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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3月 24 日，山东省东营市，胜利油田胜利动力机械有限公司拖欠社保 40
个月，员工集体维权 

——8通电话，致电给 2个地方总工会 

 

第一通电话：东营市总工会办公室 

ＣＬＢ：喂？ 

东营市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东营市总工会吗？ 

东营市总工会：哪里？ 

ＣＬＢ：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 

东营市总工会：哦。 

ＣＬＢ：就是想，你们这儿这个动力机械集团职工集体维权这个事儿啊，他们要求补

缴社保，你们工会有没有参与啊？ 

东营市总工会：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没有听说过。 

ＣＬＢ：啊？ 

东营市总工会：我们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情。 

ＣＬＢ：这闹得满城风雨，公安局，警察都出动了，你们工会不知道？ 

东营市总工会：没有，我们家里就有警察，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ＣＬＢ：所以那，动力集团，这个机械集团职工…… 

东营市总工会：您，您是什么意思啊？ 

ＣＬＢ：我就想问一下咱们工会有没有参与这个维权？ 

东营市总工会：我不是很清楚这个事情，没有。 

ＣＬＢ：工会没有参与啊，还是？ 

东营市总工会：不是，我不是很清楚。你要是想，你问一下维权的话，你打那个

8336878，你具体问一下。 

ＣＬＢ：8336878，这是什么部门呢？ 

东营市总工会：法工部。 

ＣＬＢ：请问您这个是什么部门啊？ 

东营市总工会：我们是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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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所以，办公室这边连听说都没有听说过他们职工维权的事儿？ 

东营市总工会：没有，没有，没有，不知道。 

ＣＬＢ：所以，那这个动力集团机械公司有没有工会呢？ 

东营市总工会：我不是很清楚这个单位，我就没听说过这个单位。可能是我孤陋寡闻

吧。 

ＣＬＢ：这个是胜利油田石油管理局下边的。 

东营市总工会：可能是油田那边的。嗯嗯，可能是油田那边的。 

ＣＬＢ：所以你们市总工会跟胜利油田那边没有交接吗？ 

东营市总工会：你具体问一下那边比较好。 

ＣＬＢ：哪边啊？ 

东营市总工会：油田那边的工会。 

ＣＬＢ：那您这有没有油田那边的工会电话呢？ 

东营市总工会：没有。没有。不好意思。 

ＣＬＢ：那现在不是，工会改革属地管理。你们这儿，他们这些员工住在东营市，你

们市总工会这边不会……？ 

东营市总工会：我们现在还没开始，还没开始就是您说的这种大改呢。 

ＣＬＢ：工会改革这边还没开始？ 

——电话被挂断—— 

 

第二通电话：胜利油田管理局 

——您拨打的电话无人接听—— 

（0546-8780114  胜利油田管理局，局内部的总机） 

 

第三通电话：东营市总工会法工部 

东营市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请问是东营市工会法工部吗？ 

东营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您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想了解你们有没有参与介入那个动

力机械集团职工集体维权这事儿啊，就是他们要求补缴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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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市总工会：哪个地方，动力什么？ 

ＣＬＢ：就是胜利油田，应该是胜利动力机械集团职工。他们有集体的维权。 

东营市总工会：那个胜利油田有单独的工会，他不属于我们市总工会管理啊。 

ＣＬＢ：你们东营市不是就是跟这个胜利油田管理局…… 

东营市总工会：胜利油田他是那个直属的，省总直属的工会，他属于大产业，他不属

于我们地方管理。 

ＣＬＢ：那他们那边工会跟你们这边工会有没有什么交流啊？ 

东营市总工会：没有，没有联系，没有过多的联系。 

ＣＬＢ：哎呦。那，我在网上查到的啊，就是说胜利油田石油管理局的工会主席韩

辉，是你们东营市的市常委啊。好像东营市和石油管理局应该有一定的相互的联系？ 

东营市总工会：对，我们是有一定的联系。我们属于属地的管理，有一部分。油田在

我们东营是不错，胜利油田的大部分产业在我们东营是不错。但是胜利油田有自己的

工会，有自己的工会组织。而且他是属于省属的大产业。跟我们市总工会没有隶属关

系的。 

ＣＬＢ：所以那，发生职工集体维权，在网上看到他们在微博上发的照片写道…… 

东营市总工会：他如果是油田的职工集体维权的话，这块应该是要，我们是不清楚

的，我们没有收到这方面的东西。他也不会到我们这边来，因为他油田是有工会的。 

ＣＬＢ：所以就算是这些工人维权找工会，也会是去找石油管理局工会？ 

东营市总工会：对，人家有油田工会，有胜利油田工会。 

ＣＬＢ：所以那你们东营市总工会是负责哪方面呢？ 

东营市总工会：我们是市里面其他的啊，其他的，包括我们自己的，所有我们市里的

职工啊，但油田就不属于我们管理啊，他是单独的不属于我们管的。 

ＣＬＢ：所以你们这法工部，就是维权的事就是归你们管，东营市这边的，除了油田

管理局的。 

东营市总工会：对，除了油田那一边的。市直属的，市里面的其他企业啊，小企业

啊，都是我们这里的。但是胜利油田它是单列出去的。 

ＣＬＢ：那像这边建筑啊，建筑工人啊，什么快递员啊，网约送餐员啊？ 

东营市总工会：这一块，他只要是加入了工会就是属于我们管理的。 

ＣＬＢ：那像，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快递员，网约送餐员，他们这边加入工会，是怎

么个入法？ 

东营市总工会：他们这个，我们这个他是属于企业的，得看他隶属于哪个企业。不管

是快递员也好，送餐员也好，他总是有企业的吧。他这个企业成立工会，工会组织入

到我们工会来，就属于我们管理，就是我们的工会会员。 



4 

 

ＣＬＢ：送餐员好像没有吧。比如说像什么“饿了么”什么 这些？ 

东营市总工会：对啊，他也是企业，“饿了么”也是企业。 

ＣＬＢ：但是，那“饿了么”的，如果是“饿了么”的送餐员，他们的待遇，他们要

加入工会，他们到哪里去加入工会啊？ 

东营市总工会：他如果加入了工会，他的待遇有问题，他都可以来我们这边来咨询。 

ＣＬＢ：那这些送餐员到哪里去加入工会啊，如果程序上？ 

东营市总工会：他们就是得通过企业，他们必须得通过他们自己的企业，才能成立工

会。 

ＣＬＢ：不是咱们工会这边……也就是一个送餐员要走进咱们东营市总工会，说我想

做工会会员，要加入工会，怎么，我们就告诉他，你去找你自己的企业加入工会，还

是什么？ 

东营市总工会：您是、到底是哪个单位啊？ 

ＣＬＢ：我是中国劳工通讯，我们是最近在跟进工会改革的一些进展的情况啊。 

东营市总工会：你稍微等一下啊，我让部长给你接电话啊。 

（对部长说：中国劳工什么……） 

——换人接电话—— 

东营市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喂，部长，您好，我是中国劳工通讯。 

东营市总工会：中国劳工通讯。你这个，你在什么地方注册？ 

ＣＬＢ：你说我这个中国劳工通讯在哪？ 

东营市总工会：对。你这个单位的驻地是在什么地方？ 

ＣＬＢ：我在香港。 

东营市总工会：哦，你在香港啊。 

ＣＬＢ：对对对。 

东营市总工会：有什么事？ 

ＣＬＢ：就是关于这个，刚才聊到，咱们这儿的快递员、送餐员加入工会的事。不是

工会改革，送餐员、快递员是八大员入会的重点之一吗？就是想了解一下咱们这儿的

送餐员、快递员加入工会的程序、还有进展。 

东营市总工会：你这个吧，我们这个部门不负责工会员工入会的问题。你要是找员工

入会的问题，你要打到别的部门去了，我们这儿不负责员工入会。 

ＣＬＢ：那你们这儿有没有组织部的电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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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市总工会：组织部的电话，我们不能……一般不向你这种，香港这个地方，我们

跟你们没联系。 

ＣＬＢ：咱们香港回归祖国，这个还这么见外不行吧。 

东营市总工会：那，你这个，你们香港了解这个有什么关系啊？ 

ＣＬＢ：咱们香港回归祖国，中国这个中港一家，这是我们这儿的，连小孩上学，在

学校都有中港一家的这个教育啊。这怎么…… 

东营市总工会：你这样，你这个联系不是不可以，香港它本身就是中国的，这个没什

么可非议的。但是有一点，你如果特别想了解这个东西，你可以以公函的形式，或者

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来协调协调。你要是这样来联系的话，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不回答

你。 

ＣＬＢ：那当然，当然。那这个什么啊，你们这儿工会改革，八大群体入会这个事儿

现在展开了吗？ 

东营市总工会：展开了啊。 

ＣＬＢ：那像快递员入会，他们……比如说我要是快递员。 

东营市总工会：我只能跟你说，现在的情况，八大员入会肯定是展开了的。但是我们

这个部室不是负责组织建设的，我们是只负责这个，“法律在身边”，法律援助的。

你可以了解了解别的部室去啊。就这样。 

ＣＬＢ：那你们这边法律援助有没有…… 

东营市总工会：那行啊，挂了。 

 

第四通电话 联通 114 电话导航 

（语音播放：“您好，中国联通 114 电话导航为您服务。宽带安装请按 6，查号请按
1，支票，火车票，酒店请按……请稍后”） 

ＣＬＢ：请问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电话有吗？ 

联通 114 电话导航：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请稍等。 

ＣＬＢ：好。 

联通 114 电话导航：正在为您查询，请稍等。 

ＣＬＢ：好，谢谢。 

联通 114 电话导航：您好，请记录，电话号码为 8553440。 

请记录电话号码为 8553440。 

 

第五通电话：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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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石油管理局工会吗？ 

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对。 

ＣＬＢ：您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哦。 

ＣＬＢ：就是想了解一下，你们这儿前不久有这个动力机械集团的职工集体维权，要

求补缴社保，你们工会这边有参与吗？ 

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啊，您给我们主任打电话吧，8552885。 

ＣＬＢ：8552885，请问主任怎么称呼啊？ 

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姓左，左右的左。左主任。 

ＣＬＢ：左，他叫什么呢，什么名字？ 

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左，左右的左，左主任。 

ＣＬＢ：好，请问男的女的啊？ 

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男的。 

ＣＬＢ：那我现在打电话的是什么部门啊？ 

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也是职工会，我这边是一个办公室。具体情况问他一下。 

ＣＬＢ：那左主任那边是办公室主任还是什么？ 

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对对。 

ＣＬＢ：那你这儿有没有工会的维权部啊，或者是组织部啊什么之类的？ 

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请稍等啊。我们的维权部是 8554125。 

ＣＬＢ：8554125，是负责维权的。 

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对。 

ＣＬＢ：那我找哪一位呢？ 

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你找李东涛，李主任。 

ＣＬＢ：李东涛？ 

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对。 

ＣＬＢ：好的，谢谢啊，再见。 

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好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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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通电话：胜利油田石油管理局工会维权部 

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喂。 

ＣＬＢ：喂，请问是工会维权部吗？ 

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你是哪里啊？ 

ＣＬＢ：你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请问李东涛主任在不在啊？ 

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他是 8554305。 

ＣＬＢ：这是他的直线电话是吧？ 

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对，现在这个工会信访这块是我负责。 

ＣＬＢ：那正好，找对人了。就是关于咱们这儿前不久这个，动力机械集团职工集体

维权要求补缴社保，这个事儿，你们工会有没有参与啊？ 

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哦，这个你得问他，因为我是这两天刚接手的。要不你问问

他 0546-8554305。 

ＣＬＢ：那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事儿呢？ 

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因为我是刚调过来的，刚接手，信访这块。之前可能是他处

理的。 

ＣＬＢ：哦，那这事儿应该，我看网上他们贴出来的，这些照片啊这些帖子什么的，

应该看起来，这些工人不会就这么就完了吧。那你接手也…… 

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因为我接手的时候，就是没有给我交接过这件事情，东涛部

长就在隔壁，你打电话问他就行。 

ＣＬＢ：行，好的，好的，谢谢啊。 

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0546-8554305 啊。 

ＣＬＢ：好好好，谢谢再见。 

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嗯。 

 

 

第七通电话：胜利油田石油管理局工会维权部李部长 

石油管理局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喂，请问李东涛主任在吗？ 

石油管理局工会：你哪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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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您好，我是中国劳工通讯。这个刚才那个信访说，我打这个电话您比较了解

情况。就是动力机械集团职工要求补缴社保这个事儿啊，你们工会有参与吗？ 

石油管理局工会：我们工会参与了啊。 

ＣＬＢ：参与了，那现在结果怎么样啊，有没有补齐社保呢？ 

石油管理局工会：结果，你还得问问社保中心吧，他们到底交没交。 

ＣＬＢ：社保中心？你说说这些员工交没交，还是单位交没交啊？ 

石油管理局工会：单位啊。现在，交社保哪有让个人交的啊，我们这边的社保不让

个人交。 

ＣＬＢ：现在职工是说单位没有给他们交，但是职工的那一份是交了的是吧，职工个

人的那一份？ 

石油管理局工会：这个情况得问他们厂里面。 

ＣＬＢ：那咱们工会这边呢，这边有没有代表这些职工跟企业或者是社保局去有所交

涉呢？ 

石油管理局工会：对不起，您这个问这些问题是需要干什么呢？ 

ＣＬＢ：哦，就是我想，也是根据这种案例来了解一下，咱们工会改革现在的，各地

工会改革的进程情况啊。特别是这个什么啊，叫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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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去年十月跟总工会讲话，特别提到这个。

那么，像遇到这种案例，咱们工会有没有及时站出来代表工人说话这个事。想知道咱

们这边，这些员工他们，没有社保，员工退休啊看病啊这些都很难办。那工会这边有

没有代表他们出面？ 

石油管理局工会：我们该做的工作都已经做了。我们也跟他们单位的领导协商过

了。他们单位的领导也应该是，给答复说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 

ＣＬＢ：就是动力集团的领导？ 

石油管理局工会：对。因为他是改制企业。他不归到我们胜利油田了。对，原来是

胜利油田，后期因为改制了，他们改制企业，只是在我们这儿代管。 

ＣＬＢ：那这些员工在帖子里讲，他们过去的党费工会会费都交给了石油管理局。我

相信，工会会费应该是交给咱们石油管理局的工会了是吧。所以现在，石油管理局的

工会是不是也应该有一定的责任？ 

石油管理局工会：他们的会费交得非常非常少，我们这近几年基本上没有收到他们

的会费、和工会的经费。而且他们本人，职工所交的会费基本都是交到他们单位，交

到他们胜利集团的，不用交到我们这里来的，明白吧。 

ＣＬＢ：那他们的以前的社保安排，是不是咱们石油管理局这边做的呢？是以前拖

欠，还是改制以后拖欠社保啊？ 

石油管理局工会：对啊，改制以后的，他现在的所有情况都是改制以后发生的。 



9 

 

ＣＬＢ：那咱们这边的工会有没有跟他们动力机械集团的工会有所联系，就是说怎么

样联合起来，跟他们一起把问题解决了呢？ 

石油管理局工会：这个问题我们都已经，跟他们沟通过很多遍了，他们单位解决不

了，这是实际问题，他们经营不善，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 

ＣＬＢ：那这个像…… 

石油管理局工会：你也知道工会也不是属于强制机构，我们只是协助。没有办法制

裁他。 

ＣＬＢ：那工会现在是差不多该做的事都已经做了？ 

石油管理局工会：对。 

ＣＬＢ：那比如说，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这些职工不能就这么，社保不能说就这么没

了。从工会这个角度说，有没有什么事还能再努力一下呢？ 

石油管理局工会：这个事儿我是无可奉告。我们这个问题已经是做到，我们自己能

够做到的都已经做到了。好吧？ 

ＣＬＢ：咱们这个习近平总书记不是说，“哪里职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

会就要站出来说话”，这个是不是还是…… 

石油管理局工会：我们该干的都干了，我们该说的都说了。他们这个企业不把我们

摆在眼里，我们有什么办法？ 

ＣＬＢ：所以说是企业不把工会当一回事？ 

石油管理局工会：对呀。 

ＣＬＢ：那这个企业不会这么大胆子吧？就是说工会毕竟是…… 

石油管理局工会：你以为呢。到基层单位这种事多了。你可以到他们厂里去采访一

下，去咨询一下。 

ＣＬＢ：所以这种，这还是集体企业吧，不是私营企业资本家这种吧？ 

石油管理局工会：改制了他们就应该是私营企业了。 

ＣＬＢ：所以私营企业，资本家就等于是那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社保不交，

而且工会出面谈判跟他们交涉，也可以不理了。 

石油管理局工会：哈，这个东西，你怎么，亲自体验一下你就会知道了。 

ＣＬＢ：那您这儿有没有这个动力机械集团工会的电话呢，或者他们有没有工会啊？ 

石油管理局工会：他们有工会。 

ＣＬＢ：那您给我他们工会的电话，我打过去问问行吗？ 

石油管理局工会：他们的办公室电话是 6080161。 

ＣＬＢ：6080161。这是办公室的，那负责维权的，或者是什么？ 



10 

 

石油管理局工会：他们工会一共两个人。 

ＣＬＢ：哦，工会一共两个人。 

石油管理局工会：对。 

ＣＬＢ：那现在这个动力机械集团，这个企业是属于东营市的呢，还是属于你们石油

管理局？ 

石油管理局工会：他这个不属于胜利石油管理局，他这个原胜利石油管理局的改制

企业，他现在应该是划归到地方政府管理的。 

ＣＬＢ：所以这动力集团企业有什么事的话，工会的联系应该是跟东营市总工会直接

挂钩去的，就是如果要是想寻求协助的话？ 

石油管理局工会：啊，他这个工会现在还在我们这，跟我们还有关系。这是改制企

业的党群关系，可能目前还在我们这边。 

ＣＬＢ：那如果这么说的话，咱们是不是就是说，从工会维权的时候，就是作为他们

动力机械集团的上级工会，如果这个企业工会无能为力的时候，上级工会是不是也有

一定的…… 

石油管理局工会：我们上级工会已经……我们上级工会也是出去了，也是跟他们协

商过了，也是跟他们下过通牒了。但是他们依然不顾……你有什么办法。我们也没有

行政权啊。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制裁他啊。 

ＣＬＢ：那咱们石油管理局工会这边，你们有没有比如说到省工会寻求协助呢？ 

石油管理局工会：省工会才不会管这个事情呢。他们一般都是要求属地管理，都要

求我们地方来管。 

ＣＬＢ：属地管理，你们地方工会已经使出浑身解数了，解决不了，人家企业老板根

本就不理你们。如果像上级工会求助，这不能以属地管理就撇开不管你吧。 

石油管理局工会：这个事儿怎么说呢，您去跟他们交流交流吧，好吧？ 

ＣＬＢ：这实在不行还能到全国总工会呢。这不能说，这国家这事，总得有个地方管

吧？这不能说，就到石油管理局就到此为止，就说没办法就没办法了吧。我好像不太

相信。 

石油管理局工会：您不相信是吧？ 

ＣＬＢ：我意思是说，可以找省总工会，省不行，还可以找全国总工会呢？这个咱们

石油管理局工会有没有往上面一下寻求这方面的协助呢？ 

石油管理局工会：哦，这个事情我就不太清楚了。 

ＣＬＢ：好的，那我到那边，动力机械集团工会那边再去问问吧。看看能了解到什么

情况。 

石油管理局工会：好。 

ＣＬＢ：那谢谢你了。请问您贵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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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管理局工会：免贵姓李。 

ＣＬＢ：李部长，谢谢了啊。 

石油管理局工会：别客气。再见。 

ＣＬＢ：好的，再见。 

 

第八通电话：动力集团机械工会 

拨打 6080161 

——对不起，被叫没有权限接听您的呼叫，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