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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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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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过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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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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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是否有效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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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工通讯从“安全事故地图”、“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和“工人求

助地图”中，定期选取一些事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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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第十四期） 

工会的行动意愿与能力 

本期，我们从“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工人求助地图”和“安全事故地图”中选取了发

生在山西阳泉、贵州文家坝、四川梓潼、云南大理、广东深圳、山西孝义、四川乐山的七起事

件，其中集体行动两宗，工人求助三宗，安全事故两宗。就这七宗事件我们联系到事件所在地

的地方总工会。 



我们关注的是，当工人遭遇欠薪、工伤工亡、事故灾害时，地方工会有没有进入工人利

益代表者的角色、履行维护职工权益的责任？地方工会有没有采取具体行动来代表工人并维护

工人的利益？地方工会在实际解决工人问题的过程中，有没有体现出工会既有意愿也有能力代

表和维护工人的利益？总而言之，透过工会的言说与行动，我们希望观察到工会离真正的工人

代表者有何差距；透过工会工作者的行动意愿与行动能力，我们希望观察到工会如何理解工人

代表者的身份、如何履行工人代表者的工作职能。 

  

一、工人事件中，工会在哪里？ 

本期涉及的七个事件为： 

1 山西阳泉三供一业改造项目拖欠工资 

2 四川绵阳梓潼建筑工人工伤 

3 云南大理祥云矿工在老挝水泥厂工亡 

4 贵州毕节文家坝矿业拖欠矿工工资 

5 山西孝义煤工厂工地事故2死6伤 

6 深圳宝安建筑公司欠薪 

7 四川乐山化工厂氯气泄漏 

 

值得称赞的是，以下几个案例当中，地方总工会在工人有需要的时候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案例一，山西阳泉市的工人有事会主动来找总工会，可见阳泉市总工会在职工当中有一定

的好感和知名度。 

案例二，四川梓潼县总工会法律保障部的工作人员积极介入工人工伤案件，梓潼县总工会

的行动意愿和行动能力的确帮助到了受工伤的工人，也令工人对工会有了更多的认识。 

案例四，贵州织金县工会在工人联系工会之后，也采取了一定行动，与涉事企业方进行了

沟通。 

案例六，当我们将工人欠薪求助案件转介给工会之后，深圳宝安区总工会马上主动联系工

人了解情况。并于第二天联系到涉事的相关企业，主持了一场多方协商，令工人求助得到迅速

的处理。宝安区总工会愿意代表工人的行动意愿，以及为工人解决问题的行动能力令人耳目一

新。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5%9B%9B%E6%9C%9F17%EF%BC%9A%E5%B1%B1%E8%A5%BF%E5%B8%82%E6%94%BF%E5%B7%A5%E7%A8%8B%E5%A4%96%E5%8C%85%E9%A1%B9%E7%9B%AE%E6%AC%A0%E8%96%AA%EF%BC%8C%E5%86%9C%E6%B0%91%E5%B7%A5%E5%85%A5%E4%BC%9A%E4%BB%8D%E6%98%AF%E8%80%81%E5%A4%A7%E9%9A%BE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5%9B%9B%E6%9C%9F27%EF%BC%9A%E5%9B%9B%E5%B7%9D%E5%B7%A5%E4%BA%BA%E5%8F%97%E4%BC%A4%E6%B1%82%E5%8A%A9%EF%BC%8C%E5%B7%A5%E4%BC%9A%E4%BC%B8%E5%87%BA%E6%8F%B4%E6%89%8B%E7%BA%BE%E5%9B%B0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5%9B%9B%E6%9C%9F37%EF%BC%9A%E8%B7%A8%E5%A2%83%E5%8A%A1%E5%B7%A5%E4%BC%A4%E4%BA%A1%E4%B9%8B%E5%90%8E%EF%BC%8C%E5%B7%A5%E4%BC%9A%E9%80%83%E9%81%BF%E8%A7%A3%E5%86%B3%E5%8A%B3%E8%B5%84%E7%BA%A0%E7%BA%B7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5%9B%9B%E6%9C%9F47%EF%BC%9A%E8%B4%B5%E5%B7%9E%E5%9B%BD%E6%9C%89%E4%BC%81%E4%B8%9A%E5%A4%96%E5%8C%85%E9%A1%B9%E7%9B%AE%E6%AC%A0%E8%96%AA%EF%BC%8C%E5%B7%A5%E4%BC%9A%E5%BF%99%E4%BA%8E%E6%89%B6%E8%B4%AB%E6%97%A0%E5%8A%9B%E5%B8%AE%E5%8A%A9%E5%B7%A5%E4%BA%BA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5%9B%9B%E6%9C%9F57%EF%BC%9A%E5%B1%B1%E8%A5%BF%E7%85%A4%E7%82%AD%E5%8E%82%E4%BA%8B%E6%95%85%E5%86%8D%E5%8F%91%EF%BC%8C%E5%B7%A5%E4%BC%9A%E4%B8%8B%E4%B9%A1%E6%89%B6%E8%B4%AB%E6%97%A0%E4%BA%BA%E7%90%86%E4%BA%8B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5%9B%9B%E6%9C%9F67%EF%BC%9A%E5%B7%A5%E4%BA%BA%E8%A2%AB%E6%AC%A0%E8%96%AA%E5%8F%91%E5%B8%96%E6%B1%82%E5%8A%A9%EF%BC%8C%E6%B7%B1%E5%9C%B3%E5%B7%A5%E4%BC%9A%E8%BF%85%E9%80%9F%E4%BB%8B%E5%85%A5%E5%8D%8F%E5%95%86%E8%A7%A3%E5%86%B3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5%9B%9B%E6%9C%9F77%EF%BC%9A%E5%9B%9B%E5%B7%9D%E6%B4%AA%E6%B0%B4%E8%87%B4%E5%8C%96%E5%B7%A5%E5%8E%82%E6%B3%84%E6%BC%8F%EF%BC%8C%E5%9C%B0%E6%96%B9%E5%B7%A5%E4%BC%9A%E6%95%91%E7%81%BE%E5%AE%89%E7%BD%AE%E5%BF%99


案例七，受洪灾影响，四川五通桥区工会最近忙于抗洪救灾和安置职工，并确保企业工人

正常获得工资和工作保障。在抗洪救灾的过程中，工会展现了自己能够代表职工的利益、为职

工谋福利的行动意愿与能力。 

此外，大部分工会在我们的建议之下，也体现了一定的行动意愿。 

可以说，通过工人的参与，大部分工会工作者开始积极介入工人案例，朝着工人利益代表

者的角色迈进。 

不过，工会虽然有行动的意愿，却不一定有行动的能力。即便工会介入了案例，也未必懂

得如何帮工人维权，如何组织工人，又如何代表及保障工人的利益。如果工会能够不断介入工

人案件，强化自己工人代表者的身份，加以工人的不懈参与，通过工会工作者和工人双方的努

力，假以时日，一定能把远离工人几十年的工会，一步步改造成能够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人组织。 

  

二、工会改革的观察与印象 

一方面，我们看到各地工会开始有行动的意愿——愿意参与工人案例；另一方面，我们

必须指出，大部分地方总工会面对工人案例仍然缺乏行动的能力——不懂得如何代表和维护工

人的利益。地方工会仍然未能真正进入工人代表者的角色，遑论充分履责。例如： 

⚫ 部分工会将工人求助推给政府劳动部门，或是把工人推给法律工作者，建议工人走

司法程序。工会不履行工人代表者的职责，也顺理成章不介入、不跟进工人的问题。

因此，部分工会沦为了信息中转站，或者是法律援助中心。这部分工会工作者不知

道如何代表工人维权，也无法即时组织工人加入工会。 

⚫ 农民工——特别是建筑工人及缺乏正式劳动合同的工人，在很多地方仍然难以加入

工会。地方工会不但长期忽视这部分工人的需求，而且公开宣传工会完成了农民工

入会任务、举办了八大群体入会仪式。显然，这些入会指标、入会仪式和真正组织

工人是不相干的，更多成为了做给上级看的政治任务。 

⚫ 部分地方工会仍然沿用“依靠企业建会”的思路，“八大群体入会”“农民工入会”

成为了给上级交差的宣传任务，组织工人加入和信赖工会组织的新路径仍然罕见。 

⚫ 部分地方工会仍用属地管理逃避工会的基本职责，工会既没有代表工人出面解决问

题的行动意愿与能力，也对各级工会一贯的不作为习以为常、视而不见。 

⚫ 部分工会工作者非常坦白地承认，工会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履行工会职能。确保劳

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不受侵害，本是工会的基本职责，但工会工作者认为自己对此

束手无策，认为工会无法解决工人问题。 

⚫ 部分工会的联络电话难以找到，也缺乏传递信息的官方网站，这令工人了解工会并

最终到工会求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 面对外界对工会工作的询问，部分工会未能作答，工会仍然远离工人群众。 

⚫ 部分工会工作者虽然积极行动和介入工人求助，却把这些案例当作法律援助来处理。

这些工会工作者并不了解何为工会的代表者身份，不懂如何帮工人维权、谈判和组

织工人入会。 

⚫ 部分地方工会一边宣传自己为脱贫攻坚贡献良多、主题党建活动办个不停，另一边

则对工人的集体行动、个人求助和安全事故不了解也不参与。这些工会把本职工作

丢在一边，却将精力投入到下乡扶贫、党建活动等副业上，地方工会与合格的工人

利益代表者的身份相距甚远。 

  

三、对工会改革的建议 

1 被侵权的工人一定要坚持找工会、加入工会，争取能通过工人的参与，令每个工会都

有代表工人的意愿与行动的能力。 

2 工会一旦遇到工人求助，应该迅速介入案例，以工人代表者的身份，协调解决劳资纠

纷，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方面，各地总工会应该向深圳市宝安区总工会看齐，学习宝安

区总工会展现出的代表工人解决问题的行动意愿和行动能力。 

3 工会应该通过介入工人案件，实际学习如何代表工人的利益和组织工人入会，而不是

把工人案件当作例行任务一样完成。事实上，当工会开始介入工人案件之后，虽然能看到工会

的行动意愿和行动力，但大量工会工作者并不懂得如何做工人代表的现状也暴露无遗。工会有

动作但却不一定有能力，需要透过行动来学习如何真正代表工人完成劳资谈判，做到从局外人

到工人利益代表者的身份蜕变。 

  

  

  

 

  

  



1/7 山西市政工程外包项目欠薪，农民工入会

仍是老大难 

6月30日，山西省阳泉市元承建业“三供一业”市政府工程改造项目欠薪。承包项

目的诚信劳务公司多名外包工人因工资被拖欠两个月，连番向信访局、劳动局求助，

然而劳务公司仍然以协商拖延，工资问题迟迟未解决。值得一提的是，与平时工人有

事找政府劳动部门的情况不同，这次遭拖欠工资的工人曾经找到阳泉市总工会，并获

得工会接待。阳泉市总工会工作人员还提及，工会已经主动与讨薪工人互相留下了联

络方式，以备不时之需。 

工人主动寻求工会帮助值得肯定 

过去两年，中国劳工通讯（CLB）不间断地观察地方总工会就工会改革的进展，并

将各地发生的工人事件（如工人集体行动、工厂安全事故、工人工伤意外等）转介给

当地总工会。从中我们观察到，事发之后工人主动找工会求助的个案非常罕见。在阳

泉市，工人有事会来找总工会，可见阳泉市总工会在职工当中有一定的好感和知名度。 

  

  



工会推欠薪事件给劳动局，外包工人难以加入工会 

事发之后，CLB曾联系阳泉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虽然并不负

责此事，但对情况有所了解，表示工会已经有工作人员记录此事，“他们那会儿就过

来说明了一下情况，这边已经给他们登记记录了”。不过，工会工作者并没有带着工

人去找公司直接协商，而是将工人推给了“更有权力的”政府部门。工会工作者对工

会的身份角色有所误解，没有将自己当作工人的利益代表者并代表工人谈判，而是认

为工会没有执法权，难以解决工人燃眉之急。于是，阳泉市总工会建议工人直接找人

社局劳动监察大队，“人社局的监察大队人家是有执法权的，比我们要更有力”。不

过，由于工人事后没有再来找工会，阳泉市总工会也没有继续跟进此，阳泉市总工会

也就此失去了一次组织工人、代表工人解决问题的良机。 

CLB又联系到阳泉市总工会经济技术部，工作人员同样对此事有所了解，并提及发

生欠薪的元承建业公司应该建有工会，其主管单位是“公共交通建设工会”。工作人

员建议CLB找公交建通工会去了解情况。不过，阳泉市公交建通工会接电话的工作人员

对于元承集团欠薪事件并不了解，表示需要先找元承集团咨询情况。 

当CLB问及如何组织工地上的建筑工人加入工会，公交建通工会的工作人员强调先

要由公司成立工会，然后“本单位的职工向工会申请”。但对于外包项目的工人如何

加入工会，工会工作者自己也搞不清楚，“外包出去以后那就是属于私人的，我们也

不太了解他们私人企业到底成立了工会没有”。该工会人员也直言，在建筑行业方面，

阳泉市的国营企业都成立了工会，但工会管不着私人企业。当私人企业没有主动成立

工会、工人无法加入工会时，项目上干活的农民工权益若受侵害，只能去找劳动局申

诉。 

阳泉市“三供一业”项目欠薪事件，暴露出了农民工长期被工会组织忽略的问题。

负责此次“三供一业”项目的元承建业公司建有工会，归属于“公交建通”工会之下，

但该工会只组织了建筑公司的正式职工加入工会，而属于企业外包给劳务公司的建筑

工地的农民工，则不能加入工会。尽管阳泉市工会不遗余力地宣传，工会已开展八大

群体入会和行业工会建会专项行动，并于2020年新增“10350名八大群体职工入会，家

政、旅游、快递、建筑、民营医院5家市级行业工会联合会吸纳3862名职工入会”，但

从本案可见，大量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仍然被排斥在工会组织之外。 

工会主题活动宣传多为对上负责，与工人严重脱节 

对阳泉市政府工程项目工人集体讨薪、项目农民工无法加入工会的困境，阳泉市

总工会的网站上看不到针对这一类欠薪纠纷、农民工入会的具体解决办法。阳泉市总

工会新闻资讯栏可见到的是各式各样的宣传口径，如工会举办的比赛、纪念革命先烈

的活动、志愿服务活动圆满、党建带工建研究等等。 

https://www.yangqgh.org.cn/publiccms/xw_xq.html?id=1084
http://www.yangqgh.org.cn/publiccms/xwzx.html


在工人忙于集体讨薪之际，阳泉市总工会忙于6月29号举办的一场“践行领袖嘱托，

率先蹚出新路”的主题党日活动。CLB也留意到，阳泉市总工会2020年主要工作要点包

括开展“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代”主题劳动和技能竞赛。就这两起活动，CLB询问阳

泉市总工会宣教部的工作人员，“三供一业”项目工人被拖欠工资一事，是否会影响

工会这类宣传活动，是否会减低工人参与这类活动的积极性，而工会人员均表示，

“活动不会影响，积极性目前看来是没有影响”。这再次表明，工会与工人存在着严

重的脱节，以至于工会的主题活动跟工人没有任何关系。工会仍然把自己当作宣传机

器，办活动是为了完成给上级交差，而非为了吸引工人认识工会和参与工会。 

工会不仅与工人存在严重脱节，工会内部的不同部门也因为分工不同而对工人事

件一无所知。这种部门间的割裂影响了工会工作者对工人事件的了解，也令他们丧失

了在实践中炼成工人组织者的契机。结果，大量的部门设置和部门任务不是服务于工

人的需求，而是为了完成自上而下分派的体制任务。尽管阳泉市总工会已经参与了这

起欠薪事件，但宣教部的工作人员坦承，自己并没有听到基层反应过这起欠薪纠纷，

“基层是没有打电话过来咨询过，而且也没有任何的其他方面的消息”。同时，其他

部门的工会工作者对于一系列主题宣传活动也并不了解。 

谈及工会如何兼顾亟待解决的工人欠薪事件与“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代”的活

动，宣教部的工会工作者没有感到这当中有巨大的矛盾与讽刺——当工会以工会代表

者的身份举办大量主题活动时，活动当中并没有多少工人的参与；而当工人在苦苦讨

薪时，工会也缺乏跟进和帮助。相反，阳泉市总工会认为这两码事可以分开来看，因

为他们分属不同部门的事情，活动是“大力宣传大力搞”，而欠薪就交给法工部和民

管部。 

中国劳工通讯最后向阳泉市总工会建议，今后遇到工人维权求助，工会应该往前

多走一步，以工人利益代表者的身份，与工人一起找相关企业和劳动行政部门，从而

增加工人维权成功的几率。同时，CLB也建议工会应该组织农民工加入建筑行业工会，

现时以公司建会为主的模式，无法令流动的农民工拥有长期会员身份。此外，CLB还建

议，工会主办各类主题活动，应该以一线工人的积极参与为重点，以活动产生的效果

为依归，而不应只是走宣传的形式，对上级交差，完成量化的工作指标就过关。 

注： 

1 此个案已被收录于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 

2020-06-30  山西省阳泉市，一建筑工程拖欠工资，民工讨薪 

2 CLB就此案访问了：阳泉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经济技术部），阳泉市公交建通

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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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yq.gov.cn/ywdt/jryq/202007/t20200703_1035604.shtml
http://www.yangqgh.org.cn/publiccms/xw_xq.html?id=938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1&startDate=2020-06&endDate=2020-06&eventId=2020063016571406037&addressId=140300&address=%E9%98%B3%E6%B3%89%E5%B8%82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6%87%E5%AD%97%E7%A8%BF1_7%E5%B1%B1%E8%A5%BF%E9%98%B3%E6%B3%89%E4%B8%89%E4%BE%9B%E4%B8%80%E4%B8%9A%E6%94%B9%E9%80%A0%E9%A1%B9%E7%9B%AE%E6%8B%96%E6%AC%A0%E5%B7%A5%E8%B5%84.pdf


2/7 四川工人受伤求助，工会伸出援手抒困 

工人受工伤，无奈网上求助 

2020年7月2日，涂料工贾晓洪在天涯社区发帖求助，表示自己在四川绵阳市梓潼

县许州镇小学新建教学楼工地干活时，在工地过道滑倒，造成左腿两处骨折。分包小

老板当天（6月29日）送他到医院并垫付一千元。此后，分包小老板再也没去医院，并

声称找不到大老板来负责，医院也催促贾晓洪要继续治疗必须拿钱出来。贾晓洪在工

地受伤，但工地无人出面探望他，也无人承担他的医药费。期间，贾晓洪报警找过派

出所，但派出所表示没有劳动执法权只能调解；给市长热线致电，但被指点应该去找

法院和司法局。最终，贾晓洪拿不出更多的医药费，在拖欠医院费用的情况下，贾晓

洪无奈出院，腿也得不得及时的治疗。 

 

令人欣慰的是，四川梓潼县总工会于7月3日接获此事之后，当即联系到贾晓洪了

解情况。贾晓洪表示，在工会的介入之下，工地上的大小老板及项目负责人一改漠视

http://bbs.tianya.cn/post-828-1567850-1.shtml
http://bbs.tianya.cn/post-63-741943-1-1.shtml


不理的态度，第二天就来到贾晓洪家，结算了工地的工资费用。其后一个月，老板们

分两次给了贾晓洪共三千元的医疗费，同时提出条件：在天涯社区删贴，或者回复表

示工头已在出钱治疗。由于拉锯式的谈判经常发生，贾晓洪并不能安心躺在医院接受

完整治疗。但是，贾晓洪在8月份复诊时被告知，其腿伤仍然麻木肿胀，需要保守治疗

两个月，可此时，工地老板们又不再提供医疗费用了。 

贾晓洪的工伤状况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普通建筑工人的缩影。他们往往没有购

买工伤保险就匆匆进场开工，也没有与工地项目部或建筑公司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

更没有加入企业工会或是地方工会。一着不慎，在工地出了工伤意外，他们马上失去

收入来源，急需自筹医疗费以助康复，而老板此时就将事实劳动关系推得一干二净，

对工人的状况置之不理。当老板不负责任时，作为家庭顶梁柱的他们，只能无奈地在

网上发帖，或是拖着病体奔波于政府部门、法律部门之间，恳求有关部门重视和解决

自己的问题。 

贾晓洪又在无数工伤个案中略为幸运，因为他的求助，当地工会在了解情况之后

立刻就出面提供了协助——尽管，贾没有劳动合同，早前也没有加入工会。 

中国劳工通讯（CLB）在看到求助之后的当天（7月3日）联系到了梓潼县总工会法

律保障部，将这个工伤求助个案转介给工会，希望工会出面联系工人解决问题。 

工会积极行动，介入求助值得肯定 

梓潼县总工会法律保障部的工作人员小何甫一了解到此事，立即积极介入。在得

到工会的关注之后，工地项目部和包工头对工人贾晓洪的态度有所转变，不仅去到家

中探望，也结算了工资、提供了一定的医药费。梓潼县总工会的行动意愿和行动能力

的确帮到了受工伤的工人，贾晓洪也开始对工会有了更多的认识。 

几周之后，CLB再次回访梓潼县工会。一方面，CLB希望工会能够履行《工伤保险

条例》第十七条的职责，由工会代表受伤工人贾晓洪申请工伤认定；另一方面，CLB建

议工会应邀请这名建筑工加入工会，令他能够得到工会的保护。 

针对工会是否有代表贾晓洪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梓潼县工会小何表示，贾的情况

比较特殊，虽然工会工作者为了他跑到了乡镇，但最终的结论是，工会并不能依照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为工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一个是他不属于农民工，

二个他不是我们工会的会员。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最终调解不成。调解不成，我们就

给他转到了区的法律援助中心。我们只能给他转到区政府那边去。”工会还提出自己

很忙，如果对此事还有诉求，“建议可以到人社局的劳动仲裁大队去，那里是最快

的”。 

http://bbs.tianya.cn/post-63-742054-1-1.shtml
http://bbs.tianya.cn/post-63-742050-1-1.shtml


问及工会是否邀请贾晓洪加入工会，梓潼县总工会表示由于贾晓洪没有劳动合同，

不能组织他加入工会。工会工作者小何表示：“必须他跟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才

能加入我们工会组织。”但大量农民工、建筑工人、灵活用工的工人缺乏劳动合同已

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正是全总发起“八大群体入会”“农民工入会”等活动的初心，

务求工会能着力组织这些常常被忽视的工人入会，保障他们享有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

一个缺乏劳动合同的工人更加需要工会的帮助，梓潼县总工会却偏偏对这些没有劳动

合同、只有事实劳动关系的工人视而不见，不组织他们加入工会，令这部分工人的权

益受损更为严重，也得不到工会娘家人的保护。 

最终，工会为贾晓洪提供了区政府的法律援助律师，并推荐走劳动仲裁程序。CLB

多次建议，工会应代表受伤工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及尽快组织零散的建筑工人加入工

会，但工会小何均认为工会做不到。针对这部分没有劳动合同和工伤保险的建筑工人

工伤案例，工会坚持“这个不在我们工会职责范围”。 

工会体制弊病，主业荒废成习 

不过，小何作为梓潼县工会聘任的社会化工会工作者，不能理解工会应该代表工

人申请工伤认定这项基本职责，错不在她本人，错在工会领导，错在工会体制。当小

何入职后，无论是本级还是上级工会，她所看到的工会恐怕就是一个信息中转站，最

多是一个法律援助中心。入职后，恐怕没有人教给她怎样代表工人维权，更没人培训

她怎样不失时机地发展尚未入会的工人加入工会组织。 

梓潼县总工会的工会工作者们虽然积极行动和介入工人求助，却不太了解工会的

代表者身份，不热衷于帮工人维权和组织入会的主业，究其原因，恐怕是因为工会的

大部分精力还需要投入下乡扶贫、党建活动等等副业。 

近来，梓潼县总工会一直忙于脱贫攻坚和党建活动，从5月25日到6月10日即开展

了四项志愿活动推力脱贫攻坚活动，例如组织机关支部党员及机关志愿者深入灯塔村

开展支部共建活动，到负责帮扶的灯塔村及照耀村组织脱贫攻坚宣讲和困难帮扶，派

党员干部到农村拉家常、实地察看，以及帮助贫困户推销农户产品以购助扶。工会干

部忙于这些活动，既忽略了工人代表者的身份，也出力而不讨好，把工会的人力物力

投入在了非工会的主业工作。 

之后，CLB又联系到绵阳市总工会，将贾晓洪因病困于家中、急需工会代表他申请

工伤认定的情况介绍给市工会。市工会的工作人员态度诚恳地表示工会会介入，“我

们会与当事人联系，并按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又一级工会带着行动意愿和行

动能力介入了这起工伤案例。几天后，贾晓洪告诉CLB，梓潼县总工会法律保障部的小

何带着四名工会工作人员，专程到他家详细了解了情况，并承诺，工会将代表他提出

工伤认定申请。不过，未来这起工伤案例恐怕还需要花很长时间走法律程序。 

https://mini.eastday.com/a/200613015749367.html


尽管如此，这起工伤求助个案已经比太多因工伤、工亡造成建筑工家破人亡的案

例要强许多。工会工作者积极介入工人求助案例已经值得大力肯定，而工会不懂得如

何帮工人维权、如何组织工人和代表及保障工人的利益，则需要工会工作者和工人一

起努力。我们相信，通过工人的不懈参与，一定能把远离工人几十年的工会，一步步

改造成能够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人组织。 

  

注： 

1 此个案已被收录于中国劳工通讯“工人求助地图” 

2020-07-02 四川梓潼县建筑工人工伤，老板拒绝赔偿，没钱治病，网上求助 

2 CLB就此访问了：四川省梓潼县总工会（法律保障部）、绵阳市总工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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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3&startDate=2020-07&endDate=2020-07&eventId=2020101312203872956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6%87%E5%AD%97%E7%A8%BF2_7%E5%9B%9B%E5%B7%9D%E7%BB%B5%E9%98%B3%E6%A2%93%E6%BD%BC%E5%BB%BA%E7%AD%91%E5%B7%A5%E4%BA%BA%E5%B7%A5%E4%BC%A4.pdf


3/7 跨境务工伤亡之后，工会逃避解决劳资纠纷 

自2013年习近平倡议一带一路起，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工人赴海外工作已成潮

流，中国劳工通讯（CLB）过往也曾报道过例如越南中资企业以及柬埔寨中资水泥企业

里的劳资关系。今年七月，南方都市报报道了一起发生在老挝中资企业里的劳资纠纷。

据报道，今年五月，在云南玉溪中亚实业有限公司投资六千万人民币独资兴建的中资

企业中亚水泥厂，其所属矿山发生瓦斯爆炸，造成五人死亡。其中三名死亡的工人是

中国籍，另有一名受伤的工人是中国籍，且这四名中国工人均来自云南省大理自治州

祥云县。事发后，工亡工人被火化运回云南，工伤工人回国在昆明医院接受治疗，但

工人家属们追究的工伤赔偿待遇却迟迟解决不了。大理州商务局多次协调工人家属与

中亚公司会面，家属希望与公司沟通协商解决赔偿问题，但中亚公司却建议家属去走

司法程序，事件拖延至今。 

劳动关系不规范，工人及家属维权难 

此次工伤工亡中，纠纷的根源在于中亚公司不愿意承认其名下有工人受了工伤，

认为工伤工亡责任需要通过法院确认。尽管中亚水泥厂方声称，自己一共拿出了七八

十万元用于慰问及支付医药费，但他们拒绝工人家属针对工伤工亡的索偿。中亚水泥

厂认为，公司方面和工人没有劳动关系，工伤赔偿的责任在于雇佣他们的承包商，因

而是承包商推卸了应尽的责任。公司建议工人及其家属去走法律程序。一名公司经理

更对家属表示，承包工程的是没有资质的包工头，承包商与工人没有签订任何劳务合

同，此次务工实属“非法用工”。心力交瘁的工人家属一方面要照顾受伤工人，一方

面还要奔波于大理州商务局与公司之间要说法。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7%90%86%E8%A7%A3%E8%B6%8A%E5%8D%97%E4%B8%AD%E8%B5%84%E4%BC%81%E4%B8%9A%E7%9A%84%E5%B7%A5%E4%BA%BA%E6%8A%97%E8%AE%AE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6%9F%AC%E5%9F%94%E5%AF%A8%E5%AF%B9%E6%B0%B4%E6%B3%A5%E7%9A%84%E9%AB%98%E9%9C%80%E6%B1%82%E5%B0%86%E5%B7%A5%E4%BA%BA%E6%8E%A8%E5%90%91%E9%99%A9%E5%A2%83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6%9F%AC%E5%9F%94%E5%AF%A8%E5%AF%B9%E6%B0%B4%E6%B3%A5%E7%9A%84%E9%AB%98%E9%9C%80%E6%B1%82%E5%B0%86%E5%B7%A5%E4%BA%BA%E6%8E%A8%E5%90%91%E9%99%A9%E5%A2%83
https://news.163.com/20/0728/19/FIL62U6J00019K82.html


 

CLB了解到这起纠纷之后，分别联系了大理州工会、祥云县工会和大理州商务局。

我们认为，地方工会应该出面代表这些出国务工却不幸受伤和死亡的工人，找到应负

责任的公司并为工人争取合理的工伤工亡赔偿。可惜，工人家属没有寻求工会的帮助，

而两级工会对此事毫不知情也没有参与，只有大理州商务局一直有参与协调。 

 



州工会口说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实际将纠纷推给下级工会 

大理州总工会办公室并不知晓此事，“我们没有得到过任何通知，什么其他信息

都没有听到过，也没有报过”。 工会人员还认为，由于工会没收到通知，工会就可以

顺理成章地不作为，“所以，我们这边也不好单独去做牵头”。更有工会工作者在听

闻此事之后，非但没有意识到工会应该代表这些权益受到侵害的工人，反而将本级工

会的责任首先往地方工会推，“如果是祥云县这边的话，那也应该是他们先牵头”。 

大理州工会办公室的工会工作者没有进一步了解此事和采取行动的愿望，建议我

们联系工会法律维权部。法律维权部的同事却也并不能分身对此事负责，因为他们正

忙于与工会主业无关的副业，“（法律维权部）今天下午在搞老干部活动，还有八一

的嘛这不是。然后他们有退役的军人一起去参加活动了”。 

观乎大理州总工会，自7月1日开始多次展开了关于“解放思想再讨论、敢想敢干

再出发”的研讨活动，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期间，工会表示应该

“体现工会担当、作出工会应有的贡献，坚定不移推动全州工运事业创新发展”。州

总工会领导更是强调，要“从职工群众的需求出发，做好职工‘娘家人’”。结果，

这些主题活动似乎只是表面的喊口号表忠心。现实中，大理州总工会离成为工人信赖

和依靠的组织、工人一有需要工会就立刻采取行动的代表角色还远得很。 

上行下效推脱责任，各级工会均不出面代表工人 

大理州总工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热心地提供了祥云县工会的联系电话，建议应该

联系祥云县工会了解情况。实际上，州工会是把工会的代表身份和帮工人解决问题的

职责拱手相让。巧合的是，祥云县总工会的工作人员同样认为此事不属于他们的职责。

“工会的话，他首先维护的就是会员的权益。他是属于我们这边工会的会员吗？（真

要找）工会的话就应该是他们那个企业的工会了，我们的话，应该不属于，管辖权不

在我们这边。” 

祥云县总工会的工作人员质疑的是，首先这些工人并不一定是祥云县工会的会员；

其次，工人找工会应该是找他们所在的企业工会。上行下效，地方工会用属地管理把

工会责任往下放，而下一级的工会也有样学样，把责任推给更基层的工会——至于这

些工人加入基层工会没有，基层工会是否能够解决问题，却不在地方工会的考虑范围

之内。其实，当基层工会不存在或者无法发挥作用的时候，地方总工会作为上一级工

会，本应自然地负起代表工人解决劳资纠纷的责任，之后再追究基层工会不作为的问

题，对相应的工会和工会委员们进行监督与问责。但地方各级工会却纷纷用属地管理

逃避了工会的基本职责，既没有代表工人出面解决问题的行动意愿与能力，也对各级

工会一贯的不作为习以为常、视而不见。 

http://www.dlzzgh.org/a/gongzuodongtai/20200706/1222.html
http://www.dlzzgh.org/a/gongzuodongtai/20200717/1228.html
http://www.dlzzgh.org/a/gongzuodongtai/20200731/1239.html


当然，工会工作者仍然惯用没有能力作为借口，逃避履行工会的代表职责。祥云

县工会工作者称，“工会它没有执法权啊”。可是，拥有执法权的地方政府清楚，他

们在劳资纠纷当中其实只是第三方的角色。大理州商务局自事发以来积极介入并协调

公司参与。当我们联系商务局负责此事的代科长时，被告知代科长正在召开协调会，

因为“云南省商务厅、云南省信访局，他们都到大理实际召开这个协调会了”。同时，

当协调无法达成的时候，政府部门也只能建议走司法程序。 

当工会不肯出面代表工人，工伤工人的家属无计可施，只能徒劳地走在找劳动部

门、找政府法援、上法庭打官司的漫漫长途。工会不仅失去了一次参与和调解劳资纠

纷的机会，更失去了代表工人、赢得工人信赖的良机。 

  

注： 

1 此个案已被收录于中国劳工通讯“工人求助地图” 

2020-07-14 云南省大理州， 四名民工在缅甸务工，在水泥厂爆炸中三死一伤，与公

司在赔偿金方面发生矛盾，向政府部门求助 

2 CLB就此个案访谈了：云南省大理州总工会，祥云县总工会，大理州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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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3&startDate=2020-07&endDate=2020-07&eventId=2020101314521491653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3&startDate=2020-07&endDate=2020-07&eventId=2020101314521491653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6%87%E5%AD%97%E7%A8%BF3_7%E4%BA%91%E5%8D%97%E5%A4%A7%E7%90%86%E7%A5%A5%E4%BA%91%E7%9F%BF%E5%B7%A5%E5%9C%A8%E8%80%81%E6%8C%9D%E6%B0%B4%E6%B3%A5%E5%8E%82%E5%B7%A5%E4%BA%A1.pdf


4/7 贵州国有企业外包项目欠薪，工会忙于扶

贫无力帮助工人 

国企煤矿项目外包，讨薪工人无奈上访 

2020年7月29日，上百名在贵州文家坝煤矿干活的农民工在被拖欠工资十余天后，

向包工头集体讨薪。矿方和包工头都声称没钱。据工人代表讲，当初五月份下矿干活

时有给他们签过一份文件，但应该不是标准有效的劳动合同，工人手里也没有留一份

文件做底。这份文件既没有定明工资发放标准，也没有明确每月工资发放日期。工人

干了两个月，发觉有可能拿不到工资，而且这家煤矿涉及非法承包、非法用工，工人

们就决定辞职，并按规定给了辞职通知期。但包工头一直不结清工钱，还做出一些挑

衅的行为。矿方则拒绝承认这批工人和他们有劳动关系。工人无奈，先后跑到贵阳市

省信访办和织金县信访办，他们称，如果欠薪问题还解决不了，就打算去北京上访。 

贵州文家坝煤矿是一家大型国有煤矿，公司成立于2008年，是经国家发改委批准

建设的贵州省重点开发建设项目，地处贵州省织金县境内。其中，贵州水城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绝对控股（控股比例为51%），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控股比例为30%）。然而，

这样一家大型国有矿业，却存在非法外包用工及拖欠工人工资的恶劣现象。 

 

中国劳工通讯（CLB）了解到这起个案之后，根据工人发帖留下的电话联系到了工

人代表，并建议工人找地方总工会，由工会出面代表工人与煤矿方协商。随后，CLB又

联系了毕节市总工会和织金县总工会，希望工会能够尽快出面代表工人。CLB认为，如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1&startDate=2020-07&endDate=2020-07&eventId=2020073013090238515&addressId=520500&address=%E6%AF%95%E8%8A%82%E5%B8%82
http://coal.job1001.com/company/cm1251354496779/


果工会出面代表工人，工会能够站在工人和老板中间，把双方隔开以减少冲突，并能

由工会与公司通过谈判来解决欠薪问题。 

各级工会对欠薪案一无所知，工会无法确保工人得到劳动保障 

毕节市总工会经济部的工作人员董先生没有听说过这起发生在本地的欠薪案件，

不过，董先生记下了工人代表的联系方式，并表示会去了解一下情况。 

织金县总工会办公室新来的社会化工会工作者陈明也没有听说过这起欠薪案件。C

LB之前曾建议工人来找织金县工会求助，不过陈明表示，并没有文家坝煤矿的工人来

找过县工会，“我们这边现在的记录上没有”。针对文家坝煤矿非法用工的情况，陈

明称自己会“跟领导汇报”。至于如何组织文家坝煤矿工人加入工会，陈明介绍CLB联

系织金县工会帮扶中心的工作人员谢健。 

针对企业存在非法用工和不签劳动合同的现象，织金县总工会谢健坦白，工会无

法确保每一个干活的工人都有劳动合同。谢健指出，文家坝煤矿有限公司有成立工会，

理论上和该公司有签订劳动协议的职工都属于工会会员。但是，外包项目的农民工多

半都是口头协议，很少签订劳动合同。谢健承认，不管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在井下

干活的矿工和该公司其实都存在着事实劳动关系。公司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表

明公司违反了劳动合同法。不过，织金县总工会承认，工会并不知道每个公司是否有

和每个工人签订有效的劳动合同。当CLB问及，“织金县工会有没有一个方案，就是能

确保每一个在这儿干活的工人都要有劳动合同，有没有这个方法？”谢健坦承，工会

“没有方法”。确保劳动者与公司签订有效的劳动合同，确保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

不被非法侵犯，这本该是工会的基本职责，织金县工会工作者却承认，工会自己也不

知道该如何履行这项工会职能。 

工人主动联系工会解决问题，工会爱莫能助却忙于脱贫攻坚 

尽管这些工人没有加入过工会，但在CLB的推介之下，被欠薪的工人代表主动联系

了织金县总工会帮扶中心，希望工会能够出面代表自己，与矿方协商解决欠薪。工会

就此与文家坝煤矿矿方进行了沟通，工会反馈说，矿方表示自己和工人没有直接的劳

动关系，因此，工会对此事爱莫能助。织金县工会声称，工人可以给工会打电话，但

工会最多只能起个“监督的作用”，无法要求矿方解决问题。万一欠薪始终解决不了

的话，工会可以帮工人申请法律援助。 

当工会对欠薪案置之不理、爱莫能助时，工会的主要精力却放在了党建与扶贫活

动。从6月1日开始，毕节市总工会党支部组织开展“冲刺90天，打赢歼灭战”的主题

党日活动。工会工作者忙于上党课、多日下乡扶贫，还开展了环境卫生清扫义务活动。

地方工会对工人被拖欠工资、上访讨薪事件视而不见，却跑到几十公里外的扶贫对口

https://www.sohu.com/a/399034473_120205577
https://www.sohu.com/a/399034473_120205577


村，帮着村民打扫院子，声称是决胜扶贫攻坚。三个月的主题活动，或许帮到了一些

村民脱贫和改善环境卫生，却令工人被欠薪的问题加剧。 

经过多番联系之后，工人代表表示，从政府部门到工会对欠薪都是回避的状态，

无法帮助解决问题。而煤矿公司更加肆无忌惮，像红了眼一般对工人放狠话。最终，

这批工友们只拿到了一部分被拖欠的工资，离开了文家坝煤矿，进到另外一家煤矿继

续干井下掘进。 

CLB建议，织金县总工会负责组建工作的工会人员应该跟进之前已成立的企业基层

工会，确保工会不仅仅存在，还要能够代表工人、有所作为。CLB同时建议，县工会应

尽快调查部分企业涉嫌非法用工的问题，确保在企业干活的工人有正规的劳动合同，

得到应有的劳动权利保障。此外，针对在井下干活的工人没有被组织入会的现象，CLB

也建议，织金县总工会应该发展矿工行业工会，将在国企和私企矿井下干活的工人都

组织起来，加入行业工会，由行业工会代表会员，落实安全生产培训，确保企业为工

人登记缴纳工伤保险，并通过年度集体谈判确保市内所有行业工人受到劳动合同的保

障。 

  

注： 

1 此个案已被收录于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 

2020-07-29 贵州省毕节市，文家坝煤矿拖欠工资，民工讨薪，被打 

2 CLB就此个案访谈了：贵州省毕节市总工会（经济技术部），织金县总工会（办公室，

帮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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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1&startDate=2020-07&endDate=2020-07&eventId=2020073013090238515&addressId=520500&address=%E6%AF%95%E8%8A%82%E5%B8%82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6%87%E5%AD%97%E7%A8%BF4_7%E8%B4%B5%E5%B7%9E%E6%AF%95%E8%8A%82%E6%96%87%E5%AE%B6%E5%9D%9D%E7%9F%BF%E4%B8%9A%E6%8B%96%E6%AC%A0%E7%9F%BF%E5%B7%A5%E5%B7%A5%E8%B5%84.pdf


5/7 山西煤炭厂事故再发，工会下乡扶贫无人理事 

据孝义市政府新闻办发布，2020年8月12日，山西金达煤化工有限公司发生一起安

全生产事故。事故发生时，山西金达煤化工有限公司内，由北京首钢国际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总承包的工程发生砌体局部坍塌。据官方通报，事故共造成两人死亡，六人轻

伤。事发后，孝义市应急管理等部门已开展事故救援处置工作。金达煤焦有限公司成

立于1995年，注册资本2亿元，公司坐落于孝义市东南方十公里处的梧桐镇，是山西省、

孝义市的环保先进企业。 

 

山西作为煤炭产业大省，政府较为重视安全生产工作 

作为传统的煤炭产业大省、事故高发省，山西省政府近年来比较重视煤炭产业的

安全生产规范。2020年，山西省政府安委会就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煤矿安全生产集中

整治工作，要求“煤矿自查自改，市县全面检查，省级督查抽查”。不仅各县市能源

局作为煤炭行业管理部门负责这项工作，涉事的金达煤公司网站也发布了整治工作的

要求。而在煤矿安全生产集中整治工作结束之后，按照规定，各公司要在2月25日之前

https://m.weibo.cn/status/4537178555949273?
https://www.sohu.com/a/412939432_206488
http://www.shanxijinda.com/
http://www.shanxijinda.com/h-nd-149.html#_np=2_1807


上报工作总结。不过，从网站信息中，我们无法得知金达煤焦公司有没有经过自查自

改、市县检查及省级督查，无法得知事发所在地的孝义县工会和吕梁市总工会有没有

参与政府主导的专项整治行动，也无法得知金达煤公司工会是否有组织一线工会会员

和职工成为安全生产监督的主力。 

事发之后，中国劳工通讯（CLB）联系孝义市总工会和吕梁市总工会，一方面是询

问工会有没有尽快介入这起安全事故，参与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并出面代表受影响

的工伤工人和工亡工人家属，确保他们得到合理的工伤赔偿；另一方面，CLB希望了解

这些工人有无加入金达煤化工企业工会，事发之前，企业工会有没有落实安全生产法

所规定的工会监督职责。此外，在发生了这起安全事故之后，各级工会能否对煤化工

企业的安全生产规范提出整改方案和预防措施建议，并对履行安全生产监督责任不利

的各级工会与工会干部进行追责。 

各级工会无法联系，监督安全生产能力成疑 

令人遗憾的是，孝义市总工会和吕梁市总工会都没有官方网站或微信、微博号，C

LB无法找到这些工会在监督安全生产方面的职责部门与文书文件。同时，孝义市总工

会和吕梁市总工会都存在电话号码难以寻到，或者找到了电话号码却始终无人接听的

情况。最终，通过网上查找、114电话查询，CLB好不容易才联系到了事发地所在的孝

义市总工会办公室及吕梁市总工会办公室。假如是一名普通的工人想寻找工会，当他

连工会的有效电话和网站都无法找到时，最终到工会求助的可能性估计是微乎其微。 

孝义市总工会办公室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没有听过这起安全事故，也不知道工

会由谁负责此事。该名工作人员之前请假月余去参加公务员考试，当天才恢复上班，

什么情况都不清楚。于是，CLB询问可否转介到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但工作人员表示，

因为地区来人进行工会调研，今天领导们都出去调研去了，单位里没有其他人能够回

应此事。CLB想询问加入工会事宜，但被告知负责的组宣部门无人回应，“组宣部这头

也是没人呢，办公室锁着呢”；CLB又询问可能负责安全生产工作的经济技术部，同样

被告知，该部门领导已经请假一个月没上班了，而其他同事都已下乡扶贫，扶贫的任

务实在很重，“经济技术部也是没几个人，人手也是不够用。还有一个就是下乡去了，

就是从孝义派到宁夏扶贫去了。”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个电话以联系经济技术部，但之

后几天CLB多次拨打此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吕梁市总工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不清楚这起安全事故，建议可以找工会劳动部

询问，但工会提供的劳动部电话始终无人接听。吕梁市工会工作者同时提出，金达煤

化工公司有公司工会，但归孝义市总工会管，不由市工会负责。工作人员建议CLB联系

孝义市总工会，“他们那儿就有工会组织的。你要是了解孝义的话，就到孝义市工会

那边”。可是，吕梁市总工会却表示自己没有孝义市工会的联系方式。  



CLB又试图联系吕梁市总工会劳保部、宣教部、吕梁市网络宣传中心，及吕梁市总

工会经济技术部部长电话，均无人接听。 

工会宣传改革创新，实际多年下乡扶贫忽视监督安全生产 

在多个宣传稿件当中，孝义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工会改革、群团改革。2019年12

月，吕梁日报曾报道孝义市工会改革发展有新意，从2017年开始，先后将群团改革作

为“综合考评指标”和“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及常规工作任务指标”，还“分别细化

了19类34项和11类42项考核指标”。早在2018年，工人日报也专门报道“孝义工会重

点解决基层组织人员、经费和阵地不足等问题”。 

然而，在一起安全事故发生之后，CLB才了解到，直接负责安全生产的孝义市工会

部门领导已经一个月不在办公室，该部门工作人员本身不够，还要被派去下乡扶贫。

很难想象在这种人员短缺、主业荒废的情况之下，孝义市总工会还怎么可能监督企业

履行安全生产责任、防止安全事故不再爆发。 

同样，CLB也无法联系到吕梁市总工会负责安全生产的经济技术部。网上查询到的

经济技术部部长联系电话，始终无人接听，经济技术部部长张艳良同时也是驻贯家庄

村第一书记。2020年7月，山西工人报还不无自豪地报道，吕梁市总工会驻村帮扶工作

队队员自2018年以来一直吃住在村，帮助该村庄实现了脱贫，即便村庄脱贫了，但

“吕梁市总驻村帮扶工作队的帮扶工作还在继续”。在扶贫任务面前，工会工作人员

都被派驻下乡，工会的主业荒废也就不成为奇，监督企业安全生产、帮助欠薪工人维

权等迫在眉睫的工会事务都不再重要。 

 

注：  

1 此个案已被收录于中国劳工通讯“安全事故地图” 

2020-08-12 山西省孝义市，一工厂工地发生事故， 两死六伤 

2 CLB就此个案访谈了：孝义市总工会（办公室），吕梁市总工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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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yi.gov.cn/xwzx/xyyw/201912/t20191231_1351903.shtml
http://district.ce.cn/newarea/roll/201811/02/t20181102_30691838.shtml
http://www.sxgrw.com/2020/07/22/998635.html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2&startDate=2020-08&endDate=2020-08&eventId=2020081710521632360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6%87%E5%AD%97%E7%A8%BF5_7%E5%B1%B1%E8%A5%BF%E5%AD%9D%E4%B9%89%E7%85%A4%E5%B7%A5%E5%8E%82%E5%B7%A5%E5%9C%B0%E4%BA%8B%E6%95%852%E6%AD%BB6%E4%BC%A4.pdf


6/7 工人被欠薪发帖求助，深圳工会迅速介入

协商解决 

国企拖欠工程款，工人无奈发帖投诉 

2020年8月17日，工人代表叶宏在网上发帖称被拖欠工程款上百万元。叶宏自述，

从去年10月开始到今年6月28日，他和来自河南、湖南的一共十八名工人，在深圳宝安

区新安街道给宝安区水务单位做雨污分流的施工，工程完结已久，上百万工程款却一

直被拖欠不发。该工程是由国企上海交通建设公司总承包，总承包又找了分包单位，

而这些工人是跟分包的包工头签合同后进场施工的。不过，工人的工资和款项都是直

接由总承包支付，且在工程施工期间，工人是受总承包的监理管理监督。工人手中有

大量的文件证据，工程结算单也明确列明了完工日期及工资金额（计件工资）。工人

称，虽然当初约定按月支付工资，但总承包只在2019年12月支付过部分费用（44.5万

元），由总承包通过银行支付到工人的工资卡。之后便再也没有支付过劳务费用（总

计共167万元）。6月工程完结后到8月期间，工人代表多次找总承包结算余额无果。 

  

工人愿意尝试找工会，工会知悉即刻找工人 

中国劳工通讯（CLB）于8月19日看到投诉贴后，联系到工人代表叶宏。CLB得知，

工人当前仍在深圳讨薪，并有找过相关政府部门反映——主要是给当地宝安区劳动监

察大队寄去了举报投诉材料，尚待回复。 

http://www.poskj.com/wz/14051.html


在此之前，这些工人从未找过地方工会寻求帮助。工人也表示在工地上并没有见

过工会，这些工人也都不是工会会员。于是，CLB推荐工人代表可以联系当地的宝安区

总工会，要求工会介入，并代表工人与企业协调。工人代表记下了工会的联系方式，

并表示愿意尝试向工会求助。 

同日，CLB联系宝安区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反映了叶宏及其他工人被欠薪的有关情

况，并建议工会介入案件，代表工人维护权益。 

虽然宝安区总工会权益保障部此前没有听说过这起本地欠薪案件，但工作人员王

小姐很快记录了工程地点、承包商名称和工人的联系方式。王小姐表示，负责维权纠

纷的是另一位同事郭先生，但他现在开会去了，王小姐会将情况反映给领导。对于CLB

建议工会尽快联系工人解决问题，王小姐说同事会按照工作流程来办理。 

值得称赞的是，工人代表还未去找到工会求助，宝安区总工会已主动联系了工人

了解情况。在CLB将案例推荐给宝安区总工会的第二天，工会就联系到涉事的相关企业，

主持了一场协商。8月20日，工会组织了包括工人代表、工程甲方深圳宝安水务局、总

承包方上海中交集团公司在内的多方人员进行协商。 

8月21日，CLB再次联系宝安区总工会权益保障部，负责此事的郭先生介绍，在工

会的介入调解之下，欠薪案已经基本得到了解决，“召集了他们跟叶宏进行了工程情

况的解释，然后承诺了这个月底给他结清剩余的工程款。叶宏当场表示满意……希望

中交这边快点跟他们把工程验收完了以后，他快点拿钱”。 

宝安工会行动意愿与行动能力令人赞叹 

至今为止，在CLB所观察到的工会当中，宝安区总工会应该是对工人欠薪反应最快

的。大部分地方发生欠薪案之后，当我们把情况介绍给工会，并请求工会尽快联系工

人时，工会最快的反应也就是给工人打个电话和了解情况；至于工会何时能够走出去

代表工人的利益、何时能够尽快找到相关公司进行谈判，则可能被一拖再拖，解决起

来遥遥无期。而宝安区总工会第二天就能找到涉事的工程甲方和总承包，并连同工人

一起坐下来协商解决，宝安区总工会愿意代表工人的行动意愿，以及为工人解决问题的行动

能力令人耳目一新。 

CLB建议，其他各地总工会都应该向深圳市宝安区总工会学习，一旦遇到工人求助，

应该迅速介入案例，以工人代表者的身份，协调解决劳资纠纷，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同时，被侵权的工人一定要坚持找工会、加入工会，争取能通过工人的参与，令

每个工会都有代表工人的意愿与行动的能力。 

不过，当我们向宝安区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咨询，工会如何落实今年5月1日开始实

施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特别是如何落实工会对用人单位工资支付情况的



监督职责时，宝安区工会回复，其实“工会没有执法权”，监督职责只能是“按照法

律”。至于进一步如何操作的询问，宝安区总工会希望CLB自行查阅网上报道，“这个

我就不方便跟你讲了，因为你不是案件的当事人”，或是“走正常的采访途径”。鉴

于此，CLB建议，深圳市宝安区总工会的工作人员应该秉持接受外界监督的态度，对所

有涉及工会作为的询问都应该尽量作答。 

 

注： 

1 此个案已被收录于中国劳工通讯“求助地图” 

2020-08-17 广东省深圳市，一污水管道项目拖欠工资, 工人发帖上访求助 

2 CLB就此个案访谈了：深圳市宝安区总工会权益保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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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3&startDate=2020-08&endDate=2020-08&eventId=2020101315075424457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6%87%E5%AD%97%E7%A8%BF6_7%E6%B7%B1%E5%9C%B3%E5%AE%9D%E5%AE%89%E5%BB%BA%E7%AD%91%E5%85%AC%E5%8F%B8%E6%AC%A0%E8%96%AA.pdf


7/7 四川洪水致化工厂泄漏，地方工会救灾安置忙 

四川洪水百年一遇，影响化工厂发生疑似泄漏 

    2020年8月，四川遭遇罕见的大洪水。8月18日，岷江洪峰通过乐山市五通桥水文

站，洪水漫过乐山大佛，造成百年难得一遇的奇景——“大佛洗脚，乐山淹没”。当

日，乐山市五通桥区居民反映闻到刺激性气味，随后，五通桥区政府曾通报此事，称

未发现企业燃烧、爆炸和泄漏情况，“网友反映烟雾产生原因，为永祥股份安全系统

正常泄压”。8月19日洪水退下，但到了8月20日，五通桥区居民普遍反映城内烟雾弥

漫，刺激性气味蔓延。当时有传言指发生了“化工厂爆炸”，尽管当日乐山市五通桥

区官方微博连续辟谣，表示未有任何化工厂发生爆炸或泄漏，不少居民仍然匆忙撤离

出 城 。 

 

中国劳工通讯（CLB）就此事件联系了乐山市总工会和五通桥区总工会，试图了解

地方工会是否有参与此次事故调查，泄漏事故是否影响居民与工人；如有发生工业意

外，企业工会和地方工会有否及时组织工厂工人撤离；工会平时如何监督这类高危化

工厂落实安全生产；洪灾又对工厂复工复产和工人生计造成何种影响。 

工会称有了解或参与调查，赞扬企业工会偏向职工福利 

乐山市总工会组宣部的工作人员对此事有所了解，表示官方消息是工厂各项指标

正常，并没有发生泄漏，市工会也就没有参与事故调查。“他们公司和他们当地政府

http://www.bjnews.com.cn/news/2020/08/20/760902.html


的声明都是没有发生泄漏，所以说我们这边根本就没有这些信息，然后我们市总这边

也没有接到他们的一些什么报告啊、一些什么申诉的。”至于平时工会如何落实安全

生产，需要找负责的领导才能了解，但领导在开会无法联系。 

五通桥区总工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了解此事，表示工厂没有发生事故，工会一

直都有参与。领导办公室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详细介绍，怀疑发生泄漏的永祥化工厂属

于五通桥辖区，该企业有成立工会，“工会还完成得比较好，还比较配合我们的工

作”。区工会称，永祥公司工会协商代表是由职工投票选出，每年会有工资集体协商，

代表们是站在职工方面考虑的。泄漏事故之后，区工会一直有人在跟进参与调查，只

不过该工作人员并不负责此事。同时，区工会每年都有针对企业举行安全培训和劳动

竞技，永祥企业今年也有参与区工会举办的安康杯竞赛活动，但具体的竞赛细节要等

负责安康杯的工会同事回来之后才能告知。 

至于区工会和企业工会有没有针对乐山的地形对洪水做出特别的防范措施，区工

会工作者承认，这个方面工会的确没有做到面面俱到，“讲是讲过，但是这一次真是

百年难遇的一次”。 

我们希望五通桥区化工厂真的没有发生任何泄漏，但如果有一丁点泄漏的可能，

工会应该做的，不是配合宣传口径否认，而是在发现问题之后，尽快履行《安全生产

法》所规定工会依法监督企业安全生产的职责，组织员工撤离危险的生产现场。 

区工会最近抗洪救灾忙，奔波乡镇安置与慰问工人 

四川乐山遭遇难得一遇的洪水后，工人工作和企业生计受到影响。工人日报于8月

21日曾报道五通桥区总工会“一名工会主席的防汛时刻”，提及工会干部参与了五通

桥区组建的防汛小组，要对企业详细摸排，对企业防汛和物质转移进行预防提醒，以

便及时将职工转移到安置点。在组织街道和企业工会进行防汛部署、转移职工的同时，

工会主席柯昌立还要盘算灾后如何帮扶企业、帮助复工复产等等。乐山市总工会也发

出了《抗洪救灾倡议书》，呼吁全市工会和职工行动。八月底，CLB多次试图联系五通

桥区领导办公室了解情况，却一直没有人接听电话，最后才由一名工作人员接到电话，

并表示副主席领导多日来都在乡镇。看来，五通桥区工会的确没有太多闲人留守，大

部分工会工作者都在外奔波忙。 

透过该名工作人员，CLB了解到，区工会最近主要是忙于抗洪救灾和安置职工。洪

水来袭之后，工会分成了好多队在外面行动，一部分需要负责抗洪清淤，一部分工会

工作者负责化工厂泄漏问题，也有一部分工会工作者负责跑乡镇跑企业、慰问受影响

的职工，给他们发放灾后自救生活补助。在救灾过程中，工会强调自己会更偏向职工

及职工家庭，按照严重程度对工人提供经济补助。即便企业受到洪水影响未能复工，

工会也要求企业不能欠薪，“工资是照常发的，我们已经下去走访，跟企业交代过这

个事情了”。 

http://acftu.people.com.cn/n1/2020/0821/c67502-31831482.html
https://sichuan.scol.com.cn/ggxw/202008/57882597.html


工会工作者提及，由于新来的常务副主席“对工人比较好”，区工会的工作人员

也自认“工人的安全这些我们真的是比较上心的”，因此，近一年来，工会工作者很

少留在办公室，多数都在外面跑企业，找工会主席、工会工作人员和工人了解情况。

“我们从去年慢慢开始，就是基本上每天都是下企业。我们不像有些工会都在办公室

办公比较多嘛，我们就是经常都是跑企业，尽了责任的。每个人是负责哪些片区，经

常都在外面跑的。” 

假如这些都属实，那么五通桥区工会工作者采取的行动无疑值得称赞。在抗洪救

灾的过程中，工会展现了自己能够代表职工的利益、为职工谋福利的行动意愿与能力。

不过，如果乐山市各级工会能够从抗洪救灾转为防洪防灾，提早对洪水及各种安全生

产意外做好防范措施，预防企业安全事故发生，将更有利于职工信任和参与工会、壮

大工会的力量与声誉。 

  

注： 

1 此个案已被收录于中国劳工通讯“安全事故地图” 

2020-08-20 四川省乐山市，一化工厂氯气泄漏，情况未知 

2 CLB就此个案访谈了：四川省乐山市总工会，四川乐山五通桥区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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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2&startDate=2020-08&endDate=2020-08&eventId=2020082015203196497&addressId=511100&address=%E4%B9%90%E5%B1%B1%E5%B8%82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6%87%E5%AD%97%E7%A8%BF7_7%E5%9B%9B%E5%B7%9D%E4%B9%90%E5%B1%B1%E5%8C%96%E5%B7%A5%E5%8E%82%E6%B0%AF%E6%B0%94%E6%B3%84%E6%BC%8F.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