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厦门中铁诺德逸都项目欠薪 

 

第一通电话：厦门市同安区总工会办公室吴先生 

同安区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是同安区工会吗？ 

同安区总工会：您哪里？对。 

ＣＬＢ：我是中国劳工通讯打过来的。是这样子的，就是十二月份的时候，厦门

中铁那个诺德逸都项目拖欠了农民工的工资，不知道这个事情咱们工会有没有参

与呢？ 

同安区总工会：你说哪里的？ 

ＣＬＢ：就是同安区中铁那个项目，诺德逸都的。 

同安区总工会：中铁项目？ 

ＣＬＢ：对。就是在 12 月的时候，他们这个项目拖欠了工人，就是农民工的工

资。 

同安区总工会：中铁，我跟你讲，中铁这个是什么公司的，具体叫什么名称？ 

ＣＬＢ：就是中铁置业啊。 

同安区总工会：置利？ 

ＣＬＢ：置业。 

同安区总工会：哪个字？ 

ＣＬＢ：设置的置。 

同安区总工会：哦，设置的置。 

ＣＬＢ：业就是产业的业啊。 

同安区总工会：置业公司。 

ＣＬＢ：这个中铁它不是国企吗？ 

同安区总工会：对呀。 

ＣＬＢ：对。然后他们…… 

同安区总工会：这个我跟你讲，这个如果是真的有拖欠工资怎么样，它有报到我

们区里的话，我们工会肯定要参与的。 

ＣＬＢ：就是如果有报过来，工会肯定会去参与？ 

同安区总工会：啊，要有报。就是说如果有报，工会肯定会参与的。 

ＣＬＢ：因为我们是在微博上，就是工人有求助的帖子发出来。 

同安区总工会：嗯。 

ＣＬＢ：因为他们就是被拖欠了，然后拿不到工资，就是工人自己在微博上发求



助的帖子。 

同安区总工会：因为我跟你讲，我们区里面也有成立一个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拖

欠工资的，年前就有成立的。 

ＣＬＢ：年前就有成立？ 

同安区总工会：对啊，对啊。 

ＣＬＢ：那你们对……因为它这个事情好像闹得还比较大，因为它是国企嘛，然

后影响也比较大，工人也比较多…… 

同安区总工会：那我跟你讲，我们工会肯定要介入，工会肯定要介入。人来了，

肯定要介入。 

ＣＬＢ：那您清楚这个事情，工会当时有没有参与呢？ 

同安区总工会：这个我跟你讲，这个我要问那个具体，我们这个劳保这一块的他

才清楚，是吧？ 

ＣＬＢ：问哪一块？ 

同安区总工会：问我们的人。反正现在，那个人他现在也不在。 

ＣＬＢ：哦，就是专门有管这一块的同事？ 

同安区总工会：对，对，对，我们是有专门的。 

ＣＬＢ：您这里是办公室…… 

同安区总工会：你现在打过来……我这里是办公室啊，办公室不可能说，有时候

会不清楚啊。 

ＣＬＢ：那就是会出现这种拖欠工资的情况，一般是你们什么部门的同事去管呢？ 

同安区总工会：我们有一个法保部。 

ＣＬＢ：是那个法律和保障部门是吧？ 

同安区总工会：对对。 

ＣＬＢ：那这个同事他今天不在是吗？还是…… 

同安区总工会：对对。 

ＣＬＢ：是放假了还是…… 

同安区总工会：对对。 

ＣＬＢ：另外就是如果出现了这个情况，咱们工会一般也会去参与，那会一般…… 

同安区总工会：对啊，对啊。 

ＣＬＢ：一般会是怎样去帮助工人解决这个欠薪的问题呢？ 

同安区总工会：这个我们一定会参与，那个人来了，我们也是去监察大队啊。 

ＣＬＢ：哦，跟监察大队一起。 

同安区总工会：对啊，肯定是这样的啊。 



ＣＬＢ：那会不会代表工人去跟企业去做一个协商…… 

同安区总工会：那肯定的，还用讲？ 

ＣＬＢ：肯定啊。 

同安区总工会：我们工会肯定是双维护的。 

ＣＬＢ：那有没有说，因为每逢在年前就会出现比较多的欠薪的情况…… 

同安区总工会：对，我们有成立一个专门的那个清理，那个拖欠…… 

ＣＬＢ：办公室，清欠办公室，是吧？ 

同安区总工会：拖欠工资，一个领导小组。都有。 

ＣＬＢ：哦，就是主要是针对欠薪这一块的。 

同安区总工会：对啊，对啊。 

ＣＬＢ：那有没有说因为每年都会出现这个情况，那工会有没有说做一些什么预

防的工作呢？ 

同安区总工会：这个我们肯定都会有，因为每年都有，我们有成立那个欠薪的小

组什么的。 

ＣＬＢ：具体的一些措施您知道吗？ 

同安区总工会：这个，你说你哪里？ 

ＣＬＢ：就是预防的一些措施您清楚吗？ 

同安区总工会：不是，你说你是哪里？ 

ＣＬＢ：我是中国劳工通讯。 

同安区总工会：中国劳工，劳工什么？ 

ＣＬＢ：通讯。 

同安区总工会：你这个是好像那个杂志媒体啊。 

ＣＬＢ：不是，不是，我们也不是媒体，就是关注劳工纠纷的一个机构。 

同安区总工会：哦。 

ＣＬＢ：因为有欠薪的，就是工人权益受到侵害的事件，我们就比较关注，然后

就打来问一下，想了解这个事情，咱们工会有没有帮到工人去解决？然后这个事

情工人拿到工资了没有，就想了解一下，这样子。 

同安区总工会：哦，反正这个事情具体的经办人，也是住建这一块，也不是我们

办公室。他有专门的，另外一个人来处理。法律保障这一块。 

ＣＬＢ：哦，法律保障这一块比较清楚。 

同安区总工会：对啊，对啊。 

ＣＬＢ：那您清楚吗，现在就是全总它有下那个指示，就是说所有的工会都要积

极参与防疫的…… 



同安区总工会：有，那什么文件什么我们这边都有。它好像是全国下下来的，传

达的，一级一级我们都有的。 

ＣＬＢ：那现在咱们工会是都复工了是吗？ 

同安区总工会：还没有。 

ＣＬＢ：那你们是值班啊？ 

同安区总工会：对啊。 

ＣＬＢ：就是办公室现在只有您一个人吗？ 

同安区总工会：对，因为怎么讲，现在就是说，现在的情形也不可能全部都来。 

ＣＬＢ：是，是，是。那咱们工会有没有说，就现在的疫情做一些防疫的工作，

对这些职工做一些保障的工作呢？ 

同安区总工会：这个我跟你讲，你这个，反正现在我跟你讲，肯定有的。具体的

都有一些什么，文件什么的，普遍的都有。反正你再怎么讲，现在都有。电话上

面讲的也不是很清楚，对吧？ 

ＣＬＢ：那咱们工会有没有给我们工作人员提供口罩啊这些防护啊？ 

同安区总工会：有，都有。 

ＣＬＢ：都要做到，是吧？ 

同安区总工会：我们这边都有提供了一个人 50个口罩，这个。 

ＣＬＢ：一个人五十个？ 

同安区总工会：一个人五十个，都有。 

ＣＬＢ：那还挺好的。那现在同安区的职工有没有开始复工的啊？ 

同安区总工会：这个复工就是一些逐步的，那像生产防护用品的，像口罩啊防护

衣啊什么的，肯定要生产的。 

ＣＬＢ：噢，那些工人就回来了是吧？ 

同安区总工会：对呀，他们是过年都没有休息，都在加班加点的在生产。 

ＣＬＢ：那对于这些工人来讲，因为他们集中在一个地方，在厂里面工作，他们

的个人防疫措施啊，个人保护方面啊，工会有没有…… 

同安区总工会：那肯定都有的，他们厂里面就生产这种东西，防护措施肯定有。

是吧。 

ＣＬＢ：就是我们工会会不会对这些企业做一些这方面的指导啊？ 

同安区总工会：这个我们都有发文下去的。 

ＣＬＢ：哦，有发文下去的。 

同安区总工会：对。 

ＣＬＢ：好的，明白。那工地方面有工人来开工吗？复工了吗？ 



同安区总工会：还没有，还没有。 

ＣＬＢ：暂时还没有啊。 

同安区总工会：你现在疫情这么严重，谁敢冒这个险，对吧？ 

ＣＬＢ：对对。那复工之后，工会有没有预防的，防疫的工作要在工地里面做呢？ 

同安区总工会：这个防疫，你说，像我们工会去处理，也不妥当啊。他们本身工

厂就要起到责任。 

ＣＬＢ：但是如果工地呢？就是工地的…… 

同安区总工会：工地他们也有项目，要尽到这个责任。 

ＣＬＢ：那工会会不会到工地去看一下，了解一下工人的防护有没有做足呢？ 

同安区总工会：这个我跟你讲，本身这一块我们都有，劳动保护这一块都在做。 

ＣＬＢ：都有去，是吧？ 

同安区总工会：肯定我们也会下去看一下有没有做到。 

ＣＬＢ：明白。现在很多环卫工人不是也一直在岗位上工作吗？ 

同安区总工会：对呀。 

ＣＬＢ：那他们就……有很多地方报导说环卫工人的防护用品不足啊，那我们同

安区有没有…… 

同安区总工会：防护用品不足这一点是全国性的，不止是我们同安区，这一点你

也应该很清楚。 

ＣＬＢ：是。那咱们同安区工会有没有就是一些方案可以帮助到环卫工人呢？ 

同安区总工会：这个我跟你讲，怎么说，现在你问我，我也说不清，是吧。对不

对？ 

ＣＬＢ：就是有没有可能为他们派一些口罩啊什么的？ 

同安区总工会：有，我们顶多也是为他们派口罩。 

ＣＬＢ：现在有派口罩吗？ 

同安区总工会：口罩那些厂家也很难联系啊。 

ＣＬＢ：那现在咱们工会有去给环卫工人或者其他一些行业的工人派发一些口罩

吗？ 

同安区总工会：这个我跟你讲，现在我们要去厂里面买，买不到。 

ＣＬＢ：就是现在还采购不到，是吗？ 

同安区总工会：对呀，你采购不到，怎么去呢？ 

ＣＬＢ：那有没有一些防疫的知识有没有宣传啊？ 

同安区总工会：宣传我们文件肯定要下发啊。 

ＣＬＢ：嗯嗯，好的，明白。 



同安区总工会：好吧。 

ＣＬＢ：那您清楚就是建筑工人加入工会这个程序吗？就是咱们同安区有建筑行

业工会吗？ 

同安区总工会：行业工会我们有。我觉得你也清楚，我们现在有那个，基层组织

部。 

ＣＬＢ：组织部是吧，就是他们比较清楚？ 

同安区总工会：对呀。你说我一个办公室，我不可能全部业务上的事情我都懂。 

ＣＬＢ：那基层组织部和法保部，他们什么时候上班呢？ 

同安区总工会：我跟你讲，基层组织部，就是 688。 

ＣＬＢ：他们现在有在办公室吗？ 

同安区总工会：有人，有人。 

ＣＬＢ：我可以打这个电话，是吧？ 

同安区总工会：嗯。 

ＣＬＢ：那这个法保部呢？ 

同安区总工会：法保部是 686。我这个 688 啊，打 686。 

ＣＬＢ：哦哦，也有人在当值，是吗？ 

同安区总工会：嗯，对对。 

ＣＬＢ：好的，好的，谢谢你了。您贵姓啊？ 

同安区总工会：我姓吴。 

ＣＬＢ：谢谢你啊，吴先生。 

同安区总工会：好，不客气。 

ＣＬＢ：谢谢啊，再见。 

 

 

第二通电话： 同安区总工会法律保障部 

同安区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您好，我这边是中国劳工通讯打过来的，您这里是法律保障部门，是吧？ 

同安区总工会：这边是，你打……7313351。 

ＣＬＢ：不好意思我记一下啊，7313351，这个是什么部门的？ 

同安区总工会：就是职工服务中心。 

ＣＬＢ：职工服务中心啊？ 

同安区总工会：对。 

ＣＬＢ：您这里是什么部门啊？ 



同安区总工会：我这里是法律保障的。 

ＣＬＢ：法律保障部吗？ 

同安区总工会：他那边也是。 

ＣＬＢ：我想问一下…… 

同安区总工会：你问什么问那边比较清楚，因为我是值班的。我也不清楚。 

ＣＬＢ：哦，因为我打过去，之前我打过去你们办公室的，然后你们的同事让我

打过来法律保障部，说这边可能比较清楚。 

同安区总工会：哦。 

ＣＬＢ：因为我是想问，就是 12 月份的时候厦门那个中铁置业，诺德逸都项目

拖欠了农民工的工资，然后不知道工会有没有去参与这个事情呢，就是想问一下

这个事情。 

同安区总工会：中铁，你问一下职工服务中心那边。 

ＣＬＢ：您这边不清楚是吗？ 

同安区总工会：我不清楚，因为我们这边是轮流值班。我也不知道。具体的这个

项目也不是我在办。 

ＣＬＢ：是职工服务中心那边的，是吧？ 

同安区总工会：嗯嗯，我刚才报给你的那个电话，你打一下。 

ＣＬＢ：然后我还想再问一下，不好意思啊，就是现在这个疫情的当下，咱们工

会有什么防护措施来帮助工人呢？就是帮助即将来复工的工人，或者是已经在岗

位的工人呢？ 

同安区总工会：这个我也不清楚。 

ＣＬＢ：那有没有派发一些口罩啊，或者其他的措施啊？ 

同安区总工会：没有，口罩现在都买不到啊。 

ＣＬＢ：就是没有办法去派了？ 

同安区总工会：对。 

ＣＬＢ：那有没有做一些，已经有些企业已经复工了，那对他们的员工的安全的

保护，防疫的保护，工会有没有去看一下、关注一下呢？ 

同安区总工会：这个应该没有，因为现在都还在那个待工。 

ＣＬＢ：哦，还在待工，就是都还没有开工，是吧。 

同安区总工会：对，对，对。就是 9号之后才可以开嘛。 

ＣＬＢ：就是所有的厂…… 

同安区总工会：所有的企业。 

ＣＬＢ：那一些比如说必需品的生产线的一些厂，是不是提前开工了呢？ 



同安区总工会：只有那些什么医疗的什么之类的，那一类的，其他的好像都不行。 

ＣＬＢ：那咱们工会的本身的员工，工会有没有提供给工会的工作人员一些防护

用品啊？有没有做好这些呢？ 

同安区总工会：我们没有啊，也是要自己在网上买的。 

ＣＬＢ：就是自己买啊，就是工会也没有口罩提供给同事们吗？ 

同安区总工会：嗯。 

ＣＬＢ：现在工会也没有全面复工吗，就是都是在值班，是吗？ 

同安区总工会：对，都是在值班。 

ＣＬＢ：那什么时候全面复工呢？ 

同安区总工会：现在暂时是安排到星期天嘛。 

ＣＬＢ：到星期天啊，然后后面再等通知，是吧？ 

同安区总工会：嗯，对。 

ＣＬＢ：好的，那如果要是问案件的话，我就是要打去问职工服务中心是吧。 

同安区总工会：对，你去问一下那边。 

ＣＬＢ：好的。 

同安区总工会：我是，这个不是我在办的，我主要也不是做这个的。 

ＣＬＢ：那如果是对工人做一些防护的计划工作，你们这边的同事有比较了解的

吗？ 

同安区总工会：你就先打那个问一下吧。 

ＣＬＢ：还是问职工服务中心？ 

同安区总工会：哦。那你有打办公室吗？ 

ＣＬＢ：有啊，我之前有问，他们让我打这个。 

同安区总工会：他们没过来，你明天再打吧。 

ＣＬＢ：明天再打哪里？ 

同安区总工会：办公室。再打这个电话，明天就是他们值班了。 

ＣＬＢ：明天打这个电话？就是打回 686 这个电话吗？ 

同安区总工会：对对。 

ＣＬＢ：明天就是法律部门的员工值班了？ 

同安区总工会：对对。现在是办公室，就是一人一天嘛。 

ＣＬＢ：您也是办公室的吗？ 

同安区总工会：不是。我们是不在一起的，我们是一天办公嘛。 

ＣＬＢ：就是一个人值班？ 

同安区总工会：对对。 



ＣＬＢ：所有的部门只有一个人值班，现在？ 

同安区总工会：没有，我们是两个人合在一起的，明天轮到他们，你如果要打过

来，就明天再打。 

ＣＬＢ：好的好的，谢谢啊，再见。 

同安区总工会：再见。 

 

 

第三通电话： 厦门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 

ＣＬＢ：您好，是厦门市总工会吗？ 

厦门市总工会：哪里？ 

ＣＬＢ：我这边是中国劳工通讯打过来的，是这样子的。 

厦门市总工会：中国什么？ 

ＣＬＢ：中国劳工通讯。是这样子的…… 

厦门市总工会：哦，你们要订杂志是吧？ 

ＣＬＢ：不是不是，我们是关注劳工权益保障的一个机构。是这样子的，就是十

二月份的时候，厦门的中铁置业，他们有一个项目，在同安区，叫诺德逸都项目

拖欠了农民工的工资，然后农民工就集体维权讨薪的事情，不知道咱们工会有没

有参与啊？ 

厦门市总工会：哦，你这一个可能得问一下我们市总工会办公室。 

ＣＬＢ：哦，您这边是权益部门是吗？权益保障部吗？ 

厦门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但是您这边不知道、不了解这个事情，是吗？ 

厦门市总工会：啊。因为我们每个人划块工作的内容不一样，我没有负责这方面

的内容。 

ＣＬＢ：那一般就是有劳动纠纷…… 

厦门市总工会：你要是单位采访的话，你最好通过办公室发一个公函过来。 

ＣＬＢ：因为我们不是媒体，我们纯粹是…… 

厦门市总工会：你不是媒体吗，你不是中国劳工吗？ 

ＣＬＢ：它叫通讯，但我们是一个研究机构，但不是媒体。 

厦门市总工会：你通过市总工会办公室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部门领导反正也有

在楼里面。 

ＣＬＢ：哦…… 

厦门市总工会：你涉及单位的，公对公的事情，因为你这个案子我也不太了解。 



ＣＬＢ：哦…… 

厦门市总工会：我们过年有很多业务，你这个劳动关系只是其中一块。 

ＣＬＢ：那您这边是负责什么的？ 

厦门市总工会：我负责困难帮扶的，困难职工建档案的，你知道这个内容吗？ 

ＣＬＢ：我知道帮扶的…… 

厦门市总工会：知道哈，我们往上面都有这个内容。 

ＣＬＢ：那就是劳动纠纷的是别的同事？ 

厦门市总工会：劳动纠纷我没有负责这一块。 

ＣＬＢ：那现在我想问一下，全总有下文件，就是所有的工会都要站出来做防疫

的工作嘛………… 

厦门市总工会：你是全总以下的事业单位吗？ 

ＣＬＢ：不是。 

厦门市总工会：那你跟全国总工会有什么关系吗？ 

ＣＬＢ：也没关系。 

厦门市总工会：那怎么叫中国劳工啊？ 

ＣＬＢ：就关注劳工啊。 

厦门市总工会：关注中国劳工？ 

ＣＬＢ：对啊。 

厦门市总工会：那你们有没有注册啊？ 

ＣＬＢ：当然有注册啊。 

厦门市总工会：你们是正规的媒体吗？ 

ＣＬＢ：不是媒体，不是媒体，我们是一个研究机构，就是…… 

厦门市总工会：研究机构是吧，有没有注册。 

ＣＬＢ：有注册。 

厦门市总工会：你们有注册的话联系我们办公室。你如果没注册那另外说，好吧。 

ＣＬＢ：就是所有想咨询的都要打办公室，是吗？ 

厦门市总工会：不是咨询的都要打办公室，你这个是一个案子，我不了解情况。

如果走正规程序的话，相关的领导都会跟你协调。 

ＣＬＢ：好的，好的，这个案子我可以打办公室。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想问

一下，不好意思啊。就是现在都是在防疫嘛，那咱们工会有没有对职工做一些什

么？ 

厦门市总工会：有的，我们的市总工会微信公众号都有相关的报导。我们都有报

导。我们的网站，官方网站都有相关的内容。你可以上去查询一下，好吧。 



ＣＬＢ：好的好的，那好吧。 

厦门市总工会：好，就这样，再见。 

ＣＬＢ：好的，好的，再见。 

 

 

 

第四通电话： 厦门市总工会办公室 

ＣＬＢ：您好，是厦门市总工会吗？ 

厦门市总工会：是的。 

ＣＬＢ：我这边是中国劳工通讯打过来的。 

厦门市总工会：哪里？ 

ＣＬＢ：中国劳工通讯。 

厦门市总工会：哎，你说。 

ＣＬＢ：是这样子的，在十二月份的时候，厦门中铁置业他在同安区有一个项目

叫诺德逸都项目，这个项目他拖欠了农民工的工资，然后农民工集体维权讨薪这

个事情，不知道咱们工会有没有参与呢？ 

厦门市总工会：这个我目前还不知道呢，我是办公室，你要问一下权益保障部。 

ＣＬＢ：因为权益保障部我刚才打去，然后他就只有一个同事是负责帮扶工作的，

他不了解这一个案子，他就让我打来办公室问一下。 

厦门市总工会：我们办公室没有参与这个事情，我们不太清楚啊。 

ＣＬＢ：你暂时没有听到过有参与这个案子是吧？ 

厦门市总工会：对。是哪里的？中铁什么？ 

ＣＬＢ：中铁置业。 

厦门市总工会：中铁置业是吧。 

ＣＬＢ：对对对，他的全名是中铁置业集团…… 

厦门市总工会：你要不要打一下 12351。 

ＣＬＢ：12351是这个职工服务热线哦…… 

厦门市总工会：对，是我们的职工服务热线，他们那边应该知道这个事情。 

ＣＬＢ：明白，好的。不好意思啊，那我还想问…… 

厦门市总工会：你说。 

ＣＬＢ：就是一般如果遇到这种有欠薪的问题，咱们工会会怎么样代表工人呢？

去帮助…… 

厦门市总工会：是这样的，我们看什么情况啦。有的是……我们一般是案件处理



比较多，如果是市属的企业，还有一种是我们产业，市的产业的，一般是两类。

就是首先是我们区总工会啊、或者产业工会会介入。他们会去了解情况啊，并且

跟我们，比如说去下相关部门啊，看一下是什么事吧。然后呢，中间我们会去起

到一个协调和协助的作用吧。当然了，如果当中有一些信访的，也有一些信访的、

直接的面对面这种接访的情况，也有我们专门的部门来解决这个事嘛。 

ＣＬＢ：那一般就是如果出现比较大的这种集体维权的这种事情，然后咱们工会

也都会到现场去帮助解决是吧？去了解情况？ 

厦门市总工会：一般会啊，一般都会啊。 

ＣＬＢ：那一般会代表工人去跟这个企业做一个协商来解决吗？ 

厦门市总工会：那你看它什么事情喽。有的事情他就是要走法律程序的，比如协

商不了的。如果协商得了的，肯定工会会介入协商、参与协商了。会指导基层工

会啊，本地工会啊，去那个嘛，去跟行政方去协商这个事嘛。还有一种是职工，

你有一些事是职工有问题，职工他有个体的、也有集体的问题，这两个不一样的。 

ＣＬＢ：嗯，明白。 

厦门市总工会：如果是企业对职工的，职工是有普遍性的问题，肯定是要由基层

工会，我们就由基层工会去跟行政方去协商，是吧。如果说是个例的，一些职工

感觉到说企业对他个人的某件事或者某个人的事情，那可能他走法律程序的更多。 

ＣＬＢ：一般走法律程序，咱们工会也会提供…… 

厦门市总工会：他也是先通过劳动仲裁吧。劳动仲裁不行的话，可能就是走法律

程序了。 

ＣＬＢ：那咱们工会也会给他提供援助律师…… 

厦门市总工会：一些指导吧，都会，不管是个人或是单位，应该都会。 

ＣＬＢ：恩恩，明白。 

厦门市总工会：他一般是按层级来的，不一定都是先到市总工会，那倒不一定。 

ＣＬＢ：因为在这个，就是每逢在过年之前啊，就有很多建筑工人被拖欠工资的

情况出现嘛…… 

厦门市总工会：哦，那是集体性的，是吧？ 

ＣＬＢ：对，对，很多就是大部分还是集体的。然后就是，工会会不会有一些预

防的工作，预防这种情况出现？ 

厦门市总工会：这个实际上拖欠工资的事情不光是工会在做，严格地讲，治理拖

欠工资是市政府在做的。 

ＣＬＢ：噢，政府在做啊。 

厦门市总工会：对，这个应该是我们工会是配合政府来做这个事。我们厦门市政



府年前又专门开了一个就是说防止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包括农民工，包括工人工

资啦、职工工资啦，专门有开会。相关部门，市政府的相关部门，包括我们工会

都一起去参加了。 

ＣＬＢ：噢，就是工会也会一起去参加。 

厦门市总工会：会啊，会啊。 

ＣＬＢ：就是清欠办公室，是吗？ 

厦门市总工会：清欠办公室好像是市政府的吧。好像有一个。 

ＣＬＢ：那咱们工会也会参与到里面去吗？  

厦门市总工会：会啊。 

ＣＬＢ：也会的，是吧？ 

厦门市总工会：嗯。 

ＣＬＢ：明白。那您清楚就是这个厦门市…… 

厦门市总工会：就是说你刚才讲的那一家，具体的情况我不太清楚，那一家是某

一家，这一家的事情，因为我办公室，有些事情他们没经过办公室，是业务部门

在处理，我们就不太清楚。你可以问一下 12351，他们有没有接到过投诉啊，或

者是求助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你问一下。他们可能清楚，好吧。 

ＣＬＢ：好的，我可以问一下。 

厦门市总工会：对，对。 

ＣＬＢ：那不好意思，还想问一下，现在就都是在防疫情嘛，那咱们工会有没有

一些措施和一些方案来帮助工人预防，就是在岗的工人或者将要复工的工人，做

一些保障的工作呢？咱们工会有没有这种…… 

厦门市总工会：这个工会有啊，这个肯定疫情防控这一块，包括职工维权，职工

服务这一块，我们都有专门做一些事情啊。 

ＣＬＢ：那比如说什么事情呢？比如现在在做的。 

厦门市总工会：你可以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上面都有发布一些消息，你可

以以那个为准，好吧。 

ＣＬＢ：就是我看到有去一线去探访这些医护人员啊。 

厦门市总工会：嗯，慰问一线岗位职工也有，也有督导企业落实市政府，市委市

政府防控指挥部的一些措施规定啊，也有那个。包括职工的一些诉求，通过我们

微信公众号后台反应的诉求，我们网上搜集到的职工诉求，我们也及时地跟政府

反映啊。都有。 

ＣＬＢ：那现在有没有说做一些，比如说对即将要到来复工的工人，去派发口罩

啊，派发些消毒用品啊，这些防护用品啊？ 



厦门市总工会：这个是这样的，派发，严格来讲，我们工会是协助行政方，或者

企业的行政方来做这个事。有些不是说都是工会发口罩，因为现在的这个资源，

你知道防疫资源都是管控的，统一调配的，不是工会有这个资源。工会有，肯定

会发下去，对不对？我们也向政府有反映这个问题，就是说要督导企业来落实这

方面的防护措施。当然喽，他这个资源方面，调配方面也是往一线工人啊，往生

产企业啊去协助。 

ＣＬＢ：那对于这些已经复工的企业还有工厂，有没有去监督一下他们对工人的

这些防护措施有没有做足？ 

厦门市总工会：当然要啊，这个肯定要做。这个不光是工会要求这样的，市里面

统一的要求都是这样的。 

ＣＬＢ：就是工会也有去做这些指导是吧？ 

厦门市总工会：也有啊，也有。我们主要的，一个就是我们有下去结合走访慰问

嘛，去了解掌握情况嘛，进一步的指导和督导嘛。第二个呢，我们主要还是依靠

我们基层工会，各级工会啊，依靠各级工会来协助和督促单位做好这些工作嘛，

对吧。 

ＣＬＢ：哦，都有在做这些。 

厦门市总工会：有，一直在做。不光我们在做，实际上像市里面的工信局啊，人

社局啊，安全局啊，他们都也在落实这件事。 

ＣＬＢ：明白。那现在目前厦门市的工地复工了没有啊？您知道吗？ 

厦门市总工会：有一部分企业……工地啊？ 

ＣＬＢ：工地或者企业，他们有一部分？ 

厦门市总工会：企业肯定有复工的企业嘛，有啊。比如说生产这些，有些民生的

急需的，还有一些防疫的物资生产的，那肯定都有啊。那些防疫物质生产的，实

际上都在加班加点地生产。 

ＣＬＢ：哦，这些已经复工了。 

厦门市总工会：对啊。包括复工的这个事，我们市政府有专门出了一个文件的，

就是监测复工的，文件里面讲得很清楚。 

ＣＬＢ：那工地呢，您知道吗？工地复工了没有？ 

厦门市总工会：工地目前我不清楚。我没听说。 

ＣＬＢ：哦，暂时不清楚。 

厦门市总工会：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产业啊，他们可能了解这个情况。 

ＣＬＢ：明白。那说回来，就是防护措施，那对我们工会的工作人员有没有预先

做这个保护呢？就是首先对我们的工会工作人员，就是我们工会工作人员不是已



经在值班吗，那这个防护…… 

厦门市总工会：工会值班那肯定有防护啊，我们都有要求啊。落实这个要求，这

个没有问题。 

ＣＬＢ：单位有给你们发口罩啊这些防护用品吗？ 

厦门市总工会：我们只要是集体的，如果说是……你讲的是哪一级工会啊？我不

懂你讲什么。 

ＣＬＢ：就是包括市工会，或者区工会，这些基层工会，他们值班的人员有没有

受到保护呢？就是有没有口罩啊…… 

厦门市总工会：肯定有啊，这个肯定有啊，现在要求非常严。 

ＣＬＢ：都会提供是吗？ 

厦门市总工会：啊？ 

ＣＬＢ：就是工会都会提供给工作人员（口罩这些）是不是？ 

厦门市总工会：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工会所有的防疫物资都是各级、是

各级来保障啊，不是由市里面工会统一来保障的，这个做不到，知道吧？是各级，

比如说你区工会，区工会他向市政府那边申请相关的一些防疫物资嘛，现在都是

政府统配的。  

ＣＬＢ：就是每一级的工会自己去申请，是吧？是这样吗？ 

厦门市总工会：你讲的，实际上你讲的工会是什么？比如说是基层工会他几个人，

还是讲的他单位里的所有职工，那是不一样的，是吧？ 

ＣＬＢ：就是工会的，我讲的是工会的，对，不是企业的。 

厦门市总工会：工会，没有，你讲的哪一级？你比如说区工会，独立的，或者市

工会，他都是独立的人，对不对？独立单位的。那像基层工会的人基本上都是兼

职的，本身就是企业的职工啊。对不对？ 

ＣＬＢ：嗯。 

厦门市总工会：你不可能说专门工会的就给申请，他不给职工申请，他肯定是企

业统一的。比如说你职工有、你肯定工会的人也有啊。是这样的。 

ＣＬＢ：噢，明白，好的，感谢您。 

厦门市总工会：好的。 

ＣＬＢ：那那个案子我就打一下 12351 ，是吧？ 

厦门市总工会：嗯，12351你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吧。 

ＣＬＢ：好的，好的，谢谢您，再见啊。 

厦门市总工会：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