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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9 年 1 月 5 日，广西省南宁市武鸣区，安宁淀粉公司倒闭，

拖欠工人工资 1 年，工人集体抗议 

3. 2019 年 1 月 11 日，广西省南宁市，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拖欠工资，工人讨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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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宁市武鸣区总工会宣教部 

CLB：你们武鸣区总工会有没有参与解决呢？ 

武鸣区总工会：哦，不好意思这个不是我这个部门管的，所以不太了解啊。 

CLB：您这个是什么部门呢？ 

武鸣区总工会：我这个是宣教部的。 

你问一下我们的帮扶中心吧，好吗？ 

CLB：好。那请问你们这宣教部不是应该对这样的事情应该是，掌握得比

较清楚吗？就是集体讨薪这种事件？ 

武鸣区总工会：不太清楚哦，因为这个，很多工作很多事情，有时候我们

也不太清楚，不太了解。 

CLB：那这个拖欠农民工工资，集体讨薪这种事件，也不是小事啊？ 

武鸣区总工会：麻烦你跟相关的部门了解一下，好吗？麻烦你。 

如果说我们单位的其他部门没有参与的话，那我们也不好介入。 

CLB：哦。 

 

武鸣区总工会帮扶中心 

CLB：这个你们工会没听说这件事吗？ 

武鸣区总工会：没听说啊。 

这个事应该是我们劳保部，劳动保护部管的吧，因为我们这边是帮扶中心，

我们只是管困难职工的。 

因为我们困难职工的帮扶中心，就是管平时，给企业的一些困难职工，也

不一定是困难职工，就是给企业的职工送清凉啊，志愿服务活动啊，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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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啊。也是这些活动这一块。至于你刚才说的农民工讨薪活动就不归我

们管了。你应该问的是劳动保护部，劳保部。 

 

武鸣区总工会劳动保护部 

CLB：你们武鸣区总工会劳动保护部有参与吗？ 

武鸣区总工会：建工讨薪的话，是秦部长负责的，可能她比较清楚一点。 

CLB：哦，那这个事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呢？ 

武鸣区总工会：是什么时候的？ 

CLB：就是年前啊，春节以前发生的。 

武鸣区总工会：年前啊，那时候我不在，我不太清楚。可能是她比较清楚

一点。待会你再打过来？ 

 

武鸣区总工会劳动保护部及保障工作部 

CLB：你们有听说这个工程停工、拖欠工资这个事吗？ 

武鸣区总工会：我们倒没听说啊。 

我们劳动保护，就是第一安全生产，第二劳动竞赛，这个方面的。 

CLB：哦，那如果发生这种，无故停工，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停工吧，或

者拖欠工资，然后工人讨薪这种事，那应该归工会哪个部门管呢？ 

武鸣区总工会：也是保障工作部。 

 

CLB：那您这儿有保障工作部的电话吗？ 

武鸣区总工会：我本人也是分管保障工作部的。 

CLB：所以，那保障工作部也没有听说这个事儿吗？ 

武鸣区总工会：保障工作部也没有听说这个一建工人的罢工讨薪，没有，

没有这个情况啊。 

把帖子发过来我们看一下，因为我们没看到。 

 

 

CLB：工人希望协商谈判的话，他们为什么没来找工会呢？ 

武鸣区总工会：是啊。因为可能他，因为他这个是不是一个临时机构，到

这里做工呢？他的工会有没有？那个工程里面的工会有没有，也是个问



3 

 

题。第二就是说，可能这些工程是不是一些小工程，然后他做完了就走咯，

就走人了。 

CLB：不过这个广西建工他们应该不会承建小工程吧？ 

武鸣区总工会：广西建工是吧，我想，我就好好地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我

到时候我再反馈给你。 

CLB：行，好的。那还有几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像，如果平时发生工人欠

薪的情况，咱们工会一般来说会不会参与解决呢？ 

武鸣区总工会：参与。我们就是成立，县里面成立一个讨薪领导小组，让

我们工会作为小组成员之一，也参与开展的。 

CLB：那工会一般对发生这种欠薪的情况，是通过讨薪小组来参与呢，还

是工会自己也会参与进去呢？ 

武鸣区总工会：我们就是通过这方面的来参与。因为我们这里的话，也是

一个，现在刚刚成为一个区的单位。就是形成了一个武鸣区嘛。我们改成

武鸣区了嘛。所以现在的话，欠薪方面的话，在建筑领域，可能以前也少

一些。至于现在开始有一些大型工程的话，这两年也才刚刚开始。现在也

不是什么，所以这方面比较少一些。 

 

 

CLB：建筑工程拖欠工资的情况，在你们武鸣区不是很多？ 

武鸣区总工会：对。 

CLB：那你们这边通常什么的维权情况比较多呢？除了建筑？ 

武鸣区总工会：这个，除了建筑，通常就是一些务工的企业亏损啊，或者

怎么样啊，就形成一种欠薪。 

CLB：就是破产倒闭的企业发生这种支付困难。 

武鸣区总工会：嗯。 

 

CLB：那那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关于你们这儿，武鸣区建筑工地上打工的

这些建筑工人，都有没有加入工会呢？ 

武鸣区总工会：因为工程方面就是说，我们建筑有啊，有建筑行业的，就

是房地产啊，他也属于是建筑行业的，所以都有。 

CLB：有？你说是有建筑行业工会？ 

武鸣区总工会：嗯。 

CLB：就是专门是建筑工人加入的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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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鸣区总工会：对。 

CLB：那如果是工地上干活的建筑工人想加入工会，一般来说是什么途径

走什么程序呢？ 

武鸣区总工会：这个途径程序就是，一般来说就是通过我们的发动之后，

他们就是组织部下去组建工会。 

CLB：是通过组织部下去组建的，所以那你们？ 

武鸣区总工会：对。组织部下去发动组建工会，后来就有了这方面的建筑

工会了。 

CLB：哦。那你们这个，比如说工会组织部啊，或者劳动保护部啊，有没

有定期派出你们工会的工作人员到工地上去，直接组织工人入会呢？ 

武鸣区总工会：直接，我们没有直接组织工人，而是说通过建筑工会。 

CLB：通过建筑工会？ 

武鸣区总工会：嗯，通过他们来发动。 

CLB：建筑工会是区属的建筑行业工会？ 

武鸣区总工会：对。 

 

 

CLB：那像广西建工集团这样的大公司，或者是广西建工第一建设公司这

种有没有工会呢？ 

武鸣区总工会：这个，他应该有咯，这个是区级单位的工会喽。 

 

 

CLB：这个广西一建听起来好像名声不是很好啊，在这方面，拖欠工资方

面，有没有因此上黑名单啊？ 

武鸣区总工会：这个的话，我倒不了解。因为毕竟来说，对上黑名单的这

方面的行业，我们都少。过往毕竟来说，好象这方面的现象我们都没有发

现过啊。 

CLB：那你刚才提到说，工会是通过县里面的讨薪办参与这种，如果发生

欠薪的情况参与进去。那工会为什么，能不能自己主动地直接参与进去

呢？ 

武鸣区总工会：事实上，这些年来说，我们，第一，这些年我们也尝试，

曾经为了这些也走过。后来就发现，相当于是我们工会的能力，远远不比

得这个县里面的一些执法大队。相当于他是劳动部门的大队的话，他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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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证件，就可以下去查更多的一些临时机构的话，他们都没有成立工

会。所以的话，我们取证啊还有其他都是比较难一点。 

 

CLB：那像这个难，最大的难点原因，就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呀？ 

武鸣区总工会：背后的原因，第一就是我们这个，由于我们工会下去，他

没有组建工会，对应来说我们也不是能够采取强制手段的部门。所以的话，

我们只能通过了解啊、调解啊、做思想工作来进行。而劳动局，劳动执法

大队他有执法权。他下去了以后，企业不得不听他们的。 

…… 

你也知道，我们这些小基层的，下面的工会呢，都是有些，他们的单位太

小了，这个工会对他们来说，是举足轻重的作用都没有。已经来说只是

说……你说一个几十号人的单位，他又是私营企业，既然这样的话，他工

会主席也不能发挥他全部的作用。还有就是他那个老板，他对你工会，首

先本质的工会他也不会说听你的。而是发钱是你听他的。所以说你能发挥

的作用有多大？ 

CLB：也就是说，厂里的工会主席是拿老板的工资，所以老板发钱你得听

老板的，所以也发挥不出什么作用来。 

武鸣区总工会：对呀。 

 

CLB：那习总书记说的，“哪里的工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站

出来说话”，那这个怎么落实啊？ 

武鸣区总工会：对呀，这个落实的方面我们也站出来。但是一般来说，这

个讨薪的工作是一件很复杂，很艰难的事情。所以现在，以我们来说，我

们工会自身的能力不能够完全的能够讨得。但是就是说，包括县里面的机

构，大部分的都下去了，我们都有些，要难的也是还是很难。 

 

CLB：还有就是，也是在微博看到，也是在年前在你们这儿，有一个安宁

淀粉公司，这个工人在厂门前聚集抗议，说是企业倒闭一年多了，还拖欠

工人工资，这件事你们区工会有参与吗？ 

武鸣区总工会：我们知道，我们有参与。 

CLB：那工会参与的，怎么说，效果怎么样啊？ 

武鸣区总工会：现在就是说通过资产的核算啊，然后呢来进行看清资产呢，

然后能够有出来的（钱），就是答应说首先付工人的工资。也有做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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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我们也通过劳动仲裁，参与劳动仲裁，对他们的那些拖欠的那些工资

进行了审核。审核了以后，现在结果也没有是像以前他们所说的这么多。 

CLB：所以这个，一共是，他们工人说是拖欠了多少个月的工资啊？ 

武鸣区总工会：多少个月，就是说后期破产以后呢，这个工资都基本落实

不了了。落实不了以后呢那些人，怎么说呢，本来厂里面都破产了。后来

那些人他们就说，我都挂在这里，因为厂里面没人管了嘛。后来对于这些

工资，他们有些人就说我从那个那些时候到现在的生活费啊什么的，也漫

天要价。所以现在也通过劳动仲裁确定了一些数据。确定了数据以后呢，

现在我们等待资产核算以后呢，就发给职工了。就这样了。 

 

 

CLB：那是不是过去国企改制过来的呢？ 

武鸣区总工会：不是不是，不是国企，是集体。相当于是镇政府搞的这个

企业。 

CLB：哦集体企业改制，最后可能是…… 

武鸣区总工会：集体企业，后来呢就转为私营企业。 

CLB：那现在您提到在做破产核算，不是工人在微博里面说一年多以前已

经破产了吗？ 

武鸣区总工会：那是一年多以前已经破产了。现在我，就是上两个月，我

正参与劳动仲裁确定工资方面的啊。 

 

 

CLB：那这个厂里以前，破产前有没有工会的呢？ 

武鸣区总工会：有，有工会。而且做得很好。但是一破产了，没有钱了，

什么都没有了。 

CLB：那工会在这个厂宣布破产，还有破产的程序当中，有没有代表职工，

就那个时候就提前就破产补偿啊，拖欠工资啊，等等这些，有没有跟厂方

进行谈判呢？ 

武鸣区总工会：现在他的工会主席还作为留守人员在那里。因为就是说，

这个私营企业的管理，私营企业的工会，他的弊病就是这样啊。就不能像

国企一样有程序的进行破产的登记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所以以前就没

有这个方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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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鸣区总工会：是啊，现在这个厂里面的工会主席，他还是要上法庭，上

劳动仲裁要求讨薪的啊。 

CLB：哦，现在厂里的工会主席现在在劳动仲裁是工人的讨薪代表还是什

么呀？ 

武鸣区总工会：哦他也参与，他也是讨薪的。 

CLB：我的问题是在破产展开之前，当初听说这个情况以后，那厂里的工

会有没有马上就是跟咱们的区工会联系，说这个要做破产保护，让这个保

证工人的工资啊福利啊社保啊，就是作为第一，就是核算以后作为第一受

承人，就是程序上不能……就说工会有没有马上进入这个状态呢？ 

武鸣区总工会：因为他破产的时候我们也不了解。到后面然后上仲裁庭以

后呢，我才了解。所以相当于就是他，因为我们也……他的破产，他的什

么的话，开始我们也不发现，就以为说他还那个（正常）。但是私营企业

你也知道，他一下子就跑人啊，他一下子就什么那个的了。他不是说像国

企一样，有程序的发现之后呢，慢慢怎么怎么样进行，过渡，他就没有那

个程序。 

CLB：那像咱们区工会没办法第一时间了解情况，这是有情可原。那么，

厂里面的工会，比如说这位工会主席，厂里面的工会应该马上就知道了

吧？怎么当初一年多前，企业决定破产的时候没有马上行动起来呢？ 

武鸣区总工会：的确他是没有。所以这次讨薪的时候他也是，跟着他们一

起，带他们一起，作为代表，在讨薪。 

CLB：所以这个，说起来，工会主席，工会在该发挥作用的时候没有发挥

得了作用，结果现在工会主席 在内，自己都变成了讨薪者，就是受害人。 

武鸣区总工会：是的，因为毕竟来说，私营企业的局限性就是这样子了。 

 

 

CLB：那在私营企业的工会委员会和工会主席，跟咱们区工会的沟通方面，

你们有没有比如说这种定期的沟通啊，开会啊，就是企业的职工权益保障

情况等等等等。就是说这样区工会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定期的会议

就可以能了解到这种情况，有没有这种制度设计呢？ 

武鸣区总工会：我们是有一些制度。但是就是说，因为现在的企业嘛，规

模参差不齐。所以的话，在这方面，也是比较薄弱的。因为大企业的话，

他们有时候也是财大气粗嘛。所以…… 

CLB：但是企业财大气粗，咱们工会可是人多势众嘛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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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鸣区总工会：他就认为是，我们是有规章制度，但是他就说因为他们的

工作，就没事就没有必要经常向你们汇报。 

 

CLB：不，我说的是企业的工会主席啊。比如说区工会召集，比如说私营

企业工会主席，某个行业的定期，每个星期或者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是建

筑行业，第二个星期是这个生产性的行业，第三个星期是服务业的行业。

就说咱们区工会有没有就是说每个月就周期性的，召集各行业的工会主席

来碰碰头，来了解一下情况？ 

武鸣区总工会：这个，是少。因为我们以前也曾经就签订工资集体协商啊

集体合同啊，我们也要求他们这样啊。所以他们就报喜不报忧了。都没有

发现这方面的苗头啊还有事情。所以我们这方面也没有拿到第一手的材

料。 

CLB：所以…… 

武鸣区总工会：基本上所有的破产企业，他们都没有说“我们近期运作好

像不太顺，有可能这个这个颓象”真的没有这方面的跟我们交流。我们要

求他们签订工资集体协商，他们也签了。但是就是说至于他后面的情况的

话，我们没有能够很好的了解，也是一个问题。 

CLB：所以那等于是说，工资集体协商，签集体合同，等于是说得难听一

点，也就是，变成了走过场。 

武鸣区总工会：说实话的，的的确确，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够大。 

 

 

武鸣区总工会：这个走过场的话，相当于是，第一这个是我们上级的要求，

他们也认为那我们应该这样执行。毕竟来说，工作的薪水啊，还也其他的，

他们也是，大部分还是按照工作量来进行的。工作量的进行也是我们……

就相当于来说就是你生产了多少，工作量多少，达到多少钱，这些他们也

是按照相关的规定来进行，只是我们把他写在了条文上。但是，就是说，

一旦工厂里面突发这个资金链连接不上，还有其他连接不上，导致破产倒

闭啊，他这个时候的工作程序的话就没有那么规范了。 

CLB：哦，听起来好像，不好意思我可能说得是不一定准确啊。听起来好

像，咱们这个基层工会，企业基层工会好象更多的是一个，说得难听点，

象是个摆设。就说真正按照工会法、工会章程的运行，好象是，不怎么运

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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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鸣区总工会：嗯，说实话呢，私营企业里面，是真的有这么一些回事。 

 

武鸣区总工会：在这个私营企业里面真的难。只有通过职工，跟刚才所讲

的一样的，工会带着大家来，通过劳动仲裁，我们三方办案来参与，来解

决。 

 

CLB：那看起来是我们转进了一个死胡同了。那出路在哪里啊？就是说，

基层工会的主席好像转不起来。然后区工会又跟基层工会又有一定的隔

膜，这个也联系得不是太紧。那这样怎么能做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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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能做到呢？ 

武鸣区总工会：这个的方面，的确现在来说是个弱点。毕竟来说，我们下

去，你看像我们想跟他们交流，想跟他们了解这方面的。但是他厂里面有

事情他肯定不告诉你。但是一个正规的厂，相当于是他效益红红火火的厂

的话，他那里的话，肯定也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我们下去他也热情的接

待我们。他什么规章制度也是什么都有，他也落实的很好。但是一旦发生

了什么问题的话，就像刚才说的，这么一个大的破产企业的话，一下子破

产了，老板也逃跑了，这个就是一个难题了。问题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这

方面的企业出现，但是我们在这方面的话，没有能够第一时间来参与的了

解事情，督促事情什么的话，我们的确是一个弱点。 

CLB：那像这种私营企业，这些特别是私营企业的这些工会，那他们的工

会主席啊工会委员的选举，这些咱们区工会有没有一个个的到现场去指

导，帮他们，确保这个选举是民主产生的，工人每个人一人一票选举产生

呢的？还是企业方报上来的？ 

武鸣区总工会：大部分是企业方报上来的。 

CLB：企业管理方报上来的？ 

武鸣区总工会：嗯。 

 

 

CLB：那这种，如果从这个角度下手，是不是可能扭转这个退势呢。就说

是，如果以后不再要求企业管理方报工会主席、副主席、工会委员的选举

结果。而是咱们区工会一家一家的企业走进去，按工会法、工会章程说的，

就说是协助帮助企业工人，培训工人怎么样民主选举。就说从企业工会的

民主化建设，从这里来作为起点来扭转退势，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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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武鸣区总工会：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我觉得，未必企业会同意你。 

CLB：工会可以自己去企业去发展工会会员，然后进行工会开展基层工会

的民主选举。这个是不是可以尝试呢？ 

武鸣区总工会：我觉得实质性来说，作为工人，他首先肯定是看老板的眼

色。只要老板动员，只要老板说话，他拿了他的钱，他就必须是听他的。

所以你说我们单独下去开展这个工作的话，是很难的。 

CLB：对，工会组织，从工业革命到现在工会组织没有简单的。就说哪怕

是在西方国家工会比较强的，也是组织工人入会也是会面对同样的问题，

老板的眼色啊等等这些，工人的冷漠啊等等这些。但是正是因为这些，所

以才需要咱们工会在这里去组织工人啊。 

 

武鸣区总工会：首先我们现在的话，工人就是说，相当于工人多得是，你

参与了我不要你，我还有第二个顶上来。我们现在的阶段好像都是这样的。

所以他不是说，像那些拥有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人。所以的话，（老板他觉

得）他这些一二三，他都可以替换你们。我觉得这方面也是一个难题。 

 

CLB：是不是有可能比如说你们武鸣区工会，有可能在一些私营企业有一

些试点，就是直接发展工人，让工人直接选举工会主席。从这个角度试点，

能展开吗？ 

武鸣区总工会：这个啊，还没有尝试过。 

CLB：有没有可能试一试呢？就是说，借着习主席讲话的东风，借着工会

改革的势头，就推出几个工会主席直选的试点呢？ 

武鸣区总工会：我觉得是很难的，但是就是说，这个直选，现在除了在国

营企业机关单位能够试行以外，其他的很难的。 

现在都国有企业都改制完了，都变成私营企业啦。只有几家，最多还有十

家是国有企业啦。 

现在我也面临着退休。所以在这方面的话，我也越来越觉得真的有点，对

我们工会真真正正发挥的作用，我都有点，迷茫。毕竟来说，随着这个私

营企业的庞大，国有企业的缩小，所以我们这个工会，真真正正的，能够

在职工里面维权的方面，还是停止在这个纸上。 

事实上我说心里话，我都觉得，好像在这几十年，我们工会对基层的，我

除了维权，我说实话，我除了每个月基本都到劳动仲裁那里。因为现在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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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普法都提高了以后，工人他也认为说，找领导也没办法，找工会主席也

没办法，所以一有问题就通过劳动仲裁来提交，我以个人的名义来提交。

所以就是通过那里能够维护了他们的一些权益。 

武鸣区总工会：我也知道你从大的宏观情况来说，从那里觉得，好像这样

是一个很理想的现象。我也希望你们做出样本来以后，可以给基层去学习，

给基层去，让我们去模仿，也达到能够也走出一个这么的目的，这才是真

真正正的工会。 

我们的工作重点在维权。但是这个维权的方式，的确是个难题，还没有真

真正正地展得开。我们有职工援助啊什么的，但是这些都是我们被动的。 

但是至于说，像通过我们主动的实现什么能够维护到职工的话，我们也是

通过签订集体合同以后。然后他们如果真正守法的企业啊，真的好的企业

啊，他还是按照这个来执行。但是就是一旦有事情，就是跟你讲的一样，

到过渡的方面，怎么能够真真正正的维权，让他们的薪水就能够及时要得

到，这个都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难题。 

 

 

CLB：这个乱象，各个领域都有。不过我在过去这些年看咱们工会，从过

去在工会改革之前，连维权也不做。到现在工会改革，工会已经开始维权

了。这个已经是 一个进步了，您觉得呢？ 

武鸣区总工会：嗯。以我来说，我也知道，我们主动去维权，通过与老板

宣传啊，通过与职工宣传啊，这个方面宣传力度也是很大了。每年也是印

发一些材料啊，一些什么的，发到基层工会、到下面去了解。但是就是说，

一旦有这些方面的现象，因为我们关键的就是解决有问题出来的这些现象

嘛，可是真的是爱莫能助。 

CLB：对，下一次如果要是，从过去的不维权到现在的维权，然后下一步

如果能从现在的发生了侵权以后然后维权，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说，避免侵

权。在企业重建工会，然后再企业进行谈判，把这种集体合同从走形式变

成是真实的是谈判的这种合同。那如果工会能够往前再走一步，可能离目

的就更接近了。 

武鸣区总工会：对呀，跟你说讲的是一样的。我也希望最理想的工会，是

他们能来汇报行业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啊什么的。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是

所有的私营企业的局限性，也是到目前这方面，我们都没有能够真真正正

地了解他们的运行情况。企业有的什么现象的，我们应该维护职工权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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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我们没有能够做得到。这个是一个弱点。所以，跟你所讲的一样，

真的是很理想的。每个月让这个行业来报告一下？那个行业他也不能够保

证每个基层里面，包括工会主席他们也不了解他们厂的财务运行啊，这个

什么什么的。具体的现象就是不能够了解。所以…… 

 

一直以来对于私营企业的管理啊，私营企业的一些问题啊，一些状况啊，

应该怎么样解决……包括，我想搞，对他们进行培训，岗位的培训，他们

呢，就连私营企业他都说，“我没有时间，我的工人要上班”。用下班时间

去吗？那人家的休息时间也是有限的。所以这些方面都难以开展。 

 

武鸣区总工会：刚才针对你说的工会组建方面，一个局限性就是说现在，

“哪里有职工，哪里就要建立工会”，一家三口之店也喊人家建立工会。

这个，我对于这个来说，我觉得虽然是什么之类的，我也觉得很那个的，

都好像不正常。你除非你说，这个行业建立一个系统工会，或者是行业工

会，他们都参与了，那个我们觉得情有可原。但是几个人呢，三五个人，

也要建立工会，那就无形中增加了工会的个数，可是，有什么能够真的开

展的呢？你说对不对？ 

CLB：对，这个我在其他地方也听过这些工会的反应。就说是，所谓八大

员，八大群体入会，最后也变成了……本来是工会改革往前走，结果也变

成了走形式，就说是以数字作为目标。 

武鸣区总工会：走到死胡同，是没有用的。起码你说，现在我们工会委员

会是二十几个嘛。一般你说一些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少都情有可原。但是一

些企业方面嘛，你起码有二十个人以上再开展呢，正规的开展，就好一些。 

 

武鸣区总工会：啊，刚才你说的一建的方面啊，的确也是有你说的情况，

他们说只是九个人，是他们的管理人员，施工三四个月、想领半年的工资。

是他们乱闹的。他们说，这是管理人员乱闹的。 

CLB：哦，刚才有其他同事去了解情况了？ 

武鸣区总工会：刚才他在旁边听，听到了以后，他们就去问一下。后来他

们说，这是管理人员闹的，这个也不形成一个大的什么。所以你是在微博

上看得吗？ 

CLB：对对对。 

武鸣区总工会：是在微博上看得哦。就是他们管理人员闹的。就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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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他们在这做工三四个月、就想领半年的工资。 

CLB：不过我们如果工会或者建筑行业的工会要是都能够深入到建筑工地，

要是大多数建筑工人他都能入会的话，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得比较少啦。如

果工会能够代表工人，那么有些人不守规矩啊，或者干三个月想领六个月

的工资的情况，也会得到最大程度的避免。所以说，咱们工会还是可以发

挥作用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