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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通电话 江苏省泰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 

泰州市总工会：您好。 

ＣＬＢ：喂，请问是泰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吗？ 

泰州市总工会：对对对，您好，哪位？ 

ＣＬＢ：您好，我姓韩，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就是关于咱们这儿前不久，饿

了么送餐员刘进他被扣工资然后自焚这个事儿，想问一下咱们工会有没有参与

处理解决这个事儿啊？ 

泰州市总工会：不太清楚。 

ＣＬＢ：啊？这个你们…… 

泰州市总工会：不太清楚。你这是，你这是，我们这是其中的一个部门。 

ＣＬＢ：对，这不是权益保障部吗？ 

泰州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那工会在他这个，刘进他自焚这个事情之后，你们没有帮助家属解决

这事儿啊？ 

——电话被挂断—— 

 

 

第二通电话 江苏泰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 

泰州市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还是我啊。刚才电话掉线了。 

泰州市总工会：喂，哦。 

ＣＬＢ：是这样，那他这事儿，出了这事以后咱们工会没有给……有没有给家

属提供协助，就是说解决…… 

泰州市总工会：这个我不太清楚，我们是，法律工作部，可能是得……我给你

号码，你跟他联系一下好吧？ 

ＣＬＢ：哦，我找哪里呢？ 

泰州市总工会：80188008。 

ＣＬＢ：80188008，这是哪里啊？ 

泰州市总工会：法工部，法律工作部。 

ＣＬＢ：您这是法律工作部？ 

泰州市总工会：我不是啊。 

ＣＬＢ：这个不是权益保障部吗？ 

泰州市总工会：对啊。 

ＣＬＢ：我就想说，那个他这个刘进在做自我伤害之前…… 

泰州市总工会：这件事情我们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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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哦，你们不知道饿了么送餐员刘进两个、三个星期前自焚的事儿啊？ 

泰州市总工会：您跟这个电话联系，好吧？ 

ＣＬＢ：啊，就是 80188008？ 

泰州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那是法律保障部，哦不，法律工作部？喂？ 

泰州市总工会：嗯？ 

ＣＬＢ：我就说，我想了解一下…… 

泰州市总工会：你想知道，你想问我什么事情，我不太清楚，你可以跟这个号

码联系，我说清楚了吗？ 

ＣＬＢ：就是我说刘进在他这事儿出事之前有没有来找过工会求助啊？ 

泰州市总工会：我不清楚。 

ＣＬＢ：这不是权益保障部吗？ 

泰州市总工会：但是我们的这些职责划分可能跟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好吧。 

ＣＬＢ：哦，我就是说在那个北青报的报导里面说他…… 

泰州市总工会：您不要再问我相关的事情了，我真的不清楚。 

ＣＬＢ：可是这是咱们工会的权益保障部吗，不是？ 

泰州市总工会：我说了，部门之间的工作协调方面，这个可能跟你想象中的不

太一样。 

ＣＬＢ：那权益保障部是做什么的啊？请教一下啊。 

泰州市总工会：您要问的话，您找这个电话联系，好吗？ 

ＣＬＢ：找什么？噢，就是刚刚…… 

泰州市总工会：您就找刚刚我给您的那个电话，您跟他联系，可以吗？ 

ＣＬＢ：好的，请问您贵姓啊？ 

泰州市总工会：不方便，再见吧。 

——电话被挂断—— 

 

【拨打 80188008，无人接听】 

 

 

第三通电话 江苏泰州市海陵区总工会 沈梦晨 

海陵区总工会：喂？ 

ＣＬＢ：喂，请问是海陵区工会吗？ 

海陵区总工会：对，哪边？ 

ＣＬＢ：您好，我姓韩，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啊。 

海陵区总工会：您有什么事吗？ 

ＣＬＢ：想了解一下，这个咱们这儿前不久饿了么那个送餐员刘进因为被扣工

资自焚这事儿，咱们区工会有没有参与这个事后的一些解决的过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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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陵区总工会：嗯，有了解情况。 

ＣＬＢ：哦，我看他们家属在搞那个众筹，咱们工会有没有协助他们看家属有

什么需要啊，什么之类的？ 

海陵区总工会：暂时没有，因为这个事情现在是由区政府的哪个部门负责的，

我上次还问了的。我看一下啊。 

ＣＬＢ：我是在网上看到…… 

海陵区总工会：现在他们那个是由区政府网信办主要负责，然后其他的部门配

合吧。 

ＣＬＢ：那这刘进在做出这种傻事，就是伤害自己之前，他有没有来找过咱们

工会求助啊？ 

海陵区总工会：没有。 

ＣＬＢ：他没有？就是……因为我在，我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因为《北京青

年报》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叫“深一度”。他们的报导说，他在……刘进在做出自

我伤害前的 18天之前就被扣工资。然后这 18天里他曾经找过公司协商但没结

果。但是 18天这么长时间，他怎么没来找工会呢？ 

海陵区总工会：这个我也不知道，他没找我们工会。而且他就算找工会的话，

他应该先找他们那个，就是他们的上级工会吧，或者是他们本单位的工会。因

为，我们是确实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他发生这个事情之前。 

ＣＬＢ：那咱们泰州市有没有那个送餐员工会联合会啊？ 

海陵区总工会：没有成立啊。 

ＣＬＢ：没有啊？ 

海陵区总工会：嗯嗯嗯。 

ＣＬＢ：那咱们这儿八大群体入会主要是…… 

海陵区总工会：今年刚入会，今年年底的时候，刚举行八大群体入会。 

ＣＬＢ：那送餐员也应该是在其中的？ 

海陵区总工会：也入会了。但是应该是在这个事儿之后吧？应该是。 

ＣＬＢ：是之前。我看啊，这儿《工人日报——中工网》，在去年十二月十六号

的一个报导，说是去年十、十一两个月是咱们海陵区八大群体建会入会的双月

攻坚行动，就是全力推进八大群体入会。而且网约订餐平台还作为组建的重

点，说是八大群体有 948人入会了。那这些会员是直接就是个人加入工会呢，

还是依托公司平台入会啊？ 

海陵区总工会：就是如果入会的话，应该是企业他们加入工会，然后他们个人

的话是缴工会费，就是成为会员。 

ＣＬＢ：那交会费是给谁呀，就是登记和缴会费是给谁啊，是给企业工会？ 

海陵区总工会：对，然后成立联合工会，然后，对，是这个样子的。 

ＣＬＢ：所以就是说他所工作的那家企业要先跟咱们这个海陵区工会要成立了

工会，然后他才加入那个企业工会？ 

海陵区总工会：对，他们先成立工会，才好加入企业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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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那如果企业要是不愿意成立工会，怎么办呢？这些工人怎么加入工会

啊？ 

海陵区总工会：如果没有（工会），他们企业不愿意入会的话，那就，也没办法

加入，个人是没办法加入（工会）的。 

ＣＬＢ：哦，那咱们……就是因为我看到咱们这儿说是八大群体建会入会的这

个（报导说是）全力推进入会。那我还想着是说，哦那可能就说是，如果要是

公司、企业不同意的话，那咱们工会是不是有一个送餐员工会联合会，这样可

以个人加入？就是这些送餐员可以有一个选择，如果公司愿意的话可以跟公司

加入，如果（公司）不愿意的话那就可以自己加入。这不是这样子的啊？ 

海陵区总工会：没有，我们现在好像不是这样的。因为成立这个工会是我们隔

壁那个部室他们那边主要负责，我对这块业务不是非常的熟。 

ＣＬＢ：哦，您这儿是什么部门啊？ 

海陵区总工会：我这边是权益保障部。就是有女职工，然后有法律的那个部

门。 

ＣＬＢ：哦，那像他们这个，我也是在北青报的那个微信平台看到，就是说他

们这个叫什么啊，就在刘进克扣工资的这个赢跑公司，在事发前就单方面改变

了计件工资的计件方法，把每单六块钱分成好多个阶梯，那实际上是降低了送

餐员的工资。那这个就赢跑公司这个做法，咱们工会权益保障部门有没有代表

送餐员找公司就协商，就是不能这么做？凡事要有商量，你不能单方面说改就

改。咱们工会有没有找过他们？ 

海陵区总工会：没有，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工会应该还没有成立吧。所以我们

对这个也不清楚，他也没找过我们。 

ＣＬＢ：哦。 

海陵区总工会：因为我们海陵区这么多工会，我不可能一家一家地都过去，是

吧？ 

ＣＬＢ：对，我就是说咱们这个什么啊，网约订餐平台，就是送餐员工会啊？ 

海陵区总工会：嗯嗯，好像没有这个工会，没有成立这个什么网约送餐员什么

工会，没有单独成立过这个。 

ＣＬＢ：哦，那咱们去年十月和十一月，两个月，八大群体建会入会这个双月

攻坚行动，是哪一个群体啊？ 

海陵区总工会：他应该是一个联合会吧，八大群体应该是建了一个联合会吧？

我要问一下我们那个隔壁的部室，组织部他们主要负责具体组会的工作。 

ＣＬＢ：对，我就是说咱们这边、权益保障部这边啊。因为你比如说，像赢跑

公司单方面改变计件工资，对吧？你说，你先定好的，假如说送一单是六块

钱，现在你发现如果这些人辛苦地拼命干能赚几块钱，然后你就改了，那不行

啊。 

海陵区总工会：这个，他如果有诉求的话，我们可以去帮他那个。但是他也没

跟我们讲过，也没到我们这边来反映过，我们不可能直接贸然地找人家企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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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对吧？ 

ＣＬＢ：那倒也是。不过咱们工会有没有一个方法，就是说员工没有来找的情

况下，咱们工会可以通过会员啊，通过组织的网络，能这个比较有效地了解到

公司的这种政策，这种叫什么啊……计件工资方法改变，包括对员工其他方面

的权益侵害？就是工会这边有没有从咱们这儿出发的一种有效的这个渠道了解

这些情况呢？ 

海陵区总工会：那只有通过我们下去走访了。因为，老实说，下去走访，全区

这么大，工会这么多，也不可能靠我一个人的力量去走访啊，去每一个都顾及

到吧。就是我们这边维权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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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ＬＢ：那倒也是。咱们这个泰州区泰州市负责权益保障的部门有几个人啊？ 

海陵区总工会：只有两个人。 

ＣＬＢ：两个人，那负责多少家企业啊，就是大概？ 

海陵区总工会：全区的企业啊，就是全区建立工会的企业。 

ＣＬＢ：就是建立的和不建立的。因为工会不是只是保障建立工会企业的职工

权利吧？习近平曾经很清楚地讲，“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

就要站出来说话”，并没有加一个前提说，“哪里建立工会的企业职工权利受到

侵害”。 

海陵区总工会：我们可以去参与、去调解。但是我们没有，就是说人家如果企

业他不听你的，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对吧。如果他建立了工会，我们还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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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ＬＢ：那还有一个，就算是建立了工会，光靠工会，你们两个人，恐怕五年

也跑不过来一圈吧？ 

海陵区总工会：但下面还有镇街工会呢，就是镇街工会还有人呢。就是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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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ＬＢ：哦，那像那个什么，咱们这儿像特别是送餐员这个，之所以八大群体

要单列出来，要特别要让他们加入工会，就是说他们这种用工比较零散。 

海陵区总工会：嗯。 

ＣＬＢ：那像这种送餐员要加入工会，就是与其跟其他的那种像制造业啊什么

的，有具体的地址啊什么之类的，生产的这种，生产线等等，就是跟那个同样

地按企业的方式入会建会。那是不是可以就是说咱们区工会，比如说海陵区这

边直接建一个这个送餐员工会联合会。然后，你可以选择自己直接来工会登记

入会、然后做会员。那另外一个，你也可以选择企业工会。那是不是这样会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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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让送餐员入会比较好入。再有一个，跟咱们这个建立起来的工会跟工人的权

益也可以比较有一个所谓的无缝衔接啊？ 

海陵区总工会：呃，你的建议是挺好的。但是有的企业他不愿意建会啊。 

ＣＬＢ：对，就是说啊，他企业不愿意建会的那种情况，那你不能说“你企业

老板不愿意建会、我工人就没办法加入工会了”。那我也仍然，我作为区工会，

我也仍然设置一个，你不愿意、老板不愿意（建立工会）的情况下，我让你的

员工也可以加入工会，直接来工会加入。这不就，在工会的什么……咱们工会

法的权益就不用靠老板的意愿，而真正变成是职工自愿组建加入工会。 

海陵区总工会：但是职工他的工资是老板发啊，然后他如果要交会费要从他工

资里面扣啊。如果他加入我们这边，我们也不给他发工资，怎么扣会费呢？ 

ＣＬＢ：当然，我也是一个，我们是探讨啦。就是说那是不是像工会改革，从

2015年就开始，这五年多了。那之所以因为要改革，就是因为咱们这儿有好多

过去的做法有点制肘，就是没办法应对新的这个劳动关系。那像这种，特别是

零散就业的八大群体，那是不是可以打开脑洞？就是…… 

海陵区总工会：您这个建议还是比较有想法、有创新。但是，怎么讲呢，我们

也毕竟也是一个区。就是从上到下好像还没有就是这样的做法，或怎么样的。

我们也没有这个职能去让人家直接来加入我们海陵区总工会的工会会员，对

吧。 

ＣＬＢ：对，特别是我在看到报导里面说，这个刘进他特别是给这个饿了么，

无论是饿了吗还是后来给那个美团，都是没有劳动关系的，没有劳动合同。那

咱们工会要发展八大群体入会，他们零散就业，那也是希望，就是从工会这边

也是认定他们这些送餐员他们是劳动关系的，对吧？ 

海陵区总工会：他们如果没有劳动合同，应该有劳务合同吧？ 

ＣＬＢ：对，就是说他们现在呢，因为这个平台的用工方式呢，就避开了这个

劳动关系，这个就形成了很多没必要的争执。那么咱们工会把这八大群体确定

为这个发展的主要的对象、重点。那其实咱们工会，从工会的角度已经认同

了，这些网约送餐员他们就是劳动者，就是劳动关系。那就是说能不能从组建

工会的角度、从我们工会的角度出发，就是通过把他们组织进工会来，直接入

会，加入了工会本身就是劳动关系的，就是劳动者的一个证明。这是不是也可

以从工会的角度可以这样思考问题呢？ 

海陵区总工会：您这个建议我会就是给我们领导，反映给我们领导的。但是我

是没这个权力做这个决定。 

ＣＬＢ：当然当然，明白。其实我也不是……这个怎么说呢，我们现在通常一

聊起来，就是说，啊老板不签劳动合同，那行业普遍地不签劳动合同，那我们

也没办法，他没办法证明劳动关系。那这是现状。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工会主动

出击，把他吸收加入到工会来了。他是网约送餐员的工会会员，那他给这家公

司打工，他就是有劳动关系。那工会就比较强硬一点。当然，我自己也没有听

说是这么做的。其实我跟很多工会有谈过这个，大家都觉得是个好建议，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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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在现实中…… 

海陵区总工会：操作起来有点难。 

ＣＬＢ：对，那才是为什么需要改革，对吧？工会改革。 

海陵区总工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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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改革的话，只能从全总下来改革，一层一级地改革。对吧。 

ＣＬＢ：这个我倒是有点不同意见。我不知道，你们年轻人可能对这个安徽小

岗村不一定知道，就是那个分田到户、联产承包发起的地方。就是那几个小岗

村的党员当初可没有等。也没有等县委、也没有等省委、更没有等中央的指

示。而是自己在那儿就决定分田到户，然后就开启了咱们国家的改革开放，那

是历史性的啊。就是说现在咱们…… 

海陵区总工会：嗯嗯。 

ＣＬＢ：习近平已经就是推动，就是亲自推动，最高领导人推动工会改革，已

经是讲得很清楚了。那咱们是不是基层工会可以不等市工会、省工会和…… 

海陵区总工会：现在，其实我们现在做什么工作，就是包括什么你说的这些，

我们都是要有文件支撑的，我们不可能自己去做这些东西。就是牵扯到什么利

益，金钱，你懂的。就是如果我们把他们拉入会，每年不是要有什么会费、然

后福利这些东西，如果牵扯到这方面的东西，没有人去担这个责啊。 

ＣＬＢ：对，这需要真的是需要打开脑洞。既然是改革，改革就要改啊。 

海陵区总工会：改革，改革是要，怎么讲呢。反正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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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ＬＢ：对，这就是又有一个矛盾了。改革，我们在基层的就希望能有文件做

为支撑，就知道怎么做。但是从上面来说呢，发文件的主呢，他离现实又比较

远，就希望基层能开开脑洞、能创新。 

海陵区总工会：我们可以把你们的这些建议反映给上面去听，反映给领导，反

映给上面去听。但是让我们试试，我们也算是最底层啊，让我们去实施，我估

计是、估计没有人敢去这样。 

ＣＬＢ：对，我有这两个建议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恰当啊。一个是咱们泰州市

这边，或者是海陵区这边，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成立区送餐员行业工会。然后送

餐员自己个人直接入会。 

海陵区总工会：嗯嗯，送餐员，就是直接送餐员建会。 

ＣＬＢ：对，就是您这海陵区…… 

海陵区总工会：这个入会其实，不管是哪个企业或者干嘛，成立工会确实是自

主入会的。 

ＣＬＢ：对，他那个公司老板愿意建会那当然更好，不愿意建的，那工会直接

一杆子插到底，这些送餐员自己来加入工会。那这样就避开了老板愿意不愿意

的这堵墙，对吧？ 

海陵区总工会：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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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这是我其中的一个建议。那另外一个建议呢，就是如果送餐员与平台

之间劳动关系的确立啊。就说那他如果加入工会了，他加入工会，他就要说他

在哪一家公司工作，他已经有这个……他登记的时候就要说清楚。所以这时候

呢，他已经在加入工会的时候，跟咱们工会已经搞清楚了，他就是跟这家公司

送餐，他就是劳动关系。那到时候未来如果要是有什么争拗的话，那工会就可

以、和员工一起有比较多的主动权。这是第二个建议。 

海陵区总工会：嗯嗯，我都记下来了。还有啊？ 

ＣＬＢ：那另外一个建议，最后一个，保证是最后一个。如果成立了送餐员工

会联合会以后呢，这工会联合会跟几家主要的公司啊，找他们进行行业协商。

就是确立一些行业的一些标准，包括更改工资的付费方法、计件方法。包括保

险啊、包括工作时间啊等等这些、包括扣款啊、罚款啊等等这些，那确定一些

行业的标准。如果要是定下来这个以后呢，那咱们区工会就可以跟这个，就是

争取这个标准就是在本区的送餐员享受的标准。你没有入会，你不包含在这些

公司里，也要受这个集体合同的保护。是不是可以，这样一来就是可以……怎

么说呢，通过集体谈判、集体协商，来保障绝大部分甚至所有送餐员的权益？ 

海陵区总工会：可以可以，这个建议挺好的，我都已经记下来了。我到时候跟

我们领导汇报一下。 

ＣＬＢ：对，这样就把送餐员加入工会跟他的权益保障跟集体合同就有机地结

合起来，那么他们可能就看到了加入工会哪怕交一点会费也是值得的。 

海陵区总工会：嗯嗯，是的。 

ＣＬＢ：咱们工会让人家入会？你要让人家入黑社会也要证明黑社会的好处，

入工会也要给人家看到入工会的好处，要不的话人家干嘛交会费，对吧？ 

海陵区总工会：对对对。 

ＣＬＢ：这是我的几点粗浅、我不知道是不是恰当的一些建议啊，麻烦你转达

一下好吧？ 

海陵区总工会：能不能再说一下你是哪边的？ 

ＣＬＢ：我姓韩，我叫韩东方。 

海陵区总工会：韩东方。 

ＣＬＢ：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 

海陵区总工会：中国劳工…… 

ＣＬＢ：中国劳工通讯。 

海陵区总工会：中国劳工通讯。 

ＣＬＢ：请问您贵姓啊？我还没请教呢？ 

海陵区总工会：我姓沈，沈阳的沈。你那边信号不太好，我都听不清。 

ＣＬＢ：小沈啊，怎么称呼啊？ 

海陵区总工会：我叫沈梦晨。 

ＣＬＢ：梦晨啊，梦想的梦，凌晨的晨？ 

海陵区总工会：嗯。你那边信号好像不太好，说话都一格一格的，听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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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对不起，那行，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现在也快下班了。那谢谢你

了，麻烦你转达一下。 

海陵区总工会：好的好的，行。 

ＣＬＢ：再见啊。 

海陵区总工会：好的好的，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