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通电话 陕西省西安市 灞桥区总⼯会 财务部办公室

灞桥区总⼯会 喂 您好 ⼯会
是灞桥区⼯会是吧
灞桥区总⼯会 是的
您好 我姓韩 是从中国劳⼯通讯打来电话啊 就是有个事⼉想反映
⼀下啊 咱们这⼉有个钢筋⼯叫刘志和 在灞河隧道那⼉受伤 然后想申请那
个⼯伤认定 咱们⼯会能出⾯帮他⼀下吗
灞桥区总⼯会 那他是不是⼯会会员啊 他在他们单位入会 他们单位有没有
建⼯会啊
他说⼲这么多年建筑⼯⼈没听说过⼯会 所以那也就是不是⼯会会员
啦
灞桥区总⼯会 那就要看他们单位 ⼈家单位有没有成⽴⼯会 他是不是⼯会
会员 你得要让他去问清楚了
哦 那他是在咱们灞河区这边的⼯地上受伤 咱们⼯会可以出⾯帮他
找公司去谈判协商吗
灞桥区总⼯会 所以就是说 我们只能是…他如果⼈家单位他们有⼯会 我们
是针对⼈家⼯会的职⼯的 他不是在 加入⼯会了 看他单位⼈家有没有成⽴
⼯会
那现在看起来他这个⼈ 刘志和这个⼯伤的⼯⼈ 他肯定是没加入⼯
会了 那像这种情况……当然农民⼯有很多都没有加入⼯会 那么咱们⼯会服
务的重点⼈群之⼀就是农民⼯ 那像他这种情况……
灞桥区总⼯会 那这样 我给您留多⼀个电话 我说⼀个我们另外⼀个办公室
的电话 您再咨询⼀下 好吧
好的 多少呢
灞桥区总⼯会 83XXXXXX
那是什么部门啊
灞桥区总⼯会 他们这边就是在⼯会这边 你打过去咨询⼀下吧
您这⼉是什么部门
灞桥区总⼯会 我们这⼉是财务部门
哦 财务啊
灞桥区总⼯会 嗯
这个在⽹上看这是办公室的……⼯会办公室的啊
灞桥区总⼯会 是的 我们还有⼀个办公室 是负责业务的
那你们这个也是办公室吗
灞桥区总⼯会 对对对
那那个 咱们这⼉区⼯会有没有负责⼯会组建啊什么这些的啊
灞桥区总⼯会 有啊 就是刚才我给您说的这个电话
他是什么 基层⼯作部吗 还是什么
灞桥区总⼯会 我们区上的 就是我们区总⼯会的负责建会的 你打这个电话
找姓陶的 陶昆
姓陶
灞桥区总⼯会 对 陶瓷的陶
是男的女的啊
1

灞桥区总⼯会 男的
哦 那咱们这⼉有没有那个负责比如说安全⽣产的经济⼯作部呢
灞桥区总⼯会 你就打这个电话就⾏ 你就问就可以 他们都在⼀起 都在⼀
个办公室
哦 那个专门负责安全⽣产的经济⼯作部没有⾃⼰的电话啊
灞桥区总⼯会 没有
哦 那⾏ 那我到那边再问⼀下吧 谢谢你了啊
灞桥区总⼯会 嗯嗯 不客⽓
再见

第⼆通电话 灞桥区总⼯会 职⼯服务中⼼ 陶昆

灞桥区总⼯会 喂 您好
灞桥区⼯会吗
灞桥区总⼯会 嗯 您好
您好 我姓韩 是从中国劳⼯通讯打来电话啊
灞桥区总⼯会 中国劳⼯通讯 哦 您说
就是有个事⼉想反映⼀下 咱们这⼉灞河隧道有⼀名钢筋⼯叫刘志和
九⽉初的时候受⼯伤 然后现在他想申请⼯伤认定 但是那个企业不配合
那咱们⼯会可不可以帮他提出⼯伤认定申请啊
灞桥区总⼯会 您能具体⼀点提供⼀下这个信息吗
就是他是咱们这⼉灞河隧道 就是那个……
灞桥区总⼯会 灞河隧道
对 是中建三局的⼀个⼯程 他在那⼉做钢筋⼯ 然后就在⼯作当中
受伤了 ⼿指食指开放性骨折 然后 对 所以他⼀开始 企业都拒绝⽀付医
疗费什么的 然后他就上⽹发帖 发帖以后呢 结果企业就答应愿意⽀付医疗
费了 但是就不愿意提供那个劳动关系证明 所以他做不了那个⼯伤认定申
请 那想问⼀下咱们 如果⼯会出⾯是不是会机会⼤⼀点呢
灞桥区总⼯会 哎呀 你说的这个地⽅ 我现在不敢保证就⼀定是我们这⼉能
管上⼿的 你明⽩这个意思吧 这个下来我还得具体核实⼀下 跟我们这⼉具
体问⼀下 看是不是……就是你说的这个什么中建三局这块 是不是在我们这
个地⽅ 因为您说的这个什么灞河隧道 我具体还真不清楚 这个确实得问⼀
下 得先把这个情况先落实⼀下 然后如果说确实是属于我们这⼉的话 那我
们能出上⼒能尽上⼒的话 那当然就是给他看能不能帮忙联系⼀下 这都完全
可以没问题的
哦 因为我在想 他本来企业⼀开始医疗费都不付 结果现在愿意付
医疗费了 但是长远来说 申请⼯伤认定是比较重要的⼀环 那……
灞桥区总⼯会 像他这种情况 有没有到当地的劳动部门这⼀块去反映过这个
情况啊 因为如果要做⼯伤认定的话 肯定是要通过劳动部门这⼀块 就是⼈
社部门这块有⼀个申请 然后你才能去指定的地⽅去进⾏⼯伤认定 你知道
吧 然后我现在不清楚他有没有找过我们灞桥⼈社这⼀块
这个 我也是在⽹上看他的⼀个投诉啊 ⼀个求助 在这个求助⾥⾯
呢 我⾃⼰没有看到他找过这个⼈社 不过我昨天 哦不是 我上个星期跟他
通电话的时候呢 我就问他 比如说你是不是有没有加入⼯会啊 是不是⼯会
2

会员啊 他说没有听说过⼯会 然后我问他 有没有劳动合同啊 他说没劳动
合同 那我又问他有没有⼯伤保险啊 他说没有听说过这个 所以他等于是三
无啊 所以这种情况下 他就是⼀个很需要帮忙的⼈ 那我想咱们⼯会是不是
也可以……
灞桥区总⼯会 我问⼀下 我问⼀下啊 您是通过哪个⽹ 您跟我说⼀下 然
后看到他这个消息或者什么的 您能跟我说⼀下吗
他⾃⼰原来是贴在微博上的 那贴在微博上以后……
灞桥区总⼯会 微博上 新浪微博吗
对对对 新浪微博 然后项⽬部就把他叫去让他删贴 然后他就删了
删贴就换回来了⼀个⽀付医疗费 但是现在申请⼯伤认定呢 又不出那个劳
动关系证明 所以我在想 咱们这⼉像他们这种建筑⼯⼈ 特别是隧道⼯程啊
这种 那这些⼯⼈加入⼯会是怎么个加入法 比如说这个刘志和他……
灞桥区总⼯会 像他这种加入⼯会 因为⼯会肯定是跟企业这⼀块有依托关系
对吧 那⾸先他要加入⼯会 ⾸先必须是要他们企业这⼀块要建⽴⼯会 这
是肯定的 你必须要企业建了会以后 然后职⼯才能加入⼯会 这是最基本的
⼀个条件 你企业要是连⼯会也没有的话 你职⼯要入会的话 那这显然不太
实际 这个必须是跟企业现在这⼀块要有⼀个依托的关系啊 你明⽩这个意思
啊
那现在咱们国家 比如说建筑⾏业这种⽤⼯比较零散啊 这种情况确
实是⼀个现状 那建筑企业⾥⾯也有……
灞桥区总⼯会 像这样⼦的 是这样⼦的 现在⽬前全……我不知道别的地⽅
啊 我就说是 ⽬前国家现在就是提倡啊 就是搞这种就是项⽬⼯会建设 你
比如说 在建项⽬⼯会 确实有这种的 现在⽬前 有 但是就⽬前咱们西安
市这块来说呢 就我了解应该好像⽬前还没有听说过 好像之前是前⼀段时间
好像有⼀个什么 就是⼗四 这不是全运会 开全运会之前有⼀个说什么有
⼀个项⽬建⼯会 好像有报导过 但是具体也不是太清楚 但是其他的 我确
实就没有再听过说是像这种比如说在建项⽬⼯地啊建⼯会的 因为这个东西你
知道吧 操作性上有⼀定的难度 因为这个东西是啥啊 你建这个项⽬是临时
的 就是你在这个地⽅你建 建了以后⼲活 建了以后 你比如说过两天这个
项⽬建好以后 他就⾛了 你知道吧 但是⼯会这个组织呢 又有属地管理这
⼀项原则 就有这个问题在⾥头 所以说现在这个也好像是⼀个新⽣的 反正
是有这个推进 但是具体来说 我们这 我不敢保证其他区县啊 我们这⼉灞
桥区⽬前暂时还没有
其实关于项⽬部⼯地这个事⼉呢 我跟武汉啊 湖北这边有好多 还
有就是其他省份的这些建筑⾏业⼯会都聊过这个事⼉ 他们那边项⽬⼯地的⼯
会好像做得比较红⽕ 那我就提出来那个问题 ⽴项了有项⽬⼯会 那这项⽬
最多三年 其实有的半年⼀年就结束了
灞桥区总⼯会 对对对 有的就搬⾛了或者什么的啊 因为……
那最后这个项⽬结束了 项⽬有了就建⼯会 项⽬撤了或者完⼯了
是不是⼯会就撤了呢 那他们也觉得这也是个问题 解决不了这个建筑⼯⼈入
会的根本 所以我就看 咱们这⼉ 西安这边没有项⽬⼯会这么⼀说是吧
灞桥区总⼯会 ⽬前据我了解反正好像还不太 好像还没有 如果有的话可能
也只是刚刚开始提倡 现在刚刚开始⾛这个
那像刘志和这样的农民⼯他们要加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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灞桥区总⼯会 像他这种的 ⼀般都是要通过劳动部门的
加入⼯会啊 我是说
灞桥区总⼯会 ⼯会组织这块 现在⽬前好像还……因为⼯伤这块也不是在⼯
会这块 ⼯会这块也只能是帮他联系 做⼯伤都是劳动部门这个⼜ 你像⼈社
⼈社部门 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社部门这⼀块啊
我说这个加入……
灞桥区总⼯会 通过这个劳动监察管理部门这⼀块来进⾏⼯伤认定啊或者什么
都是通过这些 ⼯会这⼀块也没有权⼒去给他做⼯伤 知道吧 然后这⼀块
的话 只能说的 就是你说的帮他联系啊什么的 这个倒可以 给他介绍去什
么地⽅ 或者什么 这个没问题的
按我对 ⼯伤保险条例 的粗浅的⼀点了解 就是关于⼯伤认定的申
请有三个条款 第⼀个呢 就是企业在30⽇内提出来 那企业如果在30⽇内不
提出来呢 那职⼯ 或者家属 或者⼯会可以提出⼯伤认定申请 那这⾥⾯其
实有⼯会代表员⼯提出⼯伤认定申请这么⼀个条款啊 就是说咱们⼯会是不是
可以依据 ⼯伤保险条例 的这个规定 履⾏这⼀项职责 代表像刘志和这样
的⼯伤⼯⼈提出⼯伤认定申请呢
灞桥区总⼯会 那这个 起码他也得是⼯会会员吧 我在想 要不然肯定⼯会
不好出⾯嘛 对吧
像刘志和这样 他⼲了这么多年的建筑⼯⼈ 他⼲了至少七年 他没
有加入⼯会 那这不能怪他个⼈吧
灞桥区总⼯会 那肯定不能怪他个⼈ 这怎么可能怪谁个⼈呢 加入⼯会组织
是⼈家职⼯⾃愿的 不是说是强迫⼈家加入的 知道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现在受了⼯伤了 那咱们⼯会也不太好就说是
因为他不是⼯会会员 所以我们就在他身上不履⾏ ⼯伤保险条例 这⼀条
的职责 我们就不代表他 这也不太说得过去 是吧
灞桥区总⼯会 你是这样吧 下⾯我们再……您说⼀下 我们再核实⼀下 我
这会⼉事⼉还比较多 这会⼉正忙着呢 下来您再具体信息我们再沟通 再跟
进 好吗
这样可以吧 我把他的电话给你留⼀下 你看看能不能抽空给他打个
电话呢
灞桥区总⼯会 可以 可以 您说 您说 我记⼀下
他名字叫刘志和
灞桥区总⼯会 刘什么
刘志丹 后⾯的是和
灞桥区总⼯会 哦哦哦 你说
然后电话159XXXXXXXX
灞桥区总⼯会 159XXXXXXXX 好 ⾏ 好的好的 谢谢你 感谢你提供这
个信息 下来以后我们再跟他联系下 看是怎么回事啊
请问您贵姓呢
灞桥区总⼯会 我姓陶
姓陶 好的 谢谢啊
灞桥区总⼯会 没事 再见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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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通电话 灞桥区⼯会 职⼯服务中⼼

灞桥区总⼯会 喂 您好
喂 您好 是灞桥区⼯会职⼯服务中⼼是吧
灞桥区总⼯会 嗯 是
您好 我之前打过电话来的啊 我姓韩 我叫韩东⽅ 是从中国劳⼯
通讯打电话来啊 就是关于你们这⼉这个灞河隧道⼯程中建三局⼯程的这个⼯
伤⼯⼈刘志和申请⼯伤认定这个事⼉啊 刘志和说他打来电话 咱们⼯会说管
不了这个事⼉ 就是想问⼀下 咱们⼯会是不是应该管⼀下啊
灞桥区总⼯会 你说他啥单位
他是中建三局
灞桥区总⼯会 你是哪⾥
我姓韩 我这是中国……
灞桥区总⼯会 我说你是哪⾥
我这是中国劳⼯通讯
灞桥区总⼯会 劳⼯通讯 你是媒体是吧
也不算媒体吧 我们就是关注各地的⼯⼈权利的状况 还有⼯会改⾰
的这个情况 就是刘志和他说他来找过⼯会 然后咱们⼯会说 让他直接找劳
动部门去做⼯伤认定申请 那⼯会为什么不能……
灞桥区总⼯会 应该到⼈⼒资源嘛 和社会保障局嘛
那按这个 社会保险条例 ……
灞桥区总⼯会 应该是到那⼉去办嘛
对 我知道 是到那⼉去办 但是这个谁去办的问题 是不是⼯会可
以代表他去办呢
灞桥区总⼯会 他不是 不归我们管啊
为什么不归你们管呢 他是建筑农民⼯ 这个咱们 服务农民⼯不是
咱们⼯会的重点服务对象吗 怎么 农民⼯维权不归你们这⼉管了
灞桥区总⼯会 不是 就是他不是我们的会员嘛 他是那个 他应该属于啥的
县郊的吧
县郊 这个刘志和……
灞桥区总⼯会 哦 他不是我们……就是我这⼉有 比如说我下级⼯会的这个
花名册啊 他不归我们 就是我给你打个比⽅ 比如说我现在是灞桥区的 他
现在是新城区的 那就新城区的管嘛 那就有个属地管理嘛 是吧
那这个隧道⼯程 中建三局这个灞河隧道的隧道⼯程不是在你们灞河
区吗
灞桥区总⼯会 什么⼯程
隧道 是灞河隧道
灞桥区总⼯会 在啥地⽅啊 我不知道他在啥地⽅ 我没听说过这个 就是我
都没听说过这个⼯程 我不知道这个⼯程在啥地⽅ 他是属于港务区呢 还是
⼚坝 因为我们灞桥区把这⼀块分出去了 就是现在成三块了 我们这⼀块主
要就是非公的 就是这个⼀些民营企业归我们这⼀块 然后你像你刚才说的这
个东西 你要说的这个东西我知道 可能是我们灞桥的我就知道
对 那像刘志和这样的在灞河隧道⼯程⾥⾯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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灞桥区总⼯会 不是 我们先要搞清楚⼀个问题 就是你说的这个⼯程在不在
灞桥 我是这个意思 比⽅说他在别的区 他没在灞桥 他名字带灞河 他不
⼀定是在灞桥 你知道吧
那这样可不可以 我给你留⼀下⼯⼈的电话 麻烦你给他打个电话问
他⼀下可以吗
灞桥区总⼯会 嗯 你说
他叫刘志和
灞桥区总⼯会 您说他电话多少
159XXXXXXXX
灞桥区总⼯会 159XXXXXXXX
对对对 他是九⽉初受的伤 那现在他是 说是上个星期回来 到西
安这边做⼯伤认定 然后结果说是单位那边也不给出劳动关系证明 所以劳动
⾏政部门那边也没法办这个⼿续 那我就想咱们⼯会如果要是能介入的话 也
许这个企业会更愿意出这个劳动关系证明 你说是吧
灞桥区总⼯会 那我们只能说 如果他属于我们这⼉ 我们可以跟那边沟通⼀
下啊 只能是……
那如果要是他万⼀不属于这⼉ 属于其他区的话……
灞桥区总⼯会 那比⽅说他属于那个 打个比⽅他属于港务区的啊 那他就得
跟港务区那边说
那可不可以咱们灞桥区这边⼯会 如果要是能搞清楚……
灞桥区总⼯会 您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就是如果你要……你听我说完 你听我
说完
他如果是在另外⼀个区的话 那是不是可以帮他转介到那边的⼯会
呢
灞桥区总⼯会 那我可以给他那边的联系⽅式 他可以跟那边联系嘛
那咱们通过⼯会组织内部的转介 是不是可以直接转介⼀下啊 这样
⼯会组织内部协调起来 不是比他⼀个农民⼯更好 他晕头转向的 他在西安
这边甚至都找不着北 所以咱们⼯会组织 习近平讲过非常清楚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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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会组织是不是内
部可以帮助这些农民⼯协调呢
灞桥区总⼯会 那我就给那边打个招呼说⼀下 然后⼈家给他对接就完了
那就太好了
灞桥区总⼯会 但是我得先问⼀下他属于哪 看下这个⼯程属于是啥地⽅
那就麻烦你了
灞桥区总⼯会 就是他所在的这个你说的这个⼯地 他的归属地在哪⼉ 如果
他不归灞桥 你说 我们是不是跟⼈家那块说 ⼈家可以不理我们啊
那麻烦你 帮助确认⼀下 帮助这个⼯⼈确认⼀下 他那个到底属于
哪⼀级⼯会 哪个区⼯会 麻烦你转介⼀下 好吧
灞桥区总⼯会 我问⼀下你们这个单位是啥性质 属于啥
我这是中国劳⼯通讯 我们关注……
灞桥区总⼯会 我知道 名字我知道 我是说⼤概属于哪个范畴 比如说是政
府机关啊还是什么的
没有 我们是民间的 跟政府没关系
灞桥区总⼯会 你们是民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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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代表⼯⼈维权的进

程
灞桥区总⼯会 ⾏ 那我知道了
好的 请问您是姓陶吗
灞桥区总⼯会 我不姓
啊
灞桥区总⼯会 不姓
因为我上次打电话来 是⼀个姓陶的跟我通的电话
灞桥区总⼯会 他现在出去了 我到时候 他回来我跟他说⼀下
好的 那您贵姓啊
灞桥区总⼯会 我姓刘
⼩刘 好的 那谢谢你了 我跟这个⼯⼈讲⼀下 就说你会给他打电
话 好不好
灞桥区总⼯会 我现在就给他打 你不⽤给他讲 我现在直接给他 我给你挂
了我就给他打电话
好的好的 谢谢你啊 多谢多谢 再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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