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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月 29日，广西省柳州市，明硕科技商业大厦工地拖欠工资，工人堵门讨

薪 

 

第一通电话：柳州市总工会办公室 

柳州市总工会：喂您好。 

CLB：喂您好，这里是中国劳工通讯。请问是柳州市总工会吗？ 

柳州市总工会：啊是的。 

CLB：有一件事想请教一下工会。 

柳州市总工会：啊您说。 

CLB：就是在春节前我看到，在柳州市明硕科技商业大厦的工地出现了工人堵门讨薪的

事情。我想请问一下这件事情工会知道吗？ 

柳州市总工会：就是有没有发生这件事，对吗？ 

CLB：嗯对。 

柳州市总工会：你问一下我们这边的信访吧，就是社会联络部那里。你联系一下我们这

边的社会联络部，我把联系电话给你一下。 

CLB：是联系哪个部门啊？ 

柳州市总工会：社会联络部。 

CLB：哦，社会联络部。 

柳州市总工会：嗯，号码是 2833801。 

CLB：2833801。然后我看到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柳北区。那这个柳北区总工会这边是不是

更了解一点情况呢？ 

柳州市总工会：啊这个你问一下他们吧，社会联络部那边。因为这个他们那边应该更清

楚。你打电话问问看。 

CLB：好的，2833801，是吧？ 

柳州市总工会：嗯对。2833801。 

CLB：好谢谢啊，再见。 

 

第二通电话：柳州市总工会社会联络部 



2 

 

CLB：喂，您好。 

柳州市总工会：喂。 

CLB：这里是中国劳工通讯。请问是柳州市总工会社会联络部吗？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拨。 

 

第三通电话：柳州市总工会一楼大厅 

柳州市总工会：喂您好。 

CLB：您好，请问是柳州市总工会法律保障部吗？ 

柳州市总工会：您好，这里是一楼大厅。 

CLB：啊，这个我打到 114 查询说，这边是法律保障部。 

柳州市总工会：这里是一楼，那个是楼上。你是要找法律保障部，是吗？……稍等一下

啊。现在已经是法律信访部和法律保障部分开，你是要找哪个部门？ 

CLB：哦这两个分开是有什么区别吗？ 

柳州市总工会：具体你要咨询一下，因为我也不知道。 

CLB：哦你可以把这两个电话给我，我打去问一下吗？ 

柳州市总工会：您稍等一下。 

CLB：嗯好的，谢谢。 

柳州市总工会：保障部电话号码你记一下，2807076. 现在叫权益保障部。 

CLB：2807076。 

柳州市总工会：还有一个，法律信访部您记一下，2833801。 

CLB：2833801，法律信访部。 

柳州市总工会：对。 

CLB：我想问一下柳北区总工会的电话是多少呀？ 

柳州市总工会：柳北区总工会，你等一下。23608…办公室还是哪个部门呢？ 

CLB：啊办公室，法律保障这边。 

柳州市总工会：法律，2518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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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2518785，是柳北区总工会的法律保障部吗？ 

柳州市总工会：对。 

CLB：好的，好谢谢啊。 

柳州市总工会：好。 

CLB：再见。 

 

 

第四通电话：柳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 

柳州市总工会：您好。 

CLB：您好，请问是柳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吗？ 

柳州市总工会：您好，请问您哪里？ 

CLB：您好，我是中国劳工通讯。 

柳州市总工会：啊什么？ 

CLB：我是中国劳工通讯。 

柳州市总工会：不好意思您刚好说您是哪里的时候断掉了，您是？ 

CLB：中国劳工通讯。 

柳州市总工会：哦，您好。 

CLB：您好，我想请教一下在春节前，柳州市明硕科技商业大厦工地出现欠薪，然后工

人堵门讨薪，这个咱们工会这边知道这个情况吗？ 

柳州市总工会：欠薪讨薪的事情，是吧？ 

CLB：对对。 

柳州市总工会：我得问一下。因为我们部门负责的工作太多了。 

CLB：嗯好的。 

柳州市总工会：喂您好，还在吗？ 

CLB：哎。 

（同事耳语：梁部长，讨薪的话是问李部长吗，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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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人接电话）—— 

柳州市总工会：您好。 

CLB：喂您好，我在那个南国京报上看到，春节前在明硕科技商业大厦出现了讨薪，我

想问这个事情工会这边知道吗？ 

柳州市总工会：这个是这么个情况。一般是我们是通过政府那边。还有关于这个欠薪，

我们市里是有一个市一级联席会议，它是由人社部门牵头的。这个会议的话，应该上报

了它市一级的人社厅的会议它召开了。但是它召开呢，是由我们办公室来统筹，找负责

的业务部门去参加。目前呢，我们部门应该都没有参加过这个会。 

CLB：那这个就是明硕科技商业大厦工地欠薪，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工会这边不清楚，

是吗？ 

柳州市总工会：我是这么个跟你介绍。因为关于这个支付这个薪酬，还有薪酬案子的传

递，我们市一级是有个联动机构的。联动机构它是设在市人社局，市人社局比如说劳动

监察，或者人社局他有一个监察科啊，由这个监察科来召集相关的会议。你现在打电话

是问到我们科室。问到科室的话，我们这里属于保障部。保障部的话也有参加过相关的

会议。但是如果市总需要我们总工会派人参加的话，首先他是人社局派人通知，而且他

通知的话也不一定是我们保障部派员参加。所以我的回答给你肯定不是全面的。我只是

一个保障科室，我不是专职处理这种业务的。 

CLB：这个讨薪欠薪的联动机制里面，是人社部门在牵头，那工会通常是在这里面是一

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柳州市总工会：工会属于配合参与。配合参与，但是必须由政府牵头，来共同处理这个

事。 

CLB：嗯嗯。那就是像建筑行业，欠薪也是一个很多年的老问题了。那工会通常对于建

筑行业的欠薪是怎么样去解决呢？ 

柳州市总工会：这个目前，这块业务确实不在我们保障部。你问的涉及到解决机制，既

涉及调解，也涉及诉讼，这个我们保障部目前还没这块职能。我也回答不了你这么专业

的问题。 

CLB：哦，就是因为我在网上看到柳州市总工会有一个服务农民工指南，里面就是提到

了像农民工入会啊等等问题。那比如说在建筑行业的话，这块的工作开展得顺利吗？ 

柳州市总工会：我是这样跟你讲，因为我们总工会他有 11-12 个科室，我们科室的话，

主要是保障帮扶这一块的业务，保障帮扶这一块的任务。所以如果你问得太涵盖面业务

太多的话，我这里不是专职的科室，我们肯定回答不了这么全面的问题的。 

CLB：那这个权益保障，您这个部门一般都是怎么样，做一些什么来保障农民工的权益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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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总工会：我们这个保障帮扶呢，它主要就是对于城市困难的职工，比如说给他们

送温暖啊，还有提供医疗互助保障啊。这一类的，这一类的业务。 

CLB：这类业务比如说是怎么样能找到困难职工呢？ 

柳州市总工会：啊，我们基层工会组织，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组织体系啊。 

CLB：就是通过基层工会？ 

柳州市总工会：我们基层工会对他的会员他要了解啊，也有义务去了解啊。他的会员符

合条件，他通过组织申报到我们市总工会啊，然后我们帮他建档立卡啊。统筹方面的工

作模式。现在我们通过培训啊，包括通过两节送温暖啊这些方式帮扶他啊。 

CLB：哦，好的好的。 

柳州市总工会：嗯。 

CLB：那就是这个权益保障实际上主要是在针对困难职工这个方面？ 

柳州市总工会：啊，我们这个权益保障，在我们这个科室的话，主要是经济权益方面。 

CLB：不好意思是，什么权益？ 

柳州市总工会：经济权益。包括他的本身啊，包括原来我们有职介所的话我们还可以推

进就业啊，包括送温暖啊。这个我们的保障，工会的保障工作主要是做这一块的，做这

些业务的。 

CLB：那这个培训是怎么样的一个职业培训呢？ 

柳州市总工会：我们职业培训，主要是我们工会利用自由的时间，我们对有些那个成员

的就业上，困难职工，还有下岗职工，包括农民工，我们提供免费的就业培训。 

CLB：主要是比如说帮助再就业这个方面吗？ 

柳州市总工会：啊，提升他再就业的这个技能。 

CLB：提升技能方面的。有没有关于比如说劳动保护这个方面，就是职业安全，工业安

全方面的？ 

柳州市总工会：这个就是另一个科室了。 

CLB：哦，这个就属于另外一个科室？ 

柳州市总工会：我们部门，主要是负责他失业了，下岗再就业的，在他失业期间呢，我

们提升他再就业的资质。你说的劳动安全这一块，他属于，工会的另一个部门，劳动安

全保护这一块。 

CLB：嗯嗯，好的好的，这个让我更多的了解了您这边权益保障部方面的工作。谢谢。 

柳州市总工会：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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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好谢谢，谢谢，再见。 

 

第五通电话：柳北区总工会 

CLB：喂，你好。 

柳北区总工会：您好，柳北区总工会。 

CLB：您好，请问是柳北区总工会法律保障部吗？ 

柳北区总工会：啊对。 

CLB：您好，这里是中国劳工通讯。我想有个事情想请教一下工会，就是在春节前那个

明硕科技商业大厦出现了工人堵门讨薪的事情。我想问一下这个事情工会解决了吗？ 

柳北区总工会：明硕商业大厦？ 

CLB：嗯对。 

柳北区总工会：是在哪个地方的？ 

CLB：在柳州市三中路。 

柳北区总工会：这个事情我们这里没有接到通知。 

CLB：就是工会不知道这个事，是吗？ 

柳北区总工会：我这里没接到通知，不知道其他同事有没有接到。 

CLB：因为我是在南国京报上面有这个分包商拖欠工程款跟工人工资，看到的这个新闻

报导。 

柳北区总工会：目前我们这里没接到通知。我这里没接到通知。 

CLB：那我想请问一下，一般这种建筑工人被拖欠工资的事情，工会有没有什么方法可

以帮助工人讨薪呢？ 

柳北区总工会：如果是到我们辖区的话，我们是可以有免费的法律援助。不过一般建筑

工程的话都是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去处理。 

CLB：哦。 

柳北区总工会：而且如果这里的话，一般职工到我们法律咨询中心寻求法律援助的话，

我们就会接收处理，就会进行法律援助。而且的话，我们这边没有接到通知。 

CLB：所以一般是，要工人先向工会求助，然后工会才能去帮助这些工人，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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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北区总工会：目前的话，如果他不过来，不到我们这里进行寻求帮助的话，而且如果

他们没有加入工会的话，我们也没办法去帮他，去援助。 

CLB：所以这个是，等于工人要加入工会，然后来到你们这边，然后工会才能给予比如

说法律援助啊之类的，是这样吗？ 

柳北区总工会：只要他们过来，符合我们法律援助的规定要求，我们都会给他法律援助。 

CLB：哦，那一般是什么样的一个，算符合法律援助要求呢？像建筑工被欠薪这种，一

般会受理吗？ 

柳北区总工会：一个是困难职工，还有就是农民工。 

CLB：因为我看到在柳州市总工会的网站上，其实有一个服务农民工指南，所以里面特

别强调了，就是帮助农民工入会啊，还有加入工会的一些好处啊这样。 

柳北区总工会：嗯对，我们都有。 

CLB：那像建筑行业这块，有没有做一些农民工入会的工作呢？ 

柳北区总工会：农民工入会我们一直都在做，都在宣传。 

CLB：是怎么样去宣传呢？ 

柳北区总工会：一般的话我们是发那个，由基层。比如说，他如果是在我们的辖区内，

那由我们的街道，一般还有社区，社区工会的话我们会下企业，或者下基层的时候，我

们会到建筑工地，或者是我们在搞活动的时候，我们会到人流密集的广场发宣传资料。 

CLB：就是比如说去工地宣传工会的好处？ 

柳北区总工会：去到工地，人流密集的地方进行宣传。或者是企业，进到企业进行宣传，

基本上是这样子。 

CLB：哦，那宣传是比如说加入工会的好处吗？或者是？ 

柳北区总工会：嗯对。他是自愿宣传，啊是自愿加入，所以我们宣传的话他加不加入，

还是要他自己决定。还是要看他们自己啊。有些是，一个是他自己不明白，或者是不愿

意加入，嫌麻烦，也有不加入的这种情况。 

CLB：那通常建筑工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 

柳北区总工会：建筑工一个他不知道什么是工会，可能是对这个理解不够深吧，他不知

道什么是工会，所以也有不加入的这种情况。 

CLB：那他们就是不了解，所以就要宣传让他们了解嘛。 

柳北区总工会：对，所以基本上我们是以宣传为主。然后他们自愿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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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因为我看到这个服务农民工指南里面其实有提到，说工会可以教您签订劳动合同。

所以这个在建筑行业，尤其是对农民工来讲，签订劳动合同对他们而言也很重要的。还

有就是，如果您想跟老板谈谈工资福利的事，工会代表您集体协商。那在建筑行业里面，

集体协商进行得是怎么样呢？ 

柳北区总工会：建筑行业，因为它这个比较特殊，农民工他一个群体一个是流动性比较

大。像我们之前，如果是像在固定的企业，或者是厂里面的这种，相对稳定的话，主要

是由他这个企业自己选出工会主席，由工会主席做代表，上级工会指导，进行一个工资

集体协商。如果是这种农民工的比较多的话，就是由他所在工作，所在地的辖区、社区

或者所在街道进行指导。就是由他们加入这个社区的工会联合会，就是由辖区的社区来

指导他们开展工会工作。然后上级工会，像我们的话，就是给社区提供指导，然后社区

主要开展农民工的维权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 

CLB：所以主要是通过社区工会联合会来进行的？ 

柳北区总工会：基本上我们是以他所在辖区的这个单位。农民工是这样，因为他这个群

体他有些可能比较分散，而且有些是流动性的一些。 

CLB：嗯。那他们比如说，建筑工的话，现在是有签订一些？ 

柳北区总工会：做完了他可能就去到其他地方，他流动性比较大。 

CLB：是是是。 

柳北区总工会：所以就是加入到辖区的工会组织就可以了。他不可能说他一个工地他自

己建立一个很独立的工会，他也没有办法选出自己的工会主席，因为他们不符合组成独

立工会的一个程序。成立独立工会的话，他要求你，就是怎么说呢，像这种企业的话他

就比较好操作。你看建筑工地，反正他就是流动性大，比较混乱。而且他又一下子又承

包一下子又分包一下子…… 。所以我们对开展建筑行业农民工工作的话，主要是由辖

区、社区来开展。他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就直接去到社区，如果他们加入的话，也加入社

区的工会联合会去。 

CLB：就是通过社区工会……  

柳北区总工会：他们加入辖区的工会组织。 

CLB：通过社区工会、辖区工会来开展组织啊还有集体协商的工作。 

柳北区总工会：对。如果像企业的话，他就加入到企业自己组建的工会组织里面，就可

以了。但是他们农民工流动性大，然后比较分散，所以他们就加入辖区的工会组织。 

CLB：那现在在辖区、社区的工会，现在有建筑行业工人的集体合同吗？ 

柳北区总工会：目前还，我们这里还没有开展。 

CLB：那比方说，在企业工会，就是在其他行业，是哪个行业的集体协商开展得比较好

一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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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北区总工会：像我们辖区的话，是钢铁，销售行业。 

CLB：哦。 

柳北区总工会：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柳钢。柳钢下面就有很多销售公司，销售钢铁的，

他们就形成一个产业链。像这一种的就比较容易，比较好洽谈。他们属于是一个行业，

而且他们就是供应商就是钢铁物流，钢铁销售公司。 

CLB：那他们这一种，属于是在一个行业里面，然后又是同一个产业链里面的开展的集

体协商。他是通过行业工会吗？还是通过各个企业的企业工会啊？ 

柳北区总工会：我们是有一个，他们钢铁销售的这些公司，他主要集中于钢铁物流园里

面。那我们物流园里面有一个工会联合会，联合工会，我们在那个地方建立了一个工作

站。像这些销售行业的企业的话，都是加入到我们这个联合会里面。那我们开展的话，

就由联合工会来给他们开展一些工资集体协商啊，还有一些维权啊，送温暖啊，这一类

的维权帮扶工作。 

CLB：哦，是通过物流园区的联合会，工会联合会。 

柳北区总工会：对，我们成立了一个工作站在那里。这些企业就加入到，纳入到我们的

联合工会里面。 

CLB：那谈到这个行业的问题，我想问这个建筑行业的行业工会建设工会是有没有…… 

柳北区总工会：建筑行业的话可能要市里面成立吧，因为他是属于比较大的这一块工作，

可能要看市总工会怎么安排我们的工作。 

CLB：哦，是这样。 

柳北区总工会：因为我们城区的话，每个城区，还要经过我们市总工会来指导这一项工

作。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可能要问市总工会比较清楚。 

CLB：好的。那关于建筑行业欠薪的问题，就是国家也想了很多应对的方法，出台了很

多政策。我看到最近比较热议的是，比方说采取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来应对这个欠薪，

那向柳北区这边的话是有采取这种方法吗？ 

柳北区总工会：我自己了解的话，好像现在建筑工人，他们是通过建立，办理一个桂建

卡吧，他们的工资都是统一通过这个卡来发放的。因为我身边有认识这种建筑农民工，

他们现在发工资都比较规范，都是通过银行卡的。他们农民工是建筑行业的他要去办一

个桂建卡。 

CLB：哦。 

柳北区总工会：广西好像都是这样，建筑行业的农民工必须要办了这个卡，然后要上报

的，要有转款的记录。每个农民工都有一个专属的卡都是通过这个卡来发放。这个建筑

行业发工资的，好像人社局做了满多工作的啊。因为我们是农民工工资支付的成员单位，

我们是工会的成员单位，但是主要的领导单位的话是人社局，我们平常参与他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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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比较多。是有这个措施，但是具体措施的话，可能要咨询一下人社局，还有劳动监察

大队。这个农民工拖欠工资的政策蛮多的吧。 

CLB：对对对。 

柳北区总工会：我知道是蛮多的，但是具体的我不了解。因为我们只是成员单位，很多

工作他，分到我们这里的话。我们这里，工会主要是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然后具体干

预的措施是由人社，人社部门来开展的。 

CLB：就是工会这边相当于更多的是做法律援助，然后人社部门才是……  

柳北区总工会：对，帮他们讨工资。对，具体的措施，如何防止，预防工资拖欠的相关

问题的话，这些措施还是由人社来做。 

CLB：那人社部门有跟咱们工会这边有比如说联动或者合作的机制吗？ 

柳北区总工会：有啊，像这个工资拖欠的联席会议都会经常开。然后工资集体协商我们

也是一起开展的。还有的话就是平常。因为年底的话欠薪的问题会比较多，我们会下去

走访企业，也是人社带领，然后我们工会也会参与。一起去就是下到基层企业去，问他

们有没有发工资，或者是有没有不签劳动合同。一些相关的，我们有时候会下去企业督

查，但是也是由他们去组织。 

CLB：哦，也是由人社组织牵头，然后工会去参与？ 

柳北区总工会：因为我们工会是没有执法权的。只有人社的劳动监察大队才有。所以的

话我们只能去参与这些工作。 

CLB：那就是像您说的，如果说去督查的时候发现了不签劳动合同或者拖欠工资的这个

情况，那后面怎么样处理？ 

柳北区总工会：后面这个就由劳动监察大队来处理了。 

CLB：哦，是这样。 

柳北区总工会：因为他们有执法权。我们是没有执法权的，我们只能说，如果他加入了

工会，我们只能是，下达工会的意见书，要求他尽快地发放工资。但是我们也没办法。

如果他实在是不发，我们也没有办法来处理他们。如果职工来这里求助的话，我们只能

是给职工请法律援助律师，由律师来帮他们开展下面的维权工作。 

CLB：那下面的维权工资主要就是指诉讼这边了吗？ 

柳北区总工会：嗯对。 

CLB：然后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比如说建筑行业它有那个承包啊分包啊的问题，这种情

况下像设立这种农民工工资专项支付账户，这个是能够保障到下面的一线的建筑工人

吗？ 

柳北区总工会：这个问题我就不太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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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哦好的好的。 

柳北区总工会：因为这个我只是了解，因为我身边有朋友，在建筑行业工作。就是说现

在比较规范。以前只是发现金，签个字。现在的话要办卡。 

CLB：就是现在的操作已经规范很多了？ 

柳北区总工会：嗯，好像规范蛮多的。而且他们都还要交押金啊，工地才能开工。就是

预防你，如果没有钱发农民工工资的时候，可以从这个钱里拿出来发给农民工。这个是

我自己了解的，这个情况。 

CLB：好的，好的，那谢谢您啊。 

柳北区总工会：不用。 

CLB：那就是关于这个，明硕科技商业大厦的事情，如果还没有解决的话，可以让这些

工人过来找工会，然后看能不能有法律帮助，是这样吧？ 

柳北区总工会：因为明硕商业大厦他是什么问题，而且那里的职工他有没有加入工会，

这个的话我们是要向他们所在的社区先去了解。然后他们，一个的话还是得去到劳动监

察大队去投诉。投诉完了的话，如果他们加入工会的话，就可以到我们这里寻求法律援

助。或者是他们也可以直接到司法局去寻求法律援助都可以。如果没有加入工会的话，

也可以到司法局寻求法律援助。 

CLB：哦，我看到这个新闻报导说的是，就是包工头跟分包商签订了合同，是包工包料

的形式来做室内的装修工程。但是最后没有给工程款跟农民工的工资，是这么个情况。 

柳北区总工会：我们目前也没有收到有，也没有收到我们政府给我们下达的要求法律援

助的一个通知，所以这个事情我们确实不是很清楚。 

CLB：哦，那就是，要不然就是工人直接向工会求助，或者是看上级有没有就是比如说

发布这个任务，然后就工会这边才会更了解这个情况，是吗？ 

柳北区总工会：嗯对。 

CLB：好的好的。 

柳北区总工会：而且因为我们是城区工会，我们是管整个城区的所有工会。因为一个职

工如果要先寻求帮助的话，他要到他的工会关系所在的工会去寻求。如果他所在的工会

没有办法帮助解决的话，他要到上级工会，然后到我们城区。如果我们城区没有办法帮

他解决的话，我们也是到市总工会去寻求。 

CLB：就是这个大厦的装修工人要先去找这个明硕商业大厦在的这个社区的工会，是吧？ 

柳北区总工会：嗯对。 

CLB：但是这个工会的联系方式在网上不是很好查到，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要去到哪里

才能找到这个社区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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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北区总工会：他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以去找到柳州市总工会。先到柳州市总工会，就

是柳州市的职工之家。到了那里，如果他的工会是在辖区的话，市总工会他会分派到辖

区工会。然后如果我们城区工会就会接到通知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展工作。如果是属于

没有办法分清楚的话，或者是他确实是有需要帮助但是他没有加入工会的话，可能这个

还是要看市总工会是怎样安排的。一般的话，很多职工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可能直接会

去到柳州市总工会。去到市总工会，如果市总工会可以直接处理的话，那可能市总工会

就直接处理了。因为他很多农民工，建筑行业他可能挂在二建啊、五建啊、四建这些企

业。这些大的企业都是柳州市总工会直管的企业，所以说很多建筑行业的职工，基本上

都是由柳州市总工会处理。他所挂的建筑行业的企业，都是柳州市总工会直管的。所以

也要看看他们所在挂的企业，比如说广西五建，广西二建，这些都是在柳州的，都是柳

州市总工会直管的，这些都是大企业。 

CLB：所以还是要看到底是属于哪个辖区。 

柳北区总工会：基本上大企业都是柳州市总工会直管的。 

CLB：哦，好的好的。 

柳北区总工会：所以的话还要看他那里具体的情况。他找到我们的话，我们情况不清楚，

我们没有办法给他处理。 

CLB：好的好的，谢谢您。 

柳北区总工会：不用不用。 

CLB：嗯再见。 

柳北区总工会：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