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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月 31 日，广西省柳州市，碧桂园拖欠建筑工人工资，工人拉横幅
讨薪 

 

第一通电话：城中区总工会 

城中区总工会：喂？ 

CLB：喂您好，请问是城中区总工会吗？ 

城中区总工会：恩，你哪里？ 

CLB：你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那个碧桂园，有

建筑工人说他们被碧桂园克扣，然后拖欠工资的事情。我想打这个电话…… 

城中区总工会：碧桂园被克扣工资吗？ 

CLB：对。 

城中区总工会：他怎么不反映到我们这里啊？ 

CLB：就是工会不知道是吗？ 

城中区总工会：对呀，没有人反映啊。 

CLB：是这样的我在微博上看到的，就是工人他们发了微博，刚好在年前，1月

30号发的微博。1月 31号发的微博说是碧桂园他们克扣，然后拖欠他们的工资，

他们还拉了横幅。 

城中区总工会：这个事啊，我们这里还不太清楚。 

CLB：哦，工会不知道这个事情啊？ 

城中区总工会：你这样吧，你打到我们那个人社局那边吧，去问一下吧。我们这

里没接到任何的投诉啊。 

CLB：是这样的，我主要是还想了解一下工会在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这边的工作。 

城中区总工会：这样你打到 2094763，我们隔壁是有负责农民工工资这一块工作。 

CLB：2094763，这个是什么部门吗？ 

城中区总工会：这个也是我们工会专门负责农民工这一块工作的。你打到那里去

比较好一点，因为我们这边真是没有接到这个。你看他们有接到什么投诉什么的，

他们就可以给你回答。 

CLB：哦好的。你这个是办公室是吧？ 

城中区总工会：对，具体的业务部门你去问一下。 

CLB：好的，谢谢，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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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被叫没有权限接听您的呼叫，再见（重复数次）—— 

 

第二通电话：城中区总工会 

城中区总工会：您好，城中区总工会。 

CLB：您好，我刚刚打过电话，问那个碧桂园，农民工说是碧桂园拖欠他们工资

那个事情的，刚刚工作人员给我一个电话，说是专门负责处理…… 

城中区总工会：2094763。 

CLB：2094763是吗？ 

城中区总工会：对。 

CLB：但是我打过去两遍，说是对方没有权限接听我的电话，这什么意思啊？ 

城中区总工会：没有吧。 

（耳语：打过去，什么权限？） 

城中区总工会：你稍等啊，是通的啊，2094763 

CLB：2094763，那前面也是 0772是吧？ 

城中区总工会：对对对。 

CLB：OKOK，谢谢谢谢。再见。 

 

——对不起，被叫没有权限接听您的呼叫，再见（重复数次）—— 

 

第三通电话：城中区总工会 

城中区总工会：您好，城中区总工会。 

CLB：您好，您能给我一个就是区总工会法律维权部，或者说是工会组织部的电

话吗，就是负责工会组织的…… 

城中区总工会：就是那个电话啊，我们打得通啊。 

CLB：就 2094763？我不知道我的手机还是怎么回事。我在工会的网站上也看到这

个电话，但是我就是拨不通，一直提示我“被叫没有权限接听我的电话”真是奇

怪。 

城中区总工会：怎么会没有呢？我们刚用手机拨得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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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是吗，我也是用手机。 

城中区总工会：是啊，我们刚才就是用手机拨的啊，因为我们这个办公室就一个

电话，所以刚刚另外一个同事用手机拨了。 

CLB：那没关系。我就想问一下城中区。 

城中区总工会：你是哪里啊，我听你的电话是哪里的电话号码？ 

CLB：这是香港的电话。 

城中区总工会：啊？ 

CLB：这是香港的手机号码。 

城中区总工会：香港的手机号码？ 

CLB：对，没错。那我想问一下城中区有没有下属的法律维权部，或者是工会组

织部呢？ 

城中区总工会：工会组织部有啊，它不是，我们都是工会，不是部门的。 

CLB：我的意思是组织工人的…… 

城中区总工会：我们都是总工会，是没有这种具体的部门的。 

CLB：哦，没有具体部门。 

城中区总工会：是没有编制也没有领导的。我们总工会就是两个领导。 

CLB：就两个领导？ 

城中区总工会：他没有科室领导的，没有科室的，实际上。 

CLB：哦没有科室。那平时负责农民工的同事？ 

城中区总工会：我们有负责的同事，没有负责的领导的。 

CLB：那我要找负责的同事我应该打哪个电话呢？ 

城中区总工会：就是２０９４７６３啊。 

CLB：２０９４７６３啊。 

城中区总工会：但是据我所知哦，我们开会从来没有听，没有反映有碧桂园什么

的哦。具体可能你去问我们城中区人社局，因为他们具体管拖欠农民工工资的。 

CLB：哦哦，那我主要是想知道那个…… 

城中区总工会：我们开那么多次全会，全体部门的会，都没有听讲过。你讲的这

个问题应该是比较大的一个事，但是我们都没有听哪个同事接到这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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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哦，是吗？主要是我在微博上也看到视频，然后他们还拉了横幅，还发了

微博。 

城中区总工会：主要是没有反映到我们这里。可能是其他部门的人，可能是啊，

或者劳监去处理了。 

CLB：那工会没有接到这个事情，他们也没有找到工会是吧？ 

城中区总工会：没有。主要还是人社、劳监部门处理这个事情。 

CLB：那如果是工人遇到被欠薪的话，工人如果找到工会的话，工会怎么帮忙解

决呢？ 

城中区总工会：那我们也是协调处理啊，但是目前没有人反映啊。 

CLB：因为这个是年前，然后我在城中区…… 

城中区总工会：因为我们开过几次部门会嘛，也没有哪个部门反映过有这个事。 

CLB：哦哦哦，那我想问一下我们城中区有这种建筑工人的联合会吗？就是有建

筑工人的工会吗？ 

城中区总工会：应该有。 

CLB：应该有？ 

城中区总工会：他是单位的。哪个单位或者哪个公司成立工会嘛，应该有的。他

是不同的建筑公司嘛，成立工会应该有的。 

CLB：哦，就是没有建筑工人联合会，就是行业工会，有吗？ 

城中区总工会：这个行业，我们城中区这里没接过有建筑工会联合会。某个建筑

公司有工会，但是你讲行业工会就没有。 

CLB：那碧桂园这个公司有没有工会，这个能查到吗？ 

城中区总工会：所以我叫你问一下２０９４。 

CLB：嗯嗯，那行。 

城中区总工会：应该打得到的啊，我们全部我们用手机都打得到，怎么你手机就

打不到？ 

CLB：我不知道我的手机什么问题，没关系，我一会再换一个电话再问一下。那

我就想问一下组织建筑工人啊什么的，是都打这个电话呢，还是都打４７６３那

一个？ 

城中区总工会：不是啊，负责组织，你讲什么联合会，有没有成立工会，他们那

边知道。 

CLB：他们知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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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区总工会：他们那个办公室负责组建啊这一块。他们知道。 

CLB：恩，好的好的，我再打啊，我可能手机什么问题啊，我再打试试看。 

城中区总工会：好，那麻烦你啊。 

CLB：是，谢谢谢谢，拜拜。 

城中区总工会：好。 

 

 

第四通电话：柳州市总工会医疗部 

柳州市总工会：喂您好。 

CLB：喂您好，请问这是柳州市总工会吗？ 

柳州市总工会：对。 

CLB：您好，您这是哪个部门啊，我想找那个法律保障部。 

柳州市总工会：法律保障啊？ 

CLB：对，就是负责那个工人被欠薪维权的那个部门。 

柳州市总工会：工会，你打这个电话我都搞不清，你打一个，看打一个 282……

哎呀说实话我还不懂。你要找的这个电话，我要看一下怎么帮你找一下啊。 

CLB：是那个…… 

柳州市总工会：不是，这个不是一个部门的 

CLB：那我应该找哪个部门呢，就是农民工被欠薪……  

柳州市总工会：你等一下啊，我先帮你看一下嘛。 

CLB：好的好的。 

柳州市总工会：那这个吧，８８５０１０１。 

CLB：８８５０１０１。 

柳州市总工会：对。 

CLB：这个是什么电话呢？ 

柳州市总工会：就是这个是新的电话啊。 

CLB：0772—８８５０１０１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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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总工会：对。 

CLB：这个是那个部门呢？ 

柳州市总工会：刚才你不是讲要法律信访嘛，对不对。 

CLB：倒不是信访，不是信访，我是问工会怎么帮忙解决的，这个不是信访吧。 

柳州市总工会：那就是法律啊，法律信访啊，有什么事你可以咨询啊。 

CLB：哦那行，您这儿能帮我查一下城中区负责这一块的电话吗？ 

柳州市总工会：查不到的，查不到的。我怎么能查得到呢？我帮你找这个电话已

经可以了。你这个电话原来是不对外，你真的是。 

CLB：但是这个电话是打 114查到的…… 

柳州市总工会：那不知道那不知道。你可以了吗？我告诉你了，你就自己解决一

下嘛。 

CLB：恩，行，8850101是吧。 

柳州市总工会：嗯嗯。 

CLB：好，好，谢谢。 

 

 

第五通电话：柳州市总工会 

CLB：喂。 

柳州市总工会：喂您好。 

——（信号不清楚）—— 

 

第六通电话：柳州市总工会医疗部 

CLB：喂您好。 

柳州市总工会：喂？ 

CLB：喂您好，我刚才打电话过来，问那个柳州市总工会法律保障部的电话，但

是刚才给我的那个号码一直打不通啊。 

柳州市总工会：但我们的号码本上面就是这个电话哦。 

CLB：那您这儿有没有其他，比如说工会组建部的电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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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总工会：没有。 

CLB：那有没有其他的，就是负责法律事务的电话啊？柳州市总工会…… 

柳州市总工会：就是这个电话啊，我是从电话号码本给你的啊，你还要怀疑我，

没有办法了。 

CLB：但是这个号码打不通，打过去就是那个传真的声音。 

柳州市总工会：没有。打不通我也是没有办法了啊。我告诉你，你下了班去，你

电话里能讲得清楚吗，我觉得你也是的。好不好？ 

CLB：不是，那你能给我一个城中区总工会的电话号码吗？您这不是柳州市总工

会吗…… 

柳州市总工会：你查一下城中区总工会不就完了吗？也不知道你找哪个部门的。 

CLB：您这边不是同一个系统的吗，您能帮我查一下吗？ 

柳州市总工会：不同的不同的。 

CLB：哦，不同系统啊？ 

柳州市总工会：不同的不同的。 

CLB：但是都是工会的嘛，而且城中区不是属于柳州市总工会的吗，不是下属的

吗？ 

柳州市总工会：不是这样理解，不是这样理解的。 

CLB：那我要咨询这个问题我应该找谁呢，就是刚刚您那个电话打不通，有没有

其他电话号码我可以打的？ 

柳州市总工会：没，没有了。 

CLB：没有了，就刚刚那个电话吗？ 

柳州市总工会：嗯，对。 

CLB：嗯，好吧。那这个电话，我想问一下，您这个电话是负责什么的啊？ 

柳州市总工会：我这个是负责医疗的啊。 

CLB：负责医疗的电话啊？哎呀是这样啊。 

柳州市总工会：嗯。 

CLB：那行，好的好的，我再想想办法。 

柳州市总工会：嗯。 

CLB：好，谢谢您啊，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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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通电话：柳州市总工会办公室 

CLB：喂您好。 

柳州市总工会：喂您好。 

CLB：您好，是柳州市总工会吗？ 

柳州市总工会：是的。 

CLB：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年前柳州碧桂园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情，我想请

问就是应该打你们哪个部门的电话呢？ 

柳州市总工会：我们，找一下我们这边的社会联络部啊，我把电话给你。 

CLB：您好您好，是社会联络部吗，不是应该是维权部，或者是法律部吗？ 

柳州市总工会：我们现在法律部就在那边社会联络部了。 

CLB：哦好的好的。 

柳州市总工会：好的我把号码给您，２８３３８０１。 

CLB：２８３３８０１是，这个是柳州市总工会的社会联络部，对吧？ 

柳州市总工会：恩对。 

CLB：是，那您这儿能不能帮我查一下城中区总工会的电话，就是城中区总工会

负责这一块业务的电话？ 

柳州市总工会：您稍等一下。 

CLB：好的，谢谢。 

柳州市总工会：２８３９１０３。 

CLB：２８３９１０３是吗？ 

柳州市总工会：对。 

CLB：这是城中区总工会的哪个部门呢？ 

柳州市总工会：就是总工会的办公室电话。 

CLB：哦，办公室电话，好的好的，多谢。 

柳州市总工会：好。 

CLB：谢谢，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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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通电话：城中区总工会办公室 

城中区总工会：喂您好。 

CLB：喂您好，是城中区总工会吗？ 

城中区总工会：喂您好，哪位？ 

CLB：喂您好，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微博上看到，柳州碧桂园说是，年前的时候

说拖欠农民工工资，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事情，请问打这个电话可不可以？ 

城中区总工会：碧桂园是吗？ 

CLB：柳州碧桂园，拖欠农民工工资，就是工人发那个拉了横幅，然后还发了微

博，拍了视频，说是碧桂园拖欠他们的工资，克扣拖欠他们的工资。 

城中区总工会：碧桂园拖欠农民工工资？ 

CLB：对，对，年前。 

城中区总工会：这个事情目前我们没有接到这方面的举报或者投诉。 

CLB：就是工会还不太了解这个事情是吧？那好奇怪。是这样，因为我看工人…… 

城中区总工会：你这里是哪里？ 

CLB：这里是中国劳工通讯，我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 

城中区总工会：哦。 

CLB：对，就是我想问一下工会是怎么帮农民工讨薪的，尤其是年前这个建筑工

人被拖欠工资高发，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是做一个研究，看工会怎么帮工人。 

城中区总工会：首先我想了解一下您的信息渠道是哪里，然后能不能把这个相关

的信息渠道短信给我。 

CLB：我是在新浪微博看到的。 

城中区总工会：新浪微博是吧？ 

CLB：对对对。 

城中区总工会：因为据我所知，目前我们这边没有发生这个欠薪的情况。 

CLB：是这样的，因为我也在我们城中区总工会的那个网站上搜了。就是刚好那

段时间我们城中区总工会在碧桂园也做过暖流行动的活动。 

城中区总工会：对对。 

CLB：就算我们工会到了工地，工人也没有求助，是吗？ 

城中区总工会：对。我觉得这个信息是不是足够可靠，或者是足够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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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哦？ 

城中区总工会：因为碧桂园工地离我们不远，如果确实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是

有渠道向我们反映的。 

CLB：哦，是这样的。我是在新浪微博看到的啊，而且他还有视频，当然后来视

频被删掉了。当然这是工人这么讲的啦，就是这个信息没有反馈到工会就是了？ 

城中区总工会：对对对。因为这段时间我们城区也一直在狠抓这个防止出现农民

工欠薪啊，或者是导致农民工春节回家过年受到影响啊，这方面的一些工作。目

前是没有看到这个情况。 

CLB：那我看到就是，我是在城中区工会的网站看到，工会有参加企业欠薪情况。

就是年前的，春节前的联合执法之类的。就算这样，通通都不知道，就算有一系

列的活动，我们也没有接到碧桂园的信息是吧？ 

城中区总工会：对。 

CLB：那奇怪啊。那是这样，我们城中区工会帮助关于农民工，尤其是建筑工人

的维权，我们城中区工会有没有特别的举措，方法？有没有相关的政策？ 

城中区总工会：我们跟我们的劳动监察相关的部门都有联动。然后我们在日常中，

如果发现这样，其实我们会联系我们这边联系的律师进行介入，了解情况，看看

然后能从哪个角度帮他们解决现实面问题。 

CLB：律师这边是指仲裁啊诉讼什么的，对吗？ 

城中区总工会：因为我们这边，工会有聘有专门的相关律师，提供这方面的帮助。 

CLB：哦好。 

城中区总工会：因为你这个信息是春节前，为什么现在才来进行了解这个问题，

是不是这个时效有点太晚了？ 

CLB：有可能。因为刚好建筑工人要工资也是为了过年，但是因为是过年，过完

年了才看到这个信息。所以对，没有及时地看到这个。 

城中区总工会：有问题早就解决了。因为过年前是解决这个欠薪的工作压力最大

的一个时期。现在碧桂园现在看到好像已经开工了，根本应该已经不存在这方面

的一个问题了。 

CLB：对，现在是没有看到关于欠薪的最新消息了。这个是年前的。 

城中区总工会：嗯，可能是个别工人跟工头或者什么之间有矛盾啊，会不会通过

这种渠道来发挥，或许不足够来反映全面情况的这些信息。希望你们也能够足够

慎重地斟酌一下哈。 

CLB：是，是。那我们工会，就是我们城中区有没有建筑工人的工会呢，就是针

对建筑工人的工会，比如说吸引建筑工人加入工会啊，或者说组建建筑工人的工

会联合会之类的，我们城中区有没有做这些方面的工作？ 



11 

 

城中区总工会：这个建筑工人工会这边，对于一些具体的施工方，他如果是有意

愿的话，我们这里是接受他建立相关的工会组织的。 

CLB：就是要看企业自己的意愿，他如果想建立的话…… 

城中区总工会：因为很多的，在我们辖区内的一些建筑企业，例如是什么建筑多

少局啊，或者是铁建多少局啊，他们是内部是有工会的。 

CLB：国企内部有工会？ 

城中区总工会：嗯，他们是至上而下进行一个工会组织的管理的，不一定在我们

城区这里进行。 

CLB：就是企业内部的，不是在你们直辖的工会？ 

城中区总工会：对对对。 

CLB：那您知道这个碧桂园他有工会吗？这个公司看起来挺大的，全国那么多。

柳州的碧桂园有没有工会您知道吗？ 

城中区总工会：柳州的碧桂园有没有工会，现在可能我还要具体问一下我们分管

信息系统的人。 

CLB：哦是这样，您这里还不太清楚。 

城中区总工会：恩。 

CLB：那是这样，我们城中区有针对这个，因为我看城中区有开展工资集体协商

啊之类的也做得挺多的。那城中区有开展过建筑工人的工资集体协商吗？ 

城中区总工会：因为我们分管的条目比较细，建筑工人这一块，具体的我现在没

有掌握很详细的一个情况。 

CLB：嗯。那或者你这里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个其他部门的电话，我可以打过去了

解一下。因为我们其实主要是做研究，尤其现在都是，全总一直在说工会改革，

然后建筑工人入会啊，八大群体入会啊。然后我们是想研究一下。 

城中区总工会：这样吧，如果你需要详细的信息的话，你可以发函过来。 

CLB：发函是吧？ 

城中区总工会：对。 

CLB：发函到什么部门？ 

城中区总工会：然后如果你需要什么信息的话，我们可以根据我们部门了解的情

况提供给你们。好吧。 

CLB：那这样的话，还是程序比较复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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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区总工会：主要是这个你要需要信息可靠，然后足够可靠足够真实的话，那

也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像你从微博了解到了信息，从我这方面我就给你另外

一个角度的情况啦。对吧。 

CLB：那是是。其实我这方面，我要了解的是工会的工作，而不是碧桂园这个事

是真的还是假的。最重要的是，我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工会是具体是帮建筑工人

维权具体是怎么做的。 

城中区总工会：帮建筑工人维权。基本上我们的做法是，如果接到相关的投诉或

者维权的一个的要求，我们会邀请安排我们聘用的律师介入，了解他们的情况，

然后进行相关的一些指导，如果需要走法律程序我们也会提供一定的帮助。 

CLB：这个就是需要工人主动来找工会是吗？ 

城中区总工会：对。因为他日常工作当中发生的一些具体情况，如果他们不主动

反映的话，我们可能掌握不到那么细，因为毕竟在工地里面，单位内部的情况我

们也没办法实时地能够了解那些动态。 

CLB：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城中区工会宣传一下，因为比较知道找工会的建筑工人

可能会比较少，但是他们遇到问题呢…… 

城中区总工会：这个宣传我们平时也做得比较到位的。因为平常我们会到我们的

工地，包括像你说的我们平时送暖流，送清凉还有送温暖之类这些活动。我们每

次去我们都提供比较大量的宣传资料，还有维权手册，这些东西。如果他们确实

有需要的话，他们也是有信息和渠道找到我们的。 

CLB：哦，是这样啊。那就是发放这些宣传资料的时候，也会有吸引农民工来，

吸引建筑工人来加入工会的工作吗？ 

城中区总工会：对，我们也有入会咨询啊这方面的东西。 

CLB：关于农民工，如果他要了解的话，他可以拿着信息、初步信息来找工会，

工会会告诉他怎么入会。是这样吗？ 

城中区总工会：对对对。 

CLB：好，是这样啊。那就是组织建筑工人加入工会，工会有没有具体的部门负

责这个事情？ 

城中区总工会：有。 

CLB：您可以给我一个电话吗？ 

城中区总工会：你还是如果是确实有需要的话你还是发个函过来吧。因为我觉得

你问得问题比较全面，而且也比较细致。有些东西可能，因为我们这里的分工比

较多，我们城中区总工会对应有十个部门。 

CLB：哦，有十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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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区总工会：细分有十个具体的部门。因为一些工作有穿插，有交叉，或者是

一些个人对具体的问题的答复可能不太全面。如果是你以发函的形式来询问的话，

我们可能答复得你更加满意一点。 

CLB：好，那发函是？ 

城中区总工会：就像你问我的话，我可能也是掌握一部分信息，但是可能不够全

面回答你，可能也不足以让你满意吧。 

CLB：没有没有，您回答得已经非常详细了。就是我掌握到非常多有用的内容，

对我们的研究也非常有帮助。 

城中区总工会：哈哈。 

CLB：就是您这里暂时还不可以给我一个组织建筑工人入会的部门电话吗？ 

城中区总工会：嗯，您还是发函吧，好吧。 

CLB：好好好。所以你这里是办公室还是哪里？ 

城中区总工会：办公室对。 

CLB：办公室，行行。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城中区总工会网站上那个农民

工法律热线，是一直是通的吗？因为我打了好几次一直都打不通，就觉得很奇怪。  

城中区总工会：等一下我上我们网站，我看一下，我了解一下情况好吧？ 

CLB：好的好的，那谢谢您啊，再见。 

城中区总工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