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11月 6日，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交运局公路运输管理所不给员工购买

社保，拖欠工资达半年之久，员工拉横幅抗议 

——三通电话，一个工会 

 

第一通电话：遂宁市船山区总工会办公室田先生 

CLB：喂，您好，是船山区总工会吗？ 

船山区总工会：诶，你好，谁？ 

CLB：你好，我是中国劳工通讯打过来的。想请教您一些事情，可以吗？ 

船山区总工会：可以，你说。 

CLB：就是我在网上看到 10月 6号的时候船山区交运局公路运输管理所的工人打

了横幅说被拖欠工资半年，也没有购买社保，不知道这事您知道吗？ 

船山区总工会：你说的是船山区的交运局吗？ 

CLB：对对对，船山区的交运局。 

船山区总工会：啊啊啊，这个好像没接到这件事。 

CLB：没接到啊？工人他们就是在网上已经说在运输管理所的门口打了横幅了，

打了横幅说被拖欠了半年工资。 

船山区总工会：半年工资被拖欠啦？拖欠了半年工资是吧？ 

CLB：对，也没有给交社保。 

船山区总工会：也没交社保。 

CLB：嗯。就你这边不知道这件事，是吧？ 

船山区总工会：我们了解过，但是因为我们要他一个代表到我们这儿来，就是说

对这个情况进行一个说明，给他相关方面的一些…比如说法律援助，但是他又没

有一个他们的代表过来，我们这边就…… 

CLB：就是说，你们已经知道这个情况了吗？ 

船山区总工会：我们了解到过这个情况。 

CLB：嗯，那了解到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船山区总工会：我们只知道他们就是说打那个横幅，然后他那边说是欠他工资嘛，

然后不交社保。但是这个要双方当事人要去的，我们这个就是说有个调解的方式，

来给他调解。但是目前他们又没得一个人，对方没来调解，就是对方的代表没人

过来，我们就没法给他做这方面的工作。 

CLB：就是你们已经找过工人了吗？还是没有？ 

船山区总工会：我们没找，没找。因为那个是要辖区里面，他们找我们辖区里面

的工会，我们辖区的工会会给他们相应的帮助。 

CLB：就是他们还没有找是吧？ 

船山区总工会：他们没有，他们直接用的比较极端的方式嘛，如果他们直接找辖

区里面的工会的话，会给他们相应的帮助的。 

CLB：那你们之前是找谁了解了情况呀? 



船山区总工会：我们也是在网…是听到说的。也是听到说。 

CLB：听到说？那你们会主动的去了解一下情况吗？就是主动一下去问一下交管

所呀，或者是去找一下这个工人吗？ 

船山区总工会：会呀，我们会，但是这个是我们下面辖区工会他会找的。 

CLB：辖区工会还没有去找是吗？ 

船山区总工会：嗯，应该是，因为情况，有个情况是工作情况要摸排才行…… 

CLB：那如果你们找到，或者工人来找你们的话，你们会怎么帮工人呀？ 

船山区总工会：我们帮工人的话，我们就会通过我们这边，就是说把他们双方当

事人进行一个调解，实在不行的话，我们会提供一个法律援助这方面的一些工作，

给他提些建议和法律援助嘛。 

CLB：法律援助你指的就是劳动仲裁、诉讼这些吗？ 

船山区总工会：对对对。 

CLB：这个有什么条件的呀？如果申请法律援助的话？ 

船山区总工会：条件，我们也不是说条件，如果真的是劳资双方如果都是出现了

劳资纠纷，我们这个会通过情况摸牌，我们就直接改善我们那边，直接做的…… 

CLB：那你们会代表这些工人跟雇主谈判吗？ 

船山区总工会：会会会。 

CLB：你们有做过吗？ 

船山区总工会：做过，我们以往，我们每年都有劳资双方的纠纷调解案例。 

CLB：嗯，嗯，都成功吗？ 

船山区总工会：大部分都成功的，基本上是全部成功的，还有目前没成功的，是

因为实在没法谈，只能就是说司法程序，就是诉讼嘛。 

CLB：那你们这些案例怎么没有放在网站上面呀？我看你们网站其实做得还蛮好

的，更新挺快的，但是像你们这种代表工人去协商，然后或者是给予援助取得成

功的案子怎么没放网站呀？ 

船山区总工会：因为这个我们没放网站，因为是下面在具体办，下面那个辖区的

在具体的做。对我们来说是普通业务…我们本身也有业务，相关的业务工作嘛…

所以也没有放在网站上做大肆宣传。 

CLB：这是你们的工作成果，所以就是放网上也可以是…… 

船山区总工会：因为大部分人都知道找工会。 

CLB：哦，都知道找工会？就是说工人都知道要找工会吗？ 

船山区总工会：对呀，如果他们自己有工会的话，应该知道这个事情的。 

CLB：哦，那你知道这个公路运输管理所有没有工会呀？ 

船山区总工会：他们有工会呀。 

CLB：他们有工会，那这件事情上你们有对接吗？或者是工会有出面吗？ 

船山区总工会：这个情况怎么样，需要他们自己双方当事人，即便我们出面，如

果他们自己当事人不来，也是没有办法开展工作的。 

CLB：不好意思，跟您聊了那么久忘了问您怎么称呼呢。 



船山区总工会：我姓田。 

CLB：田先生，你是哪个部门的？我看你们，因为这个电话好像是好几个部门都

是用这个电话，是吧？ 

船山区总工会：不不不，这个是我们总工会办公室的电话。 

CLB：那有没有你的同事或者其他部门有没有更了解这个事情的？ 

船山区总工会：有呀，我们有个业务部室，我可以把我们业务部室电话给你嘛。 

CLB：好呀，好呀，电话是？ 

船山区总工会：电话是 222396。 

CLB：这是保障部的电话？ 

船山区总工会：对对。 

CLB：他会更了解吗？ 

船山区总工会：对，这是他们主要的工作，他们是相关的业务部室。 

CLB：明白，那你知道那个公路运输管理所工会的电话吗？ 

船山区总工会：这个，我帮你查一下。 

CLB：好的，谢谢谢谢。 

船山区总工会：请你稍等一下，我给查一下。 

CLB：好的，没关系，你慢慢。 

船山区总工会：喂，你好，我这有一个他们交运系统一个工会主席的电话。 

CLB：好 。 

船山区总工会：你请记一下，13982504129。 

CLB：13982504129 怎么称呼呢？ 

船山区总工会：他姓张。 

CLB：张先生？ 

船山区总工会：你喊张主席就行，张主席她是交运系统的工会主席。 

CLB：哦，交运系统的工会主席。 

船山区总工会：对，她是交运系统，这个运管所属于交运系统他们所管理的一个

单位。 

CLB：这属于交运系统，相当于一个行业工会，是吧？ 

船山区总工会：对对对，相当于交运系统工会。 

CLB：那这个主席她是什么职位呢？ 

船山区总工会：她是交运局的，我看一下，好像她是局长吧。 

CLB：局长。 

船山区总工会：对了，我问一下，你们是哪边的？ 

CLB：是那个中国劳工通讯。 

船山区总工会：劳工通讯啊？ 

CLB：嗯，就是我们是比较关注这些劳工权益的，然后现在就是工会在推行改革

嘛，我们也比较关注工会改革这个议题。 

船山区总工会：哦，劳工通讯。 



CLB：我想问下就是你们编辑那个工会简报主要的内容是什么？网站上可以看到

工会简报这个文件吗？ 

船山区总工会：工会简报？ 

CLB：对，我看你们办公室的工会职责里面有个工会简报编辑工作。 

船山区总工会：嗯……对对对，因为主要是什么，因为我也是后面来的，这个事

情我也不知道。 

CLB：明白明白，没关系，那好的，谢谢您。拜拜。 

船山区总工会：拜拜。 

 

第二通电话：遂宁市船山区总工会保障部罗女士 

CLB：喂，您好，是船山区总工会吗？ 

船山区总工会：嗯，我们是，你哪位呀？ 

CLB：我是中国劳工通讯打过来的。然后想跟您了解一个案件，不知道您这边知

不知道。是这样的…… 

船山区总工会：劳工什么呀？ 

CLB：劳工通讯。 

船山区总工会：劳工通讯，你们是公司还是什么呀？ 

CLB：我们是一个机构，我们是关注劳工权益，然后也关注工会改革这件事情。 

船山区总工会：你们是媒体这边是吗？ 

CLB：不是媒体，不是媒体，我不是记者。 

船山区总工会：哦，那是想了解什么呢？ 

CLB：想了解就是，我们在网上看到船山区交运局公路运输管理所他们拖欠了半

年工资，然后员工声称这个交运所是没有给他们交社保，我想请问下您这边知不

知道这件事情。 

船山区总工会：交运所，下面的员工说没有交社保？ 

CLB：对，然后拖欠了半年工资，他们在 11 月 6号的时候还是更早之前在那边拉

横幅。 

船山区总工会：11 月 6日？是在交运局吗？ 

CLB：对呀，交运局公路运输管理所。 

船山区总工会：船山区的交运局？ 

CLB：对，没错没错。 

船山区总工会：船山区交运局，他是在物流港那边办公是吗？ 

CLB：我不太清楚，就是他们… 

船山区总工会：因为我们这边没有接到一些，比如说员工的维权啊调解啊这些请

求，然后他如果说拉了横幅的话，我们目前来说是没有了解到这个情况。不知道

区工联会这边有没有掌握这个情况。 

CLB：区工联会？工联会是？ 



船山区总工会：区域工联会，因为我们现在是属于地属管理嘛，每一个街道、园

区都有专门的工会联合会，然后的话基本的常规事务的话，是由他们先进行处理。

如果说他们没有办法处理的话，他们就会向上级工会反映，然后再由我们上级工

会联合相关的部门，或者说相关的专业力量，去给他们进行调解或者其他的一

些……但是目前来讲的话，我这边确实没有接到一些相关的诉求或者请求。 

CLB：嗯，那他们就是也没有上报？就是如果他们能处理的话他们短期间内也不

会上报是吧？ 

船山区总工会：嗯，如果说他们处理的话，能够处理，一般来说的话都是处理到

一个阶段，比如说，已经完成了或者说有一个结果，他们才会进行一个就是上报

给我们上级工会这样子的。 

CLB：明白，那如果他们处理不了的话也会找上级工会出面是吗？ 

船山区总工会：是的是的。 

CLB：那这个，如果这个船山区交运局运输管理所的话，他所属的区域工会是哪

个呀？ 

船山区总工会：要看你是哪一个所，因为我所了解到的是交运局下属的话是有很

多交运所的。 

CLB：他是公路运输管理所。 

船山区总工会：区域分布不一样，要看这个职工他是，比如说他是分布到哪一块，

然后他的工作地是在哪个地方，然后才可以了解得到。 

CLB：那一般的话，他们找工会会怎么处理呀？ 

船山区总工会：一般的话，我们首先肯定是进行调解嘛，就是双方把当事人然后

还有他们的工会主席，包括他们的行政这块，约到可能进行一个当面的调解，或

者说我们分开进行调解。如果说调解不了的话，才会进行下一步。 

CLB：下一步指的是？ 

船山区总工会：要看具体情况，要看结果。如果说他们没办法达成一致，然后双

方就是我们工会了解到他真的是违反就是侵犯了职工的权益嘛，然后我们都

会……肯定首先，因为交运局的话他又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他是属于事业单

位嘛，他们有相关的管理政策，然后如果说没有违反劳动合同的话，我们是联合

相关部门进行处理，如果说真的是违反了劳动合同，或者说侵犯了职工的权利，

那么我们就会请律师给他提供法律援助，这样子的。 

CLB：好的，那你知道这个交运局有工会吗？或者他们工会的组织情况是怎样？ 

船山区总工会：他们是有的，我知道他们有一个行业工会，就是交运……也不叫

行业工会，是一个系统，系统工联会的这种。 

CLB：就是因为他们是事业单位，所以他们叫系统工会，其实也是属于行业工会，

对吧。 

船山区总工会：对的。 

CLB：那他们的工会主席是领导吗？还是普通的这种员工呀？ 

船山区总工会：他们的，应该算是一个中层干部吧。 



CLB：嗯。 

船山区总工会：对，也不算是那种纯领导，也不算是纯员工的这种。 

CLB：那他们工会都做些什么你知道吗？他们那种选举或者是帮扶的情况，这边

了解吗？ 

船山区总工会：那个，就不太了解了。因为他们基层工会日常的事务的话，都是

由他们各自开展，除非是由我们这边统一的我们才会跟他们联系，但是一般的这

种日常事务的话都是由基层工会自己组织开展的。 

CLB：我想问一下您刚才说的那个，如果职工他们有诉求找到工会，然后工会帮

忙去协商呀或者提供法律援助，这样的案子一年大概有多少？然后成功率有多高

呀？您这边有统计？ 

船山区总工会：这个不一定，因为每年的话情况肯定是不一样的。 

CLB：那如果就今年来说呢？就这十个月来说呢？ 

船山区总工会：这十个月来说，我这边的话要额外的去查数据了。因为我们目前

是之前统计了嘛，但是没有分类，也不叫没有分类，就是说这个数据呢，每个月

都会变动，我们会……我这边有个电话，您稍等。 

CLB：好的。 

船山区总工会：要不这样，您过十分钟或者之后再打过来吧。 

CLB：怎么称呼您呢？ 

船山区总工会：我姓罗。 

CLB：好的谢谢。 

 

——十分钟后打已经外出。—— 

 

 

 

第三通电话：遂宁市船山区总工会保障部罗女士 

船山区总工会：喂，XX？ 

CLB：喂，您好，请问罗律师在吗？ 

船山区总工会：诶，你好，哪位？ 

CLB：您好，我上次给你打过电话，就是关于船山区公路运输管理所的事情，您

记得吗？ 

船山区总工会：恩，记得。你有什么事吗？ 

CLB：就是想问下您后来有没有跟进过这件事情呀？ 

船山区总工会：我给交运局那边打过电话了，他们一直在处理这件事情呀。 

CLB：那现在就是处理的结果，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进展呀？ 

船山区总工会：他们这个的话，之前在沟通的时候就说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因为

他们和人社，还有就是相应的……因为他们涉及社保的问题嘛，还有相应的部门



在沟通当中，目前什么状态，我现在还没有了解。 

CLB：哦，那工会这边就是能扮演什么角色吗？在这个案件里面。 

船山区总工会：如果基层工会的话，她有能力在处理这个事情的话，那我们区总

工会一般的话是不会直接干涉的。 

CLB：你说的是街道吗？还是区域工联会？ 

船山区总工会：基层工会，他们单位的工会也属于基层工会 

CLB：因为后来我跟这位当事人取得联系了，然后，他说他们工会的人也是站在

用人单位那边的，然后他现在好像是被解除劳动关系了。 

船山区总工会：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因为我们工会的话，她只能作为一个调解

的桥梁，就是说根据情况，还有实际情况，然后做调解。他们有没有解除劳动合

同呀，或者怎样的话……因为我之前，我这个事情我没有了解具体的，是他们基

层工会在处理的，要不然你就直接打他们交运局，就是他们运管所的那个单位，

问一下他们的工会主席，可能你要更清楚一点。 

CLB：哦，那您这边有那边的电话吗？ 

船山区总工会：我这边目前没有，因为我现在在忙其他的事情。 

CLB：嗯嗯。那就是说…… 

船山区总工会：恩，我刚才还有另外一个人给我打电话呢。 

CLB：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就说这边，区工会这边目前来说是无能为力咯？ 

船山区总工会：因为我们目前没有接到职工的诉求，也没有接到单位要请求我们

干涉的这个诉求，那就说明他们的事情在处理过程当中，我们的话一般不会特别

去干涉的。 

CLB：职工那边说给您打过电话耶？ 

船山区总工会：给我打过电话？我没接到他的电话呀？ 

CLB：对，他说，他还亲自跑到总工会的…… 

船山区总工会：他那天是来过的呀，我做那个……我也给他说了，我们工会可以

从哪方面做。但是的话，我说给他提供法律援助，他又不愿意，他还是想调解，

调解的话我们就是基层工会帮他调解呀。 

CLB：哦，就是说…… 

船山区总工会：就是目前等于说是在那个调解的阶段，如果说他不愿意调解的话，，

从我们工会维权这块来讲的话，他如果不愿意调解或者说调解不成功，然后我们

可以给他委派专业的律师，给他提供法律援助，但是职工本人他不愿意的嘛。 

CLB：恩，那他现在，因为他是想调解的嘛，对吧。他不是想去诉讼或者是劳动

仲裁的，但是你如果说，他现在企业的或者他们系统的工会的话，他觉得企业的

系统工会是站在企业那边的，就是雇主那边的。 

船山区总工会：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没有参与过他们的调解，我不知道他

这个态度所谓的是怎样子的。 

CLB：所以说这边的话，只能是他们调解不成再找你？还是说，就是让基层工会

去做，然后区工会就不管…… 



船山区总工会：他们如果调解不成功想走法律援助的话，我们这边是给他请，就

是我们有合作的律师嘛，然后可以委派那个律师给他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 

CLB：也就是说…… 

船山区总工会：工会的话，目前的法律维权这块的基本上我们就是这个样子的。

首先的话就是职工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功的话，我们才会进入下面的。或者说看

职工的意愿，他如果愿意，不想调解，然后直接走法律援助的话，那我们还是根

据职工的意愿嘛，然后根据他那个，然后给他提供免费的律师。而且如果说他觉

得用人单位工会的话是站在用人单位的角度，那我们也可以就是请那个律师参与

到调解过程当中，那这个就是要看职工个人的意愿了。 

CLB：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说当事人再来你这边请求区工会委派律师去介

入他们的调解，还是可以的呢？ 

船山区总工会：调解是可以的呀，看他个人意愿呀。 

CLB：那区工会还是会介入？还是说区工会只是委派一个律师去介入这个调解里

面？ 

船山区总工会：因为我们不专业，包括他那天来问我什么补缴社保的那个问题，

说实话，我本来不是学法律的，虽然说我做工会维权这份工作，但是我的专业度

肯定没有律师的专业度那么强，所以说，我们肯定就是可以委派律师这个上面。

就说我去给他调解，万一我说的东西不合理，或者说那个啥，他又说我站在用人

单位的角度了，其实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CLB：但是，这不只是一个法律问题吧，还有一个是工会的立场问题吧。 

船山区总工会：我的立场肯定是天然站在职工的角度呀，我们是尽最大的努力去

帮他呀，所以说我们是有合作的律师给他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或者说法律服务，

包括后续的法律援助，我们都是提供专业的律师给他呀。 

CLB：因为是这个…… 

船山区总工会：我现在在忙其他事情好嘛，我现在真的很忙，因为现在月底了、

年底了。 

CLB：哈哈，年底忙什么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船山区总工会：年底有很多其他工作，而且我现在在等那边电话，你现在一直占

线，我接不到这个电话，我这边东西又处理不了。 

CLB：行的，好的好的，那先不打扰你了。 

船山区总工会：嗯，拜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