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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月 24日，广西省玉林市，广西一建拖欠建筑工人工资，工人拉横幅讨

薪 

 

第一通电话：玉林市总工会办公室 

玉林市总工会：喂您好，市总工会。 

CLB：喂您好，玉林市总工会吗？ 

玉林市总工会：嗯，玉林市总工会。 

CLB：您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就是你们这儿春节前有个案例，就是有

建筑工人在文体东路那边拉横幅讨薪，想问一下你们工会有没有参与这事呢？ 

玉林市总工会：什么时候啊，有人拉横幅？ 

CLB：对，应该是春节前，这是在微博上，这些工人发出来的帖子啊，是说关于广西一

建拖欠他们工资。你们工会…… 

玉林市总工会：是玉林吗，还是哪里？ 

CLB：这个照片上，他们贴出来有照片。照片上是在这个叫什么，文体路，文体路的两

边。每边有一个横额，上面写着…… 

玉林市总工会：文体路。 

——（同事聊天：哎玉林有文体路这条路吗？ 

同事：有啊。）—— 

玉林市总工会：然后你打电话来是了解什么的呢？ 

CLB：我就想了解一下，咱们工会有没有参与帮忙解决这个事呢？ 

玉林市总工会：工会啊，你打法工部，2859870。 

CLB：2859870，这是法工部，他们是负责这个的吗？ 

玉林市总工会：对对，就是法律保障啊，劳动保护啊什么的那个。 

CLB：哦，那你们这儿有没有组织部啊？就是负责组织基层工会啊什么的？ 

玉林市总工会：你不是要问那个事情的解决吗，那法工部那里应该是…就是打去那里

啊。 

CLB：我还想顺着这个案子，就了解一下，咱们这边对建筑工人组织入会，八大群体组

织入会的情况啊。您这儿有没有组织部的电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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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林市总工会：有，有，有一个负责的，你打 2820326，姓唐，唐主任。 

CLB：姓唐，是吧…… 

玉林市总工会：嗯，唐主任，2820326，现在负责这一块。 

CLB：唐主任是男的女的啊？ 

玉林市总工会：男的。唐雄，唐主任。 

CLB：哦，唐主任。那请问您这个部门是哪个部门啊？ 

玉林市总工会：办公室啊。 

CLB：办公室，那如果要是有工人，像建筑工人有讨薪需要求助的话，他们一般是到

哪？ 

玉林市总工会：就是 2859870，法工部。 

CLB：2859870。 

玉林市总工会：就法工部啊，对，我给你的电话那里。 

CLB：哦，不是来找办公室啊？ 

玉林市总工会：那个部门有专门的律师的呀。那不是找他们，那找办公室，怎么解

决？ 

CLB：那行。那我到那边再去问一下。 

玉林市总工会：我们那个法工部，法律援助中心那里有律师在那里帮忙的，免费咨询

的。2859870 那里。 

CLB：哦，那里，这个办公室就在你们工会的办公楼吗？ 

玉林市总工会：一楼，一楼，对，就一起的一起的，对外的，一楼，就大厅那里。 

CLB：好谢谢你啊，再见啊。 

玉林市总工会：嗯嗯。 

 

 

第二通电话：玉林市总工会法律保障部 

玉林市总工会：喂您好。 

CLB：喂您好。请问是工会法律保障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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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林市总工会：嗯对。 

CLB：您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就是关于你们这儿有一个讨薪案子，就

是春节前有建筑工人在文体东路那边拉横幅讨薪，你们工会有没有参与解决这事呢？ 

玉林市总工会：农民工讨薪？ 

CLB：对，就是建筑工人啊。 

玉林市总工会：你是哪里啊？ 

CLB：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  

玉林市总工会：中国劳工通讯。 

CLB：刚才办公室那边说你们这边应该了解这个情况，所以……那你们工会有参与这个

解决吗？ 

玉林市总工会：你稍等一下，我让部长跟你说一下吧。 

CLB：好，谢谢。 

——（换人接电话）—— 

玉林市总工会：喂，您好。 

CLB：喂，您好。 

玉林市总工会：您好。 

CLB：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玉林市总工会：嗯嗯。 

CLB：就是刚才打电话到办公室，办公室说你们这边了解情况。就是春节前在文体东

路，有一些建筑工人拉横幅讨薪，想问一下工会有没有参与解决这个事呢？ 

玉林市总工会：文体东路啊？你确认是我们玉林市这边吗？ 

CLB：这是在微博上他们这些工人贴出来的帖子，有照片，就是在文体东路，路的两边

各拉了一条横幅，上面说，“广西一建还我血汗钱”，什么之类的。所以想问一下工

会。那他们有没有来找过工会呢，这些案件的这些建筑工人？ 

玉林市总工会：这个建筑工人这段时间都，包括春节前后啊，都没有来工会反映过你

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如果你说那个文体东路是什么工地是一建的，我要问一下劳监那

边，看看他们那边有没有案件，有没有案底，我才好回答你。 

CLB：劳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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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林市总工会：市劳监支队那边啊。 

CLB：就是政府的劳动监察是吧？ 

玉林市总工会：对对，劳动监察支队。一般这种，如果是欠薪、讨薪这种，一般都是

劳监那边处理，他才是有权处理的部门啊。 

CLB：那不是只有劳监才有权处理的吧？工会在这里面不是也有一定的空间，就是代表

工人吗？ 

玉林市总工会：工会是协助做好这些工作。代表职工这个没问题，问题是工人他没有

来我们这里反映情况，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啊。根据微博上的那些情况，我可能就

是，怎么说呢……就是微微一信吧这种东西，我的个人看法。我们还要具体的了解一

下。 

CLB：所以就是说，微博上的帖子，你是说他的可信性啊，是那什么…… 

玉林市总工会：有点值得，我个人认为不太可信，有些啊，不是说绝对。 

CLB：是你觉得是这个案件本身存不存在不太可信呢，还是说这个内容，就是他们会夸

张一些数额啊什么之类的？ 

玉林市总工会：这个问题我们要具体我要看一下，你刚才说的是广西一建是吗？ 

CLB：对，他说是，其实他说是，这个帖子上说是 2011 年的项目，到现在都没有付清

工资，所以应该是好多年了。 

玉林市总工会：2011 年的项目到现在没有付清工资，文体……  

CLB：对。所以应该是八年了，咱们工会有没有在这过去八年当中有个印象说，曾经广

西一建有过这样的纠纷啊？ 

玉林市总工会：就你刚才说的这个，就你讲这个我就有点，你讲的这个我就可以明确

说了，你讲到这个建筑工人，特别是你特指到广西一建啊，这几年来肯定是没有来过

工会这边反应过这个欠薪的情况。这个广西一建，如果是文体东路，我还要查一下，

我真要查一下文体东路什么项目什么工程，然后是哪个单位在建什么什么项目才搞的

清楚呢，不然真没办法了解具体的情况。 

CLB：嗯。所以你刚才提到微博上面帖子的可信性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啦，

现在社交媒体谁都可以往上贴个东西。这个信息传播的速度快了，但是量啊质量啊也

这个…… 

玉林市总工会：量已经是够大的了。 

CLB：那咱们工会，就是玉林市工会有没有开微博啊，官方微博啊？ 

玉林市总工会：应该是没有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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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哦。 

玉林市总工会：工会这边还没有开微博，是吧？没有。 

CLB：咱们工会改革不是说要“互联网+”工会，要在网上推广工会的活动，咱们这边

这个还没有启动啊？ 

玉林市总工会：网上工会是有的，比如说，工会网，我们这边是有的。然后微信 app

平台也是，广西这边正在抓紧，跟你们发达地区这边干嘛，这个可能相对还滞后一

点。微博这些，到现在还是没有。微信是有的，公众微信号这个。 

CLB：玉林市总工会有自己的微信公号？ 

玉林市总工会：嗯应该有，还有网上那个、网上工会是会有的。 

CLB：那我有空去看一下你们的微信公号。那回到这个案子，就是说从这个文体东路拉

横幅他们讨薪，是 2011年的项目啦。那就是，春节前后这段时间，建筑工人来玉林，

来你们工会求助讨薪的案例多吗？ 

玉林市总工会：不多。我刚才不是说了，就是基本上没有，不是不多的问题。他们一

般现在他们都懂了，一般都是去劳监支队那边啊，去那边去反映。 

CLB：那会不会有可能是，今年春节前拖欠工资这类的情况基本上是没有呢？ 

玉林市总工会：拖欠工资可能是会有，不可能说都没有。但是，也就是说，按照我们

上次去开会的时候，也就是春节过后啊，不是开了一个“农民工欠薪保支”布置的会

议啊。按照那个会议讲的话，起码来说，政府在建工程这部分是不存在这个欠薪的问

题了的。如果是属于政府投资项目的啊，近年来啊…… 

CLB：那政府投资的在建项目在你们玉林这边占整体的百分比是多少啊？是一半？或者

三分之一？或者是……就是政府投资的？ 

玉林市总工会：具体的数据一下子我肯定是不能讲得出来。 

CLB：那当然。 

玉林市总工会：因为那个资料，我也没有更具体的资料。你说的这个我还要去查找资

料才能…… 

CLB：所以您刚才说的就是说，春节前后建筑工人欠薪应该是有的，要不也不会发生上

月底这个区政府召开这个清欠会。那么，但也就是说，建筑工人没来找工会，他们更

倾向于去找这个劳动监察，是不是呀？ 

玉林市总工会：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刚才我不是说有没有那个（欠薪），这个就是

按照政府那边统一上报的。我说的，我说的开这个会的意思就是迎检，就是说，不是

要准备国检了吗？国家要来检查广西的那个农民工治保欠薪的一个布置。有一个工作

布置会啊。上面，布置的这个会上就讲了这个情况。就是说，去年以来我们整个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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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应该是，治保欠薪工作应该说，去年以来做的应该是比以往要好得多了。也就是

说做好了迎检的准备。相关部门他们的准备材料啊，他们特别是有那些主管部门，有

那些投资工程的，比如说有那些公众……有那个什么公共投资那种部门啊，主管部门

要做好这个工作，要做好相关的表格等等，那些填报工作。 

CLB：是不是就是说，这里面说的，要建立解决拖欠台账档案，要认真落实…… 

玉林市总工会：啊哈哈，对对。 

CLB：要认真落实“谁用工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是不是这

部分啊？ 

玉林市总工会：啊对对对，就是布置那个工作。 

CLB：而且还要建立一个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这个工作？ 

玉林市总工会：对，看来你比我们掌握得多得多了啊。 

CLB：没有没有，现在网络信息比较可以容易找到。 

玉林市总工会：哈哈。 

CLB：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今年的工作做得相对比往年好一点的话，因为有这个检查啊

什么的，那这个咱们工会这边在这里面的角色是什么啊？就是说，做了哪些贡献呢？

就是说今年的工资拖欠比往年好一点，工会的角色是什么呢？ 

玉林市总工会：我们，也就是工会主要都是参与，比如说由那个人社部门啊、政府部

门主导的相关的一些工作。欠薪的，一起去参加那个检查啊。有些每年都要，去春节

前后，或者说春节过后，年中年初，去参加检查，督促那个企业。督促那个企业做好

签订集体合同，还有工资集体合同等等这些签订的工作啊，我们要做的工作可能主要

就是这些了。也就是从源头上保证农民工的工资能够得到按时的支付。还要一个就是

协助他们人社部门一起检查督促落实那个实名制，劳动合同实名制等等的一系列的工

作吧。主要的就是，定位的就是协助，做好配合，做好这一块的配合的工作。因为主

体是他们那个政府的主管部门、人社部门，然后相关的一些，包括一些主管部门，水

利局啊、住建啊等等这些。我们就是协助做是这个，比如说住建部门啊什么的我们就

协助做好农民工培训啊等等这些吧，能够做的就是这样。 

CLB：哦，您刚才提到协助，协助就是有一个主体身份的问题。就是工会是处在一个协

助的角色，然后主体其实还是政府部门，人社部门，还有劳监，是这个意思？ 

玉林市总工会：嗯嗯。对对。政府不是有一个什么治保欠薪，那个农民工工作协助联

席会议制度吧。联系会议制度是由政府的领导作为一个组长召集人，然后那个办公室

就是设在人社局这边啊。我们就是成员之一啊。 

CLB：那谈到这个主导的话题啊，对不起啊，我可能是外行，问的一些问题可能有一点

不靠谱啊。就是说，那从工会的角度，比如说像《工会法》啊《劳动法》啊《劳动合



7 

 

同法》啊都里面有讲到就是说，“工会帮助和指导职工签订劳动合同”。那从这个角

度来说，比如说确保劳动合同这件事，像工地的工人有劳动合同什么的，是不是应该

工会是主体，这个政府反而应该是发生事情以后提供协助呢？是不是工会应该更有主

体性啊？ 

玉林市总工会：你刚才讲到这个工会，也就是工会，就是刚才我已经说的，协助。这

个主体还是，企业和职工才是主体啊。就说，工会是指导这些职工要去签订，指导和

督促那个职工与企业——也就是用人单位啊，签订好劳动合同。 

CLB：嗯。 

玉林市总工会：刚才说到来，你这个主体，还是他那个人社部门啊，他们的签订率考

核什么的，都是在人社部门这边啊。 

CLB：那如果就是说，作为一个建议，作为一个可能性啊，如果要是能从人社部门那

边，能够放开一点，把这个主体身份，比如说把工会的主体身份，按照《劳动合同

法》、《劳动法》、《工会法》的精神，就是说把这个主体还给工人，让工会成为协

助和推动工人签订劳动合同的主体。这个你觉得，如果人社部门那边要是能放开的

话，工会这边是不是能够更容易进入这个主体的身份呢？ 

玉林市总工会：我觉得这个，按照现在工会的定位来说的话，恐怕更加难做。 

CLB：为什么呢？ 

玉林市总工会：人社部门人家是，人社部门是有那个执法的行政部门啊。我们工会就

是一个群众组织。群众组织的话你就是一个群团组织，群众的团体。我们就是，在单

位，讲具体一点，在某个单位的时候，我们要督促职工与用人单位、也就是企业行

政，签订好劳动合同。该怎么样签，每年到期了应该续签还是怎么样，从我们工会的

角度，从这个劳动者的角度，看看是应该去怎么样签订好，看看哪个劳动公司啊或者

什么什么符合现行的法律，《劳动法》还有《劳动合同法》等等相关的规定。我们工

会要做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说做好宣传，还有做好职工的工作，要签订劳动合同。还

有依法，从劳动合同的角度，看看劳动合同条款里面符合法律规定。这个我们更能，

更应该做的就是这一块的服务工作。你刚才说的主体，还是他人社部门才是那个主

体，他推动这个主体，他们才比较合适。你觉得对吗？ 

CLB：不过我觉得还是……对不起我又是一个外行，又说外行话啊。这个咱们从 2015

年，习近平推动工会改革，在第十八次深改组会通过总工会改革的方案，里面其中有

一个就是说“增三性”，就是说先进性、群众性、政治性。这里特别强调群众性。那

么是不是可以说，行政方面有行政方面的力量，它有行政执法权。那么从工会的角度

来说，是不是能够发挥更多的，就是能建立起群众组织的优势？就是说，群众团结起

来是有力量的，劳动部门是团结不起来工人的。而工会才可以通过组织工会啊、组织

工人入会啊这些形成群众的力量。是不是可以说，全心全意依靠群众，是不是可以从

这个角度来建构工会的主体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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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林市总工会：你这个问题我都不太懂得怎么回答这个。这个题目太大啦。 

CLB：群众性…… 

玉林市总工会：因为我们做具体工作的。题目是太大啦。 

CLB：这个……部长请问您贵姓啊？ 

玉林市总工会：我免贵，我姓杨。 

CLB：杨部长，您是今年多大年龄，我已经五十六岁了。这个我不知道您今年是不是

也，咱们差不多年龄吧？ 

玉林市总工会：差不多，差不多。 

CLB：对，我们这代人应该都记得，这个文革和文革后的一些。其实从四九年以来，从

四九年以前，共产党革命到革命成功、建立政权，其实群众路线其实都是我们的叫，

所谓的“生命线”啊。其实这个话题并不大啊。就说是，那么从现在工会改革，全心

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些都是，不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这个话题吗？ 

玉林市总工会：我知道你刚才问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工会的群众性

呢，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因为你是那个中国劳工啊？ 

CLB：中国劳工通讯。 

玉林市总工会：中国劳工通讯是工会办的刊物吗？ 

CLB：不是，是一个关于劳动关系和谐的，一个就是探讨工会在劳动关系里面可以扮演

什么样的角色，比如说，最重要的是代表工人在劳动关系里面。 

玉林市总工会：我知道，是全总办的一个刊物好像是吧？ 

CLB：不是全总的刊物，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刊物。 

玉林市总工会：哦。 

CLB：所以，像这种的……  

玉林市总工会：没有，你刚才说的群众性的话，我觉得更加应该要体现的话，就是说

现在，你刚才讲到了就是说，我们也就是原来从国有企业为主，现在是多种经济所有

制都普遍存在。特别是新的劳动者，劳动行业，比如说什么八大员之类等等这些啊，

什么快递员啊，送餐员啊等等这些，都已经是多样化了。所以说是，原来我们的工会

工作，就是说都是以依托国有企业、或者说国营企业为主。到现在是，要面对这么多

些个群体，也就是说好像还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我觉得就是说，工会在这个要怎么样

面对，或者是再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群众化，怎么样去更好地体现这个群众性的话，确

确实实还有一个过程，还有挺长的路还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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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当然，对。这个说的很到位。就是说，凡事总是有一个过程。 

玉林市总工会：对。 

CLB：就是说，不可能像翻手掌这种，手心手背这种。 

玉林市总工会：啊。 

CLB：那从这个过程来说，杨部长，您觉得，就说这过程里面，就说最重要的关键点，

咱们工会要做到开启这个过程、进入这个过程、适应这个新的经济运行经济体，就是

私营企业，这种像这个快递员啊、保安员啊、货车司机啊这些这个比较零散的这种劳

动关系，他不是那种传统的那种，像以前国营企业这种有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关系，签

劳动合同的这种。所以，那您觉得最重要的关键点，工会应该抓住哪一点啊？就是如

果工会要进入这个群众性这一步？ 

玉林市总工会：还是要组建好工会。组织那个……把刚才讲到的劳动者，特别是普通

的劳动者，怎么样组织到工会来，开展活动。刚才你说的就是团结就是力量，或者是

群众性你要体现出来的话，怎么样去做。也是按照人家全总说的，要组织起来嘛，还

是要去吸引和吸收这些广大的职工群众加入到咱们工会中来，去发挥他们的、更好的

发挥他们的作用，或者说，做好维权和服务的工作。按照我们中国工会的十七大，维

护职工合法权益，还有那个什么竭诚服务职工群众。还是我觉得还是，还是更好的，

刚才你讲到的，不管是“互联网+”也好还是什么，基层工会原来的组建办法等等，都

还是要把工会组织，把这个工会的组织队伍给扩大了，就很好。 

CLB：也就是工会会员，所以这八大群体，八大员当中去，吸收八大员，八大群体，进

入工会做会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性的决定。 

玉林市总工会：对。应该也是，确实也是回归到我们全总提出来的就是，尽可能地吸

收或者什么八大员、九大员也好，加入到工会中来，非公企业中也好。 

CLB：那谈到建筑工人啊，刚才这话题是由建筑工人欠薪引起的。 

玉林市总工会：嗯。 

CLB：就是说建筑工人入会，在你们玉林这边，建筑工人，工地上的这些木工啊，水管

工啊，抹灰工啊，砌砖工，等等这些，钢筋工，他们大部分都是工会会员吗？ 

玉林市总工会：都是吧。都是他们就加入他们的项目，或者是他们的建筑公司那里。

他参加他们的建筑公司，肯定都是加入公司工会，参加他们的活动。 

CLB：你说项目工会是？ 

玉林市总工会：也就是他……对啊，他有些时候某个……不一定都是当地的建筑公司

来搞这个项目啊。他有些是外地来的建筑公司来建筑的，然后他们在公司也成立有工

会，然后他们下面不是有个项目部的话，那他们就加入算是他们公司里面的项目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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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会会员嘛。大概都是这种模式吧。如果是当地的建筑公司，那就是加入当地他们

的（建筑公司）工会。基本上就是这种模式。 

CLB：那打个比方是不是就是说，如果是湖南长沙的一个建筑公司来玉林承包一个工

程，来这儿干活。然后他们公司，这个建筑公司在长沙可能会有工会？ 

玉林市总工会：对。 

CLB：然后他们在这儿立项的时候，这个项目假如说要进行，比如说一年半。那他这儿

项目部，又成立一个项目部工会？然后，在这儿干活的工人就加入项目部工会？ 

玉林市总工会：应该就算他们公司那个工会中的，项目部的那种分工位置内吧。应该

是这种活动。 

CLB：那比如说在这个项目的一个钢筋工，他如果进场，他可能只需要在这儿干这个六

个月。然后，他入会是怎么入呢？是进场前就入会，还是怎么？ 

玉林市总工会：他应该是，比如说，他应该……他不一定啊，他按照加入工会的情

况，按照工会入会的条件到时候他提出申请，由他基层的项目部工会，或者是他们分

工会那边，可以批准和履行那个手续，就可以加入工会啦，我觉得是这样。 

CLB：就是依托项目，依托在建项目？ 

玉林市总工会：嗯。 

CLB：那假如说一年半后这个工程完工了，交工以后结束了，项目部也没了。那这个工

会会员还有工会是怎么个去处呢？ 

玉林市总工会：他们又去新的项目去了啊。我的理解是这样。 

CLB：也就是说，工人如果在这个项目干了半年以后，又去到下一个项目部干七个月。

然后在另外一个项目部的工会再加入那个项目部工会？ 

玉林市总工会：那就是转，应该是把会员关系转过去就得了吧。 

CLB：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项目部，就是这个承包公司，他们如果要是没有工会怎

么办呢？我们都知道，现在私营企业，特别是建筑企业，这个有工会的是不多的——

据我了解啊。就是说如果他们不建工会，没有公司工会怎么办呢？ 

玉林市总工会：没有的话可能就是要先组建。组建项目工人。原来几年前我们好像建

筑行业，一个就是刚才你讲的这个问题，一个是没有（工会）。有（工会）的那就不

用说了，没有（工会）的那就组建新的项目部工会。应该是这种操作办法。 

CLB：就是说，还是以刚才的例子，如果湖南长沙这个公司来了，他没有公司工会，但

是他在这里立项承包。那就是在这里立项的时候就让它建立一个项目部工会，然后干

活的工人进场的时候都加入项目部工会。是这个程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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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林市总工会：嗯，我的理解应该是这样。 

CLB：那如果要是项目部也不愿意建工会怎么办呢？咱们工会有没有什么招可以应对

啊？ 

玉林市总工会：你问的这个问题确实，应该在现实当中是会存在的。但是我们也没有

更具体的……刚才你说到如果他不愿意成立，按照我们现在工会的工作情况的话，确

确实实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招数。（工会能做的）一个就是发动，还有，不要说是一个

项目部，就是有些企业，比如说是，有些是外资，或者什么台资等等，他们也没有成

立工会。确确实实也……怎么说呢，只能是推，或者是催，催促一下。确确实实没有

更好的实招。你这个问题倒是问得挺那个的，挺到位的。 

CLB：没有，我就是说…… 

玉林市总工会：实话实说，真的。 

CLB：因为工会组织并没有，并不像公安组织。公安警察执法也有个界限，也不能乱

来，更不用说工会了。你去人家组织工会，你不能强迫人家组织工会，是吧？ 

玉林市总工会：对，这个问题确实就在这里了，因为你（工会）没有法定的什么权

限，只能是去动员和去发动，或者是动员，通过这种来去争取而已。按照我们中

国…… 

CLB：对，就算是你有执法权，警察或者是法院，你也有界限，你也不能随便乱来。 

玉林市总工会：对对，也有个底线，没有错，没有错。 

CLB：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说到这里，因为我也经常会跟其他地方的工会啊，交流这个

事情。就是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好的办法。我总是有一个想法，既然说到群众性这

个问题，还有先进性这个问题，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咱们玉林市总工会，建立一个工

会组织队？就是不只是组织部啊，而是组织员的队伍。就是根据咱们玉林的建筑行业

啊，服务行业啊，还有包括外卖啊什么的，还有环保啊等等，就是说分别到不同的行

业呢，个人入会。就是建筑工地上的工人，木工也好，瓦工也好，钢筋工也好，就是

让个人加入咱们工会，然后把他输入电脑系统、入网，然后不管你是换工地换到哪，

都是咱们工会的会员。这个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呢？ 

玉林市总工会：你这个提议，或者说你这个想法，跟我们领导的想法有点不谋而合。

我们领导也有这个想法，也就是说要搞一个组织入会的一个什么，刚才你说的一个，

宣传队也好，专业队也好。有这种想法，有这种打算。 

CLB：是玉林市工会的部长吗？ 

玉林市总工会：就是我们玉林市总工会的领导，也有这种想法也有这种思路。看看下

一步他怎么去打算。因为这个可能是组织、组宣那边可能更加清楚一点。我这边就没

有……  



12 

 

CLB：所以我的意思是比如说，你们玉林市总工会要是有三十个人的工会组织队，然后

分别负责，比如说形成五个分队，然后每个分队负责几个行业。然后拿着表格，就现

场到工地，就是去登记建筑工人：你姓什么名什么，年龄，性别，工种。 

玉林市总工会：明白。 

CLB：然后马上登记下来，回来就输入电脑。这不是就是，他如果去到换工地，他也是

工会会员啊。 

玉林市总工会：对，你这个建议也跟我们领导的想法有点不谋而合。这个可以再跟我

们的领导讨论一下，提的宝贵建议。 

CLB：那也麻烦杨部长，如果要是也能够把这个转达一下……这样我们多一些人跟这个

主持决策的人提出建议，形成影响，可能真的能……最后就变成一个决策了，现在还

是一个想法。 

玉林市总工会：嗯嗯，谢谢啊。 

CLB：那谢谢杨部长，跟您谈这一番话学到很多东西啊。谢谢了。 

玉林市总工会：没有没有，谢谢你啊，有什么再联系啊。 

CLB：好，再见啊。 

玉林市总工会：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