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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月 5 日，广西省南宁市武鸣区，安宁淀粉公司倒闭，拖欠工人工
资 1年，工人集体抗议 

2019 年 1月 11 日，广西省南宁市，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拖欠工资，工人讨薪 

 

第一通电话：南宁市武鸣区总工会宣教部 

CLB：喂。 

武鸣区总工会：喂。 

CLB：请问是武鸣区总工会吗？ 

武鸣区总工会：对，你哪位？ 

CLB：您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就是想了解一下你们这儿武鸣区，

年前曾经发生过建筑工人集体在广西建工门口讨薪事件，你们武鸣区总工会有没

有参与解决呢？ 

武鸣区总工会：哦，不好意思这个不是我这个部门管的，所以不太了解啊。 

CLB：您这个是什么部门呢？ 

武鸣区总工会：我这个是宣教部的。 

CLB：宣教部的，那这样的事情是归哪个部门管呢？ 

武鸣区总工会：这个我不太清楚。你再了解一下，好吧？ 

CLB：好，跟谁了解呢？……喂？ 

武鸣区总工会：喂？ 

CLB：跟谁了解，跟哪个部门了解啊？ 

武鸣区总工会：嗯，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我们这边…… 

CLB：那你们这儿有没有负责农民工维权的部门呢？ 

武鸣区总工会：你是哪里的？ 

CLB：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武鸣区总工会：哦，你问一下我们的帮扶中心吧，好吗？我们有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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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帮扶中心，那帮扶中心电话多少呢？ 

武鸣区总工会：6216683。 

CLB：6216683。我找哪一位啊？ 

武鸣区总工会：麻烦你去，你打下去看看是谁接的吧，好吧？ 

CLB：好。那请问你们这宣教部不是应该对这样的事情应该是，掌握得比较清楚

吗？就是集体讨薪这种事件？ 

武鸣区总工会：不太清楚哦，因为这个，很多工作很多事情，有时候我们也不太

清楚，不太了解。 

CLB：那这个拖欠农民工工资，集体讨薪这种事件，也不是小事啊？ 

武鸣区总工会：麻烦你跟相关的部门了解一下，好吗？麻烦你。 

CLB：那你们宣教部如果媒体了解情况，不是应该你们宣教部比较了解吗？ 

武鸣区总工会：不是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能了解的，好吗。 

CLB：但这么大的事…… 

武鸣区总工会：如果说我们单位的其他部门没有参与的话，那我们也不好介入。 

CLB：哦。 

武鸣区总工会：麻烦你去问一下好吗？ 

CLB：哦请问你是咱们宣教部的负责人吗？ 

武鸣区总工会：不是。 

CLB：请问你怎么称呼，贵姓呢？ 

武鸣区总工会：额…… 

——电话被挂断—— 

 

第二通电话：武鸣区总工会帮扶中心 

武鸣区总工会：喂您好。 

CLB：喂您好，请问是武鸣区工会帮扶中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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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鸣区总工会：对，您是哪位呢？ 

CLB：您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就是想了解一下你们这，武鸣区

在年前曾经发生过，建筑工人在广西建工门口集体讨薪，那你们武鸣区总工会有

没有参与啊？ 

武鸣区总工会：这个的话你等一下哦，因为我…… 

（叫同事：接个电话） 

——（换人接电话）—— 

武鸣区总工会：喂您好。 

CLB：喂您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武鸣区总工会：好，你说，什么事？ 

CLB：就是关于你们这儿过年前，曾经发生过一起建筑工人集体在广西建工门口

讨薪，这个你们区总工会有没有参与这件事儿呢？ 

同事：区总工会啊？ 

同事：讨薪？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你是说是在哪个地方的事情？广西建工吗？ 

CLB：对，工人在微博上贴帖子，说是这项工程的基础设施已经完工了，但是公

司就无故给停工，而且停工了一年多了还不发工人工资，所以工人就集体去讨薪

了。这个你们工会没听说这件事吗？ 

武鸣区总工会：没听说啊。 

CLB：没听说啊？ 

武鸣区总工会：嗯。 

CLB：这个，他们在微博上贴的照片，还有那个什么啊，防暴警察还在现场。工

人们在那个广西建工，第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门口聚集。这个你们这么大的事情，

你们工会没了解这个情况啊？ 

武鸣区总工会：这个事应该是我们劳保部，劳动保护部管的吧，因为我们这边是

帮扶中心，我们只是管困难职工的。 

CLB：可是刚才我给宣教部打电话，宣教部的说是归你们帮扶中心来管，让我到

这里来了解情况。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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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鸣区总工会：我们帮扶中心只是负责管这个，困难职工，困难职工这一块啊，

没有管到职工讨薪这一块，职工讨薪的话应该是劳动保护部吧？ 

CLB：劳动保护部啊？ 

武鸣区总工会：对呀，法律保护，劳动保护部的。 

CLB：所以你们帮扶中心是负责做什么呢？ 

武鸣区总工会：困难职工管理啊。 

CLB：困难职工？ 

武鸣区总工会：嗯。困难职工。 

CLB：困难职工是哪一类的困难职工？那比如说这些工人被拖欠工资，当然生活

也会发生困难，是不是也……。 

武鸣区总工会：我们困难职工订了个标准，就是在人均收入这一块。也就是说如

果你说职工的话，他的权益保障，我们的管理的程度上是不一样的，标准。 

CLB：所以困难职工的意思就是，低收入，常态的低收入，所以给他们送温暖啊

什么啊这一类的。 

武鸣区总工会：对对对。生活救助。 

CLB：哦，那那个…… 

武鸣区总工会：因为我们困难职工的帮扶中心，就是管平时，给企业的一些困难

职工，也不一定是困难职工，就是给企业的职工送清凉啊，志愿服务活动啊，中

秋入学啊。也是这些活动这一块。至于你刚才说的农民工讨薪活动就不归我们管

了。你应该问的是劳动保护部，劳保部。 

CLB：也是你们工会的劳动保护部吗？ 

武鸣区总工会：对，是另外一个部门的。 

CLB：是你们武鸣区总工会的劳动保护部？ 

武鸣区总工会：嗯对。 

CLB：那请问您这有没有他们的电话呢？ 

武鸣区总工会：电话你等一下啊，我给你，稍等一下啊。 

CLB：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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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鸣区总工会：您记一下吧，６２１６２５２。 

CLB：６２１６２５２那个，我找哪一位啊？ 

武鸣区总工会：你就找秦部长吧？ 

CLB：秦部长啊？ 

武鸣区总工会：对，姓秦。 

CLB：秦部长是男士女士啊？ 

武鸣区总工会：女士。 

CLB：好，请问那你们武鸣区总工会有没有组织部啊？ 

武鸣区总工会：组织部，有啊。 

CLB：我想了解一下建筑工人入会的事，这不是八大群体入会，农民工是重点，

我想也找组织部了解一下情况。 

武鸣区总工会：组织部电话有啊，你稍等一下。 

CLB：好啊。谢谢。 

武鸣区总工会：组织部……你记一下，６２１９８９５。 

CLB：这个我找哪一位呢？ 

武鸣区总工会：你就找我们陆部长，女的。 

CLB：陆是？ 

武鸣区总工会：大陆的陆。 

CLB：陆部长。 

武鸣区总工会：嗯，她是我们组织部的部长。 

CLB：那谢谢你了，不好意思打扰你啊，我再去那边了解一下。 

武鸣区总工会：不客气，没事。 

CLB：再见。 

武鸣区总工会：好，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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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通电话：武鸣区总工会劳动保护部 

武鸣区总工会：喂您好。 

CLB：您好，请问是武鸣区总工会劳动保护部吗？ 

武鸣区总工会：啊。 

CLB：请问秦部长在不在啊？ 

武鸣区总工会：哦，她刚刚过领导办公室了，你待会再打过来吧。 

CLB：是这样啊，喂？ 

武鸣区总工会：哎。 

CLB：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就是关于你们这儿年前曾经发生建筑工人

集体在广西建工门口集体讨薪的事，你们武鸣区总工会劳动保护部有参与吗？ 

武鸣区总工会：建工讨薪的话，是秦部长负责的，可能她比较清楚一点。 

CLB：哦，那这个事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呢？ 

武鸣区总工会：是什么时候的？ 

CLB：就是年前啊，春节以前发生的。 

武鸣区总工会：年前啊，那时候我不在，我不太清楚。可能是她比较清楚一点。

待会你再打过来？ 

CLB：哦，那请问秦部长什么时候回来啊？ 

武鸣区总工会：她才刚刚过办公室领导，可能你过五分钟这样子吧。 

CLB：好，谢谢啊。 

武鸣区总工会：不用。 

CLB：再见。 

武鸣区总工会：好，再见。 

 

 

第四通电话：武鸣区总工会劳动保护部及保障工作部秦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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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鸣区总工会：您好。 

CLB：喂您好，请问是劳动保护部吗？ 

武鸣区总工会：对啊。 

CLB：请问秦部长回来了吗？ 

武鸣区总工会：是我，是我。 

CLB：您好，秦部长，我是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刚才打来电话你不在。 

武鸣区总工会：哦。 

CLB：就是想了解一下过年前，你们这儿曾经在广西建工，一建门口，有建筑工

人集体讨薪的事，你们劳动保护部有参与吗？ 

武鸣区总工会：啊这个，这不是，一建，在武鸣吗？ 

CLB：对，他们在门口，他们的工地是在武鸣啊。这个他们有拖欠工资，说是停

工，拖欠工资已经一年多了。你们有听说这个工程停工、拖欠工资这个事吗？ 

武鸣区总工会：我们倒没听说啊。 

CLB：没有啊？ 

武鸣区总工会：嗯。 

CLB：这个工人在微博里发了一个帖子，这里面有他们工人在广西一建门口聚集，

而且有那个防暴警察还出动了。他们在微博里说已经停工一年了，不发工资。所

以，我想这一年了，这么长的时间，工会应该多少也听说了一点吧？ 

武鸣区总工会：这个，可是真的没有哦。 

CLB：哦。所以，那你们劳动保护部是主要，是这一类的事件由你们管吗？ 

武鸣区总工会：我们劳动保护，就是第一安全生产，第二劳动竞赛，这个方面的。 

CLB：哦，那如果发生这种，无故停工，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停工吧，或者拖欠

工资，然后工人讨薪这种事，那应该归工会哪个部门管呢？ 

武鸣区总工会：也是保障工作部。 

CLB：保障工作部？ 

武鸣区总工会：对。 

CLB：所以是另外一个部门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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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鸣区总工会：嗯。 

CLB：那您这儿有保障工作部的电话吗？ 

武鸣区总工会：我本人也是分管保障工作部的。 

CLB：哦，您本人也分管保障工作部？ 

武鸣区总工会：分管两个部。 

CLB：所以，那保障工作部也没有听说这个事儿吗？ 

武鸣区总工会：保障工作部也没有听说这个一建工人的罢工讨薪，没有，没有这

个情况啊。 

CLB：他没有罢工啊，只是这个工程，公司方单方面停工，所以停工期间没发工

资。所以是这个情况，不是罢工啊。 

武鸣区总工会：哦，没听说啊。 

CLB：所以他们工人，看他们工人的帖子里还说，希望能为农民工做主的机构或

者人士能看到。那我想…… 

武鸣区总工会：既然这样的话，你看到那个帖子了吗？ 

CLB：对对对。他们说，希望有些机构能看到，能够为农民工做主。我想这个，

咱们工会是农民工的娘家人，所以，就打电话来问一下工会有没有看到这篇微博。 

武鸣区总工会：那你，我没有看到，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是不是能加个 Q还是

怎么样呢，把帖子发过来我们看一下，因为我们没看到。 

CLB：可以的啊，您的 QQ号是什么啊？ 

武鸣区总工会：397xxxxxx。 

CLB：397xxxxxx这个是您的工作 QQ吗？ 

武鸣区总工会：工作，生活，QQ都在一起啦。 

CLB：哎呀，那这个公私不分开，不是私人空间也被占据了？ 

武鸣区总工会：这个都没事，嘿嘿，因为总不能够用很多 QQ啊。 

CLB：那倒是。那工人说什么呀，他们在这个，都有一些上工考勤的正式记录，

说公司如果要是有异议的话，可以通过谈判协商来重新认定。那你说这种情况，

就是工人希望协商谈判的话，他们为什么没来找工会呢？ 



9 

 

武鸣区总工会：是啊。因为可能他，因为他这个是不是一个临时机构，到这里做

工呢？他的工会有没有？那个工程里面的工会有没有，也是个问题。第二就是说，

可能这些工程是不是一些小工程，然后他做完了就走咯，就走人了。 

CLB：不过这个广西建工他们应该不会承建小工程吧？ 

武鸣区总工会：广西建工是吧，我想，我就好好地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我到时候

我再反馈给你。 

CLB：行，好的。那还有几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像，如果平时发生工人欠薪的情

况，咱们工会一般来说会不会参与解决呢？ 

武鸣区总工会：参与。我们就是成立，县里面成立一个讨薪领导小组，让我们工

会作为小组成员之一，也参与开展的。 

CLB：这个讨薪工作领导小组是工会和…… 

武鸣区总工会：是工会和人社，还有方方面面的。 

CLB：所以那工会是讨薪工作小组的成员之一？ 

武鸣区总工会：对。 

CLB：那工会一般对发生这种欠薪的情况，是通过讨薪小组来参与呢，还是工会

自己也会参与进去呢？ 

武鸣区总工会：我们就是通过这方面的来参与。因为我们这里的话，也是一个，

现在刚刚成为一个区的单位。就是形成了一个武鸣区嘛。我们改成武鸣区了嘛。

所以现在的话，欠薪方面的话，在建筑领域，可能以前也少一些。至于现在开始

有一些大型工程的话，这两年也才刚刚开始。现在也不是什么，所以这方面比较

少一些。 

CLB：所以建筑工程拖欠工资的情况，在你们武鸣区不是很多？ 

武鸣区总工会：对。 

CLB：那你们这边通常什么的维权情况比较多呢？除了建筑？ 

武鸣区总工会：这个，除了建筑，通常就是一些务工的企业亏损啊，或者怎么样

啊，就形成一种欠薪。 

CLB：就是破产倒闭的企业发生这种支付困难。 

武鸣区总工会：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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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那那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关于你们这儿，武鸣区建筑工地上打工的这些建

筑工人，都有没有加入工会呢？ 

武鸣区总工会：因为工程方面就是说，我们建筑有啊，有建筑行业的，就是房地

产啊，他也属于是建筑行业的，所以都有。 

CLB：有？你说是有建筑行业工会？ 

武鸣区总工会：嗯。 

CLB：就是专门是建筑工人加入的工会？ 

武鸣区总工会：对。 

CLB：那如果是工地上干活的建筑工人想加入工会，一般来说是什么途径走什么

程序呢？ 

武鸣区总工会：这个途径程序就是，一般来说就是通过我们的发动之后，他们就

是组织部下去组建工会。 

CLB：是通过组织部下去组建的，所以那你们？ 

武鸣区总工会：对。组织部下去发动组建工会，后来就有了这方面的建筑工会了。 

CLB：哦。那你们这个，比如说工会组织部啊，或者劳动保护部啊，有没有定期

派出你们工会的工作人员到工地上去，直接组织工人入会呢？ 

武鸣区总工会：直接，我们没有直接组织工人，而是说通过建筑工会。 

CLB：通过建筑工会？ 

武鸣区总工会：嗯，通过他们来发动。 

CLB：建筑工会是区属的建筑行业工会？ 

武鸣区总工会：对。 

CLB：那像广西建工集团这样的大公司，或者是广西建工第一建设公司这种有没

有工会呢？ 

武鸣区总工会：这个，他应该有咯，这个是区级单位的工会喽。 

CLB：所以这个，其实前不久我也看到有一起，也是广西建工，也是一建的，发

生在玉林的集体讨薪事件。 

武鸣区总工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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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这个广西一建听起来好像名声不是很好啊，在这方面，拖欠工资方面，有

没有因此上黑名单啊？ 

武鸣区总工会：这个的话，我倒不了解。因为毕竟来说，对上黑名单的这方面的

行业，我们都少。过往毕竟来说，好象这方面的现象我们都没有发现过啊。 

CLB：那你刚才提到说，工会是通过县里面的讨薪办参与这种，如果发生欠薪的

情况参与进去。那工会为什么，能不能自己主动地直接参与进去呢？ 

武鸣区总工会：事实上，这些年来说，我们，第一，这些年我们也尝试，曾经为

了这些也走过。后来就发现，相当于是我们工会的能力，远远不比得这个县里面

的一些执法大队。相当于他是劳动部门的大队的话，他有这方面的证件，就可以

下去查更多的一些临时机构的话，他们都没有成立工会。所以的话，我们取证啊

还有其他都是比较难一点。 

CLB：那像这个难，最大的难点原因，就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呀？ 

武鸣区总工会：背后的原因，第一就是我们这个，由于我们工会下去，他没有组

建工会，对应来说我们也不是能够采取强制手段的部门。所以的话，我们只能通

过了解啊、调解啊、做思想工作来进行。而劳动局，劳动执法大队他有执法权。

他下去了以后，企业不得不听他们的。 

CLB：是说关于建立工会不得不听他们的吗？ 

武鸣区总工会：不是说建立工会。而是说他们去讨薪，他们是专门的一个机构，

因为他们也有执法权。 

CLB：所以说如果要是工会，当然工会没有执法权啦，但是说，从 15 年工会改革，

到现在已经三年多了，而且去年习近平还专门在工会代表大会后，跟全总的工会

领导班子讲话说“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站出来说话”，

那像这种，怎么说呢，有国家主席总书记的加持，那工会应该翅膀应该硬一点了

吧？ 

武鸣区总工会：你自己说硬了，但是就是说，虽然……他并不是一个正规的……

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这些小基层的，下面的工会呢，都是有些，他们的单位太小

了，这个工会对他们来说，是举足轻重的作用都没有。已经来说只是说……你说

一个几十号人的单位，他又是私营企业，既然这样的话，他工会主席也不能发挥

他全部的作用。还有就是他那个老板，他对你工会，首先本质的工会他也不会说

听你的。而是发钱是你听他的。所以说你能发挥的作用有多大？ 

CLB：也就是说，厂里的工会主席是拿老板的工资，所以老板发钱你得听老板的，

所以也发挥不出什么作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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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鸣区总工会：对呀。 

CLB：那习总书记说的，“哪里的工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站出来

说话”，那这个怎么落实啊？ 

武鸣区总工会：对呀，这个落实的方面我们也站出来。但是一般来说，这个讨薪

的工作是一件很复杂，很艰难的事情。所以现在，以我们来说，我们工会自身的

能力不能够完全的能够讨得。但是就是说，包括县里面的机构，大部分的都下去

了，我们都有些，要难的也是还是很难。 

CLB：对，说到这里，还有就是，也是在微博看到，也是在年前在你们这儿，有

一个安宁淀粉公司，这个工人在厂门前聚集抗议，说是企业倒闭一年多了，还拖

欠工人工资，这件事你们区工会有参与吗？ 

武鸣区总工会：我们知道，我们有参与。 

CLB：那工会参与的，怎么说，效果怎么样啊？ 

武鸣区总工会：现在就是说通过资产的核算啊，然后呢来进行看清资产呢，然后

能够有出来的（钱），就是答应说首先付工人的工资。也有做这些。还有我们也

通过劳动仲裁，参与劳动仲裁，对他们的那些拖欠的那些工资进行了审核。审核

了以后，现在结果也没有是像以前他们所说的这么多。 

CLB：所以这个，一共是，他们工人说是拖欠了多少个月的工资啊？ 

武鸣区总工会：多少个月，就是说后期破产以后呢，这个工资都基本落实不了了。

落实不了以后呢那些人，怎么说呢，本来厂里面都破产了。后来那些人他们就说，

我都挂在这里，因为厂里面没人管了嘛。后来对于这些工资，他们有些人就说我

从那个那些时候到现在的生活费啊什么的，也漫天要价。所以现在也通过劳动仲

裁确定了一些数据。确定了数据以后呢，现在我们等待资产核算以后呢，就发给

职工了。就这样了。 

CLB：这个安宁淀粉公司是国企吗？ 

武鸣区总工会：不是不是，都是私企。 

CLB：私营企业啊？ 

武鸣区总工会：私营企业。 

CLB：那他一共有多少人啊，以前？ 

武鸣区总工会：以前多的时候。有几百个人。 

CLB：哦，那很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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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鸣区总工会：是，曾经是县里面淀粉行业最大的龙头企业。 

CLB：那是不是过去国企改制过来的呢？ 

武鸣区总工会：不是不是，不是国企，是集体。相当于是镇政府搞的这个企业。 

CLB：哦集体企业改制，最后可能是…… 

武鸣区总工会：集体企业，后来呢就转为私营企业。 

CLB：那现在您提到在做破产核算，不是工人在微博里面说一年多以前已经破产

了吗？ 

武鸣区总工会：那是一年多以前已经破产了。现在我，就是上两个月，我正参与

劳动仲裁确定工资方面的啊。 

CLB：那这个厂里以前，破产前有没有工会的呢？ 

武鸣区总工会：有，有工会。而且做得很好。但是一破产了，没有钱了，什么都

没有了。 

CLB：那工会在这个厂宣布破产，还有破产的程序当中，有没有代表职工，就那

个时候就提前就破产补偿啊，拖欠工资啊，等等这些，有没有跟厂方进行谈判呢？ 

武鸣区总工会：现在他的工会主席还作为留守人员在那里。因为就是说，这个私

营企业的管理，私营企业的工会，他的弊病就是这样啊。就不能像国企一样有程

序的进行破产的登记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所以以前就没有这个方面啦。 

CLB：但是这个破产法的程序是非常清晰的啊，并没有说国企破产是一套、私企

破产是一套啊，不都是同一套程序吗？ 

武鸣区总工会：是啊，现在这个厂里面的工会主席，他还是要上法庭，上劳动仲

裁要求讨薪的啊。 

CLB：哦，现在厂里的工会主席现在在劳动仲裁是工人的讨薪代表还是什么呀？ 

武鸣区总工会：哦他也参与，他也是讨薪的。 

CLB：我的问题是在破产展开之前，当初听说这个情况以后，那厂里的工会有没

有马上就是跟咱们的区工会联系，说这个要做破产保护，让这个保证工人的工资

啊福利啊社保啊，就是作为第一，就是核算以后作为第一受承人，就是程序上不

能……就说工会有没有马上进入这个状态呢？ 

武鸣区总工会：因为他破产的时候我们也不了解。到后面然后上仲裁庭以后呢，

我才了解。所以相当于就是他，因为我们也……他的破产，他的什么的话，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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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不发现，就以为说他还那个（正常）。但是私营企业你也知道，他一下子

就跑人啊，他一下子就什么那个的了。他不是说像国企一样，有程序的发现之后

呢，慢慢怎么怎么样进行，过渡，他就没有那个程序。 

CLB：那像咱们区工会没办法第一时间了解情况，这是有情可原。那么，厂里面

的工会，比如说这位工会主席，厂里面的工会应该马上就知道了吧？怎么当初一

年多前，企业决定破产的时候没有马上行动起来呢？ 

武鸣区总工会：的确他是没有。所以这次讨薪的时候他也是，跟着他们一起，带

他们一起，作为代表，在讨薪。 

CLB：所以这个，说起来，工会主席，工会在该发挥作用的时候没有发挥得了作

用，结果现在工会主席 在内，自己都变成了讨薪者，就是受害人。 

武鸣区总工会：是的，因为毕竟来说，私营企业的局限性就是这样子了。 

CLB：那在私营企业的工会委员会和工会主席，跟咱们区工会的沟通方面，你们

有没有比如说这种定期的沟通啊，开会啊，就是企业的职工权益保障情况等等等

等。就是说这样区工会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定期的会议就可以能了解到这

种情况，有没有这种制度设计呢？ 

武鸣区总工会：我们是有一些制度。但是就是说，因为现在的企业嘛，规模参差

不齐。所以的话，在这方面，也是比较薄弱的。因为大企业的话，他们有时候也

是财大气粗嘛。所以…… 

CLB：但是企业财大气粗，咱们工会可是人多势众嘛不是？ 

武鸣区总工会：他就认为是，我们是有规章制度，但是他就说因为他们的工作，

就没事就没有必要经常向你们汇报。 

CLB：不，我说的是企业的工会主席啊。比如说区工会召集，比如说私营企业工

会主席，某个行业的定期，每个星期或者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是建筑行业，第二

个星期是这个生产性的行业，第三个星期是服务业的行业。就说咱们区工会有没

有就是说每个月就周期性的，召集各行业的工会主席来碰碰头，来了解一下情

况？ 

武鸣区总工会：这个，是少。因为我们以前也曾经就签订工资集体协商啊集体合

同啊，我们也要求他们这样啊。所以他们就报喜不报忧了。都没有发现这方面的

苗头啊还有事情。所以我们这方面也没有拿到第一手的材料。 

CLB：所以…… 

武鸣区总工会：基本上所有的破产企业，他们都没有说“我们近期运作好像不太

顺，有可能这个这个颓象”真的没有这方面的跟我们交流。我们要求他们签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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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集体协商，他们也签了。但是就是说至于他后面的情况的话，我们没有能够很

好的了解，也是一个问题。 

CLB：所以那等于是说，工资集体协商，签集体合同，等于是说得难听一点，也

就是，变成了走过场。 

武鸣区总工会：说实话的，的的确确，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够大。 

CLB：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您刚才说的，基层的企业工会主席…… 

武鸣区总工会：私营企业。 

CLB：工会主席报喜不报忧，他们在那个层面就走了过场了，结果区工会就被隔

在外面了。 

武鸣区总工会：私营企业是有这个方面的，这个国有的，国企的话肯定是很规范

的。 

CLB：那像这些私营企业的工会主席为什么要报喜不报忧，要把集体合同这种事

做成走过场呢？ 

武鸣区总工会：这个走过场的话，相当于是，第一这个是我们上级的要求，他们

也认为那我们应该这样执行。毕竟来说，工作的薪水啊，还也其他的，他们也是，

大部分还是按照工作量来进行的。工作量的进行也是我们……就相当于来说就是

你生产了多少，工作量多少，达到多少钱，这些他们也是按照相关的规定来进行，

只是我们把他写在了条文上。但是，就是说，一旦工厂里面突发这个资金链连接

不上，还有其他连接不上，导致破产倒闭啊，他这个时候的工作程序的话就没有

那么规范了。 

CLB：哦，听起来好像，不好意思我可能说得是不一定准确啊。听起来好像，咱

们这个基层工会，企业基层工会好象更多的是一个，说得难听点，象是个摆设。

就说真正按照工会法、工会章程的运行，好象是，不怎么运行啊。 

武鸣区总工会：嗯，说实话呢，私营企业里面，是真的有这么一些回事。 

CLB：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刚才说到习总书记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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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比如说像这些私营企业的工会，他们怎

么样才能做到习总书记的要求呢？ 

武鸣区总工会：在这个私营企业里面真的难。只有通过职工，跟刚才所讲的一样

的，工会带着大家来，通过劳动仲裁，我们三方办案来参与，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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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那咱们区工会，比如说，如果定期的对咱们企业的基层工会的主席啊，委

员啊，女职工委员啊，进行定期的这种周期性的，不是一年两年一次，而是进行

周期性的培训，这个是不是也可以作为一个方法？ 

武鸣区总工会：整体来说，不管怎么样，在目前现阶段的话，这个培训，是有。

但是他们，就跟你所讲的，目前还是这个体制，“我拿了他的工资，我除了职工

的合法权益这些的话，像跟他们要求的话，这些看来都难以实施”。 

CLB：那看起来是我们转进了一个死胡同了。那出路在哪里啊？就是说，基层工

会的主席好像转不起来。然后区工会又跟基层工会又有一定的隔膜，这个也联系

得不是太紧。那这样怎么能做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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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能做到呢？ 

武鸣区总工会：这个的方面，的确现在来说是个弱点。毕竟来说，我们下去，你

看像我们想跟他们交流，想跟他们了解这方面的。但是他厂里面有事情他肯定不

告诉你。但是一个正规的厂，相当于是他效益红红火火的厂的话，他那里的话，

肯定也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我们下去他也热情的接待我们。他什么规章制度也

是什么都有，他也落实的很好。但是一旦发生了什么问题的话，就像刚才说的，

这么一个大的破产企业的话，一下子破产了，老板也逃跑了，这个就是一个难题

了。问题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这方面的企业出现，但是我们在这方面的话，没有

能够第一时间来参与的了解事情，督促事情什么的话，我们的确是一个弱点。 

CLB：那像这种私营企业，这些特别是私营企业的这些工会，那他们的工会主席

啊工会委员的选举，这些咱们区工会有没有一个个的到现场去指导，帮他们，确

保这个选举是民主产生的，工人每个人一人一票选举产生呢的？还是企业方报上

来的？ 

武鸣区总工会：大部分是企业方报上来的。 

CLB：企业管理方报上来的？ 

武鸣区总工会：嗯。 

CLB：那这种，如果从这个角度下手，是不是可能扭转这个退势呢。就说是，如

果以后不再要求企业管理方报工会主席、副主席、工会委员的选举结果。而是咱

们区工会一家一家的企业走进去，按工会法、工会章程说的，就说是协助帮助企

业工人，培训工人怎么样民主选举。就说从企业工会的民主化建设，从这里来作

为起点来扭转退势，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起点呢？ 

武鸣区总工会：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我觉得，未必企业会同意你。 

CLB：企业不会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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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鸣区总工会：对，企业老板不同意。 

CLB：但是咱们《工会法》的规定，没有说工人加入组建工会，需要老板的同意

啊？ 

武鸣区总工会：嗯。如果老板不同意的话，你工会主席，你从上面派下去吗？ 

CLB：不是，我就是说，咱们区工会比如说到企业去发展工会会员，去协助。比

如说这家企业有 150 个工人，那我们区工会如果能够从 1到 2，从 2到 4，从 4

到 8，能一个个的发展出会员，如果在 150 个会员当中发展出 75+1，就是 76-80

个会员，那就可以组织这些会员占多数，进行工会主席，工会委员的选举。就是

说在工会自己单方面，当然不是说跟老板对着干啦，而是在老板不愿意、不积极、

甚至有阻力的情况下，工会可以自己去企业去发展工会会员，然后进行工会开展

基层工会的民主选举。这个是不是可以尝试呢？ 

武鸣区总工会：我觉得实质性来说，作为工人，他首先肯定是看老板的眼色。只

要老板动员，只要老板说话，他拿了他的钱，他就必须是听他的。所以你说我们

单独下去开展这个工作的话，是很难的。 

CLB：对，工会组织，从工业革命到现在工会组织没有简单的。就说哪怕是在西

方国家工会比较强的，也是组织工人入会也是会面对同样的问题，老板的眼色啊

等等这些，工人的冷漠啊等等这些。但是正是因为这些，所以才需要咱们工会在

这里去组织工人啊。 

武鸣区总工会：是啊，所以，正因为这个，所以去组织工人。就是说，现在的我

们的企业，因为老板给的钱，在职工一言一行，在厂里面，所有的都是听老板的。

所以你没有得老板的支持的话，你开展这个工作的话，开展不起来。 

CLB：那倒是。不过我个人有一个经验啊，就是两年前我去印度啊，班加罗尔，

几家服装厂，帮助那里的工人组织工会。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那里的女工

也都是害怕得不得了。后来经过一段时间培训以后呢，慢慢有多一点，一个两个，

十个，二十个，三十个，五十个，这些女工就开始要加入工会，成为会员。然后，

但是成为会员以后，这些工人选出代表找老板去谈判，结果还被经理厂长打一顿

还开除。但是后来，经过一来二去呢，工会用各种的方法，包括媒体啊，包括品

牌的压力，包括劳动局等等。然后最后，这个老板方面，公司方面妥协了，就说

是承认了工会。那你觉得咱们这儿的工会是不是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呢？ 

武鸣区总工会：首先我们现在的话，工人就是说，相当于工人多得是，你参与了

我不要你，我还有第二个顶上来。我们现在的阶段好像都是这样的。所以他不是

说，像那些拥有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人。所以的话，（老板他觉得）他这些一二三，

他都可以替换你们。我觉得这方面也是一个难题。 



18 

 

CLB：对。我在印度也遇到这个事情啊。服装厂的工人一开始也是这样说，“我

们不敢加入工会，一加入工会外面等工作的人多得是，一加入工会我被解雇了怎

么办”。所以经过一年多，差不多两年的培训工作组织工作，他们最后才认清了，

只要我工会能强大，能强起来，能代表工人会员去谈判，那其实有很多工具，包

括杠杆是可以用的。那咱们中国的工会有这个习总书记的讲话作为杠杆，“哪里

的工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这个杠杆比印度的工

人可强多了。那克服困难是不是可以走出这一步呢？是不是直接组织工人呢？ 

武鸣区总工会：这个方面的话，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尝试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所以

你提出来我也觉得，应该，事实上我们的工会就应该这么组织，这才是真真正正

的工会嘛。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是在老板的配合下才组织的工会。所以这方面

的局限性就很大。 

CLB：就您来说，在咱们中国的情况下，比印度的工人说实在的条件要好很多。

那么咱们工会要走出这个恶性循环，从哪里起步呢？是不是有可能比如说你们武

鸣区工会，有可能在一些私营企业有一些试点，就是直接发展工人，让工人直接

选举工会主席。从这个角度试点，能展开吗？ 

武鸣区总工会：这个啊，还没有尝试过。 

CLB：有没有可能试一试呢？就是说，借着习主席讲话的东风，借着工会改革的

势头，就推出几个工会主席直选的试点呢？ 

武鸣区总工会：我觉得是很难的，但是就是说，这个直选，现在除了在国营企业

机关单位能够试行以外，其他的很难的。 

CLB：对，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 40年，这个私营经济已经超过国有经济，在私

营企业工作的工人已经远远超过国营企业。我相信武鸣区这边也应该不例外吧，

就是说私营企业的工人应该多过国营企业，是吧？ 

武鸣区总工会：对，现在都国有企业都改制完了，都变成私营企业啦。只有几家，

最多还有十家是国有企业啦。 

CLB：对，所以那这种情况下，就是说私营企业的员工职工已经变成是员工的大

多数，私营企业的组建工会却是一个难题。那这个摆在咱们工会面前的难题，无

论再难也要走出去啊，不能在这里只是说难难难，但是不往前走啊，你觉得呢？ 

武鸣区总工会：是啊我也觉得，毕竟来说我也是一个老同志，我也在工会干了

20年。现在我也面临着退休。所以在这方面的话，我也越来越觉得真的有点，

对我们工会真真正正发挥的作用，我都有点，迷茫。毕竟来说，随着这个私营企

业的庞大，国有企业的缩小，所以我们这个工会，真真正正的，能够在职工里面

维权的方面，还是停止在这个纸上。 



19 

 

CLB：秦部长，跟您聊这一会，真的是了解了很多基层工会的现实情况啊。这个

真是，说起来也难啊，在基层工会找突破真的是毕竟难啊，听起来。 

武鸣区总工会：对，我也觉得是这样啊。所以我做了 20年的工会，事实上我说

心里话，我都觉得，好像在这几十年，我们工会对基层的，我除了维权，我说实

话，我除了每个月基本都到劳动仲裁那里。因为现在什么普法都提高了以后，工

人他也认为说，找领导也没办法，找工会主席也没办法，所以一有问题就通过劳

动仲裁来提交，我以个人的名义来提交。所以就是通过那里能够维护了他们的一

些权益。 

CLB：哎呀，咱们国家的司法仲裁资源本来就少，结果现在呢，工会却放着这么

大批的资源不用，却要把所有的案子都弄到仲裁和司法诉讼。所以说如果工会要

是可以往前沿再站一下，有很多仲裁的案件就可以在企业通过调解啊、协商谈判

就可以解决了啊。这样就不用浪费已经很稀缺的司法和仲裁资源了啊。工会应该

发挥更多的作用啊。 

武鸣区总工会：是啊，刚才我就跟你说了，这个私营企业的局限性就是那个问题

啊。 

CLB：是啊，怎么说呢…… 

武鸣区总工会：我也知道你从大的宏观情况来说，从那里觉得，好像这样是一个

很理想的现象。我也希望你们做出样本来以后，可以给基层去学习，给基层去，

让我们去模仿，也达到能够也走出一个这么的目的，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工会。 

CLB：行，好的。我希望，我刚才跟您说到的，我在印度班加罗尔的服装行业的

工会的一些经验，有机会能带印度的服装行业工会的工会会员、工人代表能来跟

咱们这边交流。他们都挨过打，被解雇过，被黑社会威胁过，但是他们都挺过来

了。以后希望有机会能把他们带过来我们这边交流啊。 

武鸣区总工会：你带我们，不要到印度嘛，你到我们中国这里，能够做出一些榜

样来就行了。 

CLB：我们一起努力吧，好不好，把我们中国的工会建得强大一点。 

武鸣区总工会：真的，我这几十年的工作，到目前为止，我也是就觉得，我们在

维权啊帮扶方面我们做了很多，他们也很开心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工作

重点在维权。但是这个维权的方式，的确是个难题，还没有真真正正地展得开。

我们有职工援助啊什么的，但是这些都是我们被动的。但是至于说，像通过我们

主动的实现什么能够维护到职工的话，我们也是通过签订集体合同以后。然后他

们如果真正守法的企业啊，真的好的企业啊，他还是按照这个来执行。但是就是

一旦有事情，就是跟你讲的一样，到过渡的方面，怎么能够真真正正的维权，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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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薪水就能够及时要得到，这个都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难题。比如因为我

们这些企业吗，私营企业吧，他们一直以来都是招募很多人的钱来开企业的。在

我们的身边都有很多朋友都是把钱投入那个企业的。到企业一垮，一个晚上就垮

完了，他们的钱身无分文的都要不回来，几十万就这么丢了。 

CLB：这个乱象，各个领域都有。不过我在过去这些年看咱们工会，从过去在工

会改革之前，连维权也不做。到现在工会改革，工会已经开始维权了。这个已经

是 一个进步了，您觉得呢？ 

武鸣区总工会：嗯。以我来说，我也知道，我们主动去维权，通过与老板宣传啊，

通过与职工宣传啊，这个方面宣传力度也是很大了。每年也是印发一些材料啊，

一些什么的，发到基层工会、到下面去了解。但是就是说，一旦有这些方面的现

象，因为我们关键的就是解决有问题出来的这些现象嘛，可是真的是爱莫能助。 

CLB：对，下一次如果要是，从过去的不维权到现在的维权，然后下一步如果能

从现在的发生了侵权以后然后维权，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说，避免侵权。在企业重

建工会，然后再企业进行谈判，把这种集体合同从走形式变成是真实的是谈判的

这种合同。那如果工会能够往前再走一步，可能离目的就更接近了。 

武鸣区总工会：对呀，跟你说讲的是一样的。我也希望最理想的工会，是他们能

来汇报行业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啊什么的。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是所有的私营企

业的局限性，也是到目前这方面，我们都没有能够真真正正地了解他们的运行情

况。企业有的什么现象的，我们应该维护职工权益的这方面，我们没有能够做得

到。这个是一个弱点。所以，跟你所讲的一样，真的是很理想的。每个月让这个

行业来报告一下？那个行业他也不能够保证每个基层里面，包括工会主席他们也

不了解他们厂的财务运行啊，这个什么什么的。具体的现象就是不能够了解。所

以…… 

CLB：秦部长您刚才说您要退休了。希望在退休前能发力，怎么说呢，就希望能

在退休前能做一些贡献，比如把企业基层工会的选举啊往前再推一下，希望在退

休之前能够看到工会一个新的开始吧。 

武鸣区总工会：谢谢，可是我都没有管组织部啊。 

CLB：行，谢谢你了，秦部长。不好意思用您这么多时间。 

武鸣区总工会：不要紧，我一直以来我都想找一些人来探讨一下这方面的。你给

我这样说了一下以后，让我一下子也觉得，的的确确这些年我所想的心里话我都

没人可说。一直以来对于私营企业的管理啊，私营企业的一些问题啊，一些状况

啊，应该怎么样解决……包括，我想搞，对他们进行培训，岗位的培训，他们呢，

就连私营企业他都说，“我没有时间，我的工人要上班”。用下班时间去吗？那

人家的休息时间也是有限的。所以这些方面都难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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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对，这个工会改革，说起来这四个字，说起来好说。工会改革去四化，也

好说。增三性，更好说。但是真的要落实起来呢，有很多的步骤，很具体的事情

要，甚至以前从来没听说过的这些事情都要想得到而且要做计划的。这不是说一

说，写个报告，“工会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就可以做到了的。所以说这个“工会

改革永远在路上”，这句话是真的是说的不假啊。 

武鸣区总工会：是啊，所以…… 

CLB：不过慢慢来，我还是有信心的。我觉得工会改革在工人的参与下，如果工

会能够直接跟工人碰头，应该可以走出这个困境的。我还是有信心的。 

武鸣区总工会：刚才针对你说的工会组建方面，一个局限性就是说现在，“哪里

有职工，哪里就要建立工会”，一家三口之店也喊人家建立工会。这个，我对于

这个来说，我觉得虽然是什么之类的，我也觉得很那个的，都好像不正常。你除

非你说，这个行业建立一个系统工会，或者是行业工会，他们都参与了，那个我

们觉得情有可原。但是几个人呢，三五个人，也要建立工会，那就无形中增加了

工会的个数，可是，有什么能够真的开展的呢？你说对不对？ 

CLB：对，这个我在其他地方也听过这些工会的反应。就说是，所谓八大员，八

大群体入会，最后也变成了……本来是工会改革往前走，结果也变成了走形式，

就说是以数字作为目标。像您说的，三五个人，两三个人就说你入会吧，入了会

我这就……那么你属于八大群体哪个群体，工会的报告就可以写出来了。那其实，

还不如花同样的力气，跑到一些稍微有规模、哪怕几十个人的企业去组织工会，

可能效果更好一点。所以我也在其他地方听到这个事啊。 

武鸣区总工会：是啊我说，基层方面你这样做的话，的的确确是没有用的啊。 

CLB：对。不过是探索啊，一点点的探索啊，从一个错误当中走出来，进入另一

个成功。所以说失败者成功之母，总是有一些失败和错误要犯的。不过是能发现

错误，能发现失败，承认失败往前走，这就可以走出来。要不然的话，自欺欺人，

在这个，就像您说的在这种两三个，三五个，甚至家庭作坊里让人家入会，这个

再这样走下去其实是…… 

武鸣区总工会：走到死胡同，是没有用的。起码你说，现在我们工会委员会是二

十几个嘛。一般你说一些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少都情有可原。但是一些企业方面嘛，

你起码有二十个人以上再开展呢，正规的开展，就好一些。啊，刚才你说的一建

的方面啊，的确也是有你说的情况，他们说只是九个人，是他们的管理人员，施

工三四个月、想领半年的工资。是他们乱闹的。他们说，这是管理人员乱闹的。 

CLB：哦，刚才有其他同事去了解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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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鸣区总工会：刚才他在旁边听，听到了以后，他们就去问一下。后来他们说，

这是管理人员闹的，这个也不形成一个大的什么。所以你是在微博上看得吗？ 

CLB：对对对。 

武鸣区总工会：是在微博上看得哦。就是他们管理人员闹的。就９个人，他说。

他们在这做工三四个月、就想领半年的工资。 

CLB：不过我们如果工会或者建筑行业的工会要是都能够深入到建筑工地，要是

大多数建筑工人他都能入会的话，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得比较少啦。如果工会能够

代表工人，那么有些人不守规矩啊，或者干三个月想领六个月的工资的情况，也

会得到最大程度的避免。所以说，咱们工会还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啊！ 

武鸣区总工会：好的，谢谢你的提醒，想不到你博览群书…… 

CLB：没有，跟您这里学到很多东西，很多我以前不知道的东西。谢谢你了秦部

长！ 

武鸣区总工会：好的也谢谢你，能够抽出这么多时间跟我聊。但是我们没有把最

好最好的方面，就是做得最好的东西来报答你们上级的关怀，那确确实实有愧于

你们。 

CLB：没有没有。那谢谢你啊秦部长，再见。 

武鸣区总工会：好，谢谢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