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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26，四川省遂宁市，遂宁圣莲岛万豪酒店拖欠建筑工人工资，工人拉横

幅讨薪 

——6通电话，2个工会 

 

第一通电话：遂宁市总工会基层工作部小杨 

遂宁市总工会：喂您好。 

CLB：喂您好，请问是遂宁工会基层工作部吗？ 

遂宁市总工会：对。 

CLB：你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就是关于你们这，一段时间以

前，圣莲岛万豪酒店有拖欠工人工资的事，你们工会有参与吗？ 

遂宁市总工会：啊这个我不太清楚，因为涉及到他们区域那边搞的那个事情。 

CLB：啊？涉及到谁？ 

遂宁市总工会：你稍等一下吧，我请一个同事负责给你解释一下。 

  ——（换人接电话）—— 

遂宁市总工会：喂您好。 

CLB：喂您好。我姓韩，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想了解圣莲岛万豪酒店拖

欠工人工资的事，你们工会有参与吗？ 

遂宁市总工会：中国劳工啊？ 

CLB：对。 

遂宁市总工会：圣莲岛拖欠工资？ 

CLB：就是万豪酒店工程啊。 

遂宁市总工会：嗯。 

CLB：你们工会有参与解决这事吗？ 

遂宁市总工会：这个我要问一下相关的部门才能给您回复，麻烦您留个电话

吧。 

CLB：哦，那你们工会知不知道有这件事啊？ 

遂宁市总工会：这样吧，您打这个电话，因为是我们的另外一个部门在负责。 

CLB：哪个部门啊？ 

遂宁市总工会：您稍等一下，是我们的经济部在负责。麻烦您打 2988589。 

CLB：哦，2988589，经济部，我找哪一位呢？ 

遂宁市总工会：找杨部长吧。 

CLB：杨部长，请问是男士女士啊？ 

遂宁市总工会：男士。 

CLB：哦，这个经济部，就是说你们工会是了解这个事的，但是是由经济部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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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解决的吗？ 

遂宁市总工会：不是不是，是因为工作职能应该是经济部那边在负责，涉及到

这一块的话。 

CLB：哦，那你们基层工作部主要是负责什么的啊？ 

遂宁市总工会：我们基层工作部主要是负责组织建设这一块，基层组织的。 

CLB：哦，那圣莲岛万豪酒店工程工地上的农民工有没有加入工会呢？ 

遂宁市总工会：这个具体的我们还不了解，麻烦您要先问一下经济部那一边。 

CLB：不，我现在是想了解一下工程工地上的工人有没有加入工会，这不是你们

基层工作部的工作吗？ 

遂宁市总工会：主要是因为圣莲岛这边是属于船山区总工会，如果他加入工会

的话是直接和船山区总工会那边对接。他不直接和我们基层工作部对接。 

CLB：那你们遂宁市的基层工作部主要是做哪部分的基层工会的组建啊？ 

遂宁市总工会：就是全市的基层工会的组建我们都要负责。 

CLB：全市的，那万豪酒店工程工地的呢？这个不归你们负责吗？ 

遂宁市总工会：是归，但是目前我们，这一块的问题我们都还没了解。 

CLB：这个不是问题，就是说，这个工地上的农民工有没有加入工会呢。我在你

们网站上看到一个，你们去年五月底的时候有开过一次基层工会网格化的一个

会议。那，基层工会网格化，像万豪酒店工地工程，还有其他的建筑工地工

程，是不是属于网格化的范围之内的啊？ 

遂宁市总工会：我们那个网格化，它是在社区设了网格员。然后属于他的区域

的话，网格员要去核实。至于您说的圣莲岛万豪酒店的话，现在是归船山区，

像建会还有各个方面的工作，工会这块都是归船山区工会直接对接。这个问题

我们要下来再咨询了解一下，才能给您回复。 

CLB：因为圣莲岛万豪酒店是在船山区，所以是船山区工会负责组建工会，是

吧？ 

遂宁市总工会：对，因为我们是属地管理嘛，区域管理这种。 

CLB：那如果要是船山区总工会，他们在那儿建了工会，会不会向你们市总工会

备报、报批啊什么的，这些你们会不会了解啊？ 

遂宁市总工会：是这样的，如果是像他这样区域直接管理的这种，他就是直接

向他自己船山区这一边来打申请、建工会。船山区总工会可以不向我们报备，

但是年终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CLB：哦，年终就是日历上的年终吧？就是每一年的 12月、1月份的时候，下

边的区工会要向市总工会做汇报？ 

遂宁市总工会：对对对。因为我们年底的时候要汇总数据，我们要了解全市的

组织建设情况。 

CLB：那像建筑工会，比如说船山区，他们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入会情况，包括

万豪酒店的农民工入会情况，现在你们有没有拿到这个情况呢？ 

遂宁市总工会：目前没有。因为我们遂宁市的话，就是建筑工地特别多，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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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个。所以说，你要比较细化下去具体地了解哪一个的话，我们目前还没

有细化到这个地方。 

CLB：哦，那你们遂宁市有没有建筑行业工会啊？ 

遂宁市总工会：我们目前没有，但是我们各个区域都有项目工地组建这块工

作，在抓这块工作。 

CLB：所以市一级没有建筑行业工会？ 

遂宁市总工会：没有。我们有那个建筑行业……哦有！我们有建筑行业工会，

是直管。 

CLB：是市总工会下属的建筑行业工会吗？ 

遂宁市总工会：是市直管，市总工会直管的建筑行业工会。 

CLB：就是如果组建的话，是归你们这里市总工会的基层工作部来直接协调的

吗？ 

遂宁市总工会：对。 

CLB：那你们这边有没有，比如说在圣莲岛万豪酒店这样大的工地上，这些工人

农民工加入工会的事，你们这边是怎么协调建筑行业工会的呢？ 

遂宁市总工会：是这样的，因为圣莲岛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工会组织管理的

话，它是按属地管理为主，行业协助为辅。所以说，这一块工作的话还是以船

山区总工会主要主抓工会组建。 

CLB：我以为你刚才说是你们遂宁市总工会协调呢？ 

遂宁市总工会：他不会是建筑行业工会直接去抓落实工地这个建设。他是属地

管理。圣莲岛是属于船山区的一个区域，所以它这个组织建设的话也是归船山

区总工会主抓，然后建筑行业工会的话它是协助一个组建。是这样的一个情

况，因为每个地方，我们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不一样。 

CLB：哦，那说到组建工会，组建工会是为了谈判。就说行业工会在建筑行业，

如果行业工会出面谈判，不是更合理吗？属地工会，是不是有工厂啊，有服务

业啊，有建筑行业啊，这些各种行业不一样。但是如果是建筑行业工会主导谈

判，这是不是应该是建筑行业工会的事啊？ 

遂宁市总工会：当然涉及到您说的这一块的话，我们肯定是，就是遂宁市的各

级工会组织他都要去，就是各位领导他都要重视这个工作，他都要去进行协

调，如果存在这些问题。 

CLB：我不是说领导啊，是说行业工会。遂宁市建筑行业工会有没有跟建筑公司

啊、建筑工地啊，代表农民工集体谈判，这种有没有展开啊？ 

遂宁市总工会：有啊。 

CLB：那像建筑工地，是怎么包含在集体谈判的这种集体合同里的呢？ 

遂宁市总工会：当然您说的这一块又涉及到我们的工资集体协商这一块工作

了。那就是我们保障部在负责。这个我就没办法给您解释，只能去保障那块

了，工资集体协商。因为每个部门的职能是不一样的。 

CLB：所以你们这边基层部只是负责基层组建、工会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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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总工会：就是把那些涉及到符合建立工会的公司、单位来组建工会。然

后涉及到其他的，比如说劳动争议、工资集体协商、还有民主管理这些方面的

话，那就是各个部门的，它就是分到下面各个部门的职能。所以您说问到这个

的话，我确实没办法给您解释。 

CLB：明白。那集体协商是哪个部？ 

遂宁市总工会：工资集体协商是我们市总工会保障部在负责。 

CLB：保障部，那您这有没有保障部的电话啊？ 

遂宁市总工会：是有，但我想问一下，您是想咨询所有的我们工会的工作，还

是需要咨询哪方面？ 

CLB：不，这个，对不起我没有说清楚啊，因为圣莲岛万豪酒店他们有农民工拉

横幅讨薪的这个事件。我就想了解一下你们这儿的工会改革的进展情况。包

括，你们的农民工集体入会的行动啊，农民工常态化服务啊、网格化的基层工

会啊等等这些。当然也包括，组建工会是一回事啦，工会建起来，但是工会建

起来了是更重要的——在我理解——集体谈判啊，集体协商啊，保证工资发放

啊，农民工有签合约、签合同啊，这些是最终的目的。组建工会不是最终的目

的，而保障和谈判才是最终的目的。所以我想了解一下，组建工会和谈判、代

表工友，这个有机的衔接的这个问题啊。 

遂宁市总工会：那我一个个给解释吧，你说的涉及到工会改革这一块。我们遂

宁市的 38项工会改革已经在年前，12月份已经全面完成了。那个常态化，农

民工常态化服务的话，这一块工作我们在很早以前就在开展了，但是现在的话

是在深入开展。然后组建工会的话，我们全市的工会组织也是在按照相关的

《工会法》《工会章程》，具体的程序，在进行组建、一直在落实。然后，目前

出台的那个，我们现在还在出台一个，关于基层工会组织建设规范化的综合评

价，一个实施办法。现在还在出台。所以组建的话，这一块我们现在是在进一

步地要进行规范化。然后你说的工资集体协商的话，这个是归保障部这边在负

责，我没办法给你解释。然后涉及到劳动争议这一块的话，也是我们经济部在

负责。所以这个职能部门的话，您需要的话您只能具体问我们的相关职能部

门。 

CLB：所以组建和集体协商谈判是——我可以这样说吗，假设是——没有关联

的？ 

遂宁市总工会：组建和工资集体协商为什么没有关联呢？如果没有这个组织的

话，那怎么会存在工资集体协商呢？ 

CLB：这也是我想问的，你们基层工作部是负责组织、组建工会的，那你们这边

基层工作部并不了解集体协商的情况。这个可能我理解错了啊，不过刚才我听

到的是这样的。 

遂宁市总工会：不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主要是负责工会组建。但是你说的

细化的那种工资集体协商的话，我就不是特别清楚，什么条款那种，给您解释

的话，我没法给您解释清楚。但是我们如果组建了一个工会组织，符合条件的



5 

 

话，符合相关的条款的话，那肯定是要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 

CLB：对对，那也明白，如果要没有分工的话，那也就没有合作了。所以集体协

商是保障工作部的工作，是吧？ 

遂宁市总工会：对。 

CLB：请问他们的电话是多少呢？ 

遂宁市总工会：不好意思，我再打断一下，我想再咨询清楚一下，您是中国劳

工哪个单位啊？ 

CLB：中国劳工通讯。 

遂宁市总工会：中国劳工通讯。 

CLB：对，就是在微博上看到，你们这儿圣莲岛万豪酒店的农民工在打横幅、讨

工资。上面写到，“遂宁圣莲岛万豪酒店还我民工血汗钱”、“四川国沣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还我民工血汗钱”。这个前面站着这些工人，后面是那莲花状的酒店上

边的装饰。所以看到这个就来了解一下，一个是工会组建的情况，一个是工会

代表这些工地的农民工、建筑工人集体协商的情况，保障工资发放的情况。 

遂宁市总工会：嗯嗯。就是您说的涉及到这块的话，我建议您还是咨询一下我

们的经济部。 

CLB：经济部，那关于保障部，关于集体协商这一部分，可以麻烦您给我一个他

们的电话吗？我也问一下他们集体协商的情况。 

遂宁市总工会：您稍等。 

CLB：谢谢。 

遂宁市总工会：2988579。 

CLB：2988579。我找哪一位呢？ 

遂宁市总工会：找刘部长。 

CLB：刘部长，是男士女士啊？ 

遂宁市总工会：男士。 

CLB：哦你们这，做领导的都是男士啊？男女好像不是很平等，不是很平衡，是

不是？ 

遂宁市总工会：呵呵。没有没有。 

CLB：请问您贵姓啊？ 

遂宁市总工会：我姓杨。 

CLB：您是咱们市工会基层工作部的负责人吗？ 

遂宁市总工会：不是，我是工作人员。 

CLB：哦，那这边的基层工作部的负责人是男的女的啊？我可以多问两句吗？ 

遂宁市总工会：…… 

CLB：喂？ 

遂宁市总工会：啊。 

CLB：是不是又是男的啊？ 

遂宁市总工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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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呵呵，这个女干部、女性在工会里面上升的机会是不是还是低于男性啊？ 

遂宁市总工会：额……但是我觉得，领导您问的这个问题好像跟这个工作没有

多大的关系啊？ 

CLB：没有，应该是跟你我都有关系的，都是涉及到性别平等，那么性别平等也

是工会工作的一部分吧。 

遂宁市总工会：首先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工会对性别没有歧视，男女平等，

工作是男女一样开展。 

CLB：对不起，我没有判断你们的意思，只是听到三个部长都是男性，觉得有一

点这个——如果可以有女性做部门领导，可能会更平衡一点。只是我的一个突

发奇想，希望你别介意啊。 

遂宁市总工会：啊没有，因为我们的部门领导也有女性的，也特别的优秀。 

CLB：嗯那就好。 

遂宁市总工会：不用。 

CLB：好，谢谢你啊小杨，我到其他部门再了解一下。 

遂宁市总工会：好的，谢谢。 

CLB：谢谢，再见。 

遂宁市总工会：再见。 

 

第二通电话：遂宁市总工会经济法律部杨部长 

遂宁市总工会：喂您好。 

CLB：喂您好，请问是遂宁市工会经济部吗？ 

遂宁市总工会：啊对。 

CLB：您好，请问杨部长在吗？ 

遂宁市总工会：哦，稍等啊。 

CLB：好，谢谢。 

  （换人接电话） 

CLB：喂，请问是经济部杨部长吗？ 

遂宁市总工会：嗯嗯，您好。 

CLB：您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刚才基层工作部让我打电话到这

边来了解情况。就是关于圣莲岛万豪酒店工程有拖欠民工工资的事，咱们工会

有没有参与啊？ 

遂宁市总工会：万豪，就是省的那个万豪酒店吗？ 

CLB：对。 

遂宁市总工会：这个要问一下我们的基层工会，他是船山区总工会在负责。 

CLB：船山区总工会负责的？ 

遂宁市总工会：对对。 

CLB：那你们这边有没有了解到有这个发生拖欠工资的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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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总工会：现在我们市总没有接到这个信息。 

CLB：哦。你们到现在没接到信息啊？ 

遂宁市总工会：啊，就是省的那个万豪酒店吗？ 

CLB：对呀，就是十一月份的时候有天然气，打井时有天然气冒出来的那个酒

店。 

遂宁市总工会：省里到我们区县这里办了两个维权案件，但是他不是省里到酒

店的，那是一个查来的，是邮电局的维权案件啊。（你说的这个事）它是最近发

生的吗？ 

CLB：是十一月底，他们工人在酒店前面打横幅，横幅上写着…… 

遂宁市总工会：哦，知道，接到了，打横幅那个，就是十几个人打横幅的那

个？ 

CLB：就是“四川国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还我民工血汗钱”…… 

遂宁市总工会：对对对，接到了，接到了。已经接到了，我们当时没过来，就

是十几个人打横幅那个事。我们已经作为舆情，已经给船山区，它应当是下属

在船山区，船山区的这个劳动监察室，船山区总工会，已经给他们那个观音湖

管委会，它实际上属于观音湖管委会，管委会的主任我们都找过协调好几回。

他们已经在研究解决了。 

CLB：也就是说……对不起我听四川话有一点困难，我看看我有没有听懂啊。就

是说：你们工会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跟船山区的劳动监察有直接联系，然后

直接由船山区的工会来负责这个事…… 

遂宁市总工会：对对对。 

CLB：跟当地那个叫观音什么的？ 

遂宁市总工会：观音湖管委会。 

CLB：观音湖管委会来直接协调解决这个事？ 

遂宁市总工会：对对对。 

CLB：哦，那我还是真的听懂了。 

遂宁市总工会：观音湖管委会，他就是专门负责这些建设的。 

CLB：那这拖欠工资的事有没有解决啊？有没有发工资啊？ 

遂宁市总工会：他现在还没有给我们回信息呢。 

CLB：那就是说，有可能发了、也有可能还没发？ 

遂宁市总工会：对对对。 

CLB：当初了解的情况，一共是欠了多少人，多少钱呢？ 

遂宁市总工会：具体的情况，我这还没有，我得去向船山区总工会要这个情

况。 

CLB：那船山区总工会是工会的哪个部门负责呢？ 

遂宁市总工会：船山区总工会，我还是，我们是跟他那个副主席联系的。 

CLB：副主席，请问您这有没有具体负责的副主席的联系方式，我可以打过去问

一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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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总工会：你这样，我直接联系，我叫他给你打过来啊。 

CLB：那也可以。那还有一个是… 

遂宁市总工会：你电话是多少？ 

CLB：我电话，区号是 852-2780-2187。 

遂宁市总工会：2780-2187 是吧？ 

CLB：嗯。那还有一个…… 

遂宁市总工会：852 的区号是哪里啊？ 

CLB：我是香港。 

遂宁市总工会：你香港，852-2780-2187。 

CLB：对。那还有一个，像万豪酒店这样的工程，在你们这是大工程了吧？ 

遂宁市总工会：它现在是大工程。 

CLB：那这个工程什么时候完工呢？有没有计划啊？ 

遂宁市总工会：这个我们不是很清楚。 

CLB：那像这种工地上的，建筑工人入会的情况怎么样呢？ 

遂宁市总工会：这都是船山区总工会来负责。 

CLB：都是船山区总工会负责？ 

遂宁市总工会：对对对。我们市级的，只管市级的。它是我们下级工会，区总

工会管。 

CLB：那你们遂宁市的建筑行业工会呢？这个是由市总工会协调吗？ 

遂宁市总工会：嗯，市总工会协调。 

CLB：那建筑行业有没有参与这件事情呢？ 

遂宁市总工会：具体要问，我们市建筑行业工会有没有参与，我还真的不清

楚。 

CLB：那就是你们遂宁市是有建筑行业工会的？ 

遂宁市总工会：有有有，有行业工会。 

CLB：那建筑行业工会的具体职责是怎么分工的啊？ 

遂宁市总工会：行业工会的职责，你具体要跟基工部联系啊。 

CLB：跟什么部门联系？ 

遂宁市总工会：基层工作部。 

CLB：基层工作部就是刚才让我打电话到这边了解情况的基层工作部？ 

遂宁市总工会：因为这个东西，它行业工会的职责这一块，它不是我们法律部

来负责这一块啊。 

CLB：你们这边是法律部？ 

遂宁市总工会：我们是经济法律部。 

CLB：这不是经济部吗？ 

遂宁市总工会：经济法律部它是在一起的。 

CLB：经济法律部啊，但我在网上看到，不是保障工作部和法律工作部是在一起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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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总工会：不是不是，早就不是，早就不是了。 

CLB：哦现在经济和法律工作部是在一起了。 

遂宁市总工会：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CLB：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 

遂宁市总工会：哦劳工通讯，你们是个杂志社是吧？ 

CLB：对，我们就是，15年以来，特别是习近平亲自推动工会改革，我们就对

各地工会改革的情况都跟进得比较紧一点，希望能…… 

遂宁市总工会：你们是全总的宣教部在统筹，是吧？ 

CLB：不是不是，我们是独立的，不是官方的一个机构。 

遂宁市总工会：哦哦，我懂了懂了，你们属于这种社会组织，是吧？ 

CLB：对对对。 

遂宁市总工会：社会组织，独立的社会组织，是吧？ 

CLB：对对对。但是就对总工会改革和那什么，工会改革，工会改革永远在路

上。 

遂宁市总工会：对。 

CLB：咱们这边的经济部，主要是负责什么工作呢？集体谈判，集体协商，还是

什么啊？ 

遂宁市总工会：啊不是不是，劳动竞赛这一块。 

CLB：劳动什么？ 

遂宁市总工会：参与工会组织的竞赛，劳动竞赛这一块。 

CLB：参与劳动竞赛，就是鼓励工人会员参与劳动竞赛的？ 

遂宁市总工会：对对对。 

CLB：就是大国工匠的一部分，是吧？ 

遂宁市总工会：就是就是。 

CLB：那行，那我再到那边去了解一下，谢谢你了杨部长。 

遂宁市总工会：它有个建设行业工会，它是设在建设局，所以我们这方应该可

以找建设局。 

CLB：市建设局有一个行业工会？ 

遂宁市总工会：对对对，行业工会，你可以了解一下 

CLB：那您有没有建筑行业工会的电话呢？ 

遂宁市总工会：这我不清楚，要问刚刚的基工部，基层工作部。 

CLB：好的好的。谢谢杨部长。 

遂宁市总工会：好的，你很关心职工啊。 

CLB：再见。 

 

第三通电话：遂宁市总工会保障工作部 

遂宁市总工会：喂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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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喂您好，请问是保障工作部吗？ 

遂宁市总工会：你哪里？ 

CLB：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请问刘部长在吗？ 

遂宁市总工会：刘部长出差去了。 

CLB：刘部长出差去了？ 

遂宁市总工会：对对对。 

CLB：那有一个事想… 

遂宁市总工会：你有什么事吗？ 

CLB：我想了解一下，圣莲岛万豪酒店讨薪这件事啊，你们保障部有没有参与

呢？ 

遂宁市总工会：我们知晓这件事，但是这个事情是在，经济法工部在具体负

责。 

CLB：经济法工部在具体负责啊？ 

遂宁市总工会：对对对。 

CLB：那像万豪酒店这样的工地上的建筑工人，他们有没有加入到集体协商，包

含在集体合同里面呢？ 

遂宁市总工会：它们是一个在建项目。 

CLB：对，就是在建项目，工地上的工人，有没有包含到你们这边的集体合同里

面啊？ 

遂宁市总工会：它是实行区域性合同嘛。他们那个万豪酒店，现在它那个酒

店，据我所了解，现在还在筹建当中。 

CLB：还在建设中，还没完工？ 

遂宁市总工会：对对，现在还在筹建当中。 

CLB：那像这个工地有没有集体合同，你们保障部是不是比较了解情况啊？ 

遂宁市总工会：这个因为，它是船山区的，船山区范围内的。 

CLB：那如果船山区…… 

遂宁市总工会：船山区总工会。 

CLB：那如果船山区总工会指导这个工地的工人和公司签了集体合同，会不会到

市总工会这边来备案，然后你们这边也知会一下、备案一份呢？ 

遂宁市总工会：他们到区、区总工会进行备案，如果签了合同后开展集体协商

的话。 

CLB：那你们市总工会需不需要了解，像这么大的工程有没有参与到集体合同里

面，你们不需要了解吗？ 

遂宁市总工会：我们需要了解啊，它区政府给我们提供报告就行了。 

CLB：哦，那你们有没有接到区总工会关于万豪酒店工地建筑工人集体合同的报

告啊？ 

遂宁市总工会：现在我有点急事，要给刘部长。  

CLB：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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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总工会：喂。 

CLB：就是有没有了解万豪酒店这样的工地有没有集体合同呢？ 

遂宁市总工会：喂，我现在有点事，等一下给你汇报哈。 

CLB：喂？ 

遂宁市总工会：我现在有点急事，等一下给你汇报哈。 

CLB：那我待会打回来可以吗？ 

遂宁市总工会：嗯好。 

CLB：请问您贵姓啊？ 

  ——电话被挂断—— 

 

第四通：遂宁市船山区总工会保障部小杨 

船山区总工会：喂您好，职工会，请问哪位？ 

CLB：请问是船山区工会保障部吗？ 

船山区总工会：对对。请问你是哪位？ 

CLB：你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船山区总工会：嗯，请问你？ 

CLB：就是关于前不久，你们这圣莲岛万豪酒店有拖欠工资，农民工有打横幅讨

薪这个事。请问你们区工会有参与吗？ 

船山区总工会：啊，等一下我问一下经办人，经办人现在还没来，等一下他来

了我再回复你嘛。 

CLB：经办人是咱们保障部的负责人吗？还是？ 

船山区总工会：对对对，负责人。 

CLB：是保障部的部长吗？ 

船山区总工会：对对对。 

CLB：哦，那这个事儿现在已经都解决了吗？ 

船山区总工会：因为当时好像他们都出面了，但是具体结果我没有沟通，就是

要经办人才能知道。 

CLB：那总体来说工资有没有发啊？拖欠的工资有没有发？ 

船山区总工会：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也才来不久。 

CLB：哦，请问您是不是新招聘的社会化工会工作者啊？ 

船山区总工会：对对对。 

CLB：所以那，你来工会工作多久了呢？ 

船山区总工会：来工会工作两三个月。 

CLB：所以大学毕业就招聘进来了？ 

船山区总工会：对对对。 

CLB：工会工作是相对比较容易还是比较难啊？ 

船山区总工会：怎么说，我这一块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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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跟想象当中一样吗？ 

船山区总工会：有些差别吧。 

CLB：对不起，有点儿……希望你别介意啊，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社会化工会工

作者招聘进来以后，其实一下子就要进入到劳资冲突，一些劳资纠纷里面。以

前也听到过一些，就是比较令到大家手足无措，特别是对刚从学校毕业出来

的。你本人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状况啊？ 

船山区总工会：啊没有。 

CLB：啊你们不参与到劳资纠纷现场当中吗？ 

船山区总工会：我没有参与。 

CLB：这两三个月还没机会参与？ 

船山区总工会：嗯对。 

CLB：那以后会不会安排参与呢？ 

船山区总工会：应该会吧。 

CLB：有没有心理准备啊，像这种工地一旦冲突起来，打着横幅这个，有没有心

理准备到现场去参与啊？ 

船山区总工会：在准备中吧，应该说是。 

CLB：那工会有没有对这些现场的状况啊什么的，给你们做一些培训？ 

船山区总工会：嗯，在做培训。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去做调解，我们工会的职责

是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执法权嘛，我们就是进行双方面的协调。大概这些事

情。 

CLB：那有没有对你们做，比如关于推进集体合同制度，代表工人集体谈判啊？

这些有没有做培训？ 

船山区总工会：有，工资集体协商。 

CLB：工资集体协商是什么，是你们会代表不同企业的工人去跟雇主集体协商

吗？ 

船山区总工会：嗯嗯。 

  （回答别人） 

CLB：这个负责人是不是来了？ 

  （回答别人，中断电话） 

CLB：喂？他现在到了吗？ 

船山区总工会：还没到还没到。 

CLB：那我一会儿打电话过来吧，具体负责的同事贵姓啊？ 

  （回答别人，中断电话） 

CLB：喂？他姓什么呢，一会我打电话来找…… 

船山区总工会：喂？ 

CLB：一会我打电话来找哪一位呢？ 

船山区总工会：姓罗。 

CLB：罗，是罗部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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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区总工会：对对。 

CLB：请问是男士女士呢？ 

船山区总工会：女士。 

CLB：女士，终于有一个部门负责人是女士了。好的，那我一会再打回电话来找

罗部长吧。 

船山区总工会：好好。 

CLB：谢谢，请问你贵姓啊？ 

船山区总工会：姓杨。 

CLB：谢谢你，小杨。再见啊。 

 

第五通：遂宁市船山区总工会办公室小田 

船山区总工会：喂，哪位？ 

CLB：喂，请问是船山区工会组织部吗？ 

船山区总工会：哪位请问？ 

CLB：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您这是组织部是吧？ 

船山区总工会：不是。 

CLB：这在网上显示你们是组织部啊 

船山区总工会：网上的已经错了。 

CLB：这个组织、你们的部门已经调换，但是网上的信息还没改啊。 

船山区总工会：不清楚这个事情，我刚来、我不清楚这些。 

CLB：请问组织部的电话多少啊？ 

船山区总工会：这个现在不清楚，我也不知道。 

CLB：你这是什么部门呢？ 

船山区总工会：我昨天才来，我昨天才过来。 

CLB：你这是什么部门呢？ 

船山区总工会：我们这边啊，我们办公室。 

CLB：你是区工会办公室啊？ 

船山区总工会：你有啥子事嘛？ 

CLB：啊？ 

船山区总工会：你有什么事？ 

CLB：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圣莲岛万豪酒店工地有拖欠工人工资，想问一下咱们区

工会介入的情况啊。 

船山区总工会：你如果有啥子事的话，你带上你的那些证件、正规证件，直接

到我们单位上来就行了。 

CLB：啊？ 

船山区总工会：你把你的证件那些带上，直接到我们单位上来，把你的正规证

件带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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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我又不是报案、报警，怎么还需要这么复杂呢？这就只是了解一下拖欠工

资的情况，咱们工会改革，不是要做第一知情人，现场要出现。就想了解一

下，咱们工会，特别是区工会，有没有参与到这种讨薪的行动中，还要出示证

件？ 

船山区总工会：这个我就不清楚了，目前的什么情况，所谓情况什么都不清楚

你说的是什么。 

CLB：你们这个……我打电话到市工会，市工会说是有这个情况，有拖欠工资，

和工人打横幅讨薪的情况。而且市工会说你们船山区工会参与了介入，所以就

想让我来这里了解一下你们船山区工会介入的情况。这个，你们没有介入吗？ 

船山区总工会：这个不知道，你现在跟我说我也不清楚。因为我刚来，他们那

些人都不在，我不知道啊。 

CLB：那你帮我查一下组织部的电话可以吗？我直接问他们呢？ 

船山区总工会：他们现在好多人都不在的，你后面再打电话来嘛，好不好？ 

CLB：你给我组织部的电话，我自己打过去，就不麻烦你们了，好吗？ 

船山区总工会：他们组织部现在没有人。你打过去是废的…… 

CLB：组织部，怎么会没有人呢？ 

船山区总工会：嗯。 

CLB：今天是放假休息还是什么啊？ 

船山区总工会：因为今天我们这边自己单位上在考核，所以目前没人啊。 

CLB：考核是什么，是工会改革的考核吗？ 

船山区总工会：不是不是不是，是我们自己每年的年终考核啊。 

CLB：哦，那你把组织部的电话给我，我明天找时间打过去了解情况，可以吗？ 

船山区总工会：唉，你为啥非要那个，你明天再打过来嘛，好不好？ 

CLB：我就不麻烦你了，你就今天把他们的电话给我，我打过去问一下好吧？ 

船山区总工会：你明天再打这个电话过来就行了，我再跟你说嘛，有啥情况。

好不好，就这样吧？ 

CLB：哦，请问你贵姓啊？ 

船山区总工会：我姓田。你找我什么事啊？ 

CLB：姓田，是吗？ 

船山区总工会：嗯。 

CLB：请问你是咱们这边办公室的负责人吗？ 

船山区总工会：不是，我都说我是刚来的嘛。他们现在在考核，把我临时抓过

来，我是补一下这个位，接哈电话什么的。 

CLB：不好意思在这时候打扰你，明天我再打电话过来。 

船山区总工会：哦哦，你有啥事明天再说嘛。 

CLB：好，再见啊。 

船山区总工会：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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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通：遂宁市船山区总工会保障部 

船山区总工会：喂。 

CLB：喂，请问罗部长在吗？ 

船山区总工会：喂，您好哪位？ 

CLB：你这是船山区工会保障部罗部长吗？ 

船山区总工会：罗部长，不是。 

CLB：这是保障部吗？ 

船山区总工会：对，请问哪位？ 

CLB：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的。关于你们这儿圣莲岛万豪酒店有拖欠工

资，农民工拉条幅讨薪这个事，你们工会有参与吗？ 

船山区总工会：我们有参与啊。 

CLB：你们有参与啊？ 

船山区总工会：嗯。 

CLB：那现在拖欠的工资都发了吗？ 

船山区总工会：你如果想了解这些细节，还有真实具体的情况的话，我建议你

可以来我们办公室来。 

CLB：我这个不需要这么麻烦吧？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因为他们在网上微博有投

诉，就说想知道工会在工会改革过程中，怎么样介入这一类的案子呢？ 

船山区总工会：对于网上的舆情信息，我们提前也介入了的，包括之前我们也

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但是有一些情况呢，一个是职工因素问题，再一个是涉

及到我们信息管理的问题，所以说在电话里面可能也不方便透露。如果你愿意

的话，方便的话，可以到我们办公室来，你出示你的相关证件，我们都是热情

地接待，你想了解哪方面的情况，我们都会给提供。 

CLB：这个我就是想初步了解一下。以后有机会当然过来拜访。现在他们工资都

发了吗？ 

船山区总工会：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在电话里面都不方便透露。因为不管是走

哪一方面的程序…… 

CLB：你们工会现在，这个作为一个成绩也好，或者没有做到也好，就是你们介

入了，这些工人的工资有没有发啊？这不是什么机密吧。 

船山区总工会：不是机密不机密的问题，因为首先我们这个信息安全是非常重

要的，而且我们现在对你也不是很了解。然后…… 

CLB：信息安全是个什么意思呢？我不太明白，信息安全涉及到？ 

船山区总工会：因为现在，很多形势，我们也不是很了解你的目的，和你的意

图。 

CLB：这是两回事啊。 

船山区总工会：如果你想了解真实的情况，我们愿意透露，也愿意给你提供。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种以电话的方式的话还不行，你可以过来，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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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我的意图是另外一回事，那这些万豪酒店干活的这些农民工，被拖欠工

资，他们有没有发了工资，这个应该不是什么敏感信息吧？ 

船山区总工会：这个东西你要了解，都可以到办公室来，都可以来我们办公室

来，都可以带你去了解。 

CLB：我现在已经打过电话来，你就是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们工会参与了，然后这

些工人有没有拿到相应的工资呢？ 

船山区总工会：我们工会对于这些方面的问题，首先我们工会要站到职工的立

场，该给他们维护的合法权益，肯定我们是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的。 

CLB：当然。 

船山区总工会：如果是调解——肯定我们首先会采取调解的方式，如果是调解

不成功，我们是给予他们免费的法律帮助，我们都是按程序走的，我们的工作

都是在按程序办事的。 

CLB：对，我知道。所以这一块工资有没有发啊？ 

船山区总工会：这一块你想了解的情况，你可以来我们这里来了解，都可以。

但是在电话里，我们都是不方便透露的。 

CLB：这些工人有没有来找你们工会呢？ 

船山区总工会：工人他有需要，肯定是会来找工会的。 

CLB：所以当初他们被拖欠工资的时候，有来找过工会？ 

船山区总工会：他有需要，他就会来找工会。然后他有需求，我们就会帮他维

权。这个是我们的职责。 

CLB：那他们现在被拖欠工资这个需求，有没有实现他的需求呢？就是发没发工

资呢？ 

船山区总工会：这个我已经跟你说过了，还要再说一遍吗？你如果需要的话，

你来我们办公室来，当面谈都可以，电话里面就不方便透露。 

CLB：那这些工人是为什么被拖欠工资呢？这些是因为工程没钱，还是老板跑

路？这个是怎么回事？ 

船山区总工会：这些方面我们都不方便透露。 

CLB：那你们工会有没有…… 

船山区总工会：因为这些东西，肯定不仅仅是工会一家的职能职责。肯定这些

方面，一个是当地的政府，还有相关的职能部门，都要介入的。你说你光是问

工会这一家，肯定我们不能给你全面的答复。但是我们…… 

CLB：但是代表工人就是工会这一家吧？ 

船山区总工会：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他们愿意找到工会，那我们就会提

供依法的、帮助。任何的事情都是依法办事，都是按照程序的。 

CLB：那现在效果是什么呢？ 

船山区总工会：我们不方便给你说更多的事情，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来我们的办

公室来，出示你的相关证件。我们愿意配合也愿意宣传。当然给职工维护他们

的合法权益，都是我们的。但是你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我再说一次，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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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里面，我再说一次，就是我们都不方便说任何的事情。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到我们办公室来。 

CLB：那这万豪酒店的工人有没有参加工会啊，有没有加入工会呢？ 

船山区总工会：我们农民工都会组织他入会。 

CLB：就是他们万豪酒店被拖欠工资的工人都是工会的会员啊？ 

船山区总工会：不管他在哪里的农民工，他是外地的农民工，还是本地的农民

工，他都有相应的工会组织。不管他是在我们本地入会，还是在他当地工会入

会。 

CLB：所以他们万豪酒店干活的工人，既然是工会会员，怎么就被拖欠工资呢？ 

船山区总工会：你又还要我给你再说一次？我们在电话里面都不方便说太多事

情，因为我们手上都还有太多的工作。 

CLB：对，我就是说…… 

船山区总工会：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到我们的办公室来。你也不需要在电

话里跟我细问，是不是？我们欢迎到办公室来，我们热情地接待你。 

CLB：热情不热情不重要，我们最重要的是关心万豪酒店这些农民工的工资有没

有发。 

船山区总工会：你如果是关心的话，你可以到办公室来了解。你如果真心关心

职工的问题的话，你可以到办公室来，我们非常欢迎。 

CLB：这个只有到办公室来？ 

船山区总工会：这不是什么敏感的问题，这又不是秘密，但是我们的要求是，

必须要依法依规。你也要出示你的相关证件。现在社会上这么多骗子。作为一

个党政干部，肯定是要对党忠诚。再一个是要维护我们稳定的和谐社会。现在

这个尤其是有一些事情，闹事的这么多，引起不稳定的因素又这么多，我们哪

知道你是出于什么目的呢？如果你能出示你的合法正规的证件，我们热情地接

待你，你该了解的情况、我们该对外公开的情况，我们都是不会保密的。这是

我们该公开的对象，该公开的内容，请你理解一下。 

CLB：听起来有点像反间谍机构的说法啊？这就是问一下农民工的工资有没有

发，怎么还要什么证件？ 

船山区总工会：不是反间谍，任何一个中国公民都应该要有这个意识。 

CLB：什么？工会就是代表工人争取权益啊，有什么要保密的呢？ 

船山区总工会：我们又没有说不代表、工会我们时刻都代表职工的权益啊。我

刚也跟你说了，如果他有什么需求找到我们工会，我们都是依法给他维护合法

权益。至于你想了解具体的情况，你可以来我们办公室来了解。 

CLB：那这些人有没有来找工会呢，他们有没有来找你们啊？ 

船山区总工会：我跟你说的很清楚，你想了解具体的情况你可以到我们办公室

来了解。在电话里我不方便给你透露，因为我没有办法核实你的真实性。 

CLB：就算我是个 123，我就是随便一个市民，要关注这件事，那我也有权利关

注吧？不只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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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区总工会：是有权利关注，但是你得让我晓得你是哪样的身份。我现在对

你的身份也不了解啊。哪怕一个市民，他会怎么说，喂你是哪个单位的，你是

做什么的，首先我得了解下你的身份是啥，不能糊里糊涂地就都说了。 

CLB：我随便是一个什么人，哪怕我是一个敌对分子，我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吧？ 

船山区总工会：随便一个人也不行的，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让你们晓得啊。 

CLB：哪怕我是一个别有用心的人，我也可以了解一下，这有什么问题呢？ 

船山区总工会：该了解的我们都会让你了解，该公布的我们都会公开。是不

是？这个没有任何人和你异议。我们欢迎你的到来，好不好。 

CLB：你说清楚这些工人有没有拿到工资有什么问题呢？和我的身份有什么关系

呢？ 

船山区总工会：我们欢迎你们到来，在电话里面我们不方便给你透露。你愿意

的话你就到我们办公室来。那么，你该了解的情况，你出示你的相关证件，那

么我们会给你透露很多很多。 

CLB：这个为什么不方便呢？是因为信息本身敏感吗？ 

船山区总工会：你方便来你就来嘛，我们热情地接待你就行了。 

CLB：这个信息本身是不是敏感啊？ 

船山区总工会：如果你是正规的，如果你的出发点是正确的，如果你不是什么

非法组织，那你是正大光明的，你可以过来，我们可以热情地接待你。我们依

法依规办事就行了。 

CLB：那这些农民工的工资有没有发放，这是不是敏感信息呢？ 

船山区总工会：这个不是敏感信息。 

CLB：那为什么不可以讲一下呢？ 

船山区总工会：你要到办公室来，我们要核实你的身份。 

CLB：你们工会既然做到了，为什么不可以讲一下呢？ 

船山区总工会：你要到办公室来，我们要核实你的身份。 

CLB：如果工会没做到，我还可以理解，不愿意说是因为你们失败了。如果工会

做到了，为什么不可以讲一讲呢？ 

船山区总工会：不是做没做到的问题。你如果想要了解情况，你可以到办公室

来我当面给你说。你如果想了解情况，你可以到办公室来我当面给你说。你如

果想要了解情况，你可以到办公室来我当面给你说。我还要给你说几遍？ 

CLB：那如果要是一个农民工来求助的话，是不是电话也可以呢？ 

船山区总工会：你如果想了解情况，你可以到办公室来我给你说。你如果想了

解情况，你可以到办公室来我给你说。 

CLB：那如果非要到办公室，那你们留下电话干什么呢？ 

船山区总工会：你如果想了解情况，你可以到办公室来我给你说。你如果想了

解情况，你可以到办公室来我给你说。 

CLB：那为什么在电话上不能说呢？ 

船山区总工会：你如果想了解情况，你可以带上你的证件，带上你的合法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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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到我们办公室来，我给你说。 

CLB：为什么在电话里不能够说呢？ 

船山区总工会：因为你不能够证明你的身份。 

CLB：为什么我需要一个身份才能了解农民工工资没发的问题？ 

船山区总工会：因为你不是工会组织，你不能代表职工。 

CLB：不是工会组织，就不能关心工人吗？ 

船山区总工会：你也不是媒体，你没有采访的权利。你不是新闻机构，你没有

了解这些情况的义务，我们没有义务要向你提供。 

CLB：随便一个人、随便一个人想了解这些工人被拖欠工资，你们工会有没有作

为…… 

船山区总工会：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持有一个合法的身份，你可以到办公室

来，我可以让你了解情况。你明白了吗？ 

CLB：那是什么样的人才能有权了解这个情况呢？  

船山区总工会：你如果想了解情况你可以到办公室来。 

CLB：不，什么样的人才有权利啊？什么样的人才有权利了解农民工工资的问题

呢？ 

船山区总工会：你如果想了解具体的情况，你可以到办公室来。你如果再这么

说下去，我对你也只是这么一句话。你如果想深入地了解情况，你可以到办公

室来。带上你的合法证件。你如果想了解情况，你可以到办公室来。 

CLB：你们应该听说过，你应该学习过“去四化”的问题吧？你这个是不是有点

儿官僚化行政化啊？ 

船山区总工会：你如果想了解情况，你可以到办公室来。你如果想了解情况，

你可以到办公室来。 

CLB：我为什么一定要去办公室，电话为什么不行呢？ 

船山区总工会：你如果想了解情况，你可以到办公室来。 

CLB：电话为什么不行啊？ 

船山区总工会：我们可以热情地接待你， 

CLB：电话为什么不行呢？ 

船山区总工会：给你答复都可以。提供相应的证件，都可以。 

CLB：电话为什么不行？ 

船山区总工会：没有为什么不行，因为我们想当面说。 

CLB：那你们设立这个电话号码，不就是为了沟通方便吗？如果电话要是不行，

那取消电话不就可以了吗？ 

船山区总工会：因为有些问题也不是在电话里面一句两句能够说清楚的。 

CLB：我就是说，有没有发工资？ 

船山区总工会：我觉得这些事情需要你到办公室来，提供相关的证件，然后我

们可以给你透露。 

CLB：这些工人有没有发工资，这是很简单的问题啊，这不是什么复杂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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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船山区总工会：对不起我现在马上要开会了。如果你想过来的话，那么请你带

上你的合法证件，到我们的办公室来。 

CLB：你们工会有没有给工人把工资要回来呢？ 

船山区总工会：我们的办公室地址在遂宁市船山区，区政府里面，我们办公的

位置在嘉禾东路 55 号。如果你愿意来的话，如果你想了解真实的、想了解他们

的情况的话，你带上你的合法证件，到我们办公室来。 

CLB：你们工会有没有帮助这些工人把工资要回来呢？ 

船山区总工会：我们可以热情地接待你。好，我现在马上就要开会了。麻烦

你。 

CLB：他们有没有拿到工资啊？我就想知道这些工人被拖欠工资，你们工会有没

有帮他们把工资拿回来呢？ 

船山区总工会：请你，请你过来，我们进一步谈都可以啊。对不起，我现在马

上要开会了。 

  ——电话被挂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