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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1月，河南省平顶山市上百名公交司机讨薪。同一时间河南多地公交司机反映

被欠薪。中国劳工通讯（CLB）依次联系了河南省平顶山市公交工会（行业工会），平

顶山市总工会（办公室、权益保障部），平顶山市公交车公司工会（企业工会及工会主

席绍主席），平顶山市建设工会（办公室）及建设工会主任孙强）。 

 

河南省汝州市总工会；河南省驻马店市总工会（职工帮扶中心、职工法律服务中心、

女工部）；驻马店市公交城建工会（行业工会）；驻马店市公共交通公司办公室；驻马

店市公共交通公司工会（办公室）；驻马店市平舆县公交公司；驻马店市遂平县公交公

司；驻马店市确山县公交公司。 

 

 

河南省平顶山市 

第一通电话 河南省平顶山市公交工会（行业工会） 

ＣＬＢ：喂你好，请问是平顶山公交工会吗？ 

平顶山市公交工会：嗯是，哪位？ 

ＣＬＢ：您好，我这里是中国劳工通讯，我姓韩。 

平顶山市公交工会：嗯嗯。 

ＣＬＢ：就是关于咱们这儿前几天有公交司机集体停运讨薪这个事儿，想问一

下他们停运讨薪前有没有来工会求助啊？ 

平顶山市公交工会：那你打这个电话打错了。 

ＣＬＢ：这不是公交工会吗？ 

平顶山市公交工会：公交工会不管这个公交车司机的事。我们是按行业划分

了，这个不属于我们公交工会。 

ＣＬＢ：哦，那公交司机加入工会，是入哪个工会啊？ 

平顶山市公交工会：你给那个办公室打电话啊，我给你个号。 

ＣＬＢ：好，行。是多少呢？ 

平顶山市公交工会：你稍等啊，我看一下。 

ＣＬＢ：好，谢谢。 

平顶山市公交工会：你打 3799601。 

ＣＬＢ：3799601，这是哪的办公室？ 

平顶山市公交工会：是市总工会办公室电话。 

ＣＬＢ：市总工会啊？ 

平顶山市公交工会：对，市总工会办公室电话，你打这个电话。 

ＣＬＢ：好。那多问一句，就是咱们平顶山市公交工会是包含哪些行业的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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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平顶山市公交工会：公交工会的话，就像移动啊，移动电信这些电信企业，包

括这个公路局啊这些行业。 

ＣＬＢ：哦，我以为这个公交，就是公共交通呢。 

平顶山市公交工会：对，大部分人都这样以为。我们公交呢，是那个公共交通

的公，而不是公交车的那个公。 

ＣＬＢ：就是公共交通工会？ 

平顶山市公交工会：对对。 

ＣＬＢ：公共交通，我以为那个公交车是公共交通的主体吗，不是？ 

平顶山市公交工会：这个行业划分没划分到我们这一块儿。 

ＣＬＢ：好的，好的。那不好意思打扰你啊。我到那边再去问一下。 

平顶山市公交工会：好的。 

ＣＬＢ：好，再见。 

平顶山市公交工会：再见。 

 

 

第二通电话 平顶山市总工会 办公室 

ＣＬＢ：喂，请问是市总工会办公室吗？ 

平顶山市总工会：嗯，你哪里啊？ 

ＣＬＢ：您好，我这里是中国劳工通讯，我姓韩。 

平顶山市总工会：嗯。 

ＣＬＢ：刚才公交工会那边给我这个号码，让我打这个电话问。就是关于咱们

这儿前几天有公交司机集体讨薪停运这个事儿啊，想问一下他们司机们停运讨

薪之前，有没有来找工会求助啊？ 

平顶山市总工会：这个你具体，你问，我给你一个电话吧，好不好？ 

ＣＬＢ：好的。 

平顶山市总工会：629。 

ＣＬＢ：哦，3799629。 

平顶山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这是哪个部门呢？ 

平顶山市总工会：这是产业工会啊。 

ＣＬＢ：产业工会？ 

平顶山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是专门就是咱们这个公共交通的产业工会吗？ 

平顶山市总工会：嗯嗯。 

ＣＬＢ：咱们这个产业工会全名是？是所有产业都归这个管？ 

平顶山市总工会：不，他就归这个口，归这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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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这具体是叫什么口啊？ 

平顶山市总工会：建设工会啊。 

ＣＬＢ：哦，是归建设工会啊。 

平顶山市总工会：对啊。 

ＣＬＢ：哦，那今天又学到了一点新东西。就是公共交通，这公交司机加入工

会是加入咱们建设工会的？ 

平顶山市总工会：是。 

ＣＬＢ：好，那谢谢你啊。 

平顶山市总工会：不客气。 

ＣＬＢ：再见。 

 

 

第三通电话 平顶山市总工会 权益保障部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平顶山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吗？ 

平顶山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您好，我这里是中国劳工通讯，我姓韩啊。 

平顶山市总工会：哦，您好。 

ＣＬＢ：您好。有个事儿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这儿头几天有公交司机集体停

运讨薪这个事，想问一下他们停运讨薪前有没有来找工会求助过啊？ 

平顶山市总工会：这个应该是找办公室的吧，我也不太清楚这个。我帮你问问

吧。 

ＣＬＢ：咱们这儿不是权益保障部吗？我以为这个跟权益保障有关，所以…… 

平顶山市总工会：权益保障，但是他们有时候事情会反映到办公室。要不我帮

你问一下办公室吧，要不你打 3799601。 

ＣＬＢ：哦我刚才打过那个电话了。他说那也不归他们管。所以我其实刚才在

网站上也看到，就是咱们这儿权益保障部的其中一个工作内容，就是推动工会

组织建立集体协商和监督保证机制。那他们这儿公交司机六个月没发工资，那

咱们这边权益保障部有没有比如说通过集体协商跟公交公司，就是代表职工与

公司谈判呢？ 

平顶山市总工会：工资集体协商这一块还不是我负责的。要不我让负责这一块

工资集体协商的同事接电话好吧？ 

ＣＬＢ：行，那好啊，谢谢。 

平顶山市总工会：好好，你稍等啊。别挂。 

（稍等） 

平顶山市总工会：喂您好，老师您好。你能不能给我说一下你的联系方式，然

后我让我们这边相关的部门跟你联系？ 

ＣＬＢ：是哪个部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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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总工会：部门那个，就是那个啥，你给我说一下你的电话吧？ 

ＣＬＢ：行，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 

平顶山市总工会：中国劳工通讯。 

ＣＬＢ：嗯，我这里区号是 852，然后我电话是 27802187。 

平顶山市总工会：好的好的。一会我咨询一下相关部门了，我再给你回电话，

行不行？ 

ＣＬＢ：行，好的好的。 

平顶山市总工会：这一块，工资集体协商的那位同事他也不在。因为这块我也

不好给你答复。 

ＣＬＢ：明白明白。我就是说，发生这个事以后，而且这么大事，全网都轰动

了这种，视频到处发这种的。那咱们工会在发生这个事以后有没有介入，就是

代表公交司机去跟公司协商啊？ 

平顶山市总工会：应该是有的，但是我不太确定，因为这个事我也没有参与。

那个，你贵姓啊？我让相关人员跟你…… 

ＣＬＢ：免贵，我姓韩。 

平顶山市总工会：姓什么？ 

ＣＬＢ：姓韩。 

平顶山市总工会：姓韩，好的，我知道了。 

ＣＬＢ：请问您姓什么啊？ 

平顶山市总工会：我姓冯。 

ＣＬＢ：小冯，谢谢你啊。 

平顶山市总工会：对，不用不用。 

ＣＬＢ：好的，再见。 

平顶山市总工会：再见。 

 

 

第四通电话 平顶山市公交车 公司工会（企业工会） 谢先生 

ＣＬＢ：喂，请问是公交公司工会吗？ 

平顶山公交公司工会：嗯对，是啊。 

ＣＬＢ：您好，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我姓韩。 

平顶山公交公司工会：嗯。 

ＣＬＢ：就是关于咱们这儿头几天公交司机集体停运讨薪这个事儿啊，想问问

他们司机停运讨薪前，有没有来找工会求助呢？ 

平顶山公交公司工会：这个啊，咱工会也都了解完了情况，然后也给职工积极

做工作，然后也知道这个情况。因为这个，拖欠工资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因为

现在后勤都（拖欠）四个月，以前是（拖欠）七八个月，这边一直对这个情况

都比较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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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哦，也就是说后勤，咱们工会是不是也属于后勤啊？ 

平顶山公交公司工会：对，工会也属于后勤。基层人员也有工会。 

ＣＬＢ：那您这儿是不是，就您本人来说，咱们工会是不是也有被拖欠工资、

发不出来的情况呢？ 

平顶山公交公司工会：嗯，整个后勤都拖欠。都拖欠。整个后勤都拖欠。 

ＣＬＢ：哎呀，那您本人拖欠了多少个月？ 

平顶山公交公司工会：后勤，那就是，已经是八个月了。 

ＣＬＢ：八个月，哎哟，那这八个月不发工资，怎么生活啊？就是网上也有网

友发出这样的疑问来，就是说，八个月不发工资，生活怎么办呢。一家老小，

上学的…… 

平顶山公交公司工会：就是啊。上学的，就医的……单位，本身就是，一些遗

留的问题，再加上疫情受影响，各种因素包括。 

ＣＬＢ：哦，那政府不是在疫情期间有过一些政策的补贴，就是确保公共交通

运行的政策补贴这些。这些钱有没有到位呢？ 

平顶山公交公司工会：这个我还……哎呀，咱们这个，一个是遗留的包袱，另

外一个再加上，政府那只是一部分，感觉还是，咋说呢，窟窿比较大，一下子

也不好解决这个问题。 

ＣＬＢ：历史遗留包袱是什么意思？ 

平顶山公交公司工会：对，人员比较多，是个老企业。 

ＣＬＢ：哦。这像公交司机，这是咱们这儿一线的，在咱们公交公司属于一线

了。而且大家都在上班，每天都在跑。那这一线的应该首先保障吧？会不会有

这么样一个优先保障一线公交司机的这个企业政策呢？ 

平顶山公交公司工会：我们这儿已经都是保障一线了。就是保障一线，在疫情

之前，影响还不是说……就是说，一线的工资拖欠，但是还不是太长，就是最

多是两个月、三个月。但是受疫情影响了之后，再加上企业的调价，由原来的

两元票制，政府让调整到一元票制。对我们收入平时来说，就是客流量各方

面，这个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ＣＬＢ：哦，在疫情发生以后，政府方面就把咱们公交的票价一下子砍了一

半？ 

平顶山公交公司工会：那是在疫情之前，在之前就已经是，票价已经降了，原

来的上车两元降到一元。 

ＣＬＢ：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平顶山公交公司工会：可能是出于发扬公共交通吧，让更多人来乘坐交通，有

利于环保啊各方面，那些政府层面的。 

ＣＬＢ：政府的政策，是咱们这个叫什么公交局、哦不，交通运输局的决定，

是吧？ 

平顶山公交公司工会：应该是。我们的这个票价，应该是市政府的层面。 

ＣＬＢ：哦那这个，像这种公交公司，票价基本上是唯一的、或者是最大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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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那像这种唯一的最大头的收入，直接影响到公司盈利，当然也直接影响

到公交司机、包括后勤、包括整个员工的福利待遇啊、基本工资的发放。那政

府在做出把票价砍一半的这种决定之前，有没有征询这个比如说工会的意见

呢？ 

平顶山公交公司工会：企业做出任何决策上，包括这个，都会在公司里面有，

也会征求工会和职工群众的意见。但是这个决策层还是在上面。 

ＣＬＢ：对，无论决策层在上面，但是票价这个事……特别是公交票价，这世

界上无论在哪，政府参与这个票价的制定，这都是比较惯常的做法啦。但是，

政府作出这样的决定——我不想说这种是拍脑门的决定啊，那工会涉及到这种

决定影响员工的福利待遇和工资什么的，那咱们工会有没有向政府提出来，就

是说这个做法是不恰当的，会影响公司盈利？ 

平顶山公交公司工会：要不这样吧，您好，我这人是一般工会的员工。您要是

有啥问题，您可以打我们工会主席了解一下这方面情况，好吧？ 

ＣＬＢ：好的，那工会主席电话多少呢？ 

平顶山公交公司工会：2233833。 

ＣＬＢ：2233833，这是咱们公交公司工会主席的电话？ 

平顶山公交公司工会：对对对，你可以问一下，好吧。 

ＣＬＢ：主席怎么称呼啊？ 

平顶山公交公司工会：姓邵。 

ＣＬＢ：高尚的尚？尚主席？ 

平顶山公交公司工会：嗯。 

ＣＬＢ：好的好的，还没请教，请问您贵姓啊？ 

平顶山公交公司工会：我免贵姓谢。 

ＣＬＢ：感谢的谢，是吧？ 

平顶山公交公司工会：对对。 

ＣＬＢ：好的，那谢谢你了。 

平顶山公交公司工会：没事没事。 

ＣＬＢ：好，再见啊。 

平顶山公交公司工会：再见。 

 

 

第五通电话 平顶山市公交车公司 工会主席召主席 

ＣＬＢ：请问是公交公司工会，是吧？ 

平顶山公交公司工会：是啊是啊。 

ＣＬＢ：您好，请问您是尚主席吗？ 

平顶山公交公司工会：我姓召，号召的召。 

ＣＬＢ：对不起打扰了，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我姓韩。就是关于咱们这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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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公交司机集体停运讨薪这个事儿。想问一下讨薪前，有没有找咱们工会来

求助呢？ 

平顶山公交公司工会：是这样的，你这方面有啥信息得通过咱们宣传部统一答

复。通过咱们市委宣传部。 

ＣＬＢ：市委宣传部啊？ 

平顶山公交公司工会：对对对。得通过市委宣传部门，统一、统一。 

ＣＬＢ：没有，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些司机在堵路、在搞出这种大阵仗这种事

之前，有没有来找工会啊？这不是什么别的问题，就是咱们工会有没有收到求

助呢？ 

平顶山公交公司工会：你这样吧，你这样吧，你有啥需要那个的，你可以……

因为我们这个宣传部这块会统一答复。 

ＣＬＢ：好，明白。那这事儿发生以后，咱们工会有没有主动介入进去协助协

调呢？ 

平顶山公交公司工会：这个问题都已经解决了，都已经全部解决完了。 

ＣＬＢ：就是六个月拖欠的工资都发了吗？ 

平顶山公交公司工会：发，就是这周内、这周内。市委现在都要解决了。 

ＣＬＢ：就是 7号以前所有拖欠的工资都解决？ 

平顶山公交公司工会：不是不是。市委现在领导答应了解决一部分。 

ＣＬＢ：解决一部分？ 

平顶山公交公司工会：对。先解决一部分。 

ＣＬＢ：那我可以把这个假设理解成，是咱们工会代表员工跟公司谈判的一个

结果吗？ 

平顶山公交公司工会：不能说，不能说，不是不是，不能这样理解。市委市政

府对这块非常重视，是市委市政府他们解决的。政府研究解决的。 

ＣＬＢ：那咱们工会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平顶山公交公司工会：这样，我跟你说，我们有些不便说。你需要那个，你可

以给市委宣传部联系下，行吧。 

ＣＬＢ：明白、明白。其实我问这个问题，也是说，我想咱们工会也应该知

道，19 年的时候习近平有一个讲话，关于工会改革就是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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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这也涉及到咱们工会的职责履

责问题啊。 

平顶山公交公司工会：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好吧？ 

ＣＬＢ：就是咱们工会有没有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起到什么作用呢？ 

平顶山公交公司工会：就这样吧，就这样吧。我这边说着事呢，有事，屋里有

人说着话。 

ＣＬＢ：好，行，明白，不好意思打扰你了，召主席。 

平顶山公交公司工会：没事啊。 

ＣＬＢ：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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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通电话 平顶山市建设工会（行业工会） 办公室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咱们建设工会吗？ 

平顶山市建设工会：啊，建设工会，是建设工会。我们两个办公室在一起。建

设工会的人今天上午去新城区，好像是处理什么事儿去了。 

ＣＬＢ：哦，您这儿是不是就是咱们权益保障部呢？ 

平顶山市建设工会：不是，我是那个文教卫工会的。我们两个，我跟建设工会

是一个办公室。他们建设工会的人今天去新城区去处理问题去了。 

ＣＬＢ：哦，是不是去处理公交司机集体停运讨薪这个事儿啊？ 

平顶山市建设工会：这个我还不太清楚。反正说是跟办公室的人一块儿，办公

室谁他们一块儿去新城区去了。 

ＣＬＢ：因为头几天咱们这儿公交司机集体停运讨薪这个…… 

平顶山市建设工会：嗯嗯嗯。 

ＣＬＢ：其实我也是想问一下咱们建设工会有没有参与解决这个问题啊，您知

道吗？ 

平顶山市建设工会：好像这两天这几个部门可能都在协调这几个问题。我看也

经常过来找他。他们，就是包括那个保障部啊什么的，他们都过来协调这个问

题。我具体我不知道他们的进度是什么。 

ＣＬＢ：哦，明白，明白。那我要想找咱们这个建设工会的这个…… 

平顶山市建设工会：主任吗？ 

ＣＬＢ：对，那我怎么可以找到呢？ 

平顶山市建设工会：那我给你一个手机号好吗？ 

ＣＬＢ：好，那谢谢你了。 

平顶山市建设工会：没事，你稍等。 

（稍等） 

ＣＬＢ：喂，您好，你记一下吧。139xxxxxxx9。 

平顶山市建设工会：139xxxxxxx9。那咱们建设工会主任贵姓啊？ 

ＣＬＢ：孙，姓孙。 

平顶山市建设工会：好，孙主任。 

ＣＬＢ：孙强，孙主任。 

平顶山市建设工会：那谢谢您了。我去问一下孙主任的情况。 

ＣＬＢ：行啊行啊行。 

平顶山市建设工会：好，再见啊。 

ＣＬＢ：好，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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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通电话 平顶山市建设工会主任 孙强 

ＣＬＢ：喂，请问是平顶山建设工会孙强主任吗？ 

平顶山市建设工会：你哪里啊？ 

ＣＬＢ：您好，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我姓韩啊。 

平顶山市建设工会：哦，你好。 

ＣＬＢ：您好您好。就是关于咱们这儿头几天，公交司机集体讨薪停运这事儿

啊，想问一下他们在停运讨薪前，有没有来找过工会求助呢？ 

平顶山市建设工会：哦，这个反正……你这是报社是不是？ 

ＣＬＢ：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 

平顶山市建设工会：通讯，哦。 

ＣＬＢ：我们是专门关注工会改革进展的问题的。他们有没有在上街之前来找

过工会求助呢？ 

平顶山市建设工会：这个，现在我们这儿有规定，凡是涉及到这方面的，我电

话里面没法告诉你啊。我们这儿有专门的，市里面有相关的部门，我们单位里

也有。单位向市里来采访的，可以市里过来。非常抱歉啊，我们这儿有规定。 

ＣＬＢ：我不是想打听什么机密的东西啊。就是说，咱们工会从工会改革履责

这个角度来说…… 

平顶山市建设工会：这个也没有啥机密不机密。但是我们单位有规定。你上午

可能，我上午出去了，上基层去了。你上午往我屋里打电话，我也没接住。 

ＣＬＢ：对对对对。那这事儿发生以后，咱们工会有没有参与代表员工协商？ 

平顶山市建设工会：这个事儿知道，工会知道，全程都参与了。就是说，我们

这个电话里不方便跟你说。希望你也理解，好吧。有啥事，你想来，可以具体

到当地来，我们有专门的部门专门的人员给你解释，专门跟你说，好不好。 

ＣＬＢ：那发生这么大的事，咱们工会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工会改革方面的，

去四化、增三性，就是说，会不会履责不到会被问责啊？ 

平顶山市建设工会：不好意思。我跟你说过了，我这个态度也已经表明了。你

得理解啊。 

ＣＬＢ：好好，那对不起打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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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汝州市 

第一通电话 河南省汝州市总工会 

汝州市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汝州市总工会吗？ 

汝州市总工会：嗯是的。 

ＣＬＢ：您好，我姓韩，我这里是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就是咱们这儿，

这星期平顶山这边有发生公交员工集体讨薪的事儿，有网上跟贴说咱们汝州的

公交司机已经九个月没发工资了。那工会知道这件事情吗？ 

汝州市总工会：这边因为是办公室，我向上面汇报一下吧，好吧？ 

ＣＬＢ：您这儿是汝州市总工会办公室啊？ 

汝州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那咱们工会是哪个部门直接负责这一类的事情呢，就是拖欠工资啊，

维权啊？ 

汝州市总工会：那问一下维权部。 

ＣＬＢ：维权部的电话是多少呢？ 

汝州市总工会：现在、今天创文呢，都搁下边值班了。下边创文的人都搁下边

值班了，没在办公室。 

ＣＬＢ：你说维权部的同事都去值班了？ 

汝州市总工会：对对对，这几天不是创文嘛，都去了，去路上值班去了。 

ＣＬＢ：去什么路上？就是去防疫的值班，在路上值班啊？ 

汝州市总工会：对对对对。 

ＣＬＢ：是怎么，是看路口，不让人过，还是怎么？ 

汝州市总工会：对对对，因为创文嘛，就是属于志愿者。然后我们单位要出志

愿者，都去了，就留一个值班的。 

ＣＬＢ：你说咱们工会的工作人员出去路口去查防疫，这是属于是志愿者？ 

汝州市总工会：对对对。 

ＣＬＢ：那也就是说，这几天咱们工会的工作人员是不拿工资的啊？ 

汝州市总工会：出志愿者，当志愿者去了。然后就今天明天——不，昨天今天

两天，然后明天就可以了。 

ＣＬＢ：哦。不过话说回来，志愿者应该是不拿工资的概念。那咱们这两天工

会的工作人员去做志愿者，不拿工资啊？就这两天不发工资啊？ 

汝州市总工会：对对对，都去当志愿者了。 

ＣＬＢ：所以等于是这两天，这个月的这两天，咱们工会的工作人员，出去的

这些工作人员，工资就会少发两天的工资啊？ 

汝州市总工会：这个的话，应该是这样吧，具体的我还真的不是太清楚。反正

这两天都轮着去值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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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哦。不过我刚才提到的，如果要是有汝州这边的公交司机们九个月没

发工资，在网上跟贴。就是现在平顶山这边已经发生这种集体停运、集体讨薪

的事件。那这个了解公交司机是不是有欠薪的问题，如果有的话，怎么样工会

介入，这个不是咱们工会的主业正职吗？这个比那个防疫，不比那个防疫更符

合工会的工作性质吗？您觉得呢？ 

汝州市总工会：是，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这两天，我们全市抽调人员，然后

每个单位都投入人员了。然后就是昨天和今天两天，然后就是所有人都分的有

任务。他不是说防疫，他属于是创文这个，我们就是创文明城市的验收，然后

都去当志愿者去了。打扫卫生啥的，就是利用下午时间。 

ＣＬＢ：哦，不是防疫的志愿者？ 

汝州市总工会：不是防疫的，不是防疫的。 

ＣＬＢ：哦，对不起，我理解错了。你说创文是什么啊，是创建文明城市这

个？ 

汝州市总工会：对对对。 

ＣＬＢ：那是怎么，在路口抓乱丢垃圾的？还是闯红灯的？ 

汝州市总工会：不是抓。就是我们每个单位都承包有小区。然后就是看小区的

整个环境啊，然后整顿整顿环境，打扫打扫卫生，然后贴贴标语，然后普及普

及创文知识，就是这个。 

ＣＬＢ：哦，这样的。所以咱们工会今天和昨天就各科室都没人。去做这个创

文的志愿者了。 

汝州市总工会：对对对。 

ＣＬＢ：哦行，好的，那明白了。那明天就都回来上班了，是吧？ 

汝州市总工会：对对。明天就回来上班了。因为这个就两天。然后时间这个，

所以说就这两天。然后就有什么东西，就稍微和他们都解释了。 

ＣＬＢ：明白明白。那您方便把那个维权部的电话给我，我明天直接打电话过

去那边了解情况，就不用再打来电话了。 

汝州市总工会：行，可以可以。 

ＣＬＢ：是多少呢？ 

汝州市总工会：6862369。 

ＣＬＢ：6862369，这是咱们市，汝州工会维权部，是吧？ 

汝州市总工会：对，职工权益保障部的。嗯对。 

ＣＬＢ：职工权益保障部。 

汝州市总工会：嗯对。 

ＣＬＢ：那我找哪一位啊？ 

汝州市总工会：就找马部长就行了。 

ＣＬＢ：马部长，好的。那不好意思打扰你啊。我对情况也不了解，还把创文

理解成防疫了。不好意思啊。谢谢你。 

汝州市总工会：没事没事。咱是哪里啊，然后我给领导也汇报一下这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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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我姓韩。 

汝州市总工会：好的好的，行。 

ＣＬＢ：谢谢你啊，再见。 

汝州市总工会：没事没事。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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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驻马店市 

第一通电话 河南省驻马店市总工会 职工帮扶中心 

ＣＬＢ：请问是驻马店总工会吗？ 

驻马店市总工会：嗯对。 

ＣＬＢ：您好，我这里是中国劳工通讯，我姓韩。就是想了解一个事，就是咱

们这儿驻马店公交职工在网上说公交司机有四个月没发工资了，咱们工会有没

有了解到这些情况呢？ 

驻马店市总工会：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部室是职工帮扶中心。你问的那个，

公交的那个，他是归哪个部室管啊，我还不太清楚呢。 

ＣＬＢ：您这儿是哪，是职工帮扶中心是吗？ 

驻马店市总工会：对对对，我们是职工帮扶中心，我们管的是医疗互助这块

的。 

ＣＬＢ：哦，那咱们驻马店市总工会有没有像职工权益保障这一类的，是不是

比较接近呢？ 

驻马店市总工会：是。要不您打电话，打那个那个，那个叫啥 12348 吧，打那

个电话问一下，好吧？ 

ＣＬＢ：打多少？ 

驻马店市总工会：12348。 

ＣＬＢ：12348，这是什么电话啊？ 

驻马店市总工会：就是如果有这方面的投诉啊或者什么，就是他们受理。 

ＣＬＢ：我不是投诉啊，就是想问一下…… 

驻马店市总工会：你问的就是他们管。对，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他们管这一

块。就是有人家有哪方面的求助啊，都是找他们。他们应该知道这个事情。 

ＣＬＢ：这是咱们驻马店工会的一个求助电话吗？ 

驻马店市总工会：对对对。 

ＣＬＢ：12348是咱们驻马店总工会的一个电话？ 

驻马店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哦，就是向工会求助就会打这个电话？ 

驻马店市总工会：对对对对。 

ＣＬＢ：那您这儿有没有咱们职工权益保障部啊，或者是法律维权？ 

驻马店市总工会：我给您说一个电话，2601380。 

ＣＬＢ：1380，这叫什么部门呢？ 

驻马店市总工会：职工法律权益保障部。 

ＣＬＢ：职工法律权益保障部。那您这儿有没有咱们这儿市建设工会的电话

啊？ 

驻马店市总工会：建设工会，我们这儿有建设工会吗……城交公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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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对。 

驻马店市总工会：城交公建，我给你查一下啊。 

ＣＬＢ：谢谢谢谢。 

（稍候） 

驻马店市总工会：2601383。 

ＣＬＢ：2601383，谢谢了，我到那边再问一下。 

驻马店市总工会：好的好的。 

ＣＬＢ：再见。 

 

 

第二通电话  驻马店市总工会 职工法律服务中心 

驻马店市总工会：喂您好，职工法律服务中心。 

ＣＬＢ：您好，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我姓韩。就是关于咱们这儿

驻马店这边公交职工、公交司机四个月没发工资这个事，咱们工会有没有了解

到这个情况呢？ 

驻马店市总工会：这个东西我们不了解。我们就是律师在这边值班的。我们不

是工会的人。 

ＣＬＢ：哦，那咱们这个，工会维权的是？ 

驻马店市总工会：工会维权，就是您要咨询法律问题是吗？ 

ＣＬＢ：对，就是因为什么呢，头几天平顶山公交公司员工不是停运集体讨薪

嘛。有咱们驻马店的公交职工在网上就跟贴，就说是驻马店这边的公交司机有

四个月没发工资。想问一下咱们工会有没有…… 

驻马店市总工会：没有接到，没有接到这样的电话。就是他们没有反映到工

会，我们就不是很了解。 

ＣＬＢ：哦，那咱们工会可不可以主动到公交公司去了解一下这情况呢？ 

驻马店市总工会：呃这个我决定不了。要不您，我给你一下法律事务部的电

话，你打一下。 

ＣＬＢ：好，打多少呢？ 

驻马店市总工会：2601390。 

ＣＬＢ：2601390。 

驻马店市总工会：对对对。我们是律师在工会值班呢，就是等于是平常的法律

咨询。然后这个事情我们决定不了。 

ＣＬＢ：您说 1390 是工会的法律事务部？ 

驻马店市总工会：对，法律和权益保障部的。就是有部长的电话，您可以问一

下。 

ＣＬＢ：哦，也是职工法律权益保障部。您这儿就是前台，就是负责法律咨询

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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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市总工会：对对，我们是他们下面的。我们是律所的律师过来，就是他

们公益性地一个，提供法律咨询、法律帮助的。 

ＣＬＢ：就是工会购买法律服务这种？ 

驻马店市总工会：对对。您说的这个东西，可能我们这边决定不了。 

ＣＬＢ：那这个法律部，我如果找哪一位呢？ 

驻马店市总工会：你找一下就是，你刚才的电话，你找一下赵部长吧。 

ＣＬＢ：赵部长，好的。那谢谢您了。 

驻马店市总工会：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ＣＬＢ：再见。 

 

 

第三通电话  驻马店总工会 女工部 

ＣＬＢ：请问是驻马店工会职工法律权益保障部赵部长吗？ 

驻马店市总工会：我们这是女工部，然后赵部长的电话我给你说一下吧。 

ＣＬＢ：好。 

驻马店市总工会：但是赵部长现在也不在，因为不是要在路上值班吗，赵部长

出去了。 

ＣＬＢ：对不起，什么值班？ 

驻马店市总工会：就是我们要上路值班，就是那个创文创卫，穿着红马甲上路

上值班。 

ＣＬＢ：哦，创建文明城市的，在上路值班？ 

驻马店市总工会：对对。赵部长，要不我给你说一下他们办公室电话，你下午

打吧。 

ＣＬＢ：好，好。是多少呢？ 

驻马店市总工会：2601305。 

ＣＬＢ：2601305，就是法律权益保障部的？ 

驻马店市总工会：对，是的。 

ＣＬＢ：这是赵部长的直播电话？ 

驻马店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那对不起，打扰啊。 

驻马店市总工会：没事没事。 

ＣＬＢ：再见啊。 

驻马店市总工会：再见。 

 

 

第四通电话  驻马店市公交城建工会（行业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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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喂，请问是驻马店公交城建工会吗？ 

驻马店公交城建工会：对，你哪里啊？ 

ＣＬＢ：您好，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我姓韩啊。 

驻马店公交城建工会：您好。 

ＣＬＢ：您好您好。就是关于咱们这儿，前几天不是平顶山这边有公交司机停

运集体讨薪这事儿。然后有咱们驻马店的公交司机在网上跟贴说，这边也是四

个月没发工资了。咱们工会了解这个情况吗？ 

驻马店公交城建工会：您是哪个地方的？ 

ＣＬＢ：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我姓韩。就是说，平顶山那边已经闹出这种在

外边堵路、讨薪的事儿。那咱们这边，驻马店这边有没有防患于未然。就是既

然有这边的公交司机在网上跟贴说被欠薪四个月，那咱们工会有没有了解到这

个情况啊？ 

驻马店公交城建工会：你打办公室问吧。 

ＣＬＢ：打哪个办公室啊？ 

驻马店公交城建工会：你打办公室，通过正规渠道你问吧。你的身份我跟你核

实不了。 

ＣＬＢ：咱们这儿公交城建工会不是负责……就是公交司机不是咱们这个公交

城建工会的会员吗？ 

驻马店公交城建工会：对。但是咱们这儿没这个嫌疑啊。不存在像平顶山的那

个情况。 

ＣＬＢ：就是没有出现这种停运，集体停运讨薪的情况？ 

驻马店公交城建工会：没有，没有，都很正常。 

ＣＬＢ：都很正常的意思是说，欠薪但是司机们没有站出来讨薪，还是说…… 

驻马店公交城建工会：没有欠薪。你走正规渠道，你走正规渠道给我打电话

吧。 

ＣＬＢ：那咱们公交工会，公交城建工会是不是可以到公交公司去了解一下，

防患于未然？如果万一有呢，就可以主动地了解到这个情况。 

驻马店公交城建工会：不存在这个情况。 

ＣＬＢ：啊？ 

驻马店公交城建工会：不存在这个现象。 

ＣＬＢ：所以咱们公交城建工会，肯定说公交公司没有拖欠司机的工资？ 

驻马店公交城建工会：对对对。 

ＣＬＢ：那咱们平顶山那边的工会是不是也曾经…… 

驻马店公交城建工会：平顶山的你给平顶山联系。 

ＣＬＢ：就是说，平顶山那边的工会是不是也曾经…… 

驻马店公交城建工会：平顶山的你给平顶山联系。 

ＣＬＢ：就是说，那边是不是也曾经比较肯定没有欠薪，结果…… 

驻马店公交城建工会：你吧，我核实不了你的身份，我哪知道你是哪个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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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啊。 

ＣＬＢ：无论我是哪儿的人，我是中国劳工通讯，我姓韩。那个，我只是说，

在网上看到这个舆情……喂？ 

——电话被挂断—— 

 

 

第五通电话  驻马店市公交城建工会 

ＣＬＢ：喂，我刚才打电话，突然就断了，我姓韩，中国劳工通讯。 

驻马店公交城建工会：你是哪里的人？ 

ＣＬＢ：我是中国劳工通讯，我姓韩。 

驻马店公交城建工会：你在哪个地方啊？ 

ＣＬＢ：我在香港。 

驻马店公交城建工会：在香港，你走正规渠道。 

ＣＬＢ：咱们这儿，找咱们城建…… 

——电话被挂断—— 

 

 

第六通电话 驻马店市公共交通公司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驻马店公共交通公司吗？ 

驻马店公交公司：嗯对。 

ＣＬＢ：您好，我这里是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我姓韩。请问咱们公交公司

有没有工会啊？ 

驻马店公交公司：有啊。 

ＣＬＢ：我想有些事情跟工会了解一下，不知道方便把工会的电话给我吗？ 

驻马店公交公司：现在都没上班呢。 

ＣＬＢ：都没上班，哦，中午在休息啊？ 

驻马店公交公司：对。 

ＣＬＢ：那下午几点上班呢？ 

驻马店公交公司：两点半。 

ＣＬＢ：两点半。 

驻马店公交公司：对。 

ＣＬＢ：那麻烦你把工会电话给我，我下午两点半直接打过去可以吗？ 

驻马店公交公司：2937299。 

ＣＬＢ：2937299，好的。 

驻马店公交公司：工会？等下等下，稍等一下，我看一下。你稍等一下啊。我

看看电话号。你下午打 2980306，打办公室的问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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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2980306。 

驻马店公交公司：对。 

ＣＬＢ：这是办公室是吧？ 

驻马店公交公司：对。 

ＣＬＢ：您这儿没有工会的电话吗？ 

驻马店公交公司：没有。 

ＣＬＢ：好的，谢谢啊。 

驻马店公交公司：再见。 

 

 

第七通电话 驻马店市公共交通公司 办公室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公交公司办公室吗？ 

驻马店公交公司：对，您好。 

ＣＬＢ：您好，我这里是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我姓韩。请问咱们公交公司

有没有工会啊？ 

驻马店公交公司：有。 

ＣＬＢ：有工会，那我有些关于咱们这边工会的情况，想跟工会聊一下。您这

儿有没有工会的电话呢？ 

驻马店公交公司：您方便记一下吗？ 

ＣＬＢ：好，您说。 

驻马店公交公司：0396-2998801。 

ＣＬＢ：0396-2998801。这是咱们？ 

驻马店公交公司：工会的。 

ＣＬＢ：工会，那我找哪一位呢，工会负责人怎么称呼？ 

驻马店公交公司：您说找工会就行。 

ＣＬＢ：行，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 

驻马店公交公司：不客气。 

ＣＬＢ：再见。 

 

 

第八通电话 驻马店市公共交通公司 工会办公室 

ＣＬＢ：喂，请问是驻马店公交公司工会吗？ 

驻马店公交公司工会：您好，哪位？ 

ＣＬＢ：您好，我这里是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我姓韩。 

驻马店公交公司工会：哦。 

ＣＬＢ：有个情况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应该听说过就是，头几天平顶山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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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公交司机有集体讨薪这个事儿。就是我在他们那个帖子后面呢，看到咱

们有驻马店公交司机这边也跟贴，说是这边司机四个月没发工资了，却没人敢

说话。这是一个跟帖啊，想了解一下咱们工会有没有了解到这一情况呢？ 

驻马店公交公司工会：哦。你说这个情况是吧？ 

ＣＬＢ：对，就是咱们那个驻马店公交公司司机是不是，包括后勤啊，是不是

有跟平顶山一样拖欠工资的情况啊？ 

驻马店公交公司工会：哦，这个情况，我们还要了解一下。那个，今天这个，

我们工会是这个办公室联合办公的，具体负责工会的人今天还没有过来。我回

头把这个情况跟他反馈一下，跟你们咋地联系一下？还需要跟你们联系，汇报

反馈一下？ 

ＣＬＢ：我也可以随后打电话过来。不过就是说，因为之前我在平顶山那边，

也打电话到平顶山公交公司工会了解情况。他们说包括工会的人，就是后勤

啊，也是八九个月没发工资了。那咱们这儿，比如说您，咱们作为工会部门，

后勤部门，有没有被拖欠工资的情况，有没有不发工资？ 

驻马店公交公司工会：我们也，这个情况是啥，我了解的呢，有个一个月、两

个月没发，缓发，有缓发这个现象。我们有缓发，因为现在也是整体疫情和这

个形势受影响，有缓发的现象。 

ＣＬＢ：哦，那像这种，咱们工会对这种缓发工资的现象，有没有找公司进行

协商啊什么的，就是寻求解决方案呢？ 

驻马店公交公司工会：应该有，我了解应该有。具体工会他们具体怎么做的，

他们应该有这方面的，应该有。具体的我不是很清楚。请问刚才，你说是哪个

单位啊请问？ 

ＣＬＢ：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就是特别关注最近的工会改革，就是从 2015年

开始的工会改革的进展情况啊。 

驻马店公交公司工会：哦，中国劳工通讯，是吧？ 

ＣＬＢ：对对对。 

驻马店公交公司工会：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我对你们这个单位我还不是很了

解。回头我，这样吧，我等我们负责工会这一块的人回来后，再让她跟你们具

体进行沟通好不好？ 

ＣＬＢ：好的，那负责工会的人贵姓啊？ 

驻马店公交公司工会：目前是姓赵，是个女士。 

ＣＬＢ：赵，是工会主席是吧？ 

她是工会，负责工会的职员。我们的工会主席姓李。他不在我们这个办公室办

公，他在……因为我们的工会主席单独有个办公室。 

ＣＬＢ：哦，那您这儿有没有咱们工会主席的电话呢？ 

驻马店公交公司工会：行，我等会儿叫他那个谁，我们那个工会人她过来后，

看看咋回事。跟你们联系回复，你们这个中国劳工通讯，网上可以查到你们联

系吗？可以查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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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可以啊。但是我可以给你留下我的电话。 

驻马店公交公司工会：嗯，你稍等一下，我记一下好吧。你这个劳工通讯，你

们的上级管辖单位是什么啊？ 

ＣＬＢ：我们是一个独立的监察工会改革的一个机构，我们没有上级单位。 

驻马店公交公司工会：你们独立监察工会，对全国工会有关的东西进行一个有

监察的责任吗？是不是这个意思？ 

ＣＬＢ：对对对，我们在网站上定期会出一份，就是根据这些具体的事件，比

如说，像这个有拖欠工资的情况啊，安全生产的问题啊，我们就会就这些案件

呢，到不同地方的工会进行了解。就是说，工会有没有就这些职工非常切身的

利益的问题，跟公司管理方谈判协商啊，寻找解决方案啊。还有就是说，工会

有没有主动地了解舆情。就是说，了解到情况以后，主动地采取一些工会应该

做到的责任。那就不会发生像平顶山这种，突然一下子就百十来号公交司机就

停运了，然后就在街上坐在那儿，发生这种情况。就是工会能预先介入一

下…… 

驻马店公交公司工会：履职尽责的情况，是不是这个意思？ 

ＣＬＢ：啊？ 

驻马店公交公司工会：对我们工会的履职尽责方面，做了一个工作，是不是？

了解，监督，督促，是不是这个意思？ 

ＣＬＢ：督促比较合适一点，监督呢就说不上。喂？ 

——电话断线—— 

 

 

第九通电话 驻马店公共交通公司 工会办公室 

ＣＬＢ：喂，公交公司工会，是吧？ 

驻马店公交公司工会：嗯对，您好。 

ＣＬＢ：您好，我刚才打电话来的，电话突然断了。 

驻马店公交公司工会：您讲。 

ＣＬＢ：刚刚是您听的电话吗？ 

驻马店公交公司工会：刚才不是我听的。然后这会儿也就我在办公室了。您有

什么问题您跟我说就行。 

ＣＬＢ：对不起，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我姓韩。就是关于咱们这

儿公交司机发工资的问题啊。刚才正谈着一半，电话就断了。就是咱们公交公

司这个司机在网上跟贴说是四个月没发工资，那咱们工会对这个情况是不是有

了解呢？ 

驻马店公交公司工会：因为我不是负责工会这一块的，要不……我也不太清楚

这个事情。要不，等工会的人回来了，再给您回一个电话可以吗？ 

ＣＬＢ：行啊，这不是工会的电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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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公交公司工会：因为我们是几个部门都在一起办公的，这个电话是一个

公用的电话。 

ＣＬＢ：哦，那请问您是咱们负责哪个部门的呢？ 

驻马店公交公司工会：我是统计工作的。 

ＣＬＢ：哦，那咱们这儿说是后勤的和司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欠发工资。那比

如说，你们这种后勤的这种职工，现在是欠了多少个月工资啊？ 

驻马店公交公司工会：这个我也不太清楚这个东西，因为我也是刚来不久。 

ＣＬＢ：我就说您本人的工资是足额按时都发了吗？ 

驻马店公交公司工会：我是刚来，我还没有发工资，我还不到时间。 

ＣＬＢ：哦，刚来，刚来还不到一个月？ 

驻马店公交公司工会：对对对。 

ＣＬＢ：哦，那其他的同事，后勤的这边，最长的有多长时间没发工资的啊？ 

驻马店公交公司工会：这个您得问这些，您得等工会的人回来问。因为我是刚

来，我还不太熟悉这些工作都。 

ＣＬＢ：哦，那工会的人什么时候回来呢？ 

驻马店公交公司工会：应该明天，明天会回来吧。今天应该下午是出去了。 

ＣＬＢ：就是姓赵的这位，是吧？ 

驻马店公交公司工会：对对对。 

ＣＬＢ：哦，那您这儿有没有咱们公司工会李主席的电话啊？ 

驻马店公交公司工会：您得问他们，我是真没有。因为我现在刚来，我这些东

西，很多东西都还在学习当中。 

ＣＬＢ：好的，明白明白。那谢谢你啊，不好意思。 

驻马店公交公司工会：没事儿。 

ＣＬＢ：再见。 

 

 

第十通电话 驻马店公共交通公司 办公室 

驻马店公交公司：喂您好。 

ＣＬＢ：您好，公交公司办公室是吧？ 

驻马店公交公司：嗯对。您刚才打过电话。 

ＣＬＢ：对，我打过电话的，中国劳工通讯，姓韩。我打去工会的电话号码

啊，那边工会的人没有在，那其他部门的人呢，也不太了解情况。其实，我就

是想了解一下啊。就是咱们这儿驻马店这边公交司机说是有四个月没发工资，

还有后勤的也没发工资。这个情况就是说，咱们公司有没有什么方案来应对

啊？ 

驻马店公交公司：我不清楚。 

ＣＬＢ：就是您这边，坐办公室这边是没有欠发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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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公交公司：我这边应该是没有的。 

ＣＬＢ：所以你们这边后勤的，办公室这边，工资是按月足额都发了的？ 

驻马店公交公司：没有吧，应该是跟他们一样的吧。 

ＣＬＢ：就是，您有没有，比如说办公室的职员职工有没有这个…… 

驻马店公交公司：您好，韩老师，是韩老师对吧？ 

ＣＬＢ：对对对，姓韩。 

驻马店公交公司：您的联系方式能不能给我留一下，稍后让我们领导给您回个

电话，或者怎么着啊。具体信息可能他比较了解，到时候你们聊。 

ＣＬＢ：那也可以。 

驻马店公交公司：具体情况问他一下。 

ＣＬＢ：是咱们哪一位领导呢？ 

驻马店公交公司：就是我们主任吧。 

ＣＬＢ：就是办公室主任？ 

驻马店公交公司：嗯对。您把您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一下，稍后我看，他这会儿

正忙，然后稍后给您联系一下。 

ＣＬＢ：好的好的，我区号是 852。 

驻马店公交公司：0852，是吧？ 

ＣＬＢ：对对，然后我电话是 2380-7088。 

驻马店公交公司：2380-7088。 

ＣＬＢ：对，我姓韩。 

驻马店公交公司：姓韩，韩老师。您是哪个单位？ 

ＣＬＢ：我是中国劳工通讯。 

驻马店公交公司：中国劳工通讯，相当于是那个，您，劳工通讯，这是个周刊

还是报纸还是？ 

ＣＬＢ：我们是一个网站，就是专门督促工会改革，就是说在…… 

驻马店公交公司：哦我明白了。行，好了。稍后我会跟您联系，好吧？ 

ＣＬＢ：行，好。那请问您贵姓啊？ 

驻马店公交公司：我姓高。 

ＣＬＢ：小高，好的。那咱们办公室主任怎么称呼啊？ 

驻马店公交公司：稍后让他跟您联系的时候跟您说吧。 

ＣＬＢ：行，好的，谢谢你啊。再见。 

驻马店公交公司：好，再见。 

 

 

第十一通电话 河南省驻马店市 平舆县公交公司 

[欢迎您致电驻马店市公交] 

ＣＬＢ：喂，请问这是平舆县公交公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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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舆县公交公司：对对对，是的。 

ＣＬＢ：喂您好，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我姓韩。就是有个事想了

解一下，就是咱们这儿驻马店这边有公交司机有几个月没发工资，那咱们平舆

县这边的司机有没有这个情况啊？ 

平舆县公交公司：这边，这边我们才发啊。 

ＣＬＢ：你说什么才发？ 

平舆县公交公司：这个工资就前两天才发。 

ＣＬＢ：哦，前两天发了工资。那也就是说，在咱们平舆县这边是不存在拖欠

或者是迟发工资的问题？ 

平舆县公交公司：嗯对。 

ＣＬＢ：那这边的这个司机啊什么，都是按月足额都拿到工资吗？ 

平舆县公交公司：我们是，比方说，这个月发上个月的。 

ＣＬＢ：哦。所以为什么要问这个呢，就是因为头几天不是在平顶山这边有公

交司机停运，集体讨薪这个事儿，搞得网络上沸沸扬扬的。然后咱们驻马店这

边说是也有公交司机在上面留言，跟贴说有四个月没发工资。所以想了解一下

咱们县的公交公司会不会也有同样的情况。所以说，咱们平舆县这边的公交司

机是按月足额都发了工资了，不存在拖欠的问题？ 

平舆县公交公司：嗯，对，是的。 

ＣＬＢ：好，那请问您贵姓啊？ 

平舆县公交公司：李。 

ＣＬＢ：姓李，您这是咱们县公交公司的哪个部门啊？ 

平舆县公交公司：这个，我们是，我是这边运营的。 

ＣＬＢ：运营是？管理，属于管理层吗？ 

平舆县公交公司：对对对。 

ＣＬＢ：那咱们这个县公交公司有没有工会啊？ 

——换人接电话—— 

平舆县公交公司：喂您好。 

ＣＬＢ：您好，是这样，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我姓韩。 

平舆县公交公司：哦。 

ＣＬＢ：就是想了解一下咱们这儿县公交公司后勤和司乘人员工资发放的情况

啊，咱们这儿都有按月足额发工资是吧？ 

平舆县公交公司：是的。 

ＣＬＢ：嗯，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不好意思没有讲清楚背景。就是头几天

咱们平顶山这边公交公司有一百多…… 

平舆县公交公司：罢工，对。 

ＣＬＢ：对，也不是罢工啦，就是停运，他们说叫停运。就是说有八个月的工

资没发，而且社保只交到了 2017年。所以，那有人在后面跟帖说，驻马店这边

的公交司机也是四个多月没发工资了。那就想问一下咱们平舆县这边是不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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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样的情况，因为也是咱们公交行业吧。所以咱们平舆县这边没有这个问

题，是吗？ 

平舆县公交公司：我们没这么离谱吧。 

ＣＬＢ：没有八个月那么离谱？ 

平舆县公交公司：对，我们就是财政有钱，我们就按时足月发放。但是，现在

吧，你也知道，财政上面都比较紧张，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发到九月份了。 

ＣＬＢ：哦，发到九月份了。 

平舆县公交公司：对对对。 

ＣＬＢ：那九月份之前有没有，比如说，00年，19年，有没有像平顶山那边，

每年欠一个月啊两个月（工资）的这种的？ 

平舆县公交公司：00年？00年我们的公司还没成立。 

ＣＬＢ：哦，这是 2021年成立的新公司？ 

平舆县公交公司：我们是 2016年成立的。 

ＣＬＢ：哦对不起，我说错了。就是 2020 年，2019年，像平顶山那边说是，

2019年 12月份没有发工资，2020年是 2 月到 6月没发工资，所以…… 

平舆县公交公司：哦，我们这儿不存在。我们这块儿，虽然有的时候也欠薪，

但是年前基本上全部都能补齐。 

ＣＬＢ：哦所以，2021年的，今年春节前欠的都补齐了？ 

平舆县公交公司：不是之前欠的。我们没有欠。我是说，可能会晚发，但是不

会欠。 

ＣＬＢ：所以咱们到现在，平舆县这边公交公司的工资是发到了九月份？ 

平舆县公交公司：对对对。 

ＣＬＢ：就是十月的工资还没发？ 

平舆县公交公司：对。我们正常情况下，你要考核，你只有……你现在不是才

十一月份嘛。我们规定的就是，在 11月底才能发这个 10月份的工资。因为

吧，你要算你的支出，算你的收入，要算你的用电量，对吧。你把考勤做出来

之后才能发。现在不是有个绩效嘛，我们牵涉到这个，驾驶员的收入，干多少

天，对吧。 

ＣＬＢ：哦，所以那等于是，实际上就是因为后面这些计算的需要，等于是压

一个月的工资？ 

平舆县公交公司：嗯，对对对。 

ＣＬＢ：那像这种情况，压一个月的工资，驾驶员这边有没有什么反应啊？就

是对这种，当月工资应该是当月发，怎么压一个月，不合理什么的，有没有过

这种反应呢？ 

平舆县公交公司：来之前，我们签合同的时候都把这个事情给他们讲清楚了

的。 

ＣＬＢ：哦，那像这种，咱们公司这边会不会担心，就是这种压一个月工资的

做法会跟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有冲突，最后会有被追究责任啊什么之类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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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舆县公交公司：你这问的都有点超出我这个解释的权力范围内了。 

ＣＬＢ：哈哈，明白。 

平舆县公交公司：因为我们这个公交，他也属于国企，对吧。 

ＣＬＢ：嗯。 

平舆县公交公司：他也是根据你这个收入啊，这个上班的天数啊，等等，你要

有一个周期，计算一个周期，是不是？ 

ＣＬＢ：计算，如果要是考勤的话，到当月月尾，已经就可以马上出现了。就

比如说，我们办公室同事的考勤，到了月尾，当天就已经出来了。那也不需要

要一个月来这个…… 

平舆县公交公司：他跟上行政班的不一样啊。他这个上面要有数据，根据收

入，根据上班天数，根据你使用的电量，还有你这个伙食补助等等，对吧？他

要各种部门要放到一块，还有二次考核。你各种数据出来之后你才能形成一个

工资，你不可能这个月底我把所有数据都给你拉出来，这不现实。是不是？ 

ＣＬＢ：哦，那咱们平舆县公交公司有没有工会啊？ 

平舆县公交公司：有啊，有工会。 

ＣＬＢ：有工会，那咱们公交公司工会，比如说就这个，有没有什么可能

性……比如说把工资，可以其中一部分，像那个考核的部分，可能需要一点时

间来完成这个考核内容的，要算出来。那像基本工资，还有其他的加班工资啊

什么之类的，这些基本的社保什么之类的福利，这些应该是当月应该就发了。

不应该拖、压一个月。那像工会有没有可能就这个事，就跟公司方面有一个协

商谈判？就是说，不是把整个的全工资都压一个月。有没有这个可能啊？ 

平舆县公交公司：哦，那我想请问你的工资是分几次发的？ 

ＣＬＢ：我的工资是按月一次性发的。 

平舆县公交公司：对呀。 

ＣＬＢ：我们是在，比如说 11月的 7号之前，一定要发出十月份的工资来，要

不的话就违规了。 

平舆县公交公司：对啊，我知道啊。对，你们的工资是一次性发放的。你有没

有其他单位是分两次发放的，你了解过没有？ 

ＣＬＢ：这也……如果要是真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比如说奖金的部分，如果要

是计算，还有考核的部分，可以隔月、下个月再发。我的意思就是说，那工会

面对这种情况，工人要生活啊什么之类的，工资的大头可不可以，就是比较规

律性的，可不可以按劳动法的规定当月发？ 

平舆县公交公司：就是说，你假如说，你家庭困难，对吧？我们了解属实，你

可以预支工资，就是我们发工资的时候可以把你从工资那边扣除。 

ＣＬＢ：哦，是有这个安排的？ 

平舆县公交公司：对啊。我们也不是说，你家里过不去，你确实困难，我们还

没有，还不给你补发工资。这不是一个单位发展需要的一个东西，是吧？就是

说，假如说你家庭条件困难，你可以提前预支工资，我们也允许。是不是。 



26 

 

ＣＬＢ：明白明白，就是说家庭情况的困难下可以来预支，就是可以跳过这个

压一个月的这个情况？ 

平舆县公交公司：对对对，你可以提前预支，两个月、三个月都可以。 

ＣＬＢ：那咱们这个运输公交公司会不会担心，比如说这个什么啊，人社局—

—如果是企业执法、守法的一些《劳动法》落实的检查啊什么之类的，会不会

担心人社局这边会提出一些警告，或者是让整改啊什么之类？有没有这种担心

呢？毕竟这种压一个月工资是违反劳动法的。如果严格来讲啊，是违反劳动法

的，是吧。 

平舆县公交公司：我们准确的说，没有压一个月。就是说，如果按你这种来

说，这个月工资，你是七号发十月份的工资，对吧？ 

ＣＬＢ：对。 

平舆县公交公司：按照你这种理解呢，我说你们单位也压了一个月。我们只不

过是拖到后半月发，二十几号发，那我们也算压一个月的话。那你说，这怎么

算？ 

ＣＬＢ：这也有道理，就是说，七天和三十天的差别，所以…… 

平舆县公交公司：对啊，都是下个月，又不是说…… 

ＣＬＢ：不过，我们单位如果这样做的话，也不排除有可能会被劳动部门来监

察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咱们公交公司这边会不会担心县的劳动人社部门会来

监察，会要求整改之类的？会不会有这个可能性啊？ 

平舆县公交公司：这个我不太清楚，也不能给你做出合理的解释。现在呢，我

们就是按公司的一些规章制度。跟签合同的时候，那个合同肯定在劳动局会备

案、劳动仲裁部门会备案。既然他们认可这个合同，证明我们做的是合法的。

你说呢？ 

ＣＬＢ：那倒是，那倒也是。 

平舆县公交公司：我们来的每一个员工，都会签合同。 

ＣＬＢ：最少，如果有涉嫌违法的话，那也是劳动部门他行政没有做出行政的

提示，也是劳动部门的责任，也不应该是在公司。因为公司把这个劳动合同在

劳动行政部门是备案了的。 

平舆县公交公司：对对。 

ＣＬＢ：所以他应该有这个行政监察的权力和作为。他如果没作为，那公司就

可以，这个叫什么啊，认为我是没有违法的。对，这倒是也有道理，就是说涉

及到行政作为这部分了。那行，谢谢您这些信息啊。不好意思这么唐突地来打

搅。 

平舆县公交公司：没有，没事没事。 

ＣＬＢ：真的是希望咱们这儿，听到很高兴。虽然驻马店那边有公交公司司机

投诉说四个月没发工资，但是咱们平舆县这边却没有发生这种事，是比较好

的。好，那谢谢你了。 

平舆县公交公司：不客气、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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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好，再见啊。 

平舆县公交公司：好，再见。 

 

 

第十二通电话 河南省驻马店市 遂平县公交公司 

ＣＬＢ：请问是遂平县公交公司吗？ 

遂平县公交公司：你说。 

ＣＬＢ：您好，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我姓韩。就是看到网上有驻

马店公交公司职工在网上跟贴说，工资拖欠四个月没发的情况。想问一下咱们

遂平县这边有没有也有迟发工资的情况呢？喂？喂？ 

——电话被挂断—— 

 

 

第十三通电话 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公交公司 

ＣＬＢ：喂，请问是确山县公交公司吗？ 

确山县公交公司：对。 

ＣＬＢ：您好，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我姓韩。就是想了解一下，

咱们头几天网上看到，驻马店这边公交职工说有被拖欠四个月工资，想问一下

确山这边公交职工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确山县公交公司：没有，现在没有。 

ＣＬＢ：就是你们这边现在的工资是足额按月支付了？ 

确山县公交公司：对对对。 

ＣＬＢ：哦，那刚才说这个什么啊，那你们这儿有没有像其他的县的这种，需

要压一个月工资发的这个情况啊？ 

确山县公交公司：没有啊，我们有钱就发了，我们没有拖欠工资。 

ＣＬＢ：哦，因为刚才那个平舆县那边说是，要压一个月的工资，就是九月份

的工资到十月底才会发。咱们确山这边是这样发工资吗？ 

确山县公交公司：我们是 15号然后发上个月的工资。 

ＣＬＢ：哦，就是 10月 15号发九月份的工资，11月 15号发十月的工资，是

这样的？ 

确山县公交公司：对。 

ＣＬＢ：哦，那行，那不好意思打扰啊。就是想了解一下，因为说驻马店那边

有拖欠四个月的工资没发。而且平顶山公交员工已经去堵路啊什么之类的，讨

薪这种的，这个咱们这儿也听说过，是吧？ 

确山县公交公司：嗯嗯。 

ＣＬＢ：哦。那所以咱们这儿不用担心有这种情况，就是工资是按月足额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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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确山县公交公司：是的。 

ＣＬＢ：好的。那行，谢谢你了啊。再见啊。 

确山县公交公司：好，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