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通电话：海淀区总工会集体协商办公室 

ＣＬＢ: 喂？ 

海淀区总工会：喂，你好。 

ＣＬＢ: 你好，请问是海淀区总工会吗？我姓韩，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的电话啊。就是在网

上啊有一个报告，说是春节期间有些志愿者在街上访谈了环卫工人，其中也访谈了你们海淀区

的环卫工，你们工会有没有参与这个访谈呢？ 

海淀区总工会：哦，这个您…就是我们这儿是集体协商办公室，您说的这个问题应该我们这儿

具体还真不太清楚，要不然您咨询一下海淀区总工会那个官方的电话吧？ 

ＣＬＢ: 哦，你们是区总工会的集体协商办公室吗？ 

海淀区总工会：对。 

ＣＬＢ: 哦，那这个报告里面因为谈到的就是，节日期间工作的环卫工人他们缺口罩什么的这

些问题。其中提到说，你们海淀区环卫工好像口罩缺的比较厉害。你们区工会，比如说关于集

体谈判的工作，不会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就是去跟企业啊什么协商这种事吗？ 

海淀区总工会：呃，这个要不然我让我们领导给您回答，您看行吗？ 

ＣＬＢ: 哦，这些事都得要领导回答啊？ 

海淀区总工会：呃… 

ＣＬＢ: 咱们工会工作人员，你们这儿集体协商不是专门负责这种事情的吗？就是如果有需要

跟企业协商的话。 

海淀区总工会：嗯，但是我们是那个分片儿的，你说的那个（报告）属于哪片儿的？ 

ＣＬＢ: 他这个报告就说他们在西城、房山、海淀、石景山、东城、朝阳都做了这个调查，然

后其中西城和房山做的不错，然后说，海淀区、石景山、东城还有朝阳就是口罩不足，那么…

而且说是有些地方甚至得环卫工自己自备口罩，公司根本就不发。所以就是想问一下你们海淀

区这边…你们没有参与这个访谈啊？我以为是你们参与了呢？ 



海淀区总工会：呃，因为我今天就是那个，因为我们都是分片儿的，就是我只是负责自己所属

的那一片…因为我们这儿集体协商办公室的人特别多。所以您说的这一片，就我这儿可能目前

没有涉及到这一片，因为我们这也是很多的分工。 

ＣＬＢ: 您是负责哪一片的？ 

海淀区总工会：就您说的那个，我这儿还真是…具体还真是不清楚您说的那一片。您刚才说您

是哪个部门的？ 

ＣＬＢ: 我姓韩，我叫韩东方，是中国劳工通讯。 

海淀区总工会：中国劳工通讯是吧？ 

ＣＬＢ: 那负责这个疫情… 

海淀区总工会：您说的这个活动什么的，这个是不应该是权益部组织的啊？或者说这些访谈，

这些应该都是权益部。 

ＣＬＢ: 不，就是说这是一个比较紧急的事儿啊，现在防疫这么紧张。 

海淀区总工会：嗯，我知道。 

ＣＬＢ: 那咱们这儿，您负责的那一片，这边有没有口罩缺乏呢？就是环卫工口罩缺乏的情况

啊？ 

海淀区总工会：因为我们集体协商这一片，就我所负责的这一片，没有协商到，负责环卫工的

这一片，我们是直接对企业的。 

ＣＬＢ: 啊对，那像环卫工，他们不也是像那种外包的清洁公司来承包的，各个片的环卫。 

海淀区总工会：我知道您所说的那个意思，就是所以我想找一个专业对口的、负责这一片的老

师给您去回答。因为您现在提的这个问题，我们都已经那个自己管自己了。比如有管街道的，

然后他哪个哪个街道啊，然后哪个街道的企业属于哪一片的啊……然后我们可能就是有更专业

的人士去给您解答这个问题啊。 

ＣＬＢ: 哦，那你们这儿的区工会，我看你们网站上就是介绍说，春节期间你们工会到应急管

理局、120 中心、和公安派出所，一共 50 多家单位，对春节期间坚持岗位的职工进行了慰问，

而且发放了慰问品… 



海淀区总工会：对，你说的那个应该是属于那个…它那个应该不是集体协商的，它应该属于那

个…我想想啊它是哪个部门的？哦对，是帮扶中心的。 

ＣＬＢ:  帮扶中心是负责这个他们在春节期间慰问? 是帮扶中心？ 

海淀区总工会：对，那是帮扶中心的，你这样，我能记一下你的电话吗？然后因为我这没有来

电显示，然后我让相关的负责人能给你回个电话，你看这样可以吗？ 

ＣＬＢ:   哦，也可以，或者你这有没有帮扶中心的电话？我给他们直接打过去，就省得别那

么麻烦。 

海淀区总工会：那你等一下。 

（询问同事） 

因为现在我们这边都是正处于搬家状态，然后所有的东西全都封箱了，我现在还真给您找不着。 

ＣＬＢ: 搬家呢，现在是？ 

海淀区总工会：对，正在整体那个什么……就所有东西全都封箱了，年前刚搬的。 

ＣＬＢ: 哎呀，不好意思，打来的不是时候啊。 

海淀区总工会：不是，是您要的那个电话，我得从电话本里去给您翻。 

ＣＬＢ: 明白，明白。 

海淀区总工会：但是我所有东西都封箱了，都拿胶条缠上了。 

ＣＬＢ: 我只想问一下你们慰问了这 50 多家单位，应该也有慰问环卫工人吧？ 

海淀区总工会：那个，我这么跟您说，您可能是找错部门了，您知道吧？您所说的，后来我才

听明白，您所说的那个一套的东西，全都是帮扶中心那边集体去慰问的。 

ＣＬＢ:  哦，那你们这边是集体协商… 

海淀区总工会：对，您知道就是那个集体合同，工资专项合同，对，我们是专门协商那个合同

的。您所说的那些慰问什么的，那个都是帮扶中心或者是其它的部门，或者是海淀区就是工会

的。因为海淀区工会也有很多很多其它的部门。因为您说的这个，我为什么刚开始您跟我说的

时候我一愣我没反应过来？是因为，您所说的这个我们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我们是协商那个

合同里面那些内容那些细节的。 

ＣＬＢ:  哦，就是这种常态的，比如说一年一签，两年一签的这种常态合同，你们负责保证这

个条款啊质量啊什么之类的。 

海淀区总工会：对对对，就是协助企业去，比如工资单项合同我们一年一签，集体合同我们三

年一签，然后让它按时保质保量完成那个签订，然后看他们签订的那些条款，签订的那些内容，

然后我们去帮助这些。对，我们就是更多的可能是关于合同，集体合同，关于书面的合同这些。 

ＣＬＢ: 那现在这个疫情期间，就是比如说像有很多职工啊，包括环卫工啊，还有很多其他的，

像零售售货员，保安员、快递员、送餐员什么的，特别是医院的这些护工、清洁工，还有餐厅、



酒店服务员什么的，那这些行业，咱们工会负责集体协商这边，是不是会有一个比较紧急情况

下的跟企业展开一个协商？就是确保疫情期间，这些工人的健康不会受到影响，有足够的防疫

保障？这是不是你们这个负责协商的部门来找企业谈这些事啊？ 

海淀区总工会：嗯，这个您说的这些问题，我真是暂时性给您回答不了。 

ＣＬＢ: 因为这个协商有常态性协商… 

海淀区总工会：您说是启动一个紧急协商是吧？ 

ＣＬＢ: 对。 

海淀区总工会：因为就是按照固定的协商，我们都是保质保量全部完成了。然后紧急协商的话，

应该会是会有，但是，就是我所负责的这些里面是不包含您所说的那些。 

ＣＬＢ: 咱们区工会这边对这些快递员，保安员，送餐员，医院护工什么，还有环卫工，就是

说，对这一些人现在在疫情期间紧急的协商需求，那咱们工会是不是由这个协商部门管啊？ 

海淀区总工会：你说的这个协商，协商它只是那些条款。 

ＣＬＢ: 对，就是有常态协商啊，像你刚才提到的这种每年一协商啊，两年一协商啊什么的，

但是也有这种紧急情况下，像现在疫情发生的这么紧急，有些事情需要协商的，也不是说老板

就自动就可以做了，或者发个通知就行了，还是需要协商的。就是说这种紧急协商，你们区工

会这边是哪个部门做啊？ 

海淀区总工会：我们都是，就是都是电话，然后微信，然后 qq网络，都是以这种的形式去跟企

业取得联系，但是我们，现在这种疫情很严重的，我们肯定不会说，去跟企业面对面地去沟通

这些事情，也不会说去开大会什么的。然后这些我们都是有，就是我所负责的这些企业，然后

我全都是，因为我们有微信和微信群，还有这些 qq群、还有电话，我们已经全部都已经整体缕

了一遍，就是我们这些下达的命令，就是所有的都要跟企业挨个去沟通。就是您所说的这个是，

必须要去企业走访吗？现在没办法吧？ 

ＣＬＢ:   所以那，这段时间你们已经就……当然，这个疫情期间最好别出去，别走访了。 

海淀区总工会：所以说，您所说的这个，我们肯定我暂时，就是每家企业都去走访，人家也不

接待，而且现在也都是放…就是现在不都是国家要求在家办公嘛，网上办公嘛，所以即使我们

想去，人家也不会接待我们的，所以我们都是… 

ＣＬＢ:   但是你们也不应该去啊，这个防疫期间也应该…就是现在这个网络啊什么这些，微

信语音还有电话，至少电话，开个电话会是可以的吧？ 

海淀区总工会：对，这些我们全都已经做完了。 

ＣＬＢ:  所以你负责的这一片，就是你跟这些相关的公司已经开了这种电话会，就是提醒了他

们啦？ 



海淀区总工会：对，然后问他们那个，就像您说的，就是我所负责的这些企业，我下属的这些

企业，然后我是挨个，我们有个微信群，群里面沟通完了之后，然后又个别的单独地发的微信，

就是整体的一套都已经做完了。然后就是目前没有您所说的这些…因为我不是负责您刚才所说

的就是什么环卫工啊医院这一片的。所以您所说的这个，暂时是没有人跟我反应。为什么我说

想记一下您的联系电话，然后我说要不然让专门您所说的这个几条几条的（人跟您联系），因

为都分出去了，每个老师都负责一块。 

ＣＬＢ:   哦，那您负责联系的这些公司都是哪一类公司啊？是国企呢？还是私营企业呢？ 

海淀区总工会：啊，都有，都有，然后就那种，都是企业型的。 

ＣＬＢ:  都是什么行业的？ 

海淀区总工会：但是他们现在都已经放假了。 

ＣＬＢ:  都是什么行业呢？ 

海淀区总工会：行业就是那种公司吧，就是比如做 IT的这些。 

ＣＬＢ:  哦对，你们海淀这边 IT比较多。 

海淀区总工会：对。 

ＣＬＢ:  那像那个医院护工什么的，这个其实是最危险的，他们整天处理那些医疗的废物之类

的，那这些你们海淀区工会是哪个部门管呢？ 

海淀区总工会：您说的是，只是指协商的这个问题是吗？ 

ＣＬＢ: 对，就是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找这个跟医院方面进行联系电话什么的。 

海淀区总工会：没事儿，您说吧，就那个医院护工还有什么？我挨个给您去找。 

ＣＬＢ:  医院的护工，还有环卫工。 

海淀区总工会：环卫工。 

ＣＬＢ:   还有保安员、快递员。 

海淀区总工会：保安，你稍等啊，保安员，快递员。 

ＣＬＢ:  还有送餐员。 

海淀区总工会：送餐员。 

ＣＬＢ:  还有就是像酒店服务员。 

海淀区总工会：稍等，酒店服务员。 

ＣＬＢ:  对，这些都是在疫情期间比较… 

海淀区总工会：我知道，就是一线职工嘛。 

ＣＬＢ:  对，就是接触人比较多的这种。 

海淀区总工会：嗯，还有吗？ 

ＣＬＢ:  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这些了。 



海淀区总工会：啊，没事，没事，然后就是在疫情期间，有没有跟他们启动一个紧急的协商，

是吧？是这个意思是吗？ 

ＣＬＢ:  对，就是确保这些工人他们是安全的，能有足够的防护这种的，或者是，有推迟这个

开工啊什么之类的。 

海淀区总工会：嗯，嗯，稍等。还得麻烦您帮我说一下您哪个部门，我现在得拿笔记一下。 

ＣＬＢ:  我姓韩，我叫韩东方。 

海淀区总工会：啊，稍等。然后您的那个工作单位，刚才您说的叫？ 

ＣＬＢ:  中国劳工通讯。 

海淀区总工会：嗯，稍等啊，那个你的电话？ 

ＣＬＢ:  我的电话，区号是 852。 

海淀区总工会：852，嗯。 

ＣＬＢ:  然后我电话是 27802187。 

海淀区总工会：啊，刚才您说，您是从哪儿找到我们这个集体协商办公室的电话的？官网上是

吗？ 

ＣＬＢ:  哎哟，说心里话还真的是很难找，在你们的网上，好象你们有各部门的分工什么之类

的，机构的这个，但是呢，每一个部门的下面都没有电话号码，没有联系方法。所以，找了半

天才找到的，这个挺不容易的。还有，那你们工会工作人员的防护，比如说口罩啊，消毒洗手

液什么之类的，充足不充足啊？ 

海淀区总工会：呃，都是先紧着一线的，我们那个要是在办公室值守的，可能就是都也发，但

是先紧着一线的人员先发，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一线人员，全都在街道值岗，全都是暴露在外

面的。 

ＣＬＢ:  一线的意思就是在职工服务中心那边，还是什么啊？ 

海淀区总工会：就是在社区，各个社区，全都是外边。不是每一个社区外边都有那个，就是什

么测体温啊，然后登记报告啊这些，然后整个社区去检查的这些人员。 

ＣＬＢ:  那所以这等于是，（为了）弥补去社区的人员不足，工会就也派人参加到社区的这种

检查去了？ 

海淀区总工会：就我们，疫情期间工会的所有人员全部上岗。 

ＣＬＢ:  那你们春节期间也有上岗吗？ 

海淀区总工会：就是疫情，就是在国家启动紧急机制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全部取消休假了，全

部上岗。 

ＣＬＢ:  但是你们自己也要保护好自己啊。 

海淀区总工会：我知道，这是肯定的。 



ＣＬＢ:  ：病毒这种事，当然在外面，在一线的，碰到的机会会大一点，但在办公室里面也是。

你们应该有要求在办公室也要戴口罩吧。 

海淀区总工会：恩，有要求啊，因为我们会走到楼道里，可能会碰到其它办公室的人员。 

ＣＬＢ: 对对，这个我在你们网站上也看到，就是说你们这儿发了一个通知，就是要求各级工

会要为单位职工配发相关的防护消毒用品，这个说的指的是咱们工会内部的职工呢？还是到各

个街道社区去发放这些消毒用品啊？ 

海淀区总工会：是这样的，因为您说的这些啊，网站上发布的这些东西啊，它都是每个部门负

责一片的，因为它有很多个办公室，很多办公室它负责的都是不一样的。您就比如说，有权益

部的，有像我们集体协商的，然后有那个帮扶中心的，它全都是属于工会下边的，分管的办公

室。但是您要是说，所有的问题都咨询我一个人，我可能真的给您解答不了。 

ＣＬＢ:  没有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因为现在疫情这么紧张，就是说，也是希望

能打个电话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这儿能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在网上有一个叫“时

代前进”的一个微信公众号，他们转发了一个叫“北京口罩环卫工项目组”，这个项目组呢，

就呼吁大家向环卫工自发捐防疫物资、什么口罩啊、消毒洗手液啊。就是说，你们工会，对这

一类的来自民间自发的这种行动，特别是关注咱们环卫工的这种民间的行动，是不是有了解啊？ 

海淀区总工会：这样吧，我让分管的那个负责人给您回电话吧，您看行吗？ 

ＣＬＢ:  当然行，当然行，好的。 

海淀区总工会：因为您说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就是按照上级给我们下发的命令，我们就是，

你是哪个岗位的，你就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保护好自己保护好他人，把你的岗位的工作

做好。然后，就其它岗位的有其它的工作人员，但就您所说的这些，可能涉及整体的、整个工

会的全方面的一个问题。对，如果我要是工会的一个负责全方面的领导，我可能就全都给您解

答了。但是我只是负责我自己那一片工作的，我可能真的… 

ＣＬＢ:  明白，明白，这个各就其位嘛。不过，我也不太想在这么忙的时候给大家添乱。如果

要是你们相关部门的同事，如果要是没时间回电话，也没关系。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

“时代前进”这个微信公众号啊，他们发的这个东西真的是不错。如果你们相关的领导或者是

同事，能到这个微信公众号，去跟他们有一个沟通啊，甚至协作…比如说，他们给这个环卫工，

专门给环卫工捐口罩，这个如果咱们工会的相关部门要是能跟这些民间的这些行动能够结合起

来…我觉得是，咱们的工会改革啊，或者在防疫过程中，以防疫做为一个契机，推动工会改革，

这是挺好的一个机会。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想的太多啊？ 

海淀区总工会：您说的这些啊，有可能我们上级的领导都已经（做了）…因为我们整个上级的

领导全都已经下基层、下一线了，然后他们可能就是…您所说的这些，他们可能已经正在做，



有可能还没有，就是做完还没有公布出来，或者说是消息还没有发出来。但您所说的这些，我

认为就是整个工会都是在进行的。 

ＣＬＢ:  对，如果可以的话，比如说开始一个北京工会、或者“东城区工会口罩行动”什么之

类的。就是说，能带出一种行动的，就是应对现状的、紧急的这种。咱们工会是一个现实当中

的，不是总是发发通知啊什么，搞这些东西。也不只是等着政府的行政命令或者这种通知来做

事，而是工会有这种自己的一些启动的东西。像这些人家民间已经启动了这种“北京口罩环卫

工项目”，比如说咱们工会可不可以有个“东城区工会口罩”，“保安员、快递员八大群体”

的项目，这种的就是更接近现实的这种，更有行动性的这种。我只是，当然这么远的距离，我

们在香港也没有感受到这么强烈的这种，但是那种气氛还是能感受到的。 

海淀区总工会：就是您，就是从网上得到的这些消息，然后就感觉工会做的力度是有点薄弱的，

是吧？ 

ＣＬＢ:   没有，不是，我不是说你们薄弱，我不是来找茬来批评的。我只是打来电话，就是

把我知道的这些做一些分享。比如说像民间的这种行动，北京口罩这种的。当然还有我们在香

港，像医护工作者他们组工会，要求政府封关，就是暂时在疫情期间封关，这样减少交叉感染。

那么香港政府一开始没有答应，那他们就居然用罢工的形式来给政府施压……当然我不是说，

让咱们工会，东城区工会也来罢工啊。 

海淀区总工会：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您期望看到我们有所行动，但是其实我们已经在行动，

然后只不过就是，可能没有发布的那么及时，或者说就是体现自己，就是像您所说的这个。因

为这些我觉得应该都是有，因为我们有些微信公众号，我都已经看到了。只不过就是，可能您

所获得的渠道，可能是跟我们所获得的渠道不一样。 

ＣＬＢ:  咱们网站上最后的发布好像是… 

海淀区总工会：您这样吧，我让那个，您所说的网站是海淀区工会的官网，是吗？ 

ＣＬＢ:  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最后发布的好像是 2月 2日的，就是也好像没有太多更新。

不过，在这种忙的时候，最主要是防疫了。 

海淀区总工会：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大家全都，因为领导都冲在一线了。我是昨天还是前天，我

才看到，我们那个微信里面有一大长条，就已经看到所有的领导全都在一线。我不知道您所说

的那个，跟我看到的那个，是不是一个的。您这样吧，我让那个专门负责能给您解答问题的领

导，因为我这个职位真的太低了…您找了一个最低最低职位的、就根本没有职位的人，给您解

答这些问题。因为我怕我给您说不好，而且我所了解的、我所获得的消息，也都是从网上获得

的。工会内部核心的问题，在我们这个基层，就是在我们这个一线员工，您明白吧…… 

ＣＬＢ:  明白，明白。 



海淀区总工会：我们有可能也是了解的，就是整个工会在做什么，整个工会的动向、动态，还

有他们的走向，还有领导的思想，和领导下一步想怎么去针对这些疫情，怎么去解决问题，有

什么新的想法这些，真的，不会说第一时间通知到基层一线的职工的。我们可能就会，领导有

些什么东西，会发布到命令到我们身上，我们只要去执行命令。而且您说的这些，可能就是在

我们这种一线一层的职工，我们可以去倡议，可以去跟领导去提意见和建议。但是我们，我认

为啊，还是让一个更带有专业性的人员来给您回答这些问题比较好。因为您所说的这些，我真

的是，有些问题给您解答不了，因为我太基层了。 

ＣＬＢ:  明白，明白，你贵姓啊？ 

海淀区总工会：这样吧，我让相关人员来给您回个电话好吧？ 

ＣＬＢ:  行，好的，不好意思打扰啊，就是说，如果要是相关的人员要是没时间或者什么，我

也不要添乱。请你如果要是，能把“北京口罩环卫工项目组”这个微信群这个事，能给他们转

达一下，如果咱们工会能… 

海淀区总工会：我马上转达，我现在…我挂了您的电话我马上就可以给您转达，好吗？ 

ＣＬＢ:  好的，好的，我绝不想添乱，所以不回我的电话也没关系，好吧？ 

海淀区总工会：我明白您的意思，您说的这个不是给我们添乱，是给我们提了一个特别好的建

议和意见。 

ＣＬＢ:  那行，好的。 

海淀区总工会：我们应该是，我挺感谢您的，您给打这次电话。 

ＣＬＢ:  谢谢。 

海淀区总工会：我现在马上去给我们领导去沟通这个问题，好吧。 

ＣＬＢ:  好的，多谢了，再见，保重啊。 

海淀区总工会：好的，谢谢你，再见。 

 

  
 

 

第二通电话：东城区总工会网络部 

 

东城区总工会：你好，工会。 

 

ＣＬＢ: 喂，是东城区工会吗？ 

 

东城区总工会：是，您哪里？ 

 



ＣＬＢ: 你好，我姓韩，我叫韩东方，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就是我在网上看到一个

报告，就是说有些志愿者在咱们北京，春节期间在街上访谈了环卫工人，而且说是环卫工人的

防疫防护用品不足，想问一下咱们区工会有没有参与这个访谈工作呢？ 

 

东城区总工会：没有。 

 

ＣＬＢ: 没有啊？ 

 

东城区总工会：嗯。 

 

ＣＬＢ: 那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份报告啊？ 

 

东城区总工会：您什么事？ 

 

ＣＬＢ: 啊？ 

 

东城区总工会：您什么事？ 

 

ＣＬＢ: 就是想问一下，我以为这个报告咱们工会有参与。 

 

东城区总工会：市总，是市总工会。 

 

ＣＬＢ: 不是，这是说的是一些志愿者啊，就是在… 

 

东城区总工会：是市总工会参与采访报导。 

 

ＣＬＢ: 那我想说，那你们没看过这份报告啊？ 

 

东城区总工会：呵呵－－您什么事，您说您什么事？ 

 

ＣＬＢ: 因为这份报道里面说呢，就是有几个区，环卫工的防疫防护用品发放的不够，其中就

包括咱们东城区的这个环卫工。就是说，甚至没有足够的口罩。那我想知道，咱们东城区这边

的工会有没有了解到这个情况呢？就是本区的环卫工人没有足够的防疫呢？ 

 

东城区总工会：不光是环卫工，不光是环卫工。 

 

ＣＬＢ: 还有哪些呢？ 

 

东城区总工会：所有人都买不到口罩。包括我们在社区工作的那些人。我们都在社区，我们都

在社区值班。不光是环卫工人，环卫工人可能是在一线，我们都在社区站岗，我们都没有口

罩，都买不到。 

 



ＣＬＢ: 那工会有没有对这个特定的，就是特别危险的，像环卫工啊、医院的护工和清洁工，

对这些特定的最危险的人群，做一些这方面的了解呢？ 

 

东城区总工会：首先啊这个事儿，我不是我们单位的新闻发言人，这些东西如果您是以官方

的，刚才您说您是从劳工什么报打过来的，那我想您可能是官方渠道，那麻烦您打一下

67111821，他是我们办公室的，应该会有专人回答你的这个问题。 

 

ＣＬＢ: 哦，您这是什么部门啊？ 

 

东城区总工会：网络部。 

 

ＣＬＢ: 网络部？那这些信息都是从网络来的啊，就是说你们在网络上没有…… 

 

东城区总工会：我没法回答你，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可以看到这些东西，我也跟您说，我们

也买不到口罩，区工会就是我们是一级政府，我们也买不到口罩。 

 

ＣＬＢ: 哦，这个我看到另外一个啊，就是我想你们也应该可以看得到吧，就是说，有一个叫

“北京口罩环卫工项目组”的这么一个，由志愿者组织的…… 

 

东城区总工会：我们没看到。 

 

ＣＬＢ: 没看到啊？ 

 

东城区总工会：没看到。 

 

ＣＬＢ: 他们说他们从土耳其联系到了 300 多万个口罩，然后说是三块多一个，然后在筹款，

在从那儿弄来口罩。那你们，咱们区工会是不是也可以从这些地方…… 

 

东城区总工会：不好意思打断您，刚才还是那意思，您如果这些相关还有其它问题的话，麻烦

您打那个电话，好吗？谢谢您的支持。 

 

ＣＬＢ: 就是你们这个网络部，是不是能就这些信息做一些协调，在内部做一些转达呢？喂？ 

 

东城区总工会：您到现在都没有跟我说，您到底打这个电话是什么意思？您一直在问我，你看

没看见过一个报道，看没看见过什么，我们看见了，又怎么样？然后关键就是，您说的那个，

土耳其的那个，我们真的没看到过。 

 

ＣＬＢ: 对不起，我不是来找麻烦的。我只是想了解一下，现在疫情这么紧张、来势汹汹，咱

们工会的这个角色，就是说工会可以怎么样发挥主观能动，多走几步？ 

 

东城区总工会：我不是说您在找麻烦，还是这个意思，我们都按照，我们组织上有要求，我们

不能对外答复您的任何东西。刚才我说的这些东西，有可能只能代表我王燕，我自己一个人的



意见，我不能代表区总工会。如果您继续地在问，你们区总工会怎么怎么着，会不会有相应的

措施什么的，我没有这个权力答复你，您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ＣＬＢ: 明白。 

 

东城区总工会：你打那个电话，他们是办公室，他们会有官方的渠道答复您。就我们自己每一

个小的公务人员来说，没有资格去回答您的问题，是这个意思。 

 

ＣＬＢ: 哦，那行，希望你也不要误会，我不是来为难你们。 

 

东城区总工会：不是误会，就您提的问题，我们也很难受。我们每天去社区，我们接触有高度

疑似的，甚至有家里家人确诊的那种家庭，他们是隔离的，我们要去值守。我们都是自己的口

罩。 

 

ＣＬＢ: 啊！工会这边没发口罩啊？ 

 

东城区总工会：（笑）还是那个意思，上哪儿去买？我们能买的资源很有限，就是那种普通的

医用口罩，我们能发个一两个就不错了。 

 

ＣＬＢ: 哎呀！那就算我给你分享一个资料、这个信息啊，就是连志愿者他们都可以发现，在

土耳其原来是可以买到口罩的。咱们工会毕竟有一个体制上的资源优势，这些都，咱们工会不

是更应该可以发现这些信息吗？ 

 

东城区总工会：（笑）并没有，就算是工会，我们也是党领导的工会，好吧？只能跟您说到这

儿了。谢谢你的分享，回头我们只能个人渠道再去看看。谢谢啊。 

 

ＣＬＢ: 好的，那出去的时候自己保护好自己啊。 

 

东城区总工会：谢谢啊，再见。 

 

ＣＬＢ: 再见。 

 

 

 

第三通电话：北京东城区总工会办公室 

 

东城区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 请问是东城区总工会吗？ 

 

东城区总工会：是的，你是哪里？ 

 



ＣＬＢ: 你好，我姓韩，我叫韩东方，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东城区总工会：您好，什么事啊？ 

 

ＣＬＢ: 就是在网上看到有一个访谈报告，就是一些志愿者在街上访谈环卫工，其中也访谈了

咱们东城区的环卫工，就是说咱们东城区这边的环卫工，口罩啊、洗手液这类的防疫用品不

够。想问一下咱们区工会有没有了解到这个情况啊？ 

 

东城区总工会：呃，您说的我还不是很了解。 

 

ＣＬＢ: 哦，这个是在网上，有一个叫“时代前进”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发的一个这个信息，

就是说有几十个志愿者在北京市各区有调查，咱们东城区属于是情况不是太好的。那咱们工会

没有做这类的调查吗？ 

 

东城区总工会：啊，应该是暂时没有。 

 

ＣＬＢ: 哦，那在咱们的网站上，我打电话之前啊看了一下网站，说是春节前，咱们区总的领

导慰问了节日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这个非公企业的一线职工，那有没有慰问环卫工人呢？ 

 

东城区总工会：有有有。 

 

ＣＬＢ: 那有没有向环卫工了解他们的口罩啊、洗手液啊什么防疫的用品，没顺手了解一下

吗？ 

 

东城区总工会：这个，因为去慰问的不是……我没有跟着领导去慰问，具体的情况我不是很了

解，您是想采访还是想做什么啊？ 

 

ＣＬＢ: 就是想了解，因为现在疫情这么紧张、这么严重，相对于这些志愿者来说，咱们工会

其实是有很多体制上的一些资源。那想了解一下，工会有没有充分用好自己的这个体制资源

啊？ 

 

东城区总工会：我们工会在，您说的这个疫情发生之前的那会，春节前的走访慰问，应该不是

专门针对这个疫情防控的一个慰问。按照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之后呢，我们工会对环卫工人也是

有慰问的。但是具体像您说的这么详细的这个情况，我这边不是很了解。 

 

ＣＬＢ: 就是说疫情发生之后，工会也有去找过环卫工人慰问？ 

 

东城区总工会：也有慰问。也对环卫工人有慰问，但是具体情况我这边不太掌握。 

 

ＣＬＢ: 那慰问……疫情发生之后，对环卫工的慰问，按说应该是聚焦在防护啊、防疫用品这

方面吧？要不的话这不就是…… 

 



东城区总工会：（笑）但是您说的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现在也是资源都比较紧缺的一个情

况。具体是怎么开展慰问工作的，我这边不是特别了解。您需要进一步了解吗？还是？ 

 

ＣＬＢ: 哦，就是说，因为从那个微信公众号上，他们还转发了一个叫“北京口罩环卫工项目

组”的一个帖子，就是呼吁大家向环卫工人自发的捐赠口罩啊、洗手液啊什么之类的。那咱们

工会知道这个“北京口罩环卫工项目组”吗？ 

 

东城区总工会：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ＣＬＢ: 哦。 

 

东城区总工会：“北京环卫工口罩项目组”，它是一个公益组织还是什么啊？ 

 

ＣＬＢ: 就是一个民间自发的一些志愿者自发的这么一个… 

 

东城区总工会：NGO？也不算 NGO? 

 

ＣＬＢ: 对，他们有北京口罩，广东口罩，福州口罩，上海口罩，就是各个地方的这种民间自

发的。 

 

东城区总工会：临时性的？并不是说一个已经注册的那种组织？ 

 

ＣＬＢ: 对。这个防疫这种事可等不到注册啊，等注册，黄瓜菜都凉了。 

 

东城区总工会：那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也会第一时间再跟我们的领导汇报，然后具体的，您还

有别的想要问的吗？ 

 

ＣＬＢ: 主要是想分享一下这些信息啊。我以为咱们工会在，疫情已经到了这种程度，我以为

工会是，大家已经有了这一类的应急措施，象“北京口罩”…… 

 

东城区总工会：我们确实是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慰问方式，但是像你说的这些，我们可能也不太

了解，也特别感谢您给我们来电话，我们也进一步地再去了解。您说的是“北京口罩环卫工项

目组”？ 

 

ＣＬＢ: 对，我相信如果在百度上搜的话，应该可以搜得到的。 

 

东城区总工会：好的，我们再了解一下。 

 

ＣＬＢ: 那我也是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工会是不是可以主动找上门，比如说

在百度上搜到项目组，然后跟这个项目组、跟民间的这类自发行动合作，那这样可以把咱们工

会娘家人的关怀啊温暖啊，直接送到环卫工手里呢？ 

 



东城区总工会：啊，我把您这个信息也要跟领导汇报一下。您怎么称呼？ 

 

ＣＬＢ: 我免贵，姓韩，我叫韩东方。 

 

东城区总工会：韩东方。 

 

ＣＬＢ: 是中国劳工通讯。 

 

东城区总工会：中国劳工通讯，这是咱们哪里办的？ 

 

ＣＬＢ: 这个也是民间的一个独立机构。 

 

东城区总工会：啊，独立机构，您怎么称呼？ 

 

ＣＬＢ: 韩东方。 

 

东城区总工会：怎么写？ 

 

ＣＬＢ: 东南西北的东，方向的方。 

 

东城区总工会：啊，特别感谢您，给我们工会提这么宝贵的建议，我把这些都给我们领导汇

报。 

 

ＣＬＢ: 没有没有。还有另外一个啊，我看他们好像是，如果不是北京口罩行动，就是广州口

罩行动，他们说他们在土耳其发现了那边的导游，在地的导游发现有三百万个口罩，然后每个

口罩大概三块钱一个，所以他们在协调，能不能把这三百万个口罩给从土耳其买回来，然后给

环卫工发。那么咱们工会这边，是不是比这些自发的、临时凑起来的、这些自发志愿者，更有

体制优势，可以跳出中国。比如说，到土耳其、到印度、到巴基斯坦，是不是可以能协调这些

口罩回来呢？ 

 

东城区总工会：这个，现在口罩这个资源也是比较紧张的，应该也……咱们看，好多那个口罩

企业，现在已经由国家统一地运营了。它有一些统一的调配在里面。但是，具体是哪些部门在

做这个事，我们工会也是会具体去了解一下。像您说的环卫工人口罩比较缺这个事，我们也第

一时间反映给领导，再看看有什么别的途径也好，然后有什么方式，我们也可以尽到一份力

了，谢谢您。 

 

ＣＬＢ: 我意思就是，一方面是向领导反映、向上级反映、向政府反映，这是一回事啦，这个

涉及到舆情。那另外一个就是，工会可不可以发挥体制优势，就是主动往前多走一步。就是

说，不要等着领导，不要等着政府来给指示，然后自己就跑到……就像那个民间北京口罩这个

项目一样，跑到印度、跑到土耳其，都弄来了口罩了，咱们工会是不是也可以呢 ？ 

 



东城区总工会：这确实是非常有创新、比较高效的一个方式，也特别感谢您给我们提供这个信

息。您还有别的事吗？ 

 

ＣＬＢ: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咱们北京这边，大部分企业今天都已经开工了，是吧？ 

 

东城区总工会：我们没有，应该不是像你说的那么普遍开工。因为现在您看，公共交通上也没

有平常那么多人。 

 

ＣＬＢ: 那像比方说，有些行业，像零售啊，保安，快递，送餐，医院的护工，清洁，还有什

么餐厅酒店服务员等，这些行业，其实他们在春节期间也都没有停工，还在继续做呢。那咱们

工会有没有，比如说咱们东城区这边，区工会有没有及时地联络这些企业，在本区的，就跟他

们协商疫情期间的职工的工作安全呢？ 

 

东城区总工会：您说的是职工的安全生产这方面？ 

 

ＣＬＢ: 就是说防疫的安全啊，就是快递员，送餐员，保安员这类的，他们肯定节日期间、疫

情期间是上班的，对吧？ 

 

东城区总工会：呃…也是，也不是，应该不是全员上班。 

 

ＣＬＢ: 那像保安员也不能不上岗啊。就是说，是不是全员，就说是上岗的这些，那咱们工会

有没有跟这相关的保安、快递、送餐平台，展开协商。就是让企业保障上岗的员工安全啊，防

疫安全啊？ 

 

东城区总工会：这方面是我们应该有具体的部门做。具体是做到什么程度，怎么做的，我手上

不是很掌握。 

 

ＣＬＢ: 哦，因为我刚才打电话打到了网络工作部啊，他们说咱们这个电话，就是说

67111821这边会比较了解情况，所以我就打到这边了解。你们这边也不了解吗？ 

 

东城区总工会：我们这边有，像您说的安全生产，我们是有具体的业务部门的。然后呢，我这

边是办公室的，不是完全掌握他们的工作进度。如果您需要更多的那个什么的话，还得再去了

解。 

 

ＣＬＢ: 那找哪个部门了解啊？ 

 

东城区总工会：您这样，您给我留个联系方式，我问一下。 

 

ＣＬＢ: 你给我那个……也不麻烦你们，我不想在这儿添乱啊。就是我自己主动打过去，可能

会比较好一点，要不的话…… 

 

东城区总工会：啊，您不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 



 

ＣＬＢ: 我方便，但是你能不能也给我一个相关的了解的部门电话。 

 

东城区总工会：我们这个办公室电话，早晚现在是有人的。然后具体的部门，我得先问一下，

然后再跟您说。 

 

ＣＬＢ: 其实不要紧，你给我一个号码，我可以自己可以去找啊。我给你留一个我的号码好

吗？ 

 

东城区总工会：不是，我们单位啊，接受像您这样的媒体也好，采访，也是有纪律的。然后我

们需要通过请示，才能给您联系方式的。 

 

ＣＬＢ: 哦，这个疫情期间，大难当头，这应该是灵活掌握，应该是大家共同抗灾吧？ 

 

东城区总工会：灵活掌握也是要有纪律的，抗灾也不影响纪律存在，您说是不是？ 

 

ＣＬＢ: 啊，那个其实咱们这边办公室也应该知道，就是人社部关于放假期间，如果延长放假

的话，工资照发的这个事啊？ 

 

东城区总工会：不好意思，我这有点急事，领导找我，您方便给我留电话吗？还是？ 

 

ＣＬＢ: 可以可以，我电话区号是 852，我电话是 27802187。 

 

东城区总工会：852-27802187，好嘞，行，谢谢您来电。 

 

ＣＬＢ: 没有，不客气。 

 

东城区总工会：那就这样再见。 

 

ＣＬＢ: 好，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