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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05，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上百名尘肺病工人集体要求人社局受理工伤

认定 

——2通电话，2个工会 

 

第一通电话：汉源县总工会办公室李小姐 

汉源县总工会：喂。 

CLB：喂您好，听到吗？ 

汉源县总工会：说吧。 

CLB：您这是汉源县的总工会吗？ 

汉源县总工会：对。 

CLB：我是想打来了解一下，在汉源县过去一个月有几十名到数百名的尘肺病工

人，他们要求人社局认定工伤，然后集体维权的事件，这件事工会知道吗？ 

汉源县总工会：啊，请问你是哪里啊？ 

CLB：我是中国劳工通讯打过来的。 

汉源县总工会：你稍等一下，我叫我们办公室的接一下。 

CLB：好的，谢谢。 

 

（换人接听电话） 

 

汉源县总工会：喂。 

CLB：您好。 

汉源县总工会：您好，请问你是哪里啊？ 

CLB：我是中国劳工通讯打过来的。您贵姓啊？ 

汉源县总工会：什么事啊？ 

CLB：我是打来想跟咱们工会了解一下，在 11月份的时候，在汉源县有几十个到

上百个的尘肺病工人，他们要求人社局认定工伤，然后集体维权的这个事情，不

知道工会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汉源县总工会：鉴定工伤？ 

CLB：恩。 

汉源县总工会：啊，您好。我跟你说啊，他这个鉴定工伤啊…你说你是哪里打过

来的？ 

CLB：我是中国劳工通讯打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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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源县总工会：你是劳工通讯。你晓得吗，他鉴定工伤、工伤鉴定是有时限的，

还有，他是找私人的那个矿山去务工，然后是很多年前，十多年前做的。 

CLB：对对。 

汉源县总工会：他已经十多年前，然后要讲职业病去鉴定工伤。那你晓不晓得，

你说他们可以不可以鉴定工伤？ 

CLB：他们好象是…据我了解啊，他们有部分已经做了尘肺病的职业病诊断的，

但是就是到了人社局想申请认定工伤，就一直没有进展。所以想了解一下，工会

如果知道这个事情，那工会有没有在当中介入啊，或者做了一些什么工作呢？ 

汉源县总工会：因为这个群体是个特殊群体，特殊群体呢，就是我们县政府，包

括市政府、省政府，对这个群体，有特殊相关的要求。这个问题你不如咨询一下

我们汉源县的人民政府，或者是现任的政策去，看他们的鉴定工伤情况。 

CLB：不好意思，我不大听得懂…… 

汉源县总工会：我跟你说，你这个问题工会没法回答你。因为这个群体很特殊，

群体很特殊以后呢，你要了解情况呢，我们工会这边呢，我们还给他们维权。我

们试图给他们维权。我们是真的在给他们维权。可能这方面，包括我们的县政府，

都（知道）他这个问题，但目前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CLB：目前？ 

汉源县总工会：目前，你晓得工伤鉴定是有时限的，还有一个他对象是啥子？他

当时的工伤是有条件，有时限的。你这个是劳动，监察部门。你应该比我们很懂

得这个。（工会这方面）有一个就是作为农民工，参与维权的单位，给他们生活

救助，因为是向省级部门申请基金救助。但是这个生活救助，因为群体太杂乱，

太杂了，所以申请的就是一百两百三百，五百这样的救助。 

CLB：哦，就是工会有做了一些工作，有帮扶项目，是吧？ 

汉源县总工会：现在你知道本身经费又少，现在这个钱都是向上级部门，省总工

会也是用帮扶基金去救助这个问题。 

CLB：这个救助金是乡政府给的是吗？ 

汉源县总工会：你晓得，杯水车薪，解决不了燃眉之急。他相当于带着这个病，

没人没钱，病情又加重，尘肺病三期。没有办法。这个是一个中国很普遍的情况。

相等于他当时到私人地方，然后他又不懂劳动合同法，然后就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就务工。现在私人企业或者国企企业的矿山又垮了，他现在就找不到（单位）了。

相当于他建立工伤鉴定的条件和时限已经都不太符合了。那我们工会这一边就只

能基于少量的生活救助，干这一个工作。 

CLB：据我了解在 2005年的时候，政府把这个欠薪的矿山给公开拍卖了，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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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源县总工会：工伤鉴定有时限的嘛。就说你，甲矿山政府拍卖了，然后乙矿山

政府又拍卖了。政府拍卖矿山时，对矿山的务工人员是有一个时间和要求，通知

他们去（工伤）鉴定。他们当时，一部分人是积极地参与了鉴定，一部分人没有

去。他们之所以讨成了，是他们个人讨成了。 

CLB：就是当时拍卖的时候，有通知这部分的农民工去鉴定的，是吗？ 

汉源县总工会：恩。因为政府拍卖这部分，就通知了所在的乡镇。当时，比如这

个农民工是张三，他得按乡镇。他按乡镇，农民工嘛，乡镇都是去调查、核实，

然后通知他们去鉴定。 

CLB：恩恩。 

汉源县总工会：你要是想直接的了解，你可以打我们县政府，或者是劳动监察，

了解一下情况。 

CLB：但是如果是…… 

汉源县总工会：你现在是收到哪里的嘛？你是哪里的嘛？ 

CLB：我是中国劳工通讯。 

汉源县总工会：中国劳工通讯？ 

CLB：对对对。就是现在工人就是处于这个困境啊，那咱们工会有什么办法可以

帮助他们可以继续得到一些保障呢？ 

汉源县总工会：你晓得，我们工会这部分呢，工会属于群团组织，群体组织这部

分。我们这个群体，还有这个群体得有上千人，由工会来解决这个事情恐怕解决

不了。只能说他们生活、生活有困难，我们施舍救助。但我们，本身工会在没有

钱的情况下，我们得向政府部门、向省级部门、向省基金会申请，申请相关职业

病的专项救助，帮扶他们。我们就是在干这个工作。但是，你晓得这个群体太杂

了。一个大群体，一个个家庭，事情太多了，我们只有这个能力。 

CLB：因为他们现在……你是说，因为他们群体太大了，工会没有办法帮助得到，

只能做一些专项的帮扶工作是吧，就是给救助金，是吧？ 

汉源县总工会：恩。我们有帮扶工作。然后县上相关会议，就是要去相关的职业

病防治这种工作。但是你晓得，这个群体，不仅我们汉源县，全国所在的县乡区，

都有这个现象。 

CLB：那就是工会只能做到帮扶这一块，其他的维权的，就没法帮助解决了是吗？ 

汉源县总工会：我们参与维权，参与维权，但是最先要有劳动监察。只要你说你

是在劳动监察范围内，是吧。但是你说他们这种情况，过了这么多年了，他们还

能鉴定工伤吗？你能回答，他们能鉴定工伤吗？得有时限。鉴定工伤、认定工伤

是有时限和条件的。虽然我不懂，但是是有时限和条件的。我们在企业部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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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员，向劳动监察部门了解，它必须要有相关的时限和条件。他们这个已经是

十几二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十多年以前的事情。 

CLB：他们这个是 2005年开始的事情。 

汉源县总工会：十多年的事情了，是吧？ 

CLB：恩恩恩。那他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汉源县总工会：他们现在我们县上，我们县政府正在积极研究解决的相关方案嘛。

正在给他们进行救治、帮扶啊、救助啊，这些相关活动。 

CLB：因为大部分的农民工得了尘肺病之后，一期、二期…… 

汉源县总工会：是他们上访到你们那里吗？你是哪里？中国劳工？ 

CLB：中国劳工通讯。 

汉源县总工会：劳工通讯。那你觉得您们能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吗？ 

CLB：因为我们是关注社会劳工权益的问题，所以这次打过来想向工会了解一下。

当然我们在网上也看到工会有做了一些努力，比如说帮扶这一块也给了一些救助

金，分别对一期、二期、三期的工友都发放了一些救助金。 

汉源县总工会：我们正在 7月到 9月这个期间都对 769名对一期、二期、三期的

进行了生活救助。这是今年。我们每年，从 2014年到现在，已经积累了 4—5年

的工作了。 

CLB：2014年到现在都有在跟这个案例了？ 

汉源县总工会：嗯。2014年。因为我们本身，我们县级工会没有钱嘛，我们就向

省总工会，省困难职工帮扶基金会直接申请。因为我们目前就只能进行这项工作。 

CLB：嗯。那就是说他们在维权的时候，工会有一直参与这起维权案件，是吧？ 

汉源县总工会：恩，参与嘛。积极参与嘛。然后县上招研讨会，专题研究这个群

体。12 月呢就召集了一次会议，对这个群体专门相关会。 

CLB：那您是工会什么部门的工作人员呢？ 

汉源县总工会：我们是办公室的。 

CLB：办公室的，您贵姓啊？ 

汉源县总工会：我姓李。 

CLB：不好意思我听不到。 

汉源县总工会：李、李。 

CLB：哦。您比较清楚这个事情，是吧？ 

汉源县总工会：我也不清楚。我只是……也不是很清楚。基本上这个问题，我们

县里，大家都有数。 

CLB：就是基本上工会的人员都知道这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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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源县总工会：因为我们工会的，涉及的人有点多，我们是到现场发钱、银行卡

打款、专门慰问、到乡镇去看望，这些都是，很多事情要处理。 

CLB：明白明白。但是因为他们得到的救助金还是很微薄的一个数额，但是对他

们后续的保障就…又没有保障了。你们工会有没有想一些方案来继续帮助他们呢？ 

汉源县总工会：我们现在继续在积极争取啊。我们每年都在积极争取。我们每年

的工作计划、工作思路上，下一年的工作计划上都有这一项计划。每次都是报县

委县政府，还有我们市总工会。我们省总工会找我们省困难职工帮扶基金会。我

们县呢，调研工作，这是作为一个重点问题，特殊重点问题，重大问题，要向省

领导汇报工作，然后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啊。 

CLB：嗯 

汉源县总工会：我们对这部分群体呢，经过县里组织，我们市级，经过组织鉴定

这一部分群体呢，我们县政府专门又对他们进行救助方案。他娃娃考上大学呢，

有娃娃大学助学金。然后他医疗这部分，在我们省级，我们成都市人民医院，他

去看病就诊是不出钱的。这个钱由我们政协、人民政府，拿出专项资金，对他们

进行（救助）。相当于他看病、人就走了，他就挂帐。挂帐由我们县政府拿钱。

我们县里，很少钱，机关单位基本工资都发不出去的情况下，都给他们去结医疗

费。我们政府这一点做得比较好。但是这个群体呢，实在太大、太杂了。然后，

这个群体，你比如说，他不是矿山问题哦，他可以是弹棉花的，跟尘肺有关的啊。

他直接干的，不是只有矿山上务工的。但他现在都在找政府。你晓得这个群体是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包括弹棉花的，弹棉花你知道吧？他是在工厂的，然后还

有私人矿山的，都是和政府没有关系的，他们就都来找。我们县政府，在财政资

金紧张的情况下，都能拿出部分资金，很是不容易了。我们汉源县，在我们全市

范围内，只有汉源县这个做法是比较好的。就是说这个群体越来越大。每一年还

在增加。 

CLB：所以工会也在积极地筹集资金来帮助他们对吧？ 

汉源县总工会：嗯，就是。我们这个资金，到目前为主，相当于从 2014 年到现

在，差不多接近 300 万了。就是向他们救助的。 

CLB：明白。那我想再问一下您，你们工会有权益保障部吗？ 

汉源县总工会：有啊。 

CLB：那可以给这个部门的电话给我吗？ 

汉源县总工会：我们权益保障部依旧是我们同一个办公室。我们缺钱，因为工会

经费紧张嘛，所以办公室电话只有一部。我们办公室人员都是，啥子工作都可以

说。包括救助帮扶啊，办公室业务啊，啥子东西都是我们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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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嗯嗯。那您这边有负责权益保障部门的同事吗？就是哪个同事是负责权益

保障的？ 

汉源县总工会：权益保障啊？我们在做啊。因为我们人少，也是我们在做。就几

个人。 

CLB：哦……也是你们在做啊，没有区分？ 

汉源县总工会：嗯嗯。 

CLB：你们工会有多少人啊？ 

汉源县总工会：我们工会有六个人。 

CLB：六个人，都是没有具体细分到部门吗？比如组织部啊，维权部啊。 

汉源县总工会：没有。我们县级工会没有。我们县级工会只有一个办公室和经费

部。我们人才机构就是这样。我们三十二万人，三十二万人的县，县总工会只有

六个人，所以说工作很……相当于是忙不过来。 

CLB：工作量很大啊。所以你们六个人在帮助尘肺病这么大的群体，也尽力了。 

汉源县总工会：嗯，虽然说我们人少，但是我们也在积极向上争取。这次我们向

省级部门向上申请。因为这个群体近期呢，在全县范围，包括到省级部门去上访，

然后县政府也重视嘛，然后正在研究下一步对他们进行帮扶啊救助啊的情况。但

是我跟你说这个情况，他这个工伤鉴定不行啊。我不懂工伤鉴定哪些条款，但是

他不符合相关时限、相关要求。你觉得是吧？ 

CLB：就是您的意思就是他已经超过了工伤认定的期限了？ 

汉源县总工会：工伤认定时限哦。时限认定哦，他当时条件不够嘛。他进的是私

人企业，他到很多个私人企业老板那里去务工。他包括还到过我们县外、不属于

我们县的矿山上务工。他们这些群体就反映了这些问题。就是不要正式。比如说，

他本身就没在这个企业务工，他又说他就在你政府拍卖的这个矿山务工。但是他

相关的花名册又拿不出来，他又拿不出来劳动合同。他花名册拿不出来，劳动合

同也拿不出来。因为劳动合同和相关花名册是工伤鉴定要的。 

CLB：但是他们不是已经有事实劳动关系吗？ 

汉源县总工会：什么劳动关系？ 

CLB：事实劳动关系。 

汉源县总工会：事实劳动关系？他事实劳动关系要找到私人企业啊，要人家给他

提供啊。相当于工资花名册，他提供不出来。因为鉴定这方面不属于我们这个范

围内，所以相关的问题我也不清楚。我只是针对这个群体稍微出来有一些调研了

解，这些是他们反映的问题。但是我们这部分呢，我们县总工会作为维权的参与

部分，是向他们积极争取，争取项目资金，然后向上，争取更大的资金来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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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他们的生活和其他问题。包括他们有部分子女读大学的、考入大学的，我们

了解情况后，基本上三期的这些人呢，找到我们县总工会来，我们县总工会都是

给他们提供助学帮助的，知道不。 

CLB：那还有一小部分，是没有做这个职业病诊断的？ 

汉源县总工会：嗯，有一小部分，是没有做。他现在老了，说是没有做这个职业

病鉴定。我跟你说，一部分没做职业病诊断，是因为，他当时，可能在乡镇通知

他进行鉴定的时候，他的病没有发。他的病没有发、他就没有参与这个鉴定。没

参与这个鉴定吧，现在突然他的病发起来了，他一下反映过来，头脑一下清醒了，

说我是矽肺病人。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我们掌握了一些情况呢，还有一部分人，

是当时通知他去鉴定的时候，他在外面打工，他说我要打工要挣钱，我现在身体

很好、我不做鉴定。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 

CLB：哦，就是当时县政府有通知要去做鉴定，但是当时没有病发的农民工他们

就没有去？ 

汉源县总工会：嗯，他没有病发，他就觉得没有必要。明白？ 

CLB：嗯。 

汉源县总工会：我们县政府，对矽肺病鉴定、对矽肺病帮扶、救助是做得最好的，

其他县都没有我们这种情况。 

CLB：就是说你们汉源县做这一块做的是比较好的，比较成熟，是吧？ 

汉源县总工会：嗯。比如说我们县政府，我还了解嘛。他还有一些，对职业病这

个群体的（特别照顾）呢。因为我们县，我们财政资金很少，包括我们市的单位

经常，工资都不能发放到位，就是不能按时发放。比如说我们本身发工资，要到

月中或者月底工资才到位。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我们县政府，制定了政策，就

是对于鉴定的矽肺病群体呢，每个月每个人有几百块钱的生活补助，是生活补助

哈。因为他医疗费用应该解决了。医疗费用，他矽肺病人，比如说在我们县级医

院看病，是不出钱的，由县的人民出。他到市级医院是不出钱的，他到成都市第

四人民医院到那里去洗肺，也是不出钱的。然后他死亡了呢，一次性给几千元的

丧葬补助，都给。读书也弄好了，娃娃读书也有钱给补助。比如说张三得了矽肺

病，他的儿子考上了大学，就看他是考上了专科呢，二本学校呢，还是什么，就

基于他的学校每年给他好多钱。这方面我们做得比较好。他娃娃考上了大学，就

有助学补助。然后当时亡故，有一次丧葬补助，好像有五千呢，一次性给五千。

这都是在我们县财政薄弱的情况下。 

CLB：好好。您刚才说您是姓李，是吗？ 

汉源县总工会：嗯，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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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好的李大姐，那如果我还有其他的问题，我还可以打来向你了解，是吧？ 

汉源县总工会：我跟你说，因为我们近期工作安排，我要到市上去学习、开会。

你要打，你可以打汉源县劳动监察。因为那边是对口部门，汉源县劳动监察厅、

监察区嘛。他那边专门有劳动监察，涉及到工伤鉴定啊你都可以向他了解。 

CLB：哦，打劳动监察部门啊？ 

汉源县总工会：嗯。打劳动监察部门。刚才你说了嘛，他诉求就是要做工伤鉴定。

工伤鉴定呢，据我了解，我不是劳动监察部门的人。据我了解呢，一个是时限上

已经不太允许了。我们工会现在对一部分企业职工维权，他就涉及到工伤鉴定这

部分，我们专门有工会律师团。专门给他协调，首先在时限上他就不允许，这个

条件他不够，都是不能鉴定的。 

CLB：嗯，那就有一批尘肺病患者他们就有诉求说，工会能不能组织他们到专科

医院去进行治疗？那工会能做到这个吗？ 

汉源县总工会：这个我们做不了。 

CLB：为什么？ 

汉源县总工会：首先要由县财政、县政府统一，要有钱。我们只能，组织他们到

专科医院去治疗，然后这个钱谁来给呢，工会来给吗？这个要看县财政，所在地

方的当地地方政府的财力，要出钱出力，才解决得了这个问题。 

CLB：还有一个是四川在 2011年的时候，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有发布《四川省

关于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的通知》，那这些人应该也是有资格纳入

里面的啊？ 

汉源县总工会：工伤保险？ 

CLB：对，工伤保险。 

汉源县总工会：因为他现在这部分人已经没上班啊，他没得上班，他工伤保险肯

定拿不了，你说是吧。这部分人，他很多年前就不上班了。他当时在矿山有钱，

他去那里打工已经挣到钱了。挣到钱了，一部分人是到县城买车买房，还有一部

分人到市级上去买车买房。他这部分就没上班了啊，没在这个企业里面啊。他没

就业就没有买工伤保险。必须是务工的人才能买工伤保险。 

CLB：那如果这些工人还有什么困难的话，可以随时到工会去要求帮助，对吧？ 

汉源县总工会：我们工会的救助，目前的对象呢，必须要是务工的人员。这个尘

肺病、矽肺病的群体呢，是特殊，我们刚刚跟你说，我们是积极向上，争取相关

项目资金、职业病专项帮扶基金，对他们进行帮扶救助。但是这些钱，因为工会

财力有限，包括县政府财力有限嘛，只能对他们进行少量的生活帮扶。你不可能

说，我们上千人矽肺病，不可能说我工会就对这些职工救助几千几千，那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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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了？一批职工就把工会的钱用完了，那其他人就得不了钱了。好比相当于一个

家庭，要尽量公平一点，给大家尽量造福，大家减少一点负担嘛。 

CLB：嗯嗯嗯。 

汉源县总工会：好的那就这样啊。 

CLB：好的，谢谢，再见。 

 

第二通电话：雅安市总工会办公室李先生 

CLB：你好，是雅安市总工会吗？ 

雅安市总工会：对，你是哪里啊？ 

CLB：我是中国劳工通讯打过来的。 

雅安市总工会：请问你找谁啊？ 

CLB：我打来是想问一下，关于你们汉源县在 11月的时候有一批尘肺病工人，他

们集体维权，要求人社局给他们做工伤认定的事情。不知道总工会是否知道这个

事情呢？ 

雅安市总工会：唉…尘肺病… 

CLB：嗯，汉源县的。 

雅安市总工会：你是哪里呢？ 

CLB：我是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的。 

雅安市总工会：劳工通讯？… 

CLB： 对。 

雅安市总工会：为啥子你的电话号码全是乱码呢？ 

CLB：可以说普通话吗？因为我听不懂四川话，不好意思。 

雅安市总工会：就是…你的电话号码全是乱码… 

CLB：嗯嗯嗯，我这边是香港，因为我们是一个关注劳工权益的机构，所以打来

想跟工会了解一下这个事情，不知道现在解决得怎么样了？ 

雅安市总工会：因为你现在的电话号码全是乱码，我也…这东西我也没办法回复

你。 

CLB：呃…因为我是长途电话，会变成乱码我也不清楚… 

雅安市总工会：对对…全是乱码，因为这个电话号码从来没见过，我真的没办法

回复你… 

CLB：那要有显示号码的才可以解答吗？ 

雅安市总工会：对呀。因为…因为显示全部是乱码的话，很有可能是从网上拨打

的号码，这我就没办法… 

CLB：不是的，我这是手机拨打的。 

雅安市总工会：但是我看到全是乱码… 

CLB：因为我不知道打过去，它会出现什么 

雅安市总工会：因为你这个电话号码，我基本没办法回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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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哦…那要怎么样才可以回复我呢？ 

雅安市总工会：呃…… 

CLB：因为我是长途，我也控制不了这个号码它到底会出，打过去是什么… 

雅安市总工会：你听我说，因为你电话号码全部是乱码，我也不能证明你是什么

单位嘛…… 

CLB：我是中国劳工通讯。 

雅安市总工会：或者是什么组织的……这我确实就没办法回复你。 

CLB：恩恩恩。你是总工会办公室的吗？ 

雅安市总工会：对，办公室。 

CLB：您贵姓啊？ 

雅安市总工会：我姓李。 

CLB：那你们这边有保障部门吗？ 

雅安市总工会：保障部门有，但是…因为你现在这个电话号码…然后我…没办

法… 

CLB：那我可以直接打去保障部门… 

雅安市总工会：我也没办法给你他们的电话号码。除非你可以来一个公函的信，

我们收到这个信之后，然后采访那个…才好回复你。因为我也不知道你那边到

底…是什么… 

CLB：中国劳工通讯。 

雅安市总工会：那我也确实没有办法回复你，所以抱歉。 

CLB：哦。那你说出一个公函，是给你们总工会，还是给哪里？ 

雅安市总工会：如果你是出具这个的话，你可以直接过来，或者是来一个正式的

那个…就是像那个公函啊这些，或者是你换一个人，找可以确定你是劳工通讯那

边的一个电话号码，然后我这边才好回复你。因为你…看号码显示的话，就是网

上拨打的那个电话号码…我确实就没办法回复你。 

CLB：哦，那也没有办法给我提供保障部门或组织部的电话吗？ 

雅安市总工会：对对对…那没办法。 

CLB：哦，那关于这个案件，就是也不能解答是吗？就因为电话号码的问题？ 

雅安市总工会：因为这个号码，我确实没办法回复你…不确定你是不是有什么中

国劳工通讯那边的，然后我就没办法回答你。 

CLB：好吧好吧。 

雅安市总工会：因为现在这边经常接到什么你要这样那样…这样那样的的电话，

确实就就…就不能回复你。 

CLB：哦，好吧。好的。 

雅安市总工会：抱歉。 

CLB：谢谢，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