%9D%E6%AD%BB%E3%80%81%E8%87%AA%E7%84%9A%EF%BC%8C%E5%85%AB%E5%A4%A7%E7%BE%A4%E4%BD%93%E5%85%A5%E4%BC%9A%E5%A6%82%E4%BD%95%E8%90%BD%E5%88%B0%E5%AE%9E%E5%A4%84%EF%BC%9F
https://www.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5%85%AD%E6%9C%9F23%EF%BC%9A%E5%87%BA%E7%A7%9F%E8%BD%A6%E5%8F%B8%E6%9C%BA%E8%A6%81%E6%B1%82%E7%A1%AE%E6%9D%83%EF%BC%8C%E8%A1%8C%E4%B8%9A%E5%B7%A5%E4%BC%9A%E5%9C%A8%E5%93%AA%E9%87%8C%EF%BC%9F
https://www.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5%85%AD%E6%9C%9F23%EF%BC%9A%E5%87%BA%E7%A7%9F%E8%BD%A6%E5%8F%B8%E6%9C%BA%E8%A6%81%E6%B1%82%E7%A1%AE%E6%9D%83%EF%BC%8C%E8%A1%8C%E4%B8%9A%E5%B7%A5%E4%BC%9A%E5%9C%A8%E5%93%AA%E9%87%8C%EF%BC%9F
https://www.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5%85%AD%E6%9C%9F33%EF%BC%9A%E8%8A%82%E5%89%8D%E8%AE%A8%E8%96%AA%E9%AB%98%E5%B3%B0%EF%BC%8C%E5%B7%A5%E4%BC%9A%E5%A6%82%E4%BD%95%E5%B8%AE%E5%8A%A9%E8%AE%A8%E8%96%AA%EF%BC%9F
https://www.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5%85%AD%E6%9C%9F33%EF%BC%9A%E8%8A%82%E5%89%8D%E8%AE%A8%E8%96%AA%E9%AB%98%E5%B3%B0%EF%BC%8C%E5%B7%A5%E4%BC%9A%E5%A6%82%E4%BD%95%E5%B8%AE%E5%8A%A9%E8%AE%A8%E8%96%AA%EF%BC%9F
https://www.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5%85%AD%E6%9C%9F33%EF%BC%9A%E8%8A%82%E5%89%8D%E8%AE%A8%E8%96%AA%E9%AB%98%E5%B3%B0%EF%BC%8C%E5%B7%A5%E4%BC%9A%E5%A6%82%E4%BD%95%E5%B8%AE%E5%8A%A9%E8%AE%A8%E8%96%AA%EF%BC%9F


 

工会组织工人加入工会不力的同时，工会代表和维护工人权益的职能也被削弱。各地工会或是

囿于属地原则，或是声称工会没有执法权，工会就此躲在劳动部门和司法部门之后，难以真正

做到“哪里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为工人说话”。属地原则和没有执法

权，已经成为一些工会不作为的挡板。 

 

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地方工会不知道如何应对外界问责。工会应加大透明度，敞开社

会监督的大门，才能进一步推动工会改革的步伐。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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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总工会改革试点方案”，工会改革已经过去了五年多的时

间。要继续深化工会改革，还需各地工会发挥主观能动性、往前多走几步、做出改革的先行示

范，不能一切等上级的指示。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劳工通讯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第一，工会应该摒弃依靠企业雇主建会的做法，地方工会应该组建行业工会，发展工人个人直

接加入工会。 

第二，工会应代表会员，与各行业商业协会进行集体谈判，以改善该行业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福

利待遇。 

 

 

第十六期 1/3：外卖员猝死、自焚，八大群体入会如何落到实处？ 

 

2020 年 12 月 21 日，43 岁的饿了么骑手韩某在送餐途中猝死。韩某是山西人，在北京打工，

当天早上 9 点开始送餐，到下午 5 点多，已经送了 33 单，就在送第 44 单香江北路某餐厅的

订单路上倒下了。饿了么表示，韩某是通过蜂鸟众包 APP 注册的，与平台无任何关系，出于

人道主义，愿意给家属提供 2000 元。 

 

不到一个月之后，外卖员的悲剧再度发生。2021 年 1 月 11 日，在江苏泰州一家配送站门

前，47 岁的饿了么外卖员刘进引火自焚，声称“我命都不要了，无所谓了，我要我的血汗钱。”

刘进每天起早贪黑，工作 12 个小时左右，却发现 11 月的工资只有 1000 多元，比预计少了

5000 元。为了这被扣的 5000 元工资，刘进找了好多次配送点站长以及配送点的承包公司，

但都没讨回工资，无奈之下自焚讨薪。 

 

外卖员在送餐途中猝死和以自焚来讨薪也许只是极端个案，但两位外卖员的日常工作条件是整

个外卖员群体的共同困境——在算法的驱使下，外卖员只能通过延长工作时间，送更多订单，

来获得更高的工资；超长工时加大了猝死的风险，也给送餐之途带来了更多交通事故的隐患；

平台和公司任意调整订单价格和骑手的工资，骑手对此却几乎毫无话语权和议价权；平台通过

外包、众包等手段来模糊劳动关系、甩脱对外卖员的责任。平台声称自己与其商业帝国的基柱

外卖员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而广大外卖员在没有五险一金和劳动保障的情况下，听从于平台

算法的安排每日奔波。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2&startDate=2020-12&endDate=2020-12&eventId=2021010717273366604&industry=7&parentIndustry=7&industryName=%E4%BB%93%E5%82%A8/%E7%89%A9%E6%B5%81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2&startDate=2020-12&endDate=2020-12&eventId=2021010717273366604&industry=7&parentIndustry=7&industryName=%E4%BB%93%E5%82%A8/%E7%89%A9%E6%B5%81
https://www.sohu.com/a/442774490_116237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3&startDate=2021-01&endDate=2021-01&eventId=2021041909230523150&addressId=320100,320200,320300,320400,320500,320600,320700,320800,320900,321000,321100,321200,321300&parentAddressId=320000&address=%E5%8D%97%E4%BA%AC%E5%B8%82,%E6%97%A0%E9%94%A1%E5%B8%82,%E5%BE%90%E5%B7%9E%E5%B8%82,%E5%B8%B8%E5%B7%9E%E5%B8%82,%E8%8B%8F%E5%B7%9E%E5%B8%82,%E5%8D%97%E9%80%9A%E5%B8%82,%E8%BF%9E%E4%BA%91%E6%B8%AF%E5%B8%82,%E6%B7%AE%E5%AE%89%E5%B8%82,%E7%9B%90%E5%9F%8E%E5%B8%82,%E6%89%AC%E5%B7%9E%E5%B8%82,%E9%95%87%E6%B1%9F%E5%B8%82,%E6%B3%B0%E5%B7%9E%E5%B8%82,%E5%AE%BF%E8%BF%81%E5%B8%82&parentAddress=%E6%B1%9F%E8%8B%8F%E7%9C%81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3&startDate=2021-01&endDate=2021-01&eventId=2021041909230523150&addressId=320100,320200,320300,320400,320500,320600,320700,320800,320900,321000,321100,321200,321300&parentAddressId=320000&address=%E5%8D%97%E4%BA%AC%E5%B8%82,%E6%97%A0%E9%94%A1%E5%B8%82,%E5%BE%90%E5%B7%9E%E5%B8%82,%E5%B8%B8%E5%B7%9E%E5%B8%82,%E8%8B%8F%E5%B7%9E%E5%B8%82,%E5%8D%97%E9%80%9A%E5%B8%82,%E8%BF%9E%E4%BA%91%E6%B8%AF%E5%B8%82,%E6%B7%AE%E5%AE%89%E5%B8%82,%E7%9B%90%E5%9F%8E%E5%B8%82,%E6%89%AC%E5%B7%9E%E5%B8%82,%E9%95%87%E6%B1%9F%E5%B8%82,%E6%B3%B0%E5%B7%9E%E5%B8%82,%E5%AE%BF%E8%BF%81%E5%B8%82&parentAddress=%E6%B1%9F%E8%8B%8F%E7%9C%81
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2021-01-16/doc-ikftssan7090696.shtml


近年来，零工经济蓬勃发展，2020 年中国共享经济从业者人数达到 8400 万，但这一庞大的

劳动者群体的劳动保障仍迟迟跟不上。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地图于 2017 年收录到 10 起外卖骑

手罢工抗议事件，到 2019 年上升至 45 起。2020 年，受到疫情影响，许多失业工人涌入外卖

行业，尽管劳动条件变得更为严苛，但工人抗议大幅减少，一年中只记录到 3 起外卖员抗议事

件。2021 年，随着经济生产的复苏，外卖员的抗争也有所上升。 

 

不论是统计数据，还是上述两起个案，都一再证明了外卖工人需要有组织的力量去与平台议价

协商，争取更好的劳动条件。就此问题，中国劳工通讯电话访问了上述两起事件所在的地方工

会，探讨工会是否可以代表外卖员，以及工会打算如何组织灵活就业的外卖员加入工会。 

 

猝死于北京的外卖员韩某最后取餐的地点在香江北路某餐厅，就此我们联系了餐厅所在地北京

市朝阳区孙河工会服务站。我们提出，在悲剧发生后，外卖平台推卸责任，说工人和平台没有

任何关系，只愿意给两千块钱的人道主义协助，这种情况之下工会能否代表猝死外卖员家属争

取工亡待遇？对这一问题，孙河工会服务站工作人员首先发问，“我不知道您说的员工是不是

我们这儿建会单位的员工”。 

 

工会只服务辖区内建会单位的会员，但很多企业雇主根本不建会，就算建会也不会在每个辖区

建工会。是否是建会单位的会员，涉及到当地是否有外卖送餐员工会，以及外卖员如何加入工

会的问题。而孙河工会服务站表示，该区还没有送餐员工会，“因为我们建会是以公司为建会

的，不是说以个人或是一个集体然后他就建会了”。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首先要饿了么平台

建立工会，骑手作为公司员工才能入会。 

 

除了公司建会以外，孙河工会服务站又提出了辖区问题。工会组织关系由公司所在辖区决定，

“它这个工会组织啊，不是说就是全都是我们辖区的就归我们管。像那个国企、央企，就不归

我们管。还有很多企业是跟那个朝阳区直接管。还有好多企业是市里面直接管……这个饿了么

它肯定是很大的一个平台，它不会受我们地区总工会管的。它有可能是市里面直管的吧，或者

是区里面直管的。”听起来，如果企业雇主没在本辖区建会，地方工会对发生在当地的工人侵

权事件就可以置之不理。 

 

孙河工会服务站又指出，饿了么公司不在北京成立，其工会也不在北京。尽管北京有成千上万

的外卖员，每天穿梭在城市中，维持着城市运转，但按照孙河工会的说法，这些劳动者似乎与

北京地方工会没什么关系了。尽管如此，工会工作人员还是多次强调，朝阳区成立了快递行业

工会，囊括多家快递企业，外卖员也应该包含其中，实现了百分百全覆盖。一方面是“行业工

会全覆盖”，另一方面却是骑手猝死求助无门，令人疑惑全覆盖的企业工会究竟为谁而建。 

 

此外，对于媒体已有诸多报道的外卖员猝死一事，孙河工会服务站对其真实性仍存怀疑。“如

果有这个事件，我们乡政府一定会知道的。因为乡政府好多安全部门，还有劳动部门，安全生

产这种，他一定会知道的，而且一定我们会开会共同解决的。但是到现在我都没有听说过这个

消息。”如此看来，虽然朝阳区有特殊行业工会百分百覆盖，工会和政府部门也有联动机制，

但事故发生后，当地工会对于本地工人工亡仍不知情。 

 

针对江苏泰州外卖员讨薪自焚事件，我们联系到了泰州市海陵区总工会。海陵区总工会表示，

知道这起事件，此事目前由区政府网信办主要负责，其他部门配合。遗憾的是，从刘进收到

https://www.ndrc.gov.cn/xxgk/jd/wsdwhfz/202102/P020210222307942136007.pdf
https://www.ndrc.gov.cn/xxgk/jd/wsdwhfz/202102/P020210222307942136007.pdf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1&startDate=2020-12&endDate=2021-06&eventId=&keyword=&addressId=&parentAddressId=&address=&parentAddress=&industry=&parentIndustry=&industryName=


11 月工资，发现工资被扣，到最终愤而自焚，中间过去了 18 天。这 18 天里，他与公司进行

过交涉，但没有找过工会。事件发生后，由政府处理，看来工会在其中也并无角色。 

 

在海陵区，建会成为了症结所在，没有基层工会这一抓手，工会难以彰显力量，维护员工权

益。海陵区总工会表示，目前在泰州还没有送餐员工会联合会。与北京做法类似，在泰州，外

卖员也只能通过公司加入工会，只有公司成立了工会，外卖员才能成为工会会员。工会进一步

指出了建会的重要性，“如果他建立了工会，我们（工会）还是有一定的就是话语权吧。如果

人家没有建立工会，我们去贸然，就是职工有诉求我们去找，企业他不听你的也没有办法。”

看起来，企业雇主掌握有建会的主动权，而工会完全被动。如果企业雇主不同意建会，工会自

认为没办法组织工人。而当工人有诉求的时候，在没有基层工会的企业，地方工会既不敢去组

织工人直接成立基层工会，也不会主动代表工人的利益去与企业雇主展开谈判。 

 

另一方面，海陵区总工会虽然表达了愿意为职工维权的意愿，却把工会当作官僚体系，为工人

求助设置了诸多门槛。海陵区工会要求，工人得主动上门找工会求助，并且需要逐级访问各级

工会才行。“如果职工他有反映、有诉求，那我们去帮他去调解、去维权，或者是帮他去法律

援助。但是如果他不跟他们本级工会或者是所在地的工会去反映或者干嘛的，我们是没有办法

去了解到这个事情的……比如说，这个企业的职工，他们成立了工会，职工有什么诉求，他可

以先向本级工会去调解、去诉求、去维权。然后本级工会解决不了的，就向上一级，就是镇街

所在的工会去。然后镇街再不能解决的，就到我们这个海陵区工会这边过来。” 

 

从外卖员猝死和自焚讨薪两起事件，我们能够看到在新兴行业灵活就业方面，工会工作仍存在

诸多困难。首当其冲是入会问题，各地工会仍在走依靠企业雇主建会的老路，而企业建会的传

统模式一定程度上与灵活就业的现实相脱节。假如雇主不愿意成立工会，外卖送餐员就会进一

步处于无组织无保障的状态。另一方面，外卖行业经过多年发展，目前直接受聘于外卖平台的

工人仅占少数，更多外卖员处在外包、众包模式下，这与传统行业中工人明确受雇于某家公司

有所不同。 

 

2018 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提出，要大力推进包括网约送餐员在内的八大群体入会，至今已有

三年。大量的外卖员却仍然没有加入工会组织。显然，工会需要寻找新路径，组织新行业新业

态的劳动者入会。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各地工会借工会改革的时机多多发挥主观能动性。 

 

海陵区总工会虽然表达了为职工维权的意愿，但在如何推进八大群体入会、保障职工权益方

面，以及地方工会在工会改革中的角色认知上，仍较为保守。“改革的话也不是我们，我们只

能是执行，就是区工会只能是执行……老是要我们改革创新，但是这些东西，肯定是要有文

件，有政策支撑的基础上我们再去做。你没有这些东西，我们也不敢去做。”外卖行业是典型

的新兴行业，从业者和公司、平台的关系与传统的劳动关系有所不同，劳动保护状况令人担

忧。要解决这一问题，工会需要更大的主动性和魄力。 

 

有鉴于此，中国劳工通讯提出以下两点建议：第一，突破依靠企业雇主建会的老路径，直接组

建区外卖员行业工会，由外卖员个人直接入会。第二，在成立外卖员行业工会的基础上，由行

业工会与几家主要公司进行行业协商，包括工资、保险、工时等劳动条件，让外卖员受到集体

合同的保护。 

 



以上分析解读仅代表 CLB 的立场，欢迎点击链接就孙河工会服务站、泰州市总工会、海陵区

总工会访谈文字稿作出不同解读。 

 

 

第十六期 2/3：出租车司机要求确权，行业工会在哪里？ 

 

2021 年 1 月 7 日，吉林省白城市，出租车司机发起集体诉讼，要求确认车辆所有权、经营

权。1 月 13 日，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出租车司机集体上访，要求营运证、道路运输证、行

驶证、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五证合一，归司机所有。 

 

根据白城市出租车司机出具的合同及税务证明，司机是出租汽车的实际出租人，过去他们以个

体经营的方式运营。但由于转变为公司化模式，司机被迫挂靠在出租车公司，车辆行驶证、运

营证改为公司名下，且公司正进一步蚕食司机的经营权。白城市的哥的姐们多次向有关部门递

交信访诉求书，但未能解决问题，因此在新年发起了集体诉讼。 

 

蒙城县出租车司机也表示， “我们出租车花了半辈子的心血三四十万买的。之前出租车的营运

证，道路运输证，行驶证，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都是我们个人的名下。自从出租车换了皖

ST 牌后，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五证全部变更为出租车公司了。” 

 

出租车属于特许经营行业，在政府政策引导下，目前公司化的经营模式占主导地位，在出租车

司机和公司之间也产生了诸多矛盾。例如，产权、经营权划分不清，公司巧立名目，收取高额

管理费等问题，致使司机发出了“我们的血汗钱被他们（出租车公司）独吞！”的呐喊。 

 

仅今年 1 月，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就收录了 20 起出租车司机抗议，其中 7 起要求经营权及

产权合一，以及不满公司乱收费。而 2020 年，出租车行业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严重，行业

需同时承受防疫风险和需求暴跌的两方面压力，当年我们共收录到 109 起出租车司机抗议。 

 

当前出租车司机与公司之间利益分配不均问题突出，各地出租车司机集体行动不断涌现。在政

府、出租车公司和司机三方之间，可以看到许多哥的姐们共同维权，经历了找政府有关部门信

访、协调，找主管的交通部门，打市长热线等等。此时，我们不得不提出的一个问题是——面

对持续严重的劳资冲突，出租车行业工会在哪里？ 

 

就此问题，中国劳工通讯分别联系到了事件涉及的白城市总工会、亳州市总工会以及蒙城县总

工会，询问当地工会是否了解出租车司机的行动，工会能否代表司机们维权，以及当地出租车

行业工会的动向。不过，吉林白城和安徽亳州两地，工会的态度大有不同。 

 

白城市总工会似乎完全在工人集体行动的状况之外。白城市总工会工作人员表示，对于出租车

司机的集体诉讼案件不太清楚，并建议我们联系工会法律顾问室。而法律顾问室直接挂断电

话，其后多次拨打均无人接听。面对这样不联系群众、机关化严重的工会，难以想象工会如何

代表出租车司机的利益。 

 

https://www.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5%BD%95%E9%9F%B3%E7%A8%BF%EF%BC%9A%E5%8C%97%E4%BA%AC%E5%B8%82%E6%9C%9D%E9%98%B3%E5%8C%BA%E5%AD%99%E6%B2%B3%E5%9C%B0%E5%8C%BA%E5%B7%A5%E4%BC%9A%E6%9C%8D%E5%8A%A1%E7%AB%99.pdf
https://www.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5%BD%95%E9%9F%B3%E7%A8%BF%EF%BC%9A%E6%B1%9F%E8%8B%8F%E6%B3%B0%E5%B7%9E%E5%B8%82%E9%80%81%E9%A4%90%E5%91%98%E5%88%98%E8%BF%9B%E8%A2%AB%E6%89%A3%E5%B7%A5%E8%B5%84%E8%87%AA%E7%84%9A.pdf
https://www.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5%BD%95%E9%9F%B3%E7%A8%BF%EF%BC%9A%E6%B1%9F%E8%8B%8F%E6%B3%B0%E5%B7%9E%E5%B8%82%E9%80%81%E9%A4%90%E5%91%98%E5%88%98%E8%BF%9B%E8%A2%AB%E6%89%A3%E5%B7%A5%E8%B5%84%E8%87%AA%E7%84%9A.pdf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1&startDate=2021-01&endDate=2021-01&eventId=2021011118363835990&addressId=220100,220200,220300,220400,220500,220600,220700,220800,222400&parentAddressId=220000&address=%E9%95%BF%E6%98%A5%E5%B8%82,%E5%90%89%E6%9E%97%E5%B8%82,%E5%9B%9B%E5%B9%B3%E5%B8%82,%E8%BE%BD%E6%BA%90%E5%B8%82,%E9%80%9A%E5%8C%96%E5%B8%82,%E7%99%BD%E5%B1%B1%E5%B8%82,%E6%9D%BE%E5%8E%9F%E5%B8%82,%E7%99%BD%E5%9F%8E%E5%B8%82,%E5%BB%B6%E8%BE%B9%E6%9C%9D%E9%B2%9C%E6%97%8F%E8%87%AA%E6%B2%BB%E5%B7%9E&parentAddress=%E5%90%89%E6%9E%97%E7%9C%81&industry=10300&industryName=%E5%87%BA%E7%A7%9F%E8%BD%A6%E7%BD%91%E7%BA%A6%E8%BD%A6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1&startDate=2021-01&endDate=2021-01&eventId=2021011118363835990&addressId=220100,220200,220300,220400,220500,220600,220700,220800,222400&parentAddressId=220000&address=%E9%95%BF%E6%98%A5%E5%B8%82,%E5%90%89%E6%9E%97%E5%B8%82,%E5%9B%9B%E5%B9%B3%E5%B8%82,%E8%BE%BD%E6%BA%90%E5%B8%82,%E9%80%9A%E5%8C%96%E5%B8%82,%E7%99%BD%E5%B1%B1%E5%B8%82,%E6%9D%BE%E5%8E%9F%E5%B8%82,%E7%99%BD%E5%9F%8E%E5%B8%82,%E5%BB%B6%E8%BE%B9%E6%9C%9D%E9%B2%9C%E6%97%8F%E8%87%AA%E6%B2%BB%E5%B7%9E&parentAddress=%E5%90%89%E6%9E%97%E7%9C%81&industry=10300&industryName=%E5%87%BA%E7%A7%9F%E8%BD%A6%E7%BD%91%E7%BA%A6%E8%BD%A6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1&startDate=2021-01&endDate=2021-01&eventId=2021012013023301871&addressId=340100,340200,340300,340400,340500,340600,340700,340800,341000,341100,341200,341300,341500,341600,341700,341800&parentAddressId=340000&address=%E5%90%88%E8%82%A5%E5%B8%82,%E8%8A%9C%E6%B9%96%E5%B8%82,%E8%9A%8C%E5%9F%A0%E5%B8%82,%E6%B7%AE%E5%8D%97%E5%B8%82,%E9%A9%AC%E9%9E%8D%E5%B1%B1%E5%B8%82,%E6%B7%AE%E5%8C%97%E5%B8%82,%E9%93%9C%E9%99%B5%E5%B8%82,%E5%AE%89%E5%BA%86%E5%B8%82,%E9%BB%84%E5%B1%B1%E5%B8%82,%E6%BB%81%E5%B7%9E%E5%B8%82,%E9%98%9C%E9%98%B3%E5%B8%82,%E5%AE%BF%E5%B7%9E%E5%B8%82,%E5%85%AD%E5%AE%89%E5%B8%82,%E4%BA%B3%E5%B7%9E%E5%B8%82,%E6%B1%A0%E5%B7%9E%E5%B8%82,%E5%AE%A3%E5%9F%8E%E5%B8%82&parentAddress=%E5%AE%89%E5%BE%BD%E7%9C%81&industry=10300&industryName=%E5%87%BA%E7%A7%9F%E8%BD%A6%E7%BD%91%E7%BA%A6%E8%BD%A6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1&startDate=2021-01&endDate=2021-01&eventId=2021012013023301871&addressId=340100,340200,340300,340400,340500,340600,340700,340800,341000,341100,341200,341300,341500,341600,341700,341800&parentAddressId=340000&address=%E5%90%88%E8%82%A5%E5%B8%82,%E8%8A%9C%E6%B9%96%E5%B8%82,%E8%9A%8C%E5%9F%A0%E5%B8%82,%E6%B7%AE%E5%8D%97%E5%B8%82,%E9%A9%AC%E9%9E%8D%E5%B1%B1%E5%B8%82,%E6%B7%AE%E5%8C%97%E5%B8%82,%E9%93%9C%E9%99%B5%E5%B8%82,%E5%AE%89%E5%BA%86%E5%B8%82,%E9%BB%84%E5%B1%B1%E5%B8%82,%E6%BB%81%E5%B7%9E%E5%B8%82,%E9%98%9C%E9%98%B3%E5%B8%82,%E5%AE%BF%E5%B7%9E%E5%B8%82,%E5%85%AD%E5%AE%89%E5%B8%82,%E4%BA%B3%E5%B7%9E%E5%B8%82,%E6%B1%A0%E5%B7%9E%E5%B8%82,%E5%AE%A3%E5%9F%8E%E5%B8%82&parentAddress=%E5%AE%89%E5%BE%BD%E7%9C%81&industry=10300&industryName=%E5%87%BA%E7%A7%9F%E8%BD%A6%E7%BD%91%E7%BA%A6%E8%BD%A6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1&startDate=2020-12&endDate=2021-06&eventId=&keyword=&addressId=&parentAddressId=&address=&parentAddress=&industry=&parentIndustry=&industryName=


对于亳州蒙城出租车司机集体上访，亳州市总工会不想站出来为司机说话。亳州市总工会工作

者表示对此事具体不太清楚，并建议联系蒙城县总工会。同时表示并不赞同由市总工会直接介

入，认为首先得由职工向工会反映问题，其次应遵循属地原则，由蒙城县总工会去了解情况、

协调，“他不可能直接就向上面反映，就跟咱们群众上访一样的”，要逐级反映问题。 

 

翻查工会网站，早在 2015 年 11 月，亳州就成立了市出租车行业工会联合会。亳州市出租车

行业工会联合会的成立“旨在最大限度地为出租车驾驶员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生活和学习环

境”，工会联合会将“深入拓展创建和谐劳动关系活动，实现亳州出租车行业劳动关系总体和谐

稳定”，并要“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履行工会的基本职能，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

益”。在司机发起集体行动而工会无动于衷的鲜明对比下，网上这些冠冕堂皇的宗旨更像是宣

传的工具。 

 

此外，根据亳州市总工会工作人员所述，市出租车行业工会联合会仅是市里几家出租车公司联

合成立的。工会人员仍坚持属地原则，认为蒙城县发生的事件，应该问蒙城县出租车行业工

会。 

 

于是，我们又联络到蒙城县总工会询问出租车司机要求五证合一的维权事件，但蒙城县总工会

表示，没有人到工会反映过这个问题。工会提及，如果有人打市长热线，涉及到工会问题，市

长热线会转介到县工会，但县工会表示近两年都没有接到这种转介。不得不说这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工会脱离职工群众。 

 

据了解，蒙城县有出租车行业工会，是由县交通局牵头，县内两三家出租车公司联合成立的。

然而，出租车司机们在现实中遇到问题，去交通部门也好，打市长热线也好，或者集体上访也

好，在蒙城县、亳州市都有出租车行业工会的情况下，没有人去找工会，让工会代表司机们与

公司协商五证合一问题。蒙城县出租车行业工会一早已经建好，却是企业雇主成立的，工人有

麻烦不来找工会，工会也不知道工人的诉求，更不用提代表工人与企业雇主展开谈判。在行业

工会组织这里，建会只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目标，而非代表行业工人利益与行业企业协

会展开谈判。 

 

蒙城县总工会负责工会组建工作的方女士也向我们坦言了工会组织工作面临的重重困难。方女

士讲述了推动建立快递行业工会遇到的诸多挑战，最大的问题是“没人搭理我们”。工会跑到快

递员当中去做宣传，发放“加入工会十大好处”宣传单，“我们甚至于，就是宣传的时候，告诉他

们，我们给他们购买，就是人身免费的购买人身意外保险嘛，依然没有人搭理我们”。工会又

找到市邮政局，市邮政局对成立快递行业工会一事颇为重视，由邮政局牵头和快递公司老板打

招呼，然后到职工当中去宣传工会，不过“依然还是没有人找我们”。 

 

蒙城县总工会曾经到职工群众中去宣传加入工会，做了许多工作，但仍然遇冷。如何真正走到

群众中去，关键不是看说什么，而是要看做什么。要吸引工人加入工会，工会要能够切实为职

工提高工资福利，在劳资纠纷发生的时候主动代表工人与企业雇主展开谈判。例如，亳州市和

蒙城县出租车行业工会联合会已成立多年，但出租车司机们维权却不找工会，结症就在于依靠

交通局和公司成立的工会有名无实，根本无法代表司机们的利益。而要推动快递行业工人入

会，也不能沿用依靠企业雇主组建工会这一旧有的作风。企业雇主建会已经被实践证明既不能

维护工人权益也对解决劳动冲突无益。 

https://www.ahghw.org/gzdt/zzb/9930531.html
https://www.ahghw.org/gzdt/zzb/9930531.html


 

蒙城县总工会可以此次出租车司机维权为契机，出面代表司机们与出租车公司进行谈判，协商

解决五证合一问题，在出租车司机群体中，打响工会的名气。也让其他工人群体进一步认识工

会，真正体会到加入工会十大好处。 

 

中国劳工通讯建议，各地工会放弃依靠企业雇主建会的旧模式，直接发展出租车司机个人加入

工会。并建议行业工会应代表会员与行业商业协会通过集体谈判，改善本行业工人的权利状

况。 

 

以上分析解读仅代表 CLB 的立场，欢迎点击链接就白城市总工会、亳州市总工会、蒙城县总

工会访谈文字稿作出不同解读。 

 

 

第十六期 3/3：节前讨薪高峰，工会如何帮助讨薪？ 

 

每年春节前后，都是讨薪高峰期。在外打工一年，工人们都希望能拿到工钱，回家过年。今年

春节前，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 月期间，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收集到 144 起工人讨薪事

件，工人求助地图收录到 89 起讨薪事件。 

 

在这段一年中讨薪最密集的时期，工会是否知道发生在本地的讨薪事件，能否代表工人拿回应

得的工资？在本期的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报告中，中国劳工通讯选取了 3 个讨薪案例，看地方

和基层工会是否担起了工人利益代表者的责任，维护工人最基本的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 

 

2020 年 12 月 29 日，数十名西南民族大学教师在校门口拉起了“西南民族大学绩效不公，还我

绩效”的横幅，高喊“学校不公，还我绩效”口号。教师们认为薪酬计算“重行政轻教学”，部分行

政岗位工资高于科教岗位老师工资；由于提前扣了两年的养老保险费，一名教授称年终绩效奖

金“到手只有 8 元”，更有年轻老师年终绩效奖金不足抵扣，存在倒欠的情况。 

 

2021 年 1 月 20 日，河南濮阳县中铁三十四局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据工人们讲，他们由河

南新乡龙达劳务公司招来，公司“歧视外地人，一起做事的当地农民工工资早已发放，外地的

农民工没有收到一分”，公司对讨薪工人避而不见，工人多处投诉结果也不乐观。 

 

1 月 30 日，有工人在网上发帖求助，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裴石乡修建安置房的农民工被拖欠

了七年的工资，至今仍没有结果。该项目是南溪区政府项目，由南溪区财源国有投资公司承包

给南溪区翔森公司，又由翔森公司把劳务分包给了工头任亮，共拖欠 22 名工人数十万元。多

年来，工人们一直找公司交涉，去信访、找劳动局、司法局，最终在司法局法律援助下发起诉

讼，于 2020 年 11 月拿到终审判决。尽管工人们胜诉了，但到春节前仍未拿到执行的欠薪。 

 

这三起事件，既有教育行业的大学教师讨薪，也有传统上欠薪高发的建筑行业工人讨薪，涉及

新的建筑项目以及早已完工的项目欠薪多年。 

 

https://www.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5%BD%95%E9%9F%B3%E7%A8%BF%EF%BC%9A%E5%90%89%E6%9E%97%E7%99%BD%E5%9F%8E%E5%B8%82%E5%87%BA%E7%A7%9F%E8%BD%A6%E5%8F%B8%E6%9C%BA%E7%A1%AE%E6%9D%83.pdf
https://www.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5%BD%95%E9%9F%B3%E7%A8%BF%EF%BC%9A%E5%AE%89%E5%BE%BD%E8%92%99%E5%9F%8E%E5%87%BA%E7%A7%9F%E8%BD%A6%E7%A1%AE%E6%9D%83.pdf
https://www.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5%BD%95%E9%9F%B3%E7%A8%BF%EF%BC%9A%E5%AE%89%E5%BE%BD%E8%92%99%E5%9F%8E%E5%87%BA%E7%A7%9F%E8%BD%A6%E7%A1%AE%E6%9D%83.pdf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1&startDate=2020-12&endDate=2021-06&eventId=&keyword=&addressId=&parentAddressId=&address=&parentAddress=&industry=&parentIndustry=&industryName=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3&startDate=2020-12&endDate=2021-06&eventId=&keyword=&addressId=&parentAddressId=&address=&parentAddress=&industry=&parentIndustry=&industryName=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1&startDate=2020-12&endDate=2020-12&eventId=2020123013395769569&addressId=510100,510300,510400,510500,510600,510700,510800,510900,511000,511100,511300,511400,511500,511600,511700,511800,511900,512000,513200,513300,513400&parentAddressId=510000&address=%E6%88%90%E9%83%BD%E5%B8%82,%E8%87%AA%E8%B4%A1%E5%B8%82,%E6%94%80%E6%9E%9D%E8%8A%B1%E5%B8%82,%E6%B3%B8%E5%B7%9E%E5%B8%82,%E5%BE%B7%E9%98%B3%E5%B8%82,%E7%BB%B5%E9%98%B3%E5%B8%82,%E5%B9%BF%E5%85%83%E5%B8%82,%E9%81%82%E5%AE%81%E5%B8%82,%E5%86%85%E6%B1%9F%E5%B8%82,%E4%B9%90%E5%B1%B1%E5%B8%82,%E5%8D%97%E5%85%85%E5%B8%82,%E7%9C%89%E5%B1%B1%E5%B8%82,%E5%AE%9C%E5%AE%BE%E5%B8%82,%E5%B9%BF%E5%AE%89%E5%B8%82,%E8%BE%BE%E5%B7%9E%E5%B8%82,%E9%9B%85%E5%AE%89%E5%B8%82,%E5%B7%B4%E4%B8%AD%E5%B8%82,%E8%B5%84%E9%98%B3%E5%B8%82,%E9%98%BF%E5%9D%9D%E8%97%8F%E6%97%8F%E7%BE%8C%E6%97%8F%E8%87%AA%E6%B2%BB%E5%B7%9E,%E7%94%98%E5%AD%9C%E8%97%8F%E6%97%8F%E8%87%AA%E6%B2%BB%E5%B7%9E,%E5%87%89%E5%B1%B1%E5%BD%9D%E6%97%8F%E8%87%AA%E6%B2%BB%E5%B7%9E&parentAddress=%E5%9B%9B%E5%B7%9D%E7%9C%81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1&startDate=2020-12&endDate=2020-12&eventId=2020123013395769569&addressId=510100,510300,510400,510500,510600,510700,510800,510900,511000,511100,511300,511400,511500,511600,511700,511800,511900,512000,513200,513300,513400&parentAddressId=510000&address=%E6%88%90%E9%83%BD%E5%B8%82,%E8%87%AA%E8%B4%A1%E5%B8%82,%E6%94%80%E6%9E%9D%E8%8A%B1%E5%B8%82,%E6%B3%B8%E5%B7%9E%E5%B8%82,%E5%BE%B7%E9%98%B3%E5%B8%82,%E7%BB%B5%E9%98%B3%E5%B8%82,%E5%B9%BF%E5%85%83%E5%B8%82,%E9%81%82%E5%AE%81%E5%B8%82,%E5%86%85%E6%B1%9F%E5%B8%82,%E4%B9%90%E5%B1%B1%E5%B8%82,%E5%8D%97%E5%85%85%E5%B8%82,%E7%9C%89%E5%B1%B1%E5%B8%82,%E5%AE%9C%E5%AE%BE%E5%B8%82,%E5%B9%BF%E5%AE%89%E5%B8%82,%E8%BE%BE%E5%B7%9E%E5%B8%82,%E9%9B%85%E5%AE%89%E5%B8%82,%E5%B7%B4%E4%B8%AD%E5%B8%82,%E8%B5%84%E9%98%B3%E5%B8%82,%E9%98%BF%E5%9D%9D%E8%97%8F%E6%97%8F%E7%BE%8C%E6%97%8F%E8%87%AA%E6%B2%BB%E5%B7%9E,%E7%94%98%E5%AD%9C%E8%97%8F%E6%97%8F%E8%87%AA%E6%B2%BB%E5%B7%9E,%E5%87%89%E5%B1%B1%E5%BD%9D%E6%97%8F%E8%87%AA%E6%B2%BB%E5%B7%9E&parentAddress=%E5%9B%9B%E5%B7%9D%E7%9C%81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1&startDate=2021-01&endDate=2021-01&eventId=2021012010282090334&addressId=410100,410200,410300,410400,410500,410600,410700,410800,410900,411000,411100,411200,411300,411400,411500,411600,411700,419001&parentAddressId=410000&address=%E9%83%91%E5%B7%9E%E5%B8%82,%E5%BC%80%E5%B0%81%E5%B8%82,%E6%B4%9B%E9%98%B3%E5%B8%82,%E5%B9%B3%E9%A1%B6%E5%B1%B1%E5%B8%82,%E5%AE%89%E9%98%B3%E5%B8%82,%E9%B9%A4%E5%A3%81%E5%B8%82,%E6%96%B0%E4%B9%A1%E5%B8%82,%E7%84%A6%E4%BD%9C%E5%B8%82,%E6%BF%AE%E9%98%B3%E5%B8%82,%E8%AE%B8%E6%98%8C%E5%B8%82,%E6%BC%AF%E6%B2%B3%E5%B8%82,%E4%B8%89%E9%97%A8%E5%B3%A1%E5%B8%82,%E5%8D%97%E9%98%B3%E5%B8%82,%E5%95%86%E4%B8%98%E5%B8%82,%E4%BF%A1%E9%98%B3%E5%B8%82,%E5%91%A8%E5%8F%A3%E5%B8%82,%E9%A9%BB%E9%A9%AC%E5%BA%97%E5%B8%82,%E6%B5%8E%E6%BA%90%E5%B8%82&parentAddress=%E6%B2%B3%E5%8D%97%E7%9C%81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1&startDate=2021-01&endDate=2021-01&eventId=2021012010282090334&addressId=410100,410200,410300,410400,410500,410600,410700,410800,410900,411000,411100,411200,411300,411400,411500,411600,411700,419001&parentAddressId=410000&address=%E9%83%91%E5%B7%9E%E5%B8%82,%E5%BC%80%E5%B0%81%E5%B8%82,%E6%B4%9B%E9%98%B3%E5%B8%82,%E5%B9%B3%E9%A1%B6%E5%B1%B1%E5%B8%82,%E5%AE%89%E9%98%B3%E5%B8%82,%E9%B9%A4%E5%A3%81%E5%B8%82,%E6%96%B0%E4%B9%A1%E5%B8%82,%E7%84%A6%E4%BD%9C%E5%B8%82,%E6%BF%AE%E9%98%B3%E5%B8%82,%E8%AE%B8%E6%98%8C%E5%B8%82,%E6%BC%AF%E6%B2%B3%E5%B8%82,%E4%B8%89%E9%97%A8%E5%B3%A1%E5%B8%82,%E5%8D%97%E9%98%B3%E5%B8%82,%E5%95%86%E4%B8%98%E5%B8%82,%E4%BF%A1%E9%98%B3%E5%B8%82,%E5%91%A8%E5%8F%A3%E5%B8%82,%E9%A9%BB%E9%A9%AC%E5%BA%97%E5%B8%82,%E6%B5%8E%E6%BA%90%E5%B8%82&parentAddress=%E6%B2%B3%E5%8D%97%E7%9C%81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3&startDate=2021-01&endDate=2021-01&eventId=2021060713093987874&addressId=510100,510300,510400,510500,510600,510700,510800,510900,511000,511100,511300,511400,511500,511600,511700,511800,511900,512000,513200,513300,513400&parentAddressId=510000&address=%E6%88%90%E9%83%BD%E5%B8%82,%E8%87%AA%E8%B4%A1%E5%B8%82,%E6%94%80%E6%9E%9D%E8%8A%B1%E5%B8%82,%E6%B3%B8%E5%B7%9E%E5%B8%82,%E5%BE%B7%E9%98%B3%E5%B8%82,%E7%BB%B5%E9%98%B3%E5%B8%82,%E5%B9%BF%E5%85%83%E5%B8%82,%E9%81%82%E5%AE%81%E5%B8%82,%E5%86%85%E6%B1%9F%E5%B8%82,%E4%B9%90%E5%B1%B1%E5%B8%82,%E5%8D%97%E5%85%85%E5%B8%82,%E7%9C%89%E5%B1%B1%E5%B8%82,%E5%AE%9C%E5%AE%BE%E5%B8%82,%E5%B9%BF%E5%AE%89%E5%B8%82,%E8%BE%BE%E5%B7%9E%E5%B8%82,%E9%9B%85%E5%AE%89%E5%B8%82,%E5%B7%B4%E4%B8%AD%E5%B8%82,%E8%B5%84%E9%98%B3%E5%B8%82,%E9%98%BF%E5%9D%9D%E8%97%8F%E6%97%8F%E7%BE%8C%E6%97%8F%E8%87%AA%E6%B2%BB%E5%B7%9E,%E7%94%98%E5%AD%9C%E8%97%8F%E6%97%8F%E8%87%AA%E6%B2%BB%E5%B7%9E,%E5%87%89%E5%B1%B1%E5%BD%9D%E6%97%8F%E8%87%AA%E6%B2%BB%E5%B7%9E&parentAddress=%E5%9B%9B%E5%B7%9D%E7%9C%81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3&startDate=2021-01&endDate=2021-01&eventId=2021060713093987874&addressId=510100,510300,510400,510500,510600,510700,510800,510900,511000,511100,511300,511400,511500,511600,511700,511800,511900,512000,513200,513300,513400&parentAddressId=510000&address=%E6%88%90%E9%83%BD%E5%B8%82,%E8%87%AA%E8%B4%A1%E5%B8%82,%E6%94%80%E6%9E%9D%E8%8A%B1%E5%B8%82,%E6%B3%B8%E5%B7%9E%E5%B8%82,%E5%BE%B7%E9%98%B3%E5%B8%82,%E7%BB%B5%E9%98%B3%E5%B8%82,%E5%B9%BF%E5%85%83%E5%B8%82,%E9%81%82%E5%AE%81%E5%B8%82,%E5%86%85%E6%B1%9F%E5%B8%82,%E4%B9%90%E5%B1%B1%E5%B8%82,%E5%8D%97%E5%85%85%E5%B8%82,%E7%9C%89%E5%B1%B1%E5%B8%82,%E5%AE%9C%E5%AE%BE%E5%B8%82,%E5%B9%BF%E5%AE%89%E5%B8%82,%E8%BE%BE%E5%B7%9E%E5%B8%82,%E9%9B%85%E5%AE%89%E5%B8%82,%E5%B7%B4%E4%B8%AD%E5%B8%82,%E8%B5%84%E9%98%B3%E5%B8%82,%E9%98%BF%E5%9D%9D%E8%97%8F%E6%97%8F%E7%BE%8C%E6%97%8F%E8%87%AA%E6%B2%BB%E5%B7%9E,%E7%94%98%E5%AD%9C%E8%97%8F%E6%97%8F%E8%87%AA%E6%B2%BB%E5%B7%9E,%E5%87%89%E5%B1%B1%E5%BD%9D%E6%97%8F%E8%87%AA%E6%B2%BB%E5%B7%9E&parentAddress=%E5%9B%9B%E5%B7%9D%E7%9C%81


在西南民族大学教师讨薪事件中，中国劳工通讯直接联系到了西南民族大学校工会，询问工会

作为教师的代表，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西南民族大学校工会对劳资纠纷讳莫如深，把工会应该承担的工人利益代表者身份置之不顾，

一切责任都推给学校宣传部。校工会工作人员告知，学校由宣传部门统一发布消息，具体的任

何问题都要问宣传部。哪怕是讨薪的教师们是否是工会会员这样最基础的问题，校工会也不敢

回答，表示要跟宣传部对接，统一问宣传口子。校工会工作人员还称，“我也不知道你的真实

身份，也没有看到你的证件”，看起来校工会作为学校职工代表者还不知道该怎样面对问责。 

 

由于校工会提供的宣传部电话始终没人接听，我们再次致电校工会，但工会却连接电话的勇气

也没有了，选择直接挂断电话，或是说我们打错了，自己不是工会。其实，工会完全不用担心

被中国劳工通讯问责，真正该担心的是，如果工会不能代表职工的利益，未来教师讨薪的纠纷

仍然会重复，对校工会的问责也会在未来某一天再次出现。 

 

从新闻报道来看，西南民族大学一次性提前扣缴了两年的养老保险费，涉嫌违法侵害教师权

益。按照《社会保险法》第 60 条规定，“职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用

人单位应当按月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明细情况告知本人”。《社会保险法》也规定了工会“对与

职工社会保险权益有关的事项进行监督”，那么校工会是否履行了监督职责呢？另一方面，对

于教师抗议的绩效工资不公问题，校工会作为教职工利益代表者是否曾向学校管理层反映问题

并展开协商呢？ 

 

这些问题我们在电话中都没能得到回答，不过，翻看西南民族大学校工会网页，可以找到一些

线索。校工会新闻显示，2019 年 12 月，“学校召开第七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十届工会会员

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对《西南民族大学绩效工资实施办法》《西南民族大学教职工重大疾病

住院治疗补助暂行办法》进行了审议和无记名投票表决。大会期间，各位代表认真履行教代会

职权、工会职能，围绕《西南民族大学绩效工资实施办法》《西南民族大学教职工重大疾病住

院补助暂行办法》建言献策、畅所欲言，进一步增进了共识、凝聚了力量、坚定了信心，为维

护教职工正当权益、凝聚学校发展合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如果一年前，《绩效工资实施办法》经过了充分讨论、民主程序，那么一年后，为什么又引发

了教师集体拉横幅抗议？不过，新闻中并未提及大会的投票表决结果。从校工会简介来看，校

工会部门设置完善，有会员 2300 余人，如何成为会员真正的利益代表者，维护教职工合法权

益？校工会应借此次教师讨薪的契机，走进教师群体，聆听教师的声音与诉求，履行工会职

责，与校方协商工资事宜，如有必要，可以再次重新讨论《绩效工资实施办法》。 

 

对西南民族大学校工会的问责并未得到多少有效回复，因此中国劳工通讯希望进一步问责上级

工会。西南民族大学校工会曾连续五年荣获四川省教科文卫系统工会工作先进集体，作为校工

会的上级工会、四川省科教文卫系统工会是否对教师讨薪事件知情？假如教师们认为校工会不

作为，也可以向上级工会反映情况。不过，在网上查找了数小时，我们也没找到四川省教科文

卫工会电话。中国劳工通讯建议，各级工会首当其冲是要把各省市区县乡工会各部门的电话号

码公布出来，将工会组织透明化，以便接受社会监督，更重要的是，在职工有需要的时候，能

够马上找到工会求助。 

 

http://gh.swun.edu.cn/info/1027/1928.htm
http://gh.swun.edu.cn/info/1027/1928.htm
http://gh.swun.edu.cn/bmjs.htm


针对河南濮阳劳务公司欠薪事件，中国劳工通讯致电了濮阳市总工会、濮阳县总工会。市总工

会表示，不了解建筑工人讨薪的情况，工人没有来找过工会。关于建筑工人入会问题，濮阳市

总工会指出，建筑工人一般通过公司或者工地入会。不过，讨薪工人受雇于劳务公司，由于这

些工人流动性较高，劳务公司工人基本上就没有加入工会的。而濮阳市虽然有建筑行业工会，

但行业工会的会员通常是正式员工，而非外来的农民工。 

 

濮阳县总工会也表示不了解工人讨薪的情况，这些工人没来找过工会，并称“他（工人）应该

到劳动局的仲裁部门去啊”。县总工会认为，工会没有执法权，只能发挥“联系作用，咱工会可

以去把情况了解了解，了解完了以后然后建议他去哪去哪”。“农民工拖欠工资这一块，肯定都

是三联合，县工会或者县人社局三联合，主要的还是以县市级的劳动仲裁委员会他为主。” 

 

有关四川宜宾南溪安置房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中国劳工通讯致电了南溪区总工会法律保障

部。接听电话的宋部长表示，工会没有收到这个情况，“安置房的工资，我们晓得的情况，工

人的工资是按比例已经全部到位了，施工方工程款可能没有结清”。在我们转述了工人的情况

后，宋部长表示，“让他们（工人）直接跟工会联系嘛”。 

 

不过，在与讨薪工人的交谈中，我们发现，工人根本不知道工会，没去找过工会，也不知道去

哪里找。由于每天工作繁忙，对于去年 5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工人也只是好像听说过，但具体没有关注。工人对工会缺乏了解，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工会如

果一直等工人上门找，恐怕只会白白错失组织工人、代表工人的良机。 

 

于是，我们向南溪区总工会法律保障部宋部长提供了工人的联系方式，得知工人完全不知道工

会，宋部长表示会主动与工人联系。这批工人讨薪七年，虽然终于等到法院判决书，但到过年

前仍没拿到工资。这七年，工人们找包工头、劳务公司、总承包，找劳动局、司法局，前前后

后不知道跑了多少趟。假如工会能够及时介入，代表工人讨薪，相信工人能少走不少冤枉路。 

 

上述建筑行业欠薪案例的工人都没有加入工会，在工人讨薪过程中，地方工会既不知情、也没

能站出来为工人说话。由于建筑行业仍然沿用依靠企业雇主建会的老办法，许多一线建筑工

人，尤其是农民工难以入会，也会出现工人完全不知道工会的情况。工人在权利被侵害时，例

如遭遇欠薪时，连工会都不知道是什么，也就不会去找工会求助。而工会如果继续缩在劳动局

或者司法局的后面，就更不可能代表工人维护工人权益。 

 

总而言之，上述三起讨薪案例呈现出不同特征。对建筑行业而言，建筑工人入会仍是难题，应

直接通过建筑行业工会组织一线建筑工人个人入会。此外，工会应认识到自己是工人利益代表

者，而非政府机关的辅助部门。当工人利益受损，工会应主动出面代表工人维权。而对高等教

育行业，通常工会组织比较健全，问题是如何激活工会，让工会真正履行职责，通过集体协

商，维护教职工权益，成为教职工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和谈判者。 

 

以上分析解读仅代表 CLB 的立场，欢迎点击链接就西南民族大学校工会、濮阳市总工会、濮

阳县总工会、南溪区总工会访谈文字稿作出不同解读。 

 

 

 

https://www.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5%BD%95%E9%9F%B3%E7%A8%BF%EF%BC%9A%E5%9B%9B%E5%B7%9D%E8%A5%BF%E5%8D%97%E6%B0%91%E6%97%8F%E5%A4%A7%E5%AD%A6%E6%95%99%E5%B8%88%E8%AE%A8%E8%96%AA.pdf
https://www.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5%BD%95%E9%9F%B3%E7%A8%BF%EF%BC%9A%E6%B2%B3%E5%8D%97%E6%BF%AE%E9%98%B3%E5%BB%BA%E7%AD%91%E5%B7%A5%E4%BA%BA%E8%AE%A8%E8%96%AA.pdf
https://www.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5%BD%95%E9%9F%B3%E7%A8%BF%EF%BC%9A%E6%B2%B3%E5%8D%97%E6%BF%AE%E9%98%B3%E5%BB%BA%E7%AD%91%E5%B7%A5%E4%BA%BA%E8%AE%A8%E8%96%AA.pdf
https://www.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5%BD%95%E9%9F%B3%E7%A8%BF%EF%BC%9A%E5%9B%9B%E5%B7%9D%E5%AE%9C%E5%AE%BE%E5%AE%89%E7%BD%AE%E6%88%BF%E6%AC%A0%E8%96%AA.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