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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20年 2月 4日，山东济南银座商城燕山店发生员工传染 

增“三性”  工会实际做法 

政治性： 

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工人

阶级情感 

 

群众性： 

来自群众，深

入群众，随时

在群众中，把

自己当成工人

的一员 

 

先进性： 

代表工人争取

利益最大化的

能力 

第一通电话：济南市历下区总工会办公室 

ＣＬＢ：你们有看到这个消息吗？ 

历下区总工会：这个因为不是，我们是历下区工会，老师，您说的这个

事儿应该是姚家街道辖区的吧？ 

因为燕山银座在姚家街道那个管辖范围内。 

ＣＬＢ：那是不是也在你们历下区工会的范围内啊？ 

历下区总工会：我们是工会，他得是我们的工会会员才能是…… 

 

ＣＬＢ：请问一下，这个银座商城燕山店，就是发生疫情的商店，他们

有没有工会啊？ 

历下区总工会：我这个也不太清楚。 

您要不问问组宣部，我们这里是办公室。他们那里会有各个工会的一些

信息，你问一下他们那里有没有组建工会，或者一些其他情况。 

 

ＣＬＢ：那你们这儿有没有听说那个什么，政府已经向银座股份发出了

约谈告知书，有没有听说这个呢？ 

历下区总工会：目前我们没有收到这个通知。 

 

ＣＬＢ：那这个部分，复工的过程中，你们工会有没有参与这些复工前

的一些防疫准备工作呢？ 

历下区总工会：我们应该有参与，因为我们之前也给各个单位有准备一

些防疫抗疫的一些物质。但是可能现在还没发放，因为我们也正在联系

商家。可能最近，因为这个物资可能确实还是挺难，我们还没有，可能

现在还正在联系。 

ＣＬＢ：你们区工会是已经在……已经订到了一些防疫用品吗？ 

历下区总工会：应该说正在联系吧。已经订到了吗？您稍等一下。 

我们就是目前给我们的一些个在一线的，就是之前我们在一线防疫抗疫

的一些工会会员。我们到了、订了一些防护用品，目前怎么说，还没有

全到，整个还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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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是一些，可能就是消毒湿巾什么的到了。因为我们不是从一家订

的，因为太难、太难购买到这些东西了，因为一家可能它没有这么大

量。我们就分了好几个商家，口罩啊还没有到，可能一些消毒湿巾这些

到了。 

 

ＣＬＢ：那是不是要先是要给咱们工会的工会人员到社区啊到街道什么

之类的，要去参与防疫的一线的工作人员，是不是要保证工作人员啊？ 

历下区总工会：对，我们从 2月 3号，我们刚开始上班的时候，我们就

在社区。除了有值班的，剩下的领导啊和同事都在社区。对，从刚开始

我们就也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工作人员吧，我们也在积极地联系和商量

购买一些防护用品。但是现在没有全到。 

 

ＣＬＢ：工会有没有参与复工前的这些准备呢，就是制度性的安排？ 

历下区总工会：您稍等啊老师，这个问题的话，制度性的安排，这个我

们也不太确定。可能得问问我们的主任、或者是别的领导。 

ＣＬＢ：但是你们这些工作人员是具体做工作的吧？如果只是领导、主

任知道这些安排，工作人员都不知道，那这工作怎么安排啊？ 

历下区总工会：因为这个制度肯定就是领导他们在忙，我们这些人还得

去社区，因为我们得去……我们有排班。 

 

ＣＬＢ：排班是去社区吧？你们每个人哪天去社区帮助防疫，这是有排

班的？ 

历下区总工会：对。 

一天，一个星期的话可能，我想想啊。因为我们分了有三批，也不太

对，因为我们是从 2月一直到 2月底。就是一周的话，可能就是去，最

多四次，就两三次那种，三四次。 

ＣＬＢ：那像这种去那里，就是你们作为工会的工作人员，参与到街道

社区的具体防疫的一些行动里面，就是量体温啊，做登记啊，做这些事

儿，是吧？ 

历下区总工会：对。 

 

ＣＬＢ：工会对工作场所的监督作用，咱们工会有没有这方面的安排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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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下区总工会：喂，老师，我要不稍候给您打回去，因为我们只是个小

员工，对这些也不是很了解。 

ＣＬＢ：那这个疫情已经发生这么久了。如果你们工会的工作人员……

如果工会的这个工作安排只有领导知道的话，工作人员还不知道的话，

那这个工会工作怎么做啊？ 

历下区总工会：我们就是领导通知我们，根据领导的指示，我们来完成

工作嘛。 

ＣＬＢ：那领导或主席主任有没有给你们交代就是工会有这些防疫的安

排呢？那你们有没有收到领导的工作安排，去做好这些的防疫工作呢？ 

历下区总工会：啊，我们发了一个通知要求，但是…… 

我得把档案，把文件给您找出来。 

 

ＣＬＢ：是你们工会发出去的一个文件吗？ 

历下区总工会：对，我们昨天应该是……听他们说发了一个通知。 

ＣＬＢ：是给谁发的通知呢？ 

历下区总工会：昨天嘛，我看一下啊。我们那个，我们就是最近的话，

可能就是发了一个通知，就是我们关于在全区组织各级工会，广泛开展

疫情共抗、工会保障活动的一个通知。因为我们不光有历下区总工会，

可能底下还有街道总工会和基层工会。因为你说我们历下区这么大，我

们不可能就是说，我们总工会就全部每个企业都跑过来，可能您也不相

信，对吧？ 

ＣＬＢ：当然，这个没人会信的。就是说，你们区工会是起到一个协调

下面街道工会啊的这个作用。最主要你们应该做好的工作是，让属地工

会能够动起来，有一个方案。我理解的对吗？ 

 

历下区总工会：嗯对，因为我们可能区工会通知下去的安排就是，咱目

前的防控就是通知下去安排了，就是疫区防控资金嘛，有 120万资金。 

ＣＬＢ：那资金用来做什么，是买防护用品吗？ 

历下区总工会：对，它就是一线防控的专项资金。 

ＣＬＢ：资金是谁来用呢，用来做什么呢？ 

历下区总工会：就是我们，就是咱那个到一线协助防控的工作人员，就

发放一些必须的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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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那我想问的就是说是，那对这些企业复工以后的防疫的安排，

防疫要求是不是做到了，这种监督落实，咱们工会这边有没有一个具体

的工作计划呢？ 

历下区总工会：我们这边就是在，也是在积极的，因为我们每天就是，

关于这个相关工作的落实，我们也会有监督作用。我们也会去企业，就

是要求相关的企业工会，就是有什么实际情况，就是也要及时地向我们

区工会汇报情况。 

 

ＣＬＢ：就是你们要求各个企业，比如说像这种商厦里面的物业管理公

司，要求这些公司及时地来向你们工会来报这些防疫的落实情况？ 

历下区总工会：对。 

ＣＬＢ：那你们以什么方式来要求这些公司来做这些向工会来报这些情

况呢？ 

历下区总工会：比如您说？  

这个我不太明白，老师。比如说，我们会，就是比如说是，就是，比

如…… 

ＣＬＢ：那以什么方式来要求啊？ 

历下区总工会：我们就是通过网络电话的一些方式来联系他们，我们也

会下发一些通知。 

 

ＣＬＢ：怎么样确保这家公司是真正地落实了呢？ 

历下区总工会：您是说，就是怎么确保他们比如说上报的这个工作是真

实的，这种？ 

ＣＬＢ：对，就是，就是说有一个通知，有一个要求是一回事，但是这

些通知和要求，到了企业层面是不是能落实，这个是个未知数。那怎么

保证他们真的是做到了？ 

历下区总工会：因为我们就是，也会开展一些走访慰问活动。就是也不

能…… 

ＣＬＢ：走访慰问谁呢？ 

历下区总工会：就我们可能会向一些就是，开展多的，可能就是医护人

员，公安干警，环卫，就是工人这些群体。 

  

ＣＬＢ：那像慰问的时候一般都是做些什么呢，就是具体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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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下区总工会：就是发放。 

发放一些防护物资吧。 

 

ＣＬＢ：那工会有没有安排一些工作制度，就是确保环卫公司他们履行

自己的公司、用人单位的职责，给环卫工提供足够的这个防疫用品呢？ 

历下区总工会：老师，麻烦您，不好意思，您说。 

呵呵…老师，您能用最简单的那个说一下吗？ 

ＣＬＢ：对，你刚才提到说工会去给环卫工送口罩了，是吧？就是慰

问？ 

历下区总工会：对。 

ＣＬＢ：那送完口罩，怎么保证环卫公司他的那部分，他该发的口罩，

该发的手套，该做的保护，他是做得到呢？工会怎么样保证这部分？ 

历下区总工会：哦，这样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给他们发的话，就是

比如说我们给一个单位、某个单位发的话，我们就是会提前、老师您知

道，会提前让他们把名单、所需要的名单报上来之后，然后我们根据他

们需要的多少份名单然后来订购物资。订购完物资之后，把物资发给他

们之后，他们会回馈我们名单，会有本人的签字。 

 

ＣＬＢ：我说的是，除了工会向环卫工发口罩以外…… 

历下区总工会：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还会往，就是我们会往街道，我

们还会往街道里下拨专项资金。 

ＣＬＢ：你刚才说的我听懂了，就是工会做了咱们该做的事。 

历下区总工会：对。 

ＣＬＢ：但是工会怎么样来监督企业来落实企业的防疫保护责任？ 

历下区总工会：对，这不还是说了嘛，因为我们这里是办公室。你这个

的话，因为您也说了是组织作用，然后我们有一个组宣部电话。因为我

们不是一个部门，我们这里是办公室，财务部。 

您问的这些问题，肯定是保护咱们一线干部职工的这些，和组织一些慰

问的，肯定是属于组宣部的。 

 

ＣＬＢ：组织宣教，那有没有那个什么啊，那个做具体企业的安全生产

啊防护的部分呢？ 

历下区总工会：生产保护，权益保障部门，您说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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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宣教和权益保障、生产保护的，他们在一个办公室。 

ＣＬＢ：所以我打这个电话可以找到组宣部和权益保障？ 

历下区总工会：对。但是您现在的话，他们领导可能就是去基层了。 

您留一个电话，或者是联系方式吧，然后您有空，或者是，我们这边周

一会给您回电话。或者是…… 

 

ＣＬＢ：那咱们这儿送餐员工会，现在有多少会员啊？ 

历下区总工会：送餐员，刚才给您说了，我们得从那个系统里查。但是

那个系统我们这里没有，也是在那个企业基建那里。 

 

ＣＬＢ：那你们现在工会自己的保护怎么样啊？就是设备啊防疫用品啊

什么的，还足够吗？ 

历下区总工会：我们现在也是只筹到一部分，怎么说呢，口罩啊什么

的，我们也是还没买到。 

ＣＬＢ：你们是自己买吗？ 

历下区总工会：我们就是工会不是之前，您说我们工会要给一线的这边

的会员要发放防护物资嘛。然后我们和他们一样，一直在联系，就是一

直在联系商家，到现在可能还没确定。 

 

ＣＬＢ：那市工会不会有更好的协调能力，更广一点的协调面嘛，市工

会没有去协调啊？ 

历下区总工会：我们历下区的是我们区工会联系的商家。 

ＣＬＢ：所以那现在说实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们历下区工会的主

席，如果你们区工会能够协调到足够的资源，能保障你们工会职工的，

工会干部的防疫，就已经是不错了吧？就别说别的了。 

历下区总工会：因为可能那个，有的地方就是把控很严，就是这个口罩

防控物资，确实不太好联系。或者商家可能那边也是挺麻烦。我们就是

为了这个事儿也是着急，联系了好多好多商家，联系厂家。 

因为我们也想尽早地把这些物资送到需要的这些会员，职工手里面。 

 

ＣＬＢ：对，不过要是这个，除了工会给会员职工送这些，安排这些防

疫用品的话。其实工会更重要的工作内容和作用，应该是监督企业 ，做

好企业该做的。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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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下区总工会：对对。 

我们现在就是，因为真是，我们领导也是很关心这个问题。也是下基

层，去企业，然后去慰问、去走访，也是挺…… 

 

ＣＬＢ：如果有机会的话，给你们的领导也提一个建议啊。就算是我，

就是说，咱们工会，除了每个工作人员排班跑到社区去量体温、去登记

什么的，除了这个以外，咱们工会最重要的一个职能是，确保咱们工会

的企业基层工会是建会了。第二，建会以后，这些基层工会是发挥了监

督的作用的，然后监督企业做好自己防疫应该做到的事。这是咱们工会

的职能啊。 

所以，送口罩，送物资，捐钱是次要的工会职能，是额外的。那重要

的，工会的主业，其实应该是做好监督用人单位的这个工作啊。对不对

啊？ 

历下区总工会：对。我们肯定也是做到了这些监督工作。然后我们，各

基层工会，不光是我们，就是我们上级，或者是一些基层工会，肯定就

是，不光别的，就是为了我们的会员和职工安全，也肯定会起到一些监

督作用的。 

ＣＬＢ：希望你能替我转达给你们的工会主席、领导，就是有这么一个

建议。可能这个建议你们已经在做了，也可能还没做，总之就是，替我

转达一下，好不好？  

 

第二通电话 济南市历下区总工会组宣部 

ＣＬＢ：想问一下咱们燕山店有没有工会呢？ 

历下区总工会：这个我还不是很清楚。它应该好像不是属于区里管吧，

银座应该是属于市里管。 

这个银座它只是一个店。但是银座是一个整个的大银座，他在燕山这边

只是一个小分店。他可能是不归我们区里。 

ＣＬＢ：那银座商城他这个燕山店有复工以后的聚集性感染，你们工会

有没有了解这个情况啊？ 

历下区总工会：嗯，有了解。 

ＣＬＢ：但是你们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工会？ 

历下区总工会：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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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人接电话） 

ＣＬＢ：想了解你们这儿燕山店有没有工会呢？ 

历下区总工会：首先，我觉得，不是复工后发生感染吧。 

我们也首先是，你所说的这个啊，据我了解，他不是复工发生的疫情，

这个可能是你没搞明白。 

 

ＣＬＢ：那是怎么回事呢？ 

历下区总工会：我们燕山银座店，现在啊，原来发生过一例，但是不是

最近的事儿啊。现在一直，这一块儿，他那个燕山银座它属于省商务厅

下属的一个商业企业。 

ＣＬＢ：哦。那他这个店里有没有工会啊？ 

历下区总工会：店里的工会他们应该是垂直管理吧，是归到银座集团

吧。 

他应该是属于商务系统的。 

他们是省级的，那边是商务系统的。 

他这个隶属关系，但不知道省商务厅，商务局的，他是不是属于省总

啊。 

 

ＣＬＢ：一般工会来说是属于属地管理。就是燕山分店如果在哪个区在

哪个街道，就属于那个区那个街道来管。那你们这边不是这种属地管理

的原则吗？ 

历下区总工会：他们应该是，属于银座集团，银座集团他属于省商务。 

ＣＬＢ：银座集团属于省商务厅吗？ 

历下区总工会：应该是。我们区内有我们区管辖的企业。但是……要不

你就是问问省商务厅，或者银座集团，你打电话问问？ 

ＣＬＢ：哦，那你们这儿有没有他们省商务厅、就是商务工会的电话？ 

历下区总工会：没有，我们历下区，我们对的是济南市，我们历下区对

的是市总工会。 

 

ＣＬＢ：济南日报报道说，咱们区、全区的商务楼宇复工率已经达到了

94.6%。那想知道一下，咱们历下区工会对这些商务楼宇复工前的防疫

准备工作有没有参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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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下区总工会：你是从哪了解的这个信息啊，济南日报在哪里发的啊？

报纸，还是他们的公众号啊？ 

ＣＬＢ：你们工会不了解这个情况啊？ 

历下区总工会：他们复工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多，是哪儿的信息啊，我想

问一下？ 

ＣＬＢ：是济南日报 2月 20日的报道啊。 

历下区总工会：哦。我们区工会也是开展了一些，就是针对我们工会职

能，开展了一些我们疫情防控采取的措施。  

这个，楼宇啊，我们也是，采取了一些很有效的防控措施。这个是，我

们区里有专门的指挥部。 

我们下面也有一些工作开展。我们也开展了和我们职能相关的一些工

作。 

ＣＬＢ：就是说，这些楼宇的这些防疫准备工作是区里、区政府这边做

的？ 

历下区总工会：这个，你是想了解什么呢，我现在也不明白。 

 

ＣＬＢ：我就想说，比如说像这些 212座复工的楼宇，这里面的这些物

业管理、这些保安员，他们的防疫保护啊什么之类的，咱们工会是有什

么计划、有什么参与啊？ 

历下区总工会：我建议你啊，先从省总、市总的层面了解一下吧。因为

我们这里也开展了一些工作，就是针对工会职能的。 

ＣＬＢ：那这些保安员的防疫，怎么样保障他们是有足够的防疫用品

呢？ 

历下区总工会：这个各级指挥部都是精心安排部署这些事的。我们工

会，从我们工会的层面，我刚才也跟你说了，我们开展了一些就是关于

工会抗疫的一些活动。还有一些，采取了一些关于工会抗疫工作的一些

部署。这个我们都是采取了一些措施。 

工会，我们也就是说，他们都要这个，公司都有工会，开展好这个……

我刚才说的，从我们工会层面，一个是积极参与防控工作，再一个是对

职工的关爱这一块。 

 

ＣＬＢ：具体是怎么？ 

历下区总工会：你想了解什么？我现在，我只能先给你说这些，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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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没有，我是说，咱们工会是给这些保安员购买口罩，防疫用

品，发防疫用品啊，还是什么啊？ 

历下区总工会：工会也是根据各级工会自身的情况。当然，全总也有要

求安排专门的抗疫资金，我们也对基层工会也进行了部署。具体就是这

样操作的。 

 

ＣＬＢ：那咱们区这边有没有保安员工会呢，工会联合会？ 

历下区总工会：我们现在就是有几个物业公司有工会。 

ＣＬＢ：那咱们区工会跟这些物业公司的工会，是有没有什么方案？就

是说，确保复工以后的员工、保安员的这种防疫安全啊？ 

历下区总工会：这个公司啊，一个是，主要是通过各级指挥部的统一安

排。我们工会组织也是，我们也是第一时间下发了有关疫情防控的有关

通知。也就是从工会职能的这方面进行了部署。 

ＣＬＢ：哦。那咱们工会，比如区工会有没有向咱们保安员的工会联合

会，或者区工会如果没有保安员工会…… 

历下区总工会：我们保安员还没有工会联合会。我们区的，我们历下区

有几个物业公司成立了工会，他们这个，他们只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基层

工会。然后我们从工会，从区总工会的这个层面也下发了通知，就是从

工会职能的这些方面进行了部署。 

 

ＣＬＢ：这个保安员工会联合会我还以为已经成立了，现在还没有啊？ 

历下区总工会：现在还没有。现在这个，他们这些，刚才说的有关行业

的流动性大。工会组建有一定的困难。现在也正在全力地推进这个事

儿。好。 

 

ＣＬＢ：就是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工会改革，在应对疫情方面，工会

改革所能展示出来的一种效率。 

历下区总工会：我们区总工会专门拨付的资金，给各基层工会。我们支

持基层工会开展这个防疫工作。这个我们所掌握的疫情情况、工会保障

活动，在全市工会开展，等等一系列的工作。行吧，我先答复你到这

儿，我这儿准备会议了。  

 

ＣＬＢ：如果要是有一些企业做不到防疫的要求，怎么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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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下区总工会：我们现在，也就是，现在通过采取了开展活动、下达通

知的方式，我们也积极地开展、也去督促。你说达到达不到，我们现

在，你说怎么掌握啊？ 

ＣＬＢ：那有没有可能，咱们区工会跟基层工会跟企业工会结合地紧密

一点，如果要是企业的防疫工作不准备好，企业要做不好的话，那就不

能复工。那工会有没有可能发挥这个比较紧密的监督作用，确保这个防

疫是到位的呢？ 

历下区总工会：这个复工啊，有各级指挥部有一套严密的复工程序。这

个，各级的指挥部有一套严密的复工程序。只能说是，他们通过咱们的

指挥部，批准了，他们达到了复工的条件，他们才能复工。咱不是提倡

“有序复工”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