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北汽瑞丽集团建筑工程欠薪 

 

第一通电话：云南省瑞丽市总工会组织建设部 

瑞丽市总工会：喂？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瑞丽市总工会吗？ 

瑞丽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您好，我是来自中国劳工通讯的。 

瑞丽市总工会：您好。 

ＣＬＢ：我们收到有建筑工人，说他们在建筑北汽瑞丽工程的时候被拖欠了工资，

有两百多个工人和材料商被拖欠了一千五百万的工程款，想问一下这个事情工会

这边有参与吗？ 

瑞丽市总工会：什么时候？ 

ＣＬＢ：工程开始的时候是 2015 年的，到现在工资拖了四年多了吧。 

瑞丽市总工会：他们是报到你们那边去了吗？ 

ＣＬＢ：我们也是在网站上看到的。 

瑞丽市总工会：你们是什么公司？ 

ＣＬＢ：中国劳工通讯。 

瑞丽市总工会：中国劳工通讯？ 

ＣＬＢ：对。想看一下…… 

瑞丽市总工会：您好，我们这里是……你打的这个电话，我告诉你另一个电话，

因为是他们具体负责这一块工作。 

ＣＬＢ：好，好的。 

瑞丽市总工会：我给你一个电话号码，就是区号是一样的，0692，6612351。 

ＣＬＢ：692-6612351。 

瑞丽市总工会：对，找姓李的，他们的李部长。 

ＣＬＢ：李部长，那个是什么部门呢？ 

瑞丽市总工会：法律保障部。好。 

ＣＬＢ：您这边是什么部门啊？ 

瑞丽市总工会：我是组织建设。 

ＣＬＢ：那您清楚不清楚这批工人他们在建北汽瑞丽工程的时候有没有加入工会

呢？ 

瑞丽市总工会：15，还是 16，17 年，那几年听到过，但是后期是他们公司已经

解决了，没有拖欠的。 

ＣＬＢ：他们当时是不同的承包商吧，那施工队的工人他们，有没有加入工会呢？ 

瑞丽市总工会：因为，原来他们的行政部的主管，专门针对这一块，有两三次还

来我们工会这边来汇报过这个事儿。他们有说的那个，我们工会这边也介入过。

但是具体时间我记不住了。具体时间、有记录的，我们有掌握的，就是我刚刚告



诉你的这个电话。 

ＣＬＢ：明白，是法律保障部在跟进这个事情，是吧？ 

瑞丽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明白。正好想问一下啊，如果这些建筑工人他们想加入工会，是应该也

是找你们组织部这边吧？ 

瑞丽市总工会：没有没有，是法律保障这一块。因为拖欠工资是在他们那一块负

责。 

ＣＬＢ：哦，那我是说建筑工加入工会组织，是来找你们组织部这边吧？ 

瑞丽市总工会：对，他要来加入工会，是在我这里。 

ＣＬＢ：那就是北汽集团这个公司是有工会的，但是这些建筑工人他们能不能加

入工会呢？ 

瑞丽市总工会：要看他们的公司有没有独立的机构，还是他们只是……因为他们

的工程队不一定是北汽公司的，可能是外来人员，或者是哪个建筑工程队的。一

般，像有的一些工程队他都有加入工会，有些是我们动员了，他们不愿意建的。

有些他想加入的话，有些可以是在不同的区域。如果是有社区的，公司里面没有

工会组织的，可以去社区啊，可以去乡镇啊，都可以加入。 

ＣＬＢ：哦，比如说这些建筑工，他可以…… 

瑞丽市总工会：区域性的，还有行业性的，像建筑工程队，有些是不稳定的。我

们不是有那个房地产，还有那个建筑协会，这些协会啊，行业性的，区域性的，

这些都可以，有建立的都可以加入。 

ＣＬＢ：哦，你们有建筑行业工会，是吗？ 

瑞丽市总工会：恩恩，对对。 

ＣＬＢ：那…… 

瑞丽市总工会：建筑和房地产这一块，我们都有联合工会。 

ＣＬＢ：（建筑行业工会）它是属于瑞丽市工会管，还是单独的啊？ 

瑞丽市总工会：还有乡镇啊，社区啊。如果他是不稳定的。因为他一个工程完了

之后，他那个什么，稳定性，不是那么稳定，它是流动的，有些是。 

ＣＬＢ：明白，明白。那这些建筑工人，他可不可以现在先加入瑞丽市的建筑行

业工会啊？ 

瑞丽市总工会：喂？ 

ＣＬＢ：就是这些讨薪的工人啊，他可不可以加入瑞丽市的建筑行业工会啊？ 

瑞丽市总工会：现在吗，还是怎么说？ 

ＣＬＢ：对，想了解一下，如果想要加入工会，是怎么样个加入办法啊？ 

瑞丽市总工会：刚才跟你说了，要看他有没有一个独立的机构。 

ＣＬＢ：独立的机构？ 

瑞丽市总工会：独立的一个部门或者是机构。如果他不是独立，或者是不固定的

话，那么要看他所在的区域，辖区啊。如果他有固定的比如说是哪个建筑公司的

员工啊，要以公司的名义加入工会。要先成立工会组织，然后他们就可以入会。 



ＣＬＢ：他们…… 

瑞丽市总工会：如果是建筑工地到底是还搞不清楚，这些人所在的区域是什么，

还是他们已经跟那个……一般要加入工会，如果是在公司啊，或者是在行业里面。

一般都要签订劳动合同，有一定的收入，必须要有一定的收入，签订合同制的，

才可以加入。如果他没有职业啊，他做什么的那种，相当于是居民，他是不可以

加入工会的。 

ＣＬＢ：这些人就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那还能不能？ 

瑞丽市总工会：没有签订合同啊？ 

ＣＬＢ：对对，没有跟施工队啊，承包商啊，包括北汽，没有跟任何一方签订合

同。 

瑞丽市总工会：没有合同啊？ 

ＣＬＢ：恩。 

瑞丽市总工会：没有合同那这种就不好办了。因为我们的章程里面是规定，必须

要签订合同，签订劳动合同，有一定的工资收入的职工。 

ＣＬＢ：那针对这种建筑工没签订劳动合同的，有没有什么补救办法啊，就是可

不可以把他们先加入工会，然后工会督促公司给他们签订劳动合同，这样行不行

啊？ 

瑞丽市总工会：我们只能是可以建议，但是要你公司签不签，那个是由劳动部门

去督促啊。劳动部门啊，还有协同一些职能部门啊，督促他们去签订的。 

ＣＬＢ：那如果是加入建筑行业工会，也是要这个条件吗，也是要先有劳动合同？ 

瑞丽市总工会：对，对，这是所有的加入工会的基本条件啊。这是中国工会章程

里面规定的。 

ＣＬＢ：哦，那现在遇到这些工人，他还能不能来找工会帮忙呢？如果他没合同。 

瑞丽市总工会：属于我们工会会员，才可以。 

ＣＬＢ：那没有合同，应该是不属于了，是吧？ 

瑞丽市总工会：没有合同，他原来以前呢？还有看看他原来以前是不是工会的会

员。 

ＣＬＢ：这个也不……那如果是他属于工会的会员的话，他可以怎么样加入啊。

您刚刚说了，一个是公司可以成立工会，还有一个是区域性的可以去加入工会。

那区域性的他可以找哪里去加入工会呢，可以介绍一下吗？ 

瑞丽市总工会：社区啊，乡镇啊。 

ＣＬＢ：那如果是流动的农民工怎么加入啊？ 

瑞丽市总工会：流动的农民工吗？ 

ＣＬＢ：对，他就是来打个工。 

瑞丽市总工会：流动的农民工，就是说你在所在的工作区域内。比如说流动的这

一块，你在所在的单位啊，公司里面啊，有劳动合同的，就可以。 

ＣＬＢ：噢，可以到区域的工会。 

瑞丽市总工会：有劳动合同，有一定的工资收入啊。 



ＣＬＢ：不管他是来自哪里的？ 

瑞丽市总工会：对。缅甸籍人士不可以，我们只是中国境内的。 

ＣＬＢ：明白，明白。那您这边了解不了解，像北汽集团下面的这些项目部的工

人，在你们这边有没有登记工会啊？ 

瑞丽市总工会：他们公司里面已经有工会。我们只是管理收集他们的员工，只是

他们集团公司里面的员工。啊，他们现在没有什么建筑队啊，北汽公司没有建筑

队啊。 

ＣＬＢ：对，他这个是四年前的，就是当时在瑞丽的畹町那边做这个开发的时候，

招工的这样子。 

瑞丽市总工会：刚才的电话听不清楚，请问你是？ 

ＣＬＢ：我说他当时在瑞丽的畹町…… 

瑞丽市总工会：没有，没有，我是说你是哪里的？ 

ＣＬＢ：我是中国劳工通讯。 

瑞丽市总工会：中国劳工通讯？ 

ＣＬＢ：嗯。对，我们是想了解一下发生了这个事情……就是有这么个事儿之后，

就是想看看工会这边能不能帮助他们维权，然后就是这部分的农民工他们能不能

加入工会，是我们想了解的。 

瑞丽市总工会：嗯。据我们了解，北汽的建筑队，不是都是北汽和景成集团合作

的项目吗，他们的建筑工程都是景成公司的啊。 

ＣＬＢ：对，是景成公司的。工人不是说拖欠了工资吗，他们去找了北汽，北汽

说已经给了景成，但是景成又说没有给，所以现在也是有点被踢皮球吧，也不知

道工人应该能从哪里能拿到工资，这是一个讨薪的困难在这里。也是找了很多部

门了。然后正好您这边是组织部嘛，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些工人他们可不可以，

他们虽然说不是北汽的职工啊，但是他们是在云南这边做建筑的嘛，那他们有没

有可能通过什么方式可以加入你们工会，这样子？ 

瑞丽市总工会：嗯，现在清楚了吗？ 

ＣＬＢ：现在就是，一方面我可以去问一下那个法律保障部，看看那个维权是怎

么搞。 

瑞丽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但是组织这方面我还是不太清楚，就是你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他们

招入工会啊？ 

瑞丽市总工会：刚刚跟你说了，这个不是我们想办法。我们是一定要按照我们的

章程里面规定的这个。然后，你可以在网上查一下，中国工会会员的会籍管理办

法，还有一个是中国工会的章程。这些都有规定。如果你看一下这些，大概就清

楚了。还有会员会籍的管理办法，这些你一看就清楚了。如何加入，他的条件是

什么，如果他到时候流动了，这些都有规定。 

ＣＬＢ：那能不能由工人来找你们咨询一下呢？我也不知道他们到时候看了是不

是够清楚啊。 



瑞丽市总工会：你看一下，如果是 15 年的，你想问，他们的工人，他们必须要

了解这些工人原来所在的是哪里的建筑工程队。不是说一个个工程队这些，他们

的流动性非常大。有些是固定的，有些是不固定的，有些是零星的，几天在一个，

几天在一个，那种。不管他是哪里的，要签订一定的合同，要有一定的工资收入。

包括，如果有组织的，那更好。如果没有组织的，必须要有两个条件。 

ＣＬＢ：嗯，什么两个条件啊？ 

瑞丽市总工会：就是签订劳动合同，还有工资收入。 

ＣＬＢ：哦。 

瑞丽市总工会：如果他在一个公司里面，建筑公司的员工啊，他肯定在那个公司

里面。如果公司有工会组织了，那他就可以在公司里面纳入，作为工会的会员。 

ＣＬＢ：明白，明白。您现在说的我比较清楚了。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刚刚说

有一个建筑行业工会，那是属于你们这边直管的吗？还是它是单独的啊？ 

瑞丽市总工会：我们管理的是他们那个工会。他们工会里面，建筑和房地产的联

合工会，是在那个住建部门。他们也是以企业，是以公司的名义加入，然后公司

里面的那些员工就是会员。 

ＣＬＢ：哦，所以…… 

瑞丽市总工会：它不是说个人想加入（就能加入）。如果说个人加入，（但是）他

没有一定的所在的部门啊、工资啊，那么就劳动合同也签订不了，对吧？如果他

不在一个公司一个部门的话，那劳动合同这个就没有，对吧。就是它限制了他的

条件。 

ＣＬＢ：哦，是。 

瑞丽市总工会：必须在一定的部门里面，打工啊，工作啊这种。 

ＣＬＢ：就是得有一个单位，是吧？ 

瑞丽市总工会：对，必须有一个单位。 

ＣＬＢ：由这个单位来成立工会，然后他们加入这个单位的工会？ 

瑞丽市总工会：对。单位。 

ＣＬＢ：看你这个单位是属于市里的单位还是属于区域的，比如镇工会、区工会

都行？ 

瑞丽市总工会：因为同一个行业的，有那么多公司，而且那么多公司，肯定是它

流动性比较大，它的员工不稳定。而且像我们这一块，用的工人大多数都是缅甸

籍的，所以有些企业，它不一定单独成立工会，所以我们就把这些行业里面，把

这些行业里面相同的工种，工种比较相同的这种，组建一个联合工会，就方便了

管理。因为他需要主管的业务，这一块来细分，来划分，方便管理。他们也方便

了管理，我们也方便了管理。 

ＣＬＢ：哦。据我们了解他们这些工人都是中国籍的，倒没有缅甸籍的问题啦。

但是合同是个问题。但是，之前说的那个事情，是 15 年的项目，其实这些工人

啊，他还是建筑工的话，他其实可以在其他的项目部加入新的项目部工会，或者

是单位的工会嘛，对吧。这样的话也可以被瑞丽这边的建筑工会也好、或者是市



工会吸收，是吧？ 

瑞丽市总工会：恩。对。 

ＣＬＢ：那您有没有建筑行业工会的电话，可以给我一个，我去了解一下？ 

瑞丽市总工会：你看，所有的，我现在在想，告诉你的话，是那个……在北汽这

个公司，都是景成公司，景成公司都已经成立工会了。其他的，到时候如果哪里

要，要加入工会啊，要成立工会啊，都可以来找我们。其他的那个行业，我们再

给他进行协调。你现在去找他们，现在，不是现在疫情特别重要嘛？特别是建筑

这一块，他们有自己的划分。我们在具体主管的这块业务，你到时候想了解什么

啊，都可以来通过我们。 

ＣＬＢ：哦，您刚刚说疫情什么？ 

瑞丽市总工会：就是抗击疫情的这一块啊，这几天我们的瑞丽市全部都出去排查

了，进每个社区啊。这几天的事情非常多，住建这一块事情也特别多。你说，给

你电话你去找他们的话，肯定不一定那个。像你们外地的电话大多数都是，他们

有时候以为是什么什么的电话，不一定会接。我们这几天呢，有事情来办公室处

理一下，然后没事我们就去社区了，排查了。这几天我们都是。 

ＣＬＢ：哦，你们工会也要去参与抗击疫情是吧？ 

瑞丽市总工会：全市的所有干部，全国的那个什么，我们这几天都没有休息啊，

都天天在做这个工作啊。返乡的，回来的，还有那些旅游的，什么什么的，到处

我们都要去跑，一个片区一个片区的，所有的公务员。 

ＣＬＢ：哦哦，那真是辛苦了。现在可能找不到是吧，找不到相关的部门？ 

瑞丽市总工会：嗯，因为这期间，还是建议不要，少出门。到时候疫情到 9号以

后，如果还说，国务院的通知，如果说到时候最长的话，到时候如果需要什么，

有什么啊，那到时候你们可以请他们亲自过来问一下。因为现在开会啊什么的都

不建议了。 

ＣＬＢ：明白，明白。等疫情缓解了，再见面，再上门比较好，对吧？ 

瑞丽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那题外话我问一下啊，你们现在这么快上班，也应该有提供什么口罩啊

消毒水吧？ 

瑞丽市总工会：都有，都有。 

ＣＬＢ：就是没想到你们还要出门排查疫情啊，这个我没想到。 

瑞丽市总工会：啊对，我们每个单位每个都负责几个片区呢，每天都要更新啊。 

ＣＬＢ：哇，那你，现在你是在值班，但可能之后就要去排查了？ 

瑞丽市总工会：啊，我们每天都要上报数字，我们早上下午都去排查，然后上报

那个数字。有事情的话，在家里做不了了，然后来办公室又做，然后做完了以后

又出去。每天都要，随时电话都要跟踪，网上啊，手机啊，都要跟踪。看什么人

进来啊，都要上报。什么人进来了，都要登记，都要上报。 

ＣＬＢ：这也太辛苦了，就是身兼工会和排查的双重职能，是吧？ 

瑞丽市总工会：嗯，对。 



ＣＬＢ：辛苦了，辛苦了。可能之后要是企业可以复工的话，工会可能还得再辛

苦一次吧，比如看看他们有没有真的满足防疫的需要啊？ 

瑞丽市总工会：这个我们都在做，每个部门都在做。 

ＣＬＢ：现在就开始做了？ 

瑞丽市总工会：所有的全市都在做。你放心。工人的这一块，企业的这块，所有

的，全市都在看着，到处都在看着，到处都在监测着。 

ＣＬＢ：嗯，嗯，那你们这个也是比较高危啊，就是都出门去做这些事儿的话，

其实也是风险很高啊，一定要注意健康安全啊。 

瑞丽市总工会：好的好的，谢谢啊。 

ＣＬＢ：好的，那我们等这个之后再联系你们吧？谢谢啊。 

瑞丽市总工会：好的好的，再见啊。 

ＣＬＢ：再见。 

 

 

第二通电话：云南省瑞丽市总工会维权保障部 

瑞丽市总工会：喂，您好，工会。 

ＣＬＢ：您好，请问是瑞丽市总工会吗？ 

瑞丽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您好，我是来自中国劳工通讯的。 

瑞丽市总工会：哎，您好。 

ＣＬＢ：就是有这么个事情想问一下工会，就是有一些建筑工人，他们说当时在

建北汽瑞丽工程的时候被拖欠了工资，拖了四年左右的工资，有两百多个工人和

材料商被拖欠了一千五百万的工程款，想问一下这个事情工会这边有没有参与啊？ 

瑞丽市总工会：这个工作我们工会没参与，他们只是到我们当地的人社部门，还

有这个信访部门去反映过。 

ＣＬＢ：到劳动部门、信访部门去反映过，是吗？ 

瑞丽市总工会：对对对。 

ＣＬＢ：他们没有来找工会帮忙吗？ 

瑞丽市总工会：没有，没有。 

ＣＬＢ：那工会…… 

瑞丽市总工会：就是，我们市里面的信访局，还有人社局，都已经给过他们答复

啊。 

ＣＬＢ：哦，就是能解决了吗，这个问题？ 

瑞丽市总工会：啊，解决没解决，我还不知道。就是那个法院的那边，听说是让

他们准备起诉吧，就是走这个司法程序嘛。但是后面就是让他们提供相关的材料

吧。他们就是没提供到法院吧。 

ＣＬＢ：对，我们是在他们，他们也在网上发了一些这个的很多帖子。然后说自

己打上了法院，然后包括有那个北汽公司和景成公司嘛，有两个公司的一些支付



还是没支付的一些证明啊这样子。所以也是想了解一下，工会这边有没有可能去

参与，然后帮忙协调，提供一些帮助呢？ 

瑞丽市总工会：这个，哎呀，现在是，他们是已经反映到那个，我们省总工会也

来过问过这件事啊，我已经把相关的我们政府还有人社局的相关的回复已经提供

给他们了。 

ＣＬＢ：哦，等于现在就是…… 

瑞丽市总工会：这件事啊，我们工会是欠薪的嘛，那需要我们参与的那些职能部

门都会要我们去的话，我们都会去的啊。他们这个属于是层层转包。 

ＣＬＢ：嗯，属于这个分包转包，是吧？ 

瑞丽市总工会：对，然后好像他们的合同可能签的也不太规范吧。 

ＣＬＢ：他们这些工人是说自己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所以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可能

也有点妨碍吧？ 

瑞丽市总工会：嗯嗯。现在其实不是北汽欠他们的，是下面的一个工程队嘛，他

们又去转包嘛。现在是那个，钱是已经付完了，现在就是他们双方，可能就是围

绕着这个合同吧，可能合同他们签订的可能不规范吧。现在就是人社局，还有这

个法院吧，就是让这个，这一家建筑公司，就是让他们补充欠薪的这些证据材料。

他们现在都还没提供。 

ＣＬＢ：哦，等于现在是在法院的司法程序里面，是吧？ 

瑞丽市总工会：对，但是他们现在都提供不了。 

ＣＬＢ：哦，他们……但是他们啊，有些工人就是在网上提供了一些证据啊，包

括他们签的那些工程款啊，什么做了哪些工程啊，就这些东西。 

瑞丽市总工会：嗯，这些可能还不太充分吧。现在我看了一下，就是有一句话，

有一句话是说，“各班主所主张的工人工资数额与工程没有结算的依据，还有欠

薪证据材料不充分”。人社局给的回复就是，“建议补充证据材料，以后再进行投

诉，或者是按合同起诉这家公司，通过司法解决吧”。 

ＣＬＢ：哦，这个是经过了人社局的回复？ 

瑞丽市总工会：对对，已经给他们多次回复了啊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啊。他们现

在，他们这些证据材料都准备不了，所以说，没啥办法。 

ＣＬＢ：那他们，因为这个工程的承包人吧，好像也是在接受一些访问。但是这

个分包的景成公司好像没有回应，工会这边能不能代表他们去找一下这个公司呢，

看看到底是个怎么回事？ 

瑞丽市总工会：这个，我们已经跟那个人社局，好像就是前几个月吧，我们省总

关注以后，我们就跟人社局，就是人社部门已经联系过了。他们说，反正就是这

个意思吧，说我们去协调，也主要是要他们的证据。他们没证据啊，相关的证据

材料啊都没有。你说你没有相关的证据材料，我们去协调也协调不了啊。 

ＣＬＢ：那，这些工人怎么办呢？ 

瑞丽市总工会：这个，现在具体，我们也不太清楚。好像应该工人是大部分都没

在瑞丽了。 



ＣＬＢ：对，可能是有部分吧，部分的授权代表，他们应该不是全部都在。 

瑞丽市总工会：对对。 

ＣＬＢ：部分授权代表吧，授权了的几个人在做一些，好像也有去做信访啊，找

劳动部门啊，写这些公开信啊，各方面他们都有做吧。 

瑞丽市总工会：这个，等我再去信访局我再去了解一下，看看我们政府是怎么答

复他们的。 

ＣＬＢ：哦，如果是这些工人的话，他们是不是也可以加入瑞丽市这边的总工会，

当工会的会员啊？ 

瑞丽市总工会：这个，加入是可以加，但是这个都是要那个自愿嘛。我们也不可

能说是强行把他们拉进来。还有一个事，因为我们瑞丽的环境可能你们不太清楚。

因为我们现在瑞丽的这些服务行业啊还有建筑行业，这些工人多数啊，可能上到

百分之八十到九十，都是缅甸籍的工人。缅甸籍工人我们现在是不能把他们纳入

我们中国的工会会员。 

ＣＬＢ：明白，明白，中国的工会是面向中国籍的工人，是吧。 

瑞丽市总工会：对，对。现在我们就是建筑工，建筑行业啊还有服务行业啊，百

分之八九十都是缅甸籍的工人。 

ＣＬＢ：哦，那你们这边的工人，要是中国籍的工人的话，他们一般加不加入工

会呢？ 

瑞丽市总工会：建筑行业少。因为建筑行业也是它的流动性比较大嘛。有的可能

来干几天，有的可能来干一个月，就是工程结束了以后他就走了。 

ＣＬＢ：哦，你们有没有去组织他们加入工会？比如说一些宣传活动啊，一些什

么新的方法？ 

瑞丽市总工会：都有，都有。 

ＣＬＢ：但是加入的工人还是不多？ 

瑞丽市总工会：不多。就是这两块，服务行业还有建筑行业，这两块，因为它是

外地人比较多，还有就是流动性比较大，他们也不愿意加入嘛。 

ＣＬＢ：所以，就是要么是缅甸籍的，要么就是流动的，做完项目就走了，是吧？ 

瑞丽市总工会：对对对。 

ＣＬＢ：因为我听说你们这边还有建筑行业工会，所以还想着这些工人是不是可

以加入建筑行业工会呢？ 

瑞丽市总工会：有，但是加入的少，他们加入的基本都是管理层的嘛。 

ＣＬＢ：比如说是企业里的，建筑企业里的职员啊，或者是管理层加工会，是吧？ 

瑞丽市总工会：对，因为他们的人员相对比较固定嘛。 

ＣＬＢ：那这样的话，这批工人啊，他们表示因为当时信赖企业啊，或者也是不

是很懂劳动法律吧，所以他们当时没有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所以会不会对他们

的维权造成很大的阻碍呢？如果没有劳动合同的话。 

瑞丽市总工会：对对对。 

ＣＬＢ：就是没有合同的话，应该没办法加入工会吧，然后工会也没办法代表他



们去维权，是不是啊？ 

瑞丽市总工会：哎呀，他没有这个劳动合同的话，我们有些东西也不好去帮他维

权啊。他没有这个正规的手续嘛。 

ＣＬＢ：是的，是的，应该就是施工队带着一帮人，然后就这么走南闯北的。也

没有签什么公司和个人之间的雇佣合同的习惯吧，都没有。 

瑞丽市总工会：是啊，都没有。 

ＣＬＢ：是啊，那这个问题在法律维权方面，有没有什么办法呢？就是如果这方

面没有合同的话？ 

瑞丽市总工会：哎呀，现在也不好说啊。因为，还得去出面，如果公司好说话，

好协商的话，可能没问题。如果他一口咬死，那你这些最基本的合同都没有，那

我们办法也不是太多吧。还是得找公司商量吧。 

ＣＬＢ：行，但是他们现在没有找工会，那工会会不会考虑去找他们，看看能不

能做一些服务呢？ 

瑞丽市总工会：我再跟领导汇报一下吧。主要是这件事，如果不是我们上面的省

总工会，还有我们州总工会告诉我们的话，我们都不知道有一回事啊。 

ＣＬＢ：嗯，那…… 

瑞丽市总工会：他们没来找我们的话，我们也不知道这件事嘛。 

ＣＬＢ：不过这个项目应该也是可以由你们工会这边可以出面的，是吧？ 

瑞丽市总工会：主要是他们现在……哎呀，这个我也不好说，等我再问一下嘛，

问一下，再看一下现在我们政府的信访部门吧。看一下，了解一下这件事现在最

终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吧。 

ＣＬＢ：行。现在主要是信访那边，或者是人社部门在出面协调这件事了，是吧？ 

瑞丽市总工会：对对对。现在就是人社局出过多次的做过书面回复给他们了。就

是说他们的证据材料不充分嘛，让他们准备嘛，他们一直都没准备嘛。 

ＣＬＢ：噢，现在…… 

瑞丽市总工会：所以说，这个东西也不一定全部都是按他们网上说的那样。各个

东西都有两面性，我们也不可能只是听他们的一面之词。我们也要多方面的了解，

到底这个东西是什么，然后具体地再去沟通吧。 

ＣＬＢ：对。不过这个瑞丽的北汽集团、还有景成集团啊，都是比较大的集团，

按说也不太说会支付不起，对吧，应该是这样子的。 

瑞丽市总工会：北汽是把工程款已经拨给了承建公司了、承建方了，但是现在就

是存在层层转包的情况。 

ＣＬＢ：但是前不久国务院出台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然后李克强总

理也是在成都喊话，说“拖欠农民工工资是昧良心行为”。就是国家还是很重视

拖欠工资的问题的，对吧？ 

瑞丽市总工会：对对。 

ＣＬＢ：如果属实的话，希望可以看看，能不能用法律的方法啊，工会用工会的

方法啊，去帮他们解决一下。 



瑞丽市总工会：嗯，我们这边可以提供法律援助啊。 

ＣＬＢ：哦，就是工人有需要的话，可以去工会去申请这个法律援助的？ 

瑞丽市总工会：对对。我们是常年聘请的一个法律顾问，就是为农民工，如果符

合条件的，可以免费地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嘛。只要他们有需要。 

ＣＬＢ：那怎么是属于符合条件呢？什么条件呢？ 

瑞丽市总工会：就是看他们提供的这些证据材料啊。你肯定，你如果说主张这个，

需要我们帮助，、法律援助，你肯定要相关的证据，你要提供。这些是最基本的

嘛。 

ＣＬＢ：是不是有一个经济的收入门槛啊？ 

瑞丽市总工会：这个没有。 

ＣＬＢ：哦？ 

瑞丽市总工会：你有这个需求，这个需求呢我们再和我们的法律顾问让他先评判

一下。他如果能各个手续都充分的话，我们可以给他们提供这个法律援助。 

ＣＬＢ：那太好了，要是你们可以去信访啊人社啊那边看看情况，然后如果有需

要再给工人提供这个法律援助，是吧。 

瑞丽市总工会：对对。 

ＣＬＢ：那太好了，不过现在不是说这个各个部门都在做防疫的工作嘛，就是疫

情的防控吗？ 

瑞丽市总工会：对对对。 

ＣＬＢ：那你们有没有时间去找工人啊。我就是不知道现在适不适合去联系工人，

然后工会再去帮工人这样子？ 

瑞丽市总工会：现在，这个我们也联系不到。我们只有看一下他们具体住在什么

地方。因为我们现在，出城的路也封了。你也出不去，你也进不来。还有这些村

子里面，他也路都全部封了。现在我们，你也知道吧，我们现在的疫情也很严重，

都出不去也进不来。 

ＣＬＢ：都很严重，也都在做管制的各种措施，免得这个扩散嘛。 

瑞丽市总工会：所以现在全市的单位，最重要的重中之重的任务，全部都是在防

这个疫情，基本上其他的事情都压着，不是太紧急的事情都是压着。 

ＣＬＢ：那你们这边是在正常上班，还是在防疫啊？ 

瑞丽市总工会：我们也是，我们工会也是分成几个组。有几个组，我们现在基本

上都是去外面，进到这些居民家里面去筛查，去宣传。  

ＣＬＢ：那真的是很辛苦啊，去一线做排查的工作？ 

瑞丽市总工会：我们三十一号就上班了啊。 

ＣＬＢ：哇，这么早？ 

瑞丽市总工会：像那些卫健部门他们都是过年都没休息过的。 

ＣＬＢ：嗯，都没休息过，应该是。 

瑞丽市总工会：我看一下，我们这边如果快的话，我们这边要求是快的话企业要

9号以后才能复工。 



ＣＬＢ：嗯。 

瑞丽市总工会：具体能不能 9号以后能不能复工，还不知道。 

ＣＬＢ：嗯，还要看能不能控制得住，控制得住的话才能正常上班，是吧？ 

瑞丽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那联系工人还是得缓一缓吧，至少要等疫情过去吧？ 

瑞丽市总工会：对，肯定的。 

ＣＬＢ：那题外话啊，你们这边这么辛苦，应该也提供了足够的防疫装备吧，可

不要感染了啊？ 

瑞丽市总工会：哎呀，我们现在唯一的防备，就是缅甸过来的口罩啊。 

ＣＬＢ：还有缅甸过来的啊，还行啊。 

瑞丽市总工会：国产的口罩都买不到嘛。 

ＣＬＢ：是啊，是啊，到处都买不到口罩，我就想那上班的人怎么办啊？ 

瑞丽市总工会：我们现在政府就帮忙解决一天一个人两个口罩嘛。 

ＣＬＢ：哦，然后还是从缅甸过来的？ 

瑞丽市总工会：对，我们国内的现在都买不到。 

ＣＬＢ：消毒啊这些也要做一下吧，消毒水啊，清洁啊这种。 

瑞丽市总工会：哎呀，现在这些物资都太紧张了，能买得到一些酒精都算不错了。 

ＣＬＢ：是啊。但是像你们这个还得去跑小区的还得排查的，自己的防疫一定是

重中之重要先做好啊，要不然的话感染的话那就麻烦了。 

瑞丽市总工会：这方面我们也是在加强，就是买一点橡胶手套吧，洗碗用的。 

ＣＬＢ：嗯，尽量不接触。 

瑞丽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那要是等企业复工了，是不是也得去排查一下，看他们有没有做好防疫

的工作啊？不然的话工地一聚集企业一聚集，传染的可能性也很大啊。 

瑞丽市总工会：对，这个是肯定的。特别是省外过来的，一来就要隔离 14 天。

现在我们这里的工地、施工方面的全部停工了。 

ＣＬＢ：哦，停工了，那什么时候让他们复工呢？ 

瑞丽市总工会：就是统一要看疫情，但是要看看疫情，再看 9号以后看能不能复

工。 

ＣＬＢ：因为到时候肯定有很多省外过来的农民工啦，或者是外地的工人吧，也

是要去……要隔离十四天，他们怎么复工啊？ 

瑞丽市总工会：哎呀，这个就没办法了，反正都是硬性规定嘛，你从外地过来的

都要隔离十四天。 

ＣＬＢ：也是需要工会去做工作吧？ 

瑞丽市总工会：哎呀，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吧，因为现在这个已经深入全国人民的

心了。 

ＣＬＢ：是，是，也是生命更重要，是吧？ 

瑞丽市总工会：对对。 



ＣＬＢ：好的，也辛苦你们了，那希望能够疫情控制住之后，您再联系一下人社

部那边，看看有没有可能工会也提供一些帮助吧？ 

瑞丽市总工会：嗯，这个是必须的吧，我们再了解一下情况。 

ＣＬＢ：您是法律保障部的部长吗？ 

瑞丽市总工会：嗯，对对。 

ＣＬＢ：哦，要是我们可以之后再问一下，看看有什么进展的话，可以再联系您

吧？ 

瑞丽市总工会：好，好。 

ＣＬＢ：那谢谢您啦。 

瑞丽市总工会：没事，没事。 

ＣＬＢ：好，再见。 

瑞丽市总工会：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