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通电话 ⽢肃省临夏州 东乡县总⼯会 办公室

喂 您好 是东乡县总⼯会吗
东乡县总⼯会 嗯 是啊 您是哪⾥
您这边是办公室吗
东乡县总⼯会 就是啊
哦 是这样⼦的 我这边是中国劳⼯通讯打来的 就是我们在⽹上看
到有⼯⼈求助 他们是在咱们临夏州东乡县 有⼀个镇叫做达板镇 对吧
东乡县总⼯会 哦 达板镇是吧
对对 他们是在这个沿洮河经济开发区⼯地上⼲活的 有五⼗⼏个
⼈
东乡县总⼯会 就是那个达板镇沿洮河经济
对对对
东乡县总⼯会 达板镇沿洮河经济站打⼯的 对吧
对对对 他们是去年 2019年11⽉份就在那⾥⼲活 然后过年的时候
停了 然后2⽉份又去接着⼲活了 ⼲到5⽉初就完⼯了 但是呢 这个约定的
⼯资有⼀百多万 然后这个⽤⼈单位只给了四⼗万左右 现在还拖⽋了⼯⼈六
七⼗万的⼯资 然后他们呢 ⼯⼈也找过这个项⽬的总包商 就是⼆⼗⼀局
中铁⼆⼗⼀局 然后还有这个分包商 分包单位 去讨薪 但是到现在都没有
拿到⼯钱 ⼯⼈就挺着急的 就是五⼗⼏⼈正等着⼯钱⽣活呢 然后他们没办
法 就在这个微博上向社会求助 我们刚好看到 就打过来跟咱们⼯会反映⼀
下这个情况
东乡县总⼯会 还有那个就是中华全国总⼯会的公布是吗
对对对 他们就是在微博上求助了 我们就打来跟咱们⼯会反映⼀下
然后就说想⼀想咱们东乡县⼯会是不是可以主动给⼯⼈打个电话 了解⼀下
这个情况 然后代表⼯⼈组织⼀下 跟企业做⼀个协商呢
东乡县总⼯会 哦 还有就是那个⼯⼈的联系⽅式有没有啊
有有有 我可以给你 这个⼯⼈叫⼩李 他姓李
东乡县总⼯会 他姓李对吧
对对对 然后电话是130XXXXXXXX
东乡县总⼯会 哦 XXXXXXXX
对对对 130XXXXXXXX
东乡县总⼯会 嗯 好的 好的
您是办公室的⼯作⼈员 是吧
东乡县总⼯会 东乡县总⼯会办公室的
您这边有这个劳动保障部门吗
东乡县总⼯会 劳动保障部 我们设计的时候是有的
如果是⽋薪案件 你们是哪个部门负责呢
东乡县总⼯会 应该就是劳动保障部在负责
哦 那他们电话是多少啊
东乡县总⼯会 那个我们是只有⼀个办公室 办公室只有⼀个电话
哦 就是只有这⼀个电话是吧
东乡县总⼯会 就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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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 那咱们⼯会可以打电话给⼯⼈联系 问问什么情况 是吧
东乡县总⼯会 嗯 ⾏
还有⼀个就是 我想问⼀下 就是这个 保障农民⼯⼯资⽀付条例
今年五⽉份已经开始实施了嘛
东乡县总⼯会 嗯
然后就是规定了⽤⼈单位应该是按⽉⾜额⽀付⼯资给⼯⼈的
东乡县总⼯会 就是啊
但是现在⽬前咱们这⾥⼯地还有这种情况出现 就是没有依法执⾏
然后这个条例⾥⾯其实对咱们⼯会也有⼀个赋予权⼒的 就是对这个⽤⼈单位
⼯资⽀付情况进⾏监督的权⼒ 那咱们⼯会平时是怎么落实的呢
东乡县总⼯会 因为我们⼯会 像我们东乡县近⼏年的话他就是把那个脱贫攻
坚⼯作放在⾸位了 所以 我们⼯会的⼤部分⼈调下去做脱贫攻坚⼯作去了
然后暂时 我们⼯会⼈员最近也没有接到过⼯⼈⽋薪的这些⼯作 然后 接到
的时候我们就是先进⾏协调和⽤⼈单位 基本上到最后都能够按时讨回来 反
正 就是时间差⼀点 钱都能要回来
哦 因为我在⽹上其实有看到咱们东乡县⼀直以来都是把解决拖⽋农
民⼯⼯资这个问题 就是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个重要的⼯作 重点来推动
东乡县总⼯会 啊 就是啊
然后也看到了 有制定这个 农民⼯⼯资⽀付专项情况检查活动实施
⽅案
就是说 定期会展开这个专项检查的⼯作 来保障农民⼯获得报酬的
权利
东乡县总⼯会 就是啊
对对对 就是从这个源头上去防范拖⽋⼯资的问题 那咱们东乡县有
没有……就是总⼯会有没有参与这个专项检查的⼯作呢
东乡县总⼯会 这个事情有的 每年都会抽出⼀定的时间去进⾏检查 ⼀般像
我们这边的话 ⼤的公司比较少 所以基本上不存在这个⽋薪的问题 今天还
是第⼀次听说这么多⼈的⼯资被拖⽋呢
哦 近⼏年都比较少 是吗
东乡县总⼯会 嗯 就是啊
那您了解中铁这个项⽬ 其实这个项⽬是咱们政府的项⽬ 是乡城建
设的 然后这个总承包商是中铁⼆⼗⼀局 你知道他们有⼯会吗 ⼯地上有项
⽬⼯会吗
东乡县总⼯会 这个我不太清楚 领导您先这样吧 我先汇报⼀下我们领导
然后再给您来电话吧 您的号码是
我可以再打回来的 我可以再打回来
东乡县总⼯会 啊⾏
那你先联系⼀下⼯⼈吧 好吧 看⼀下事情怎么解决 好吧
东乡县总⼯会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 麻烦了 谢谢啊 再见
东乡县总⼯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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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 您好 是东乡县总⼯会吗
东乡县总⼯会 嗯 您好
您好 我这边是中国劳⼯通讯打过来的
东乡县总⼯会 哪个
中国劳⼯通讯
东乡县总⼯会 劳⼯通讯
对对对 其实我上周有打过来 就是反映咱们东乡县这个达板镇的⼯
⼈被拖⽋⼯资的事情 不知道您知道这个事情吗
东乡县总⼯会 这个我知道 我跟组织汇报过 他的意思是需要正式⽂件才能
接受采访
不是采访 就是我是打来是反映这个事情 想咱们⼯会联系这个⼯⼈
去了解情况提供帮助的 不知道咱们⼯会有没有联系⼯⼈呢
东乡县总⼯会 不是 这个我们需要正式⽂件的啊 上级给我们下的⽂件
不是 我只是说 我帮助⼯⼈打来 就是跟咱们⼯会反映这个事情
那咱们⼯会能不能就是主动联系⼯⼈提供帮助呢
东乡县总⼯会 等⼀下啊
好的 谢谢啊
东乡县总⼯会 那这样吧 你让那个……⼯⼈是直接联系你的 对吗
对 我跟⼯⼈也联系过 就是他在那个微博上求助
东乡县总⼯会 你让⼯⼈写个那个什么 ⽇志也⾏啊 或者上级⼯会给我们来
个⽇程监督信 我们没有⽇志直接到那边的话 我们没法开展⼯作的
哦 就是咱们⼯会不能……因为上次我也留了这个⼯⼈的电话给你们
的同事了 他说可以给⼯⼈去打个电话 去问问什么情况 因为其实⼯⼈就在
咱们东乡县的达板镇
东乡县总⼯会 那个 他是不是拖⽋他们⼯资的问题 你说的是拖⽋⼯资这个
事情 对吧
对对对 他们还有六七⼗万……
东乡县总⼯会 拖⽋⼯资的话 你让⼯⼈给我们……那个需要⼀些书⾯的东西
你知道吧
我有跟他讲 就是如果去找咱们⼯会求助的话 也要带上这些资料⽂
件去 对 当时有跟他讲 但是⼯⼈可能还不知道怎么找⼯会 所以 当时我
上周打来咱们⼯会 那你的同事就跟我说是可以打电话给⼯⼈去了解⼀下情况
的
东乡县总⼯会 这个我们⼯会只能给他提供⼀些法律援助之类的帮助 具体拖
⽋⼯资的话 应该找那个劳务部门的 或者是劳动⼤队
啊 咱们⼯会不是说可以代表⼯⼈去跟企业展开协商吗
东乡县总⼯会 那是⼯资集体协商 不是拖⽋⼯资的那个事情啊 我们可以代
表⼯⼈跟公司⽅商量⼯资的事情 但是不能处理这个拖⽋⼯资的事情
但是这个2020年5⽉份出台的这个 保障农民⼯⼯资⽀付条例
⾥⾯
不是有规定咱们⼯会对⽤⼈单位⼯资⽀付情况进⾏监督吗 如果⽤⼈单位没有
⽀付到位的话 ⼯会是有职责去监督 去要求⽤⼈单位⽀付的呀 去改正的
呀
东乡县总⼯会 这样 你让那个⼯⼈给我们⼀些书⾯的东西 可以吗
那我让⼯⼈直接去⼯会找你们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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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乡县总⼯会 嗯 可以啊
那咱们⼯会可以帮助⼯⼈ 就是联系相关⽅来组成这个协商会议吗
就帮他们……
东乡县总⼯会 他来的话 我们可以帮他联系⼀下劳动部门的
他们找过劳动局的 但是⼀直没有结果 所以咱们⼯会是⼯⼈的娘家
⼈ 不是应该代表⼯⼈维护⼯⼈的权益吗
东乡县总⼯会 对 你上次只是来了⼀个电话 我们也不是经常听说这个事
情 上次我们以前发⽣过这种事情 给我们投诉说没发⼯资 我们下去了 说
没有发⽣这个事情 你应该理解的 这种事情 对吧 让他给我们⼀个书⾯的
东西 或者到我们单位来 都可以啊
⼯⼈是可以直接到⼯会的 是吧
东乡县总⼯会 嗯 对
那⾏ 我让⼯⼈去找⼯会
东乡县总⼯会 这样吧 我把⼈事局的电话给你 你跟他们联系⼀下 ⼈事局
联系过了没有
哪⾥的
东乡县总⼯会 ⼈事局 劳动⼤队
劳动⼤队啊 他们都有找过相关⽅的 就是政府部门 但是⼯会才是
咱们⼯⼈的组织嘛 是应该代表⼯⼈的呀 ⽽且在……
东乡县总⼯会 代表⼯⼈ 但是我们这边只能提供⼀些法律援助之类的东西
啊
⼯会 不能代表⼯⼈去跟……就是拖⽋⼯资的情况 ⼯会 不能帮
助⼯⼈维护吗
东乡县总⼯会 我们不是监管部门的 我们没有监管的权限 我们只是协调的
那种权限
嗯 协调也可以是帮助召集相关涉及的相关⽅来进⾏协调 是吧
东乡县总⼯会 我们可以给⼯⼈说不发⼯资……我们可以给⼯⼈说不发⼯资要
找哪些部门 要⾛哪些法律程序这种 具体要跟公司商量的话 或者要⾛法律
程序的话 要到劳动⼤队那边
哦 那比如说 不能帮助召集比如说总包商啊 或者是真正发⼯资的
这些单位 然后还有⼯⼈ 还有咱们⼯会的⼈来展开这个协调吗 就拖⽋⼯资
的情况
东乡县总⼯会 拖⽋⼯资 我们只能⾛法律援助了
就是要⼯⼈去⾛司法程序吗
东乡县总⼯会 ⼯⼈愿意⾛司法程序的话可以⾛的
那如果在⾛司法程序之前 是不是应该先协调⼀下呢
东乡县总⼯会 司法 协调的话 应该是劳动……这个事情你们没跟劳动⼤队
说过吗
⼯⼈找过了 但是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结果
东乡县总⼯会 哦 你没跟那边联系 对吧
我没有 ⼯⼈⾃⼰去找的
东乡县总⼯会 我们只能给⼯⼈指条路 说我们司法⼤队在哪边 怎么⾛ 他
们都应该找谁 给予这种的帮助 然后具体要协商的话 司法⼤队 哦不是
劳动⼤队⽅要跟公司⽅他们协调的啊 我们没有那个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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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在这个2013年啊 咱们这个习近平主席不是到咱们这个东乡县来
过 也提到过这个⼯⼈被拖⽋⼯资的情况的 当时 就是有说过 “哪⾥的职⼯
权益受到侵害 哪⾥的⼯会就要站出来” 是不是 然后就是要求 当时咱们习
近平主席有说过 要坚决杜绝拖⽋克扣农民⼯⼯资的现象 这也是在对咱们⼯
会喊话啊
东乡县总⼯会 对我知道 这样吧 ⼯⼈是联系你的 对吧
对
东乡县总⼯会 你说你是哪个部门的
我是中国劳⼯通讯 是⼀个关注劳⼯权益的⼀个研究⽹站 然后我们
是在微博看到了⼯⼈的求助 然后联系了⼯⼈ 然后帮他打来这个⼯会反映
的
东乡县总⼯会 哦 你们是社会组织对吧
嗯 对对对
东乡县总⼯会 那这样 你把⼯⼈的号码给我 我给他说⼀下怎么找劳动⼤队
吧
我觉得应该是帮助⼯⼈协调吧 好吧 除了找劳动⼤队之外 我把⼯
⼈的电话给你吧 好吧
东乡县总⼯会 嗯 你把⼯⼈的电话给我
这个⼯⼈他姓李 电话是130XXXXXXXX
东乡县总⼯会 130XXXXXXXX 这是哪个公司的
这是⼯⼈的电话 你说是哪个项⽬是吧 ⼯程项⽬
东乡县总⼯会 嗯对 哪个项⽬的
他是达板镇城乡建设的项⽬ 他的总包商是中铁⼆⼗⼀局
东乡县总⼯会 中铁⼆⼗⼀局
嗯 在达板镇沿洮河经济开发区建设项⽬
东乡县总⼯会 我联系⼀下 我联系⼀下 好吧
好的 我想请问⼀下您贵姓啊
东乡县总⼯会 姓马
是办公室⼈员还是劳动保障部的啊
东乡县总⼯会 办公室的
哦哦 好的 我还有问题想问⼀下 就是您知道这个 比如说⼯地上
⼀般是不是会有⼯会啊 项⽬⼯会
东乡县总⼯会 ⼯地上……这个 ⼯地上有没有⼯会 ⼀般的话 ⽬前是⼆⼗
⼀局他们内部有⼯会啊 没有我们的⼯会啊
⼆⼗⼀局他们内部应该有⼯会是吧
东乡县总⼯会 嗯 内部⼯会 他们有内部⼯会
那您了解比如说这些建筑⼯⼈ 他们⼀般有没有加入⼯会呢
东乡县总⼯会 他们加入的不是我们的⼯会 我不太清楚啊
哦 明⽩ 那如果比如说 他们没加入⼯会的话 是⼀般要到他们⼆
⼗⼀局去加入 还是可以到咱们东乡县来加入呢
东乡县总⼯会 他们中铁⼆⼗⼀局的⼯⼈ 应该到中铁⼆⼗⼀局的⼯会
哦 明⽩
东乡县总⼯会 他们内部⼯会没有协调这个事情吗
他 因为⼯⼈他⾸先对⼯会不了解 他也没有……他可能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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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到底有没有⼯会
东乡县总⼯会 我们帮他们协调的话 他⾸先得是我们的⼯⼈啊 他们⾸先得
是我们⼯会的会员
要是⼯会的会员吗 不会吧
东乡县总⼯会 我了解⼀下吧 我跟这个⼯⼈联系⼀下 看他怎么说
好的好的 您先跟他联系⼀下吧 谢谢啊
东乡县总⼯会 好的
好的 再见
东乡县总⼯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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