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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06,湖北省宜昌市，融创融公馆在建工地拖欠工资，工人堵门讨薪被捕 

——5通电话，2个工会 

 

第一通电话：伍家岗区总工会服务中心 

伍家岗区工会：喂。 

CLB：喂，你好，请问是伍家岗工会服务中心吗？ 

伍家岗区工会：哎，对，您好，您是…… 

CLB：你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呀，就是…… 

伍家岗区工会：中国劳工通讯，哦，您说。 

CLB：就是关于几个星期前，你们这里有一个叫融创融公馆工地有工人讨薪，你

们工会有没有参与啊？ 

伍家岗区工会：哦，之前来过的。 

CLB：啊，工人有来过。 

伍家岗区工会：之前来过我们这里。 

CLB：哦，就是那个伍家乡派出所有消息说，现场有一个姓桂的和一个姓杨的工

人被刑事拘留了。这个他们是在找工会之后，堵那个什么了吗，堵那个工地现场

了吗？ 

伍家岗区工会：这个……因为之前我们这边是我们一个领导接待的啊，领导出去

办事了。当时来的时候是双方来的，好象没有被拘留。然后也…… 

CLB：哦，所以那是那个离开工会以后，他们工人又自己去堵那个工地现场，结

果被拘留了吗？ 

伍家岗区工会：这个，我们这边没有接到消息说他们堵现场，当时来…… 

CLB：哦，这个是那个伍家公安分局、伍家派出所他们在网上发出来的消息啊。

说是有一个姓桂的，一个女的一个工人，一个姓杨的是一个男的，他们都是恩施

来的人，这个因为堵门讨薪，让工地没法正常施工，结果就被拘留了。所以，这

是在来你们工会之前发生的呢，还是之后啊？ 

伍家岗区工会：啊，就是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没有接到说他们被拘留的消息。 

CLB：哦，你们工会现在不知道他们被拘留啊。 



2 

 

伍家岗区工会：哎对，因为没有…… 

CLB：那你说他们当初…… 

伍家岗区工会：当初来的时候没有您说的这个女的，没有女的。 

CLB：哦，所以就是这个融公馆的工地工人来找的工会？ 

伍家岗区工会：哎，对对对。是一个班组吧，好象说当时也涉及到这个纠纷嘛，

来过我们工会。 

CLB：哦，那当时解决的情况怎么样呢？ 

伍家岗区工会：当时我们给了他法律咨询，我们有法律顾问嘛。领导也和律师联

系了，帮他出了一些主意。嗯，因为是双方，是他们双方来的嘛，当时…… 

CLB：双方指的是谁呀？是工人和什么，和包工头，还是工地的…… 

伍家岗区工会：工人和包工头。 

CLB：哦，所以工地的项目部没有来啊？ 

伍家岗区工会：啊没有，没有来。 

CLB：那是怎么，是当时咱们工会这边是给他们出的什么主意呢，让他们怎么做

呢？ 

伍家岗区工会：当时因为我们这边协调嘛，我们工会是协调嘛，然后也是通过律

师给他们协调了一下，但是他们双方，协调不下来，没办法，只能说建议他们到

时候走司法程序。 

CLB：哦，就是你们工会这边就尝试，就是你们工会的法律援助律师给他们出了

一些法律上的主意。就是…… 

伍家岗区工会：啊，但是没有协调下来。 

CLB：那具体来说，法律上是建议他们做什么呢？ 

伍家岗区工会：嗯……呵呵，这个，我看一下记录啊。因为当时负责接待的领导，

他今天不在。我看一下记录啊，不好意思。 

CLB：啊谢谢你，谢谢谢谢。 

——（翻查资料）—— 

CLB：这应该是 12 月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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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家岗区工会：哎呀，十二月的我们资料好像已经装订了，好像不在这个本子里。 

CLB：啊，已经归档了？ 

伍家岗区工会：啊对，已经装订了资料。 

CLB：因为伍家公安分局的消息，就是说农民工被拘留的消息是 12 月 6号发出来

的，就是说他们 12 月 6号当天被拘留的，所以…… 

伍家岗区工会：那应该蛮早了，就是来我们这边应该不是 12月份，蛮早了。 

CLB：所以应该早过 12月。 

伍家岗区工会：对对对，是的。 

CLB：所以那也就是说，他们很有可能是来找工会，你们工会给他们协调，他们

没有协调好，没有协调成功，他们就走了，然后之后又……这可能是回去以后就

激化了，会不会是这个可能啊？ 

伍家岗区工会：也有可能。但是还有一点问题。因为您说刚刚有一个女的嘛。但

是之前来我们这的时候是没有女的的。因为他们是一个村的嘛，好像说工人，农

民工是一个村的，好像是说他们转包了。项目部把项目包给一个包工头，然后包

工头又包给一个什么劳务公司。反正蛮复杂的一个问题，蛮复杂。 

CLB：哦，所以那听起来这个融公馆这个项目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正规的工

地吧？ 

伍家岗区工会：对，是的。 

CLB：那怎么还出现这种包工头包下来然后又转包？这个好像听起来，有点像是

非法转包啊？ 

伍家岗区工会：是的。当时是问他们有没有签了劳动合同，也没有签合同啊。 

CLB：哦。那当时工人来找的时候，双方都来找了。咱们工会这边除了给他们这

个法律上的意见，由这个法律顾问给他们法律意见以外，那工会有没有直接就跟

他们说，那工会代表你们去找项目部，甚至去找建设单位。因为按照《建设法》

啊等等相关的规定，如果出现拖欠的话，甚至有这个，特别是有非法转包的情况

出现拖欠的话，那建设单位也要承担连带责任。那工会有没有，跟这些工人说，

我们代表你们，跟你们一起去找总承包，或者是建设方呢？ 

伍家岗区工会：这个意见，好像是和他们项目部也沟通过了吧，电话沟通过，没

有带他们去。 

CLB：哦，工会找过项目部沟通，电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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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家岗区工会：啊对，打过电话的。 

CLB：那效果怎么样呢？ 

伍家岗区工会：效果，呵呵……没什么效果。 

CLB：就是他们对工会是不是…… 

伍家岗区工会：因为工会，您知道这边工会没执法权嘛，就是协调啊，法律援助

啊。 

CLB：就是说项目部这边，是不是可以这样假设啊，项目部这边听说是工会打来

的电话，根本就不睬你。就是说，“你有什么资格给我来协调？” 会不会有这

种态度上的这种嚣张？这种东西啊？就是说会不会瞧不起工会那种感觉？ 

伍家岗区工会：那应该不至于。可能是也是没办法解决吧。 

CLB：为什么会没办法解决？如果项目部这边……会不会是建设单位也拖了项目

部这个工程款，所以发不出来呢？ 

伍家岗区工会：你问具体的啊，具体的，这个我，因为档案已经归档了嘛。要不

您这边方便留个电话吧，我去查一下档案，待会给您回个电话好吧？ 

CLB：那也可以，或者我一会儿再打回来呢，下午再打回来，请问你贵姓啊？ 

伍家岗区工会：我姓卢，您叫我小卢就行了。 

CLB：卢？ 

伍家岗区工会：哎，卢沟桥的卢。不好意思，因为您说到您的单位，我之前没听

过，能不能麻烦您再说一下您的单位啊？ 

CLB：我是中国劳工通讯。 

伍家岗区工会：劳工通讯是吧？ 

CLB：嗯。还有一个，就是你们这儿像这种融创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入会的情

况怎么样啊。他们有没有加入工会啊？那天来的工人？ 

伍家岗区工会：啊……因为农民工入会这一块，是我们根据项目。根据一个项目，

在建项目成立了，然后我们再去找农民工入会。但是他农民工呢，是一批一批的

来，这个工段结束了，然后就走了。然后又来另一个工段。我们很难全覆盖，很

难真正做到全覆盖。 

CLB：那融公馆这个项目有没有成立工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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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家岗区工会：这个……不好意思啊，因为负责组建这一块的，又是另一个同事，

我们这边都是有分工的。 

CLB：哦你们区工会的组织部，是不是？ 

伍家岗区工会：不是区组织部，是我们工会的组建部，是负责组建一块的。 

CLB：也是区工会的组建部吗？ 

伍家岗区工会：啊对对对。 

CLB：那您这儿有没有组建部的电话啊？我跟她问一下。 

伍家岗区工会：她就跟我在一块儿，就在一块。 

CLB：就在同一个电话啊？ 

伍家岗区工会：啊对。那我叫我们这边主任接一个电话好吧？ 

CLB：那也行，是那边组建部的主任吗？ 

伍家岗区工会：对，郭主任。 

CLB：辜主任？ 

伍家岗区工会：郭主任，郭靖的郭。 

 

第二通电话：伍家岗区总工会组建部郭主任 

伍家岗区工会：喂，您好。 

CLB：您好，请问是郭主任吗？ 

伍家岗区工会：对对对，我是的。 

CLB：您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伍家岗区工会：您说。 

CLB：就是刚才跟小卢说过，就是融公馆工地曾经有工人来找咱们工会，因为欠

薪这个事儿。我想问一下这些工人，在融公馆干活的工人有没有入会啊？ 

伍家岗区工会：融公馆没有成立工会。 

CLB：哦，融公馆项目部没有成立工会啊？ 

伍家岗区工会：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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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那这么大的项目不成立工会，那是不是…… 

伍家岗区工会：他这个我跟你讲，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工地都在我们宜昌市这边

建委统一管，我们所有建筑工地都在建委这边统一的。而且您刚才说，他这个项

目部工人欠薪的问题，他没找到我们区总工会吧，他直接找到了我们区人社局啊。 

CLB：区人社局啊？ 

伍家岗区工会：哎，他没找到我们区总工会吧。小卢说他找过吗？ 

CLB：小卢说他们应该找过。就是双方都来找了，当时给了法律意见…… 

伍家岗区工会：哦那我这个事我还不太清楚。 

CLB：所以可能您这边是负责组建工会，这个…… 

伍家岗区工会：啊对，我只负责组建这一块。 

CLB：那像建筑工地这个工人入会是由…… 

伍家岗区工会：是我们宜昌市建委统一管的。我们大型的建筑都是在建委统一管。 

CLB：你们宜昌市有没有建筑行业工会呢？ 

伍家岗区工会：建筑行业应该有，在建委这一块。 

CLB：哦，就建委…… 

伍家岗区工会：对，宜昌市建委，他们有统一管的，他们这边有。 

CLB：所以那，也就是建筑行业工地的工人入会，不归你们这边管？ 

伍家岗区工会：对对对，都在他们那边。而且他这个融公馆，因为它流动性很大

嘛，建筑工地，它都可能分包，分包很多小工序吧，他们下边。 

CLB：那如果融公馆这样的建筑工地项目部如果建了工会了，是不是也同样存在

您刚才说的这个农民工流动性大…… 

伍家岗区工会：我们都是建委这边统一管。对对对。 

CLB：就是说啊…… 

伍家岗区工会：他们下面分包的一个公司，他分包的这个，因为它不是整个做完

嘛，他这个工地，他只做其中的一项，两三个月完工了以后他就撤出来了。 

CLB：对，像那个木工，做一段时间，水管工，然后抹灰工，像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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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家岗区工会：对，他都是分包的，对对，您说的对。它做几个月，这些人就撤

走了。 

CLB：那他们在做的这几个月是不是会加入……如果项目部有成立工会的话，会

不会加入项目部的工会呢？ 

伍家岗区工会：那我就不知道他们建委这块是怎么搞的。 

CLB：所以那也就是说项目部建工会，就是说立项开始建工会，就算是项目部跟

着规则走，立项就建工会，项目结束以后这个工会是不是也就没了？ 

伍家岗区工会：他应该是个动态管理吧。他会员身份应该还是有。 

CLB：会员身份有，那…… 

伍家岗区工会：哎，他肯定应该有，比如说我加入了工会，不能说我离开你这里

我就不是工会会员了。换一个地方，他还是工会会员。 

CLB：那如果说下一回去了另外一个区，不是在伍家岗区了，到另外一个区，甚

至到另外一个市，或者到另外一个省，那他的工会会员身份怎么携带呢？ 

伍家岗区工会：他可以保留，我们有会员证。 

CLB：会员证，就是拿着会员证…… 

伍家岗区工会：对对，我们工会现在都基本上给大家发了会员证。 

CLB：哦，就是说一旦…… 

伍家岗区工会：跟他那个工地，他看，我们这边是这样的啊，看他们建委那边是

怎么管理我们就不太清楚了。 

CLB：所以那也就是说，一朝入会，带着会员证，你就是走遍天下，你拿着会员

证…… 

伍家岗区工会：对，你就不能说人家换个……不能说我在……我就明白您的意思

啊，您就是说，比如说我在宜昌，伍家这边我加入你的工会，如果明年我要换个

地方到当阳，我去那边工作，你不能说我在那边又加入一个工会，我就不能说我

不是会员了，他还是会员身份，这个不能变。 

CLB：哦，那他们入会这个会费怎么交法啊？如果这种情况。 

伍家岗区工会：会费底下……我不知道他们这边工地是怎么交的，那我就不好给

您解释了。 

CLB：所以建筑行业工会是不归你们这边区总工会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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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家岗区工会：对对，他们是我们这边建委统一给他们都办了的。 

CLB：那咱们这个伍家岗区总工会建会这边，工会组建主要是那些行业呢？ 

伍家岗区工会：我们主要是非公企业这块，所有的企业都在我们这边啊。 

CLB：哦，除了建筑行业…… 

伍家岗区工会：我们非公企业比较多。我们这边建筑的统一在建委那边搞。再就

是我们比较大的中小企业，我们区总工会管了一些中小企业的。大的企业也在我

们市总工会管的 30 多家。 

CLB：所以，所以说…… 

伍家岗区工会：在我们这边，我们伍家这边主要是民营企业比较多。 

CLB：那现在你们这边民营企业建会的，农民工入会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啊？是比

较顺利吗？ 

伍家岗区工会：我们这边还好，我们主要集中在伍家乡，也比较多。 

CLB：那企业方面对于建会，他们的员工入会是不是会比较配合或者是比较正面

啊？ 

伍家岗区工会：最近几年会好一些，因为维权这块，他们可能政策性的这块东西

知道不是很多嘛，但是有维权的他们还是愿意加入工会，但也有一部分农民工他

不愿意。他认为我搞几天…… 

CLB：不愿意的…… 

伍家岗区工会：也有啊，他这种情况也有，有的甚至交社保的，他心想我搞几天

就走了，我不交，你把你这个钱给我，发给我就行了。 

CLB：哦，这种短期心理…… 

伍家岗区工会：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我们不强行。 

CLB：就是说手里见到现金是最重要的，社保什么养老以后就不管了。 

伍家岗区工会：对对，我们农民工他普遍的还是这个，这个观点，他就认为你给

我交五险一金也好，是三险一金也好，你现在把钱给我，你给我折合钱，你现在

每个月打到我工资里来。 

CLB：哦，所以你刚才提到就是说是有些工友出现维权的案件以后，比如说被侵

权了，他们才比较愿意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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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家岗区工会：哎，他才知道来找，他说那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这里有问题啊，

比如说……我们这块目前还好，但也有这种情况，不能说完全没有。 

CLB：那这种情况，如果说来找工会帮助维权，那咱们工会是不是就顺势的就给

他们登记呀，动员他们加入工会呀？ 

伍家岗区工会：对呀，我们首先，你起码是工会会员啊。 

CLB：哦，所以现在入会…… 

伍家岗区工会：对，我们为会员做很多的事，我们要告诉他现在相关的政策，应

该怎么做啊。 

CLB：哦，所以现在就是说大部分是在出现维权状况的时候，咱们这个工会…… 

伍家岗区工会：对，大家才想起来。哎，好象那我要找谁去呢？ 

CLB：哦，那在工会有没有想出一些什么步骤，一些方法来，就是说在没有出现

维权状况的时候，没有出现侵权的时候主动到企业去发展会员…… 

伍家岗区工会：我们有宣传，我们每年都有，我们每年对职工有法律法规的宣传，

有相关的资料宣传，也有相关的讲座，告诉他们为什么要加入工会。你说，你说

我加入干什么，他有的觉得没必要，我搞几天事我就要走了，大家还是一个认识

观念上的问题。 

CLB：那咱们工会比如说有没有到这个像餐厅啊，像这个环卫呀这些地方，就是

说到工作现场给工友当面就登记，就是说加入工会，登记个人信息，然后发工会

卡。 

伍家岗区工会：那有，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是属地管理嘛，他们有划到社区，

有网格嘛，都有，那都有。 

CLB：所以，咱们现在伍家岗区这个非公企业工会会员差不多是有多少会员了呢？ 

伍家岗区工会：非公企业有 4万多人。 

CLB：4万多，是职工吗？ 

伍家岗区工会：职工。 

CLB：那入会率是…… 

伍家岗区工会：我们只管职工，退休了我们就不管了嘛。 

CLB：哦，就是在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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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家岗区工会：哎，我们是在职的，对对对。退休了就到民政了嘛，退休了就不

属于我们这里了。他可以保留他会员关系，但是他……我们只能做一些相关的服

务了。 

CLB：哦，那这 4万多非公企业职工，入会的有多少、占多少啊？ 

伍家岗区工会：啊，我们基本上达到 90%。 

CLB：90%啊！ 

伍家岗区工会：对。 

CLB：这么高的入会率，那那个主要是分布在哪些行业呢？ 

伍家岗区工会：我们的民营企业嘛。 

CLB：民营企业主要是……比如餐厅…… 

伍家岗区工会：对，网格工会。 

CLB：餐厅还是这个…… 

伍家岗区工会：餐饮也有一部分，那我们这里就多啦。 

CLB：主要是什么？工厂啊…… 

伍家岗区工会：方方面面都有。 

CLB：那这些入会以后有没有在各个企业或者是行业展开集体谈判呢？就是工资

啊，这个…… 

伍家岗区工会：有有有，这个我们都有，我们要求规模以上的企业都要进行……

我们现在要签订 4 个合同嘛。 

CLB：所以这边的这个不止是入会，一旦入会形成规模以后，就工会开始跟企业

进行协商谈判。 

伍家岗区工会：对对对。 

CLB：那这边这个协商谈判…… 

伍家岗区工会：我们目前正在推行这个，也在工会，这块工会现在就是民主管理

这块嘛。 

CLB：哦，民主管理也是这个电话号码吗？ 

伍家岗区工会：民主管理也是这个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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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那您了解咱们这边民主管理，就是中小企业，私营企业这个集体协商的情

况吗？ 

伍家岗区工会：嗯，你到底具体是问哪一些？您是要了解哪些方面的？ 

CLB：我想现在就说是，这个什么，去年 10 月底不是习近平给全总领导班子讲话，

说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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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伍家岗区工会：嗯。 

CLB：这个我就想了解一下，就是顺着一些个案啊，比如说这回融公馆工地的这

个情况，就是想…… 

伍家岗区工会：那这样的，不好意思，我给您打断一下。小卢把资料找来了，让

她跟您具体说一下您这个事，好吧。 

CLB：哦，那太谢谢了。谢谢。 

伍家岗区工会：您等一下，她等着在。 

CLB：好，好，谢谢。 

 

第三通电话：伍家岗区总工会服务中心 

伍家岗区工会：哎，您好。 

CLB：你好，小卢。 

伍家岗区工会：刚刚我翻到之前的资料，也刚刚跟我们之前接待的领导打过过电

话了。问了一下…… 

CLB：不好意思啊，麻烦你去找这些。 

伍家岗区工会：啊，没事，应该的。然后刚刚我翻了资料，之前来我们这里的法

律咨询的是张大军，姓张，和您说的那两个都没有，没有您说的那两个，他是 8

月份来的。 

CLB：哦，那么早就来啦？ 

伍家岗区工会：嗯，应该不是一件事，所以您说的这两个…… 

CLB：所以，但是是那个融公馆的…… 

伍家岗区工会：哎，都是融公馆，所以说您说的这两个都没有到我们这边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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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哦，那融公馆的这个，当初 8月份来的这个，咱们工会给他们法律意见以

后…… 

伍家岗区工会：哦，他们在我们……我们当时把他们几个外包，几个分包的都叫

来了嘛，协调了，他们愿意走司法程序，应该不是说……他因为当时涉及到的是

合同问题。和您说的这个讨债的应该不是一件事。 

CLB：所以那咱们工会就是说没有，就是比如说在 8月份那个案件里边，就直接

到现场、去到施工现场——融公馆工地现场，就是代表工人这边，跟这个项目部

啊或者什么进入谈判，工会没有走这一步吗？ 

伍家岗区工会：但是我们肯定是先协调嘛，协调他们俩都同意走法律程序了的话，

就相当于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嘛。都已经同意这个了。 

CLB：那咱们工会这边没有顺势，就是说，怎么说，就趁这个机会就进入融公馆

工地去发展工会会员，这个，有没有就是借这个机会走进工地呢？ 

伍家岗区工会：嗯，这个没有，因为我们这个都是分着，每一项有每一项的部门，

部门不一样嘛。 

CLB：哦，那如果……说句什么啊，我只是假设啊。 

伍家岗区工会：哎，您说。 

CLB：咱们这边区工会如果上次 8 月份趁机就到融公馆工地上发展工会会员，或

者是去宣传的话，是不是有可能 12月份的这个案子，这些工人有可能就变成是

工会会员了，然后他们有可能讨薪就不会用堵路的方法，堵工地大门的方法，这

个最后拘留农民工这个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也会降低，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啊？ 

伍家岗区工会：哈哈，这些都是意外，很难控制的，对不对？ 

CLB：那倒是。 

伍家岗区工会：哈哈。 

CLB：我也是假设，就是说…… 

伍家岗区工会：跟您说吧，因为即便是成立工会了，如果他们不找我们，我们也

不知道这个消息对不对？ 

CLB：我是一个假设，就是说如果这些工人如果入了会了，在咱们工会这边有登

记，而且是有这个会员证，然后，可能就是说一旦侵权以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来找工会。不一定就是去堵这个工地的大门，甚至还有出现像以前什么跳塔吊啊、

跳楼啊什么这一类的。就是说，他们如果第一个想到的是工会，那来找工会的可

能性，概率就会提高了，我只是有这么个假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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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家岗区工会：啊，有这个概率，对对对。 

CLB：对，所以……哎呀，希望下一回如果要是再有工地的工友来找工会的话，

咱们工会…… 

伍家岗区工会：我们会第一时间和单位，和建设单位那边联系。哈哈。 

CLB：如果趁势就跑到工地上去发展工地上其他的会员，工人入会，那可能就是

说工会多走一步，就是说是不止是“哪里的职工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站出

来说话”，而是…… 

伍家岗区工会：嗯，我们要提前做到宣传，早预防，对吧。您说的意思？ 

CLB：对，就是说防患于未然。把这些没有受侵害的工友也纳入工会里边来。让

大家来找工会的这种概率就提高了，对吧。 

伍家岗区工会：哎，对对，这可能是我们做的不足的地方…… 

CLB：没有，这不是不足，大家都是慢慢摸索嘛。 

伍家岗区工会：啊，因为我们各个部门，有负责接待的，可能组建又是一块，可

能相互之间可能没有协调好。 

CLB：这不是没有协调好的事，千万别以为我是来给你们找麻烦，找你们毛病的，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大家慢慢摸索经验，都是一个过程。 

伍家岗区工会：都是摸索，对。 

CLB：对对。那小卢，你刚才有提到有这个，咱们宜昌市有建筑行业工会，你这

里有他们的联系方法吗？ 

伍家岗区工会：建筑行业工会？啊……宜昌市的建筑行业工会吗？是我们市直管

的是吧？ 

CLB：对对。 

伍家岗区工会：那这个我们没有。 

CLB：那没关系，我到市总工会那边再去了解一下。行。 

伍家岗区工会：嗯，好。 

CLB：那好，谢谢小卢。哎，小卢，有一个事情这是我的好奇啊。 

伍家岗区工会：哎，您说。 

CLB：你是不是这个工会协理员，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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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家岗区工会：对，我是协理员。 

CLB：就是社会化工会工作者招进来的呀？ 

伍家岗区工会：对，是通过考试招进来的。 

CLB：是大学毕业就应聘过来啦？ 

伍家岗区工会：啊，不是的，我是在参加工作过后再考试的。 

CLB：所以那那个加入工会工作多长时间了？ 

伍家岗区工会：啊，我是去年 5月份才过来，所以对这边的这些政策还在学习过

程中。 

CLB：不着急，这个工会工作是比较复杂，也比较……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突发

性这个比较高，那有没有去过现场啊，劳资冲突啊，这个纠纷现场？ 

伍家岗区工会：嗯，目前还没有，因为目前我们现在手头上的事情也比较多，啊，

还负责别的事，平时就是在大厅里，然后有人来咨询或者说请求法律援助，我们

负责接待一下。 

CLB：主要是相对来说比较静态的、在接待大厅负责接待。 

伍家岗区工会：啊，但是也会跑企业。建筑工地的话就接触的少一些，跑企业的

话就多一些。 

CLB：企业主要是宣传、还是组织、还是什么呀？ 

伍家岗区工会：组建的话是我们另一块负责，另一个同志负责的，然后我们就负

责一些劳动保护之类的，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 

CLB：哦，那这个女职工权益保障的情况在这些非公企业这边做的怎么样啊？就

是老板这边。 

伍家岗区工会：嗯，目前我们辖区都还比较正常，因为我们签订了 4 项合同嘛，

有女职工权益特殊保障，有权益保护合同嘛，专项合同。然后，都还是执行的比

较好。我们后期也有监督。 

CLB：哦，那像咱们工会的这个女职工部，女职工委员会是不是也是在你们这边

啊？ 

伍家岗区工会：嗯，对。 

CLB：哦，所以说，你们出去也……在企业向企业雇主这边宣传关于女职工权益

保障这些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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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家岗区工会：宣传，每年还定期组织培训，学习。就是培训啦，还有一些法律

法规的宣传啊，宣传培训都有。 

CLB：那培训的对象主要是老板呢？还是员工呢？ 

伍家岗区工会：啊，女工干部，然后基层的一些女职工代表。因为这个事，然后

再……我们各级工会嘛，我们这是区工会，然后他们各个企业也有工会嘛，然后

就可能让他们企业自己组织全体女职工啊，培训。然后我们这边可能就是一个代

表嘛，每次组织的培训也就是 100多人，不可能组织全区的，对吧？ 

CLB：哦，所以主要的…… 

伍家岗区工会：女工干部。 

CLB：主要的培训对象都是女职工？ 

伍家岗区工会：对，您这说的是女工这一块的嘛。 

CLB：对对。我特别是想着了解一下女职工权益的事。因为，怎么说呢，咱们国

家这个传统也好，文化也好，还是家庭观念也好，就是女职工这边的权益保障好

象相对来说比较薄弱一点，所以…… 

伍家岗区工会：哎，对，是的。 

CLB：所以你们的这个培训对象主要是工人，女职工，涉及到女工权益的这部分，

而不是针对老板？ 

伍家岗区工会：嗯，是的，是的，是女职工。 

CLB：那那个效果怎么样啊？女工在培训之后会不会这个，就是说权益意识啊什

么，主动的维权意识，会不会比较……相对来说是不是会比男工还会更主动一点

啊？ 

伍家岗区工会：哈哈，嗯……培训效果照现在看来，也没有接到各个企业的有什

么提示的一些什么问题啊，效果还比较好的，反响比较好。 

CLB：其实培训过以后没有投诉，没有什么，反而可能是好消息呢，没有消息就

是好消息。说明他们这个在基层的……怎么说，维权的情况可能是不错的。 

伍家岗区工会：哎，因为单位也有工会嘛，如果问题不大的话啊，自己公司内部

也可以解决，对不对？ 

CLB：对对。 

伍家岗区工会：公司内部的工会也可以解决。 



16 

 

CLB：那谢谢你了，小卢，跟你聊一聊学到很多东西…… 

伍家岗区工会：您别这样说，因为我也是刚来不久，还要学习啊。很多东西可能

是也说的不完善啊，可能是我们做的更多，但是我又表达不出来。 

CLB：没有，我学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谢谢你，小卢。那好，我再到市

工会那边了解一下建筑行业工会的事，好吧。 

伍家岗区工会：哎，行，好好好。 

CLB：谢谢啊。 

伍家岗区工会：哎，应该的。 

CLB：再见再见。 

伍家岗区工会：哎，再见。 

 

第四通：中国电信号码百事通 

中国电信语音答录机：欢迎致电中国电信号码百事通，现已开通全国家电维修服

务。权威验证，可靠放心，请按 6号键。查号请按 1，订机票请按 2，订酒店请

按 3，订餐请按 4……您好，2025号话务员为您服务 

中国电信：您好，很高兴为您服务。 

CLB：您好，请问宜昌市建筑行业工会有没有电话啊？ 

中国电信：正在为您查询，请稍后。 

CLB：谢谢。 

中国电信：不客气……很抱歉，该单位暂时没有登记。 

CLB：那请问宜昌市建委有没有电话呢？ 

中国电信：宜昌市建委，号码是 6446659。 

CLB：那谢谢你了。 

中国电信：不客气，请问您还需要其他帮助吗 

CLB：不需要了，谢谢。 

中国电信：不客气，祝您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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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通电话：宜昌市建筑行业工会  

CLB：喂，请问是建筑工会吗？ 

宜昌市建筑工会：你是哪里呀？ 

CLB：你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呀。 

宜昌市建筑工会：啊？ 

CLB：你好，我是从…… 

宜昌市建筑工会：喂。你是哪里呀？ 

CLB：喂。请问是宜昌建筑行业工会吗？ 

宜昌市建筑工会：对，对呀。你是哪里呀？ 

CLB：啊，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呀。刚才那个伍家岗区工会给我介绍到

这边来了解情况，就说是关于那边有一个融公馆工地有工人这个讨薪，就是……

这个案件你们这边有没有接触呢？ 

宜昌市建筑工会：不知道。 

CLB：哦。 

宜昌市建筑工会：你是哪的呀？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清啊。你说。 

CLB：我是中国劳工通讯。 

宜昌市建筑工会：中国劳动通讯啊。 

CLB：中国劳工通讯。 

宜昌市建筑工会：嗯。 

CLB：就是那个伍家…… 

宜昌市建筑工会：什么事？ 

CLB：伍家派出所那边发的这个信息，说是有两个工人因为堵这个工地现场…… 

宜昌市建筑工会：伍家派出所呀？ 

CLB：对，他们在这个融公馆工地，堵工地讨薪，这个就是把他们拘留了…… 

宜昌市建筑工会：融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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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对。你们市建筑工会有没有参与这个事呢？ 

宜昌市建筑工会：我们不清楚这个事。 

CLB：哦，不清楚啊。 

宜昌市建筑工会：什么时候的事啊？ 

CLB：啊，应该是 5-6个星期以前吧。 

宜昌市建筑工会：我不太清楚。5-6个星期以前啊，那我们不太清楚呢。 

CLB：那这个融公馆工地上的农民工加入工会，你们有没有建会啊？ 

宜昌市建筑工会：没有。我们没听说什么融公馆。 

CLB：融公馆在你们这里不是一个很大的工地项目吗？ 

宜昌市建筑工会：我不太清楚。 

CLB：哦，刚才他们说…… 

宜昌市建筑工会：要不然你……伍家派出所？ 

CLB：他们说这个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入会是咱们宜昌建筑行业工会负责的呀。 

宜昌市建筑工会：属地关系它是那边伍家区呀，伍家区总工会呀。 

CLB：你说，在伍家区的建筑工地工人入会是在区总工会负责的？ 

宜昌市建筑工会：他要说，要说这个融公馆他建会，他就应该在伍家区总工会领

导之下，属地管理权限不在我们这里。 

CLB：但是刚才区工会组建部的同志说，这个归咱们市建筑工会管呀？ 

宜昌市建筑工会：那不是，属地管理。宜昌总共，宜昌工会，都是属地管理。他

属于伍家区，就属于伍家区工会管理。不是我们这里。 

CLB：那建筑工地也是这样吗？ 

宜昌市建筑工会：嗯，一般都是这样。 

CLB：哦，那咱们这个市建筑行业工会…… 

宜昌市建筑工会：属地管理。 

CLB：啊？就是市建筑行业工会负责组织…… 

宜昌市建筑工会：你要什么帮助吗？你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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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对，我就是想知道…… 

宜昌市建筑工会：你要什么帮助你直接跟我说。 

CLB：我不需要帮助啊，我只是想了解一下这个……其实我是想就这个机会…… 

宜昌市建筑工会：你想了解他那个工地，你叫他自己到派出所，再就是伍家区总

工会，叫他们来协助你，好吧？我也不清楚这个事。 

CLB：我是想知道，就是那咱们市建筑行业工会负责组织哪些工地的农民工呢？ 

宜昌市建筑工会：我们属于就是说，属于城区的在我们这边。就是说区里面的总

工会，由区里面的他们负责了。 

CLB：那这建筑行业工会，你们不是覆盖……就是作为宜昌市建筑行业…… 

宜昌市建筑工会：建筑行业他是一个指导型的工会，但就是说各个区，他的工地

所在的建筑区域，他有在区里面的呐，就由他们每个区、区里负责了。你不可能

说你在那建筑行业，他管着住你所有的工会在他的会议室建会，你说现不现实啊？

他就在所在的区总工会。 

CLB：哦，所以那市…… 

宜昌市建筑工会：他是由所在的区工会，他来管理的。你一个行业工会你管得了

那么远的地方吗？ 

CLB：哦，所以宜昌市建筑行业工会只是指导区工会在建筑行业建会。 

宜昌市建筑工会：哎，对。他所在的建筑企业，所在的区域，由他的所在区工会

（负责）。再就是他所在的项目，就在他所在的项目所在的区域（建会）。你比

方说，你在伍家区，那就（归属）在伍家岗区总工会，在他那里。 

CLB：那咱们这个宜昌建筑行业的这个集体合同…… 

宜昌市建筑工会：听懂了没有？ 

CLB：我明白，听懂了。我想…… 

宜昌市建筑工会：喂？ 

CLB：对，听懂了。就是咱们这个宜昌市的建筑行业集体合同，这个市建筑行业

工会是不是负责…… 

宜昌市建筑工会：好吗？ 

CLB：啊我说这个集体合同啊，就是建筑行业的集体合同，建筑行业工会有没有

参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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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建筑工会：没有没有，没有参与。 

CLB：那为什么…… 

宜昌市建筑工会：他是所在的区域他们参与啊，不是我们参与啊。 

CLB：哦，建筑行业的集体合同也是区管呀？ 

宜昌市建筑工会：他是那个啥，所在的区域就属于所在的总工会，负责他的那个

建筑区域。就是说每区，都是属于属地管理，在区总工会的领导之下。 

CLB：哦，所以但是那个武汉市的情况可不是这样的呀。武汉市，《工人日报》

在 2017 年底有一个报道说，武汉市的建筑行业工会联合会和建筑企业协会有这

个，统一签那个行业集体合同…… 

宜昌市建筑工会：他是建筑工地联合会啊，他不是在我们这边啊。 

CLB：不，我就是说武汉市的建筑行业工会联合会可以统一的签集体合同，就是

行业集体合同，那宜昌这边是不是也可以做呢？ 

宜昌市建筑工会：那你签不过来的。你像武汉市签集体合同，他武汉市他有那么

多，下面那么多区，那么多人口，你那个武汉市总工会签得了吗？ 

CLB：但是他们那个…… 

宜昌市建筑工会：区集体合同他是属于各个区总工会。 

CLB：哦，但是这个《工人日报》2017年底的这个报道说的是武汉市，武汉市建

筑行业工会呀。 

宜昌市建筑工会：他是区总工会和他们那个区域的，是所在的区域总工会去跟他

们签合同，不是说我们这边签。 

CLB：但是武汉的做法是市总工会呀。 

宜昌市建筑工会：你管得了那么远吗？我管得了那么远吗？管不了的，好吧？ 

CLB：但是这里说的武汉市的建筑行业工会是，全市签那个统一的行业集体合同

啊。 

宜昌市建筑工会：那不是不是不是，他不是市，他是在所在的区，所在的区总工

会。 

CLB：哦，所以……那我看的是《工人日报》的报道，就是说武汉市建筑行业工

会联合会跟建筑企业协会签了…… 

宜昌市建筑工会：他签不了，你武汉市的签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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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哦。 

宜昌市建筑工会：好吧？ 

CLB：好的。那请问您是咱们…… 

宜昌市建筑工会：他那故事那么样不可能的。 

CLB：不可能啊？哦。 

宜昌市建筑工会：他的是武汉市总工会，他的行业工会，他怎么能签到所有的区

呢？他的武汉市好大啊，所有的区都能签齐行业工会？签不了的。他只能说所在

的区总工会，和所在的行业工会，区里面有行业工会的，由他们来属地关系，属

地管理去签约。 

CLB：哦，所以…… 

宜昌市建筑工会：你那个武汉市行业工会，他签不了那么远的。我们宜昌不是这

样的，好吧？ 

CLB：所以现实当中是不太可能的。 

宜昌市建筑工会：你签不了那么远啊。就是说划成片啊，划成区域，片区的啊。 

CLB：哦，那行，那…… 

宜昌市建筑工会：你那个伍家区，那就是伍家区啊。 

CLB：那那个请问，您是咱们市建筑工会负责人吗？ 

宜昌市建筑工会：喂？ 

CLB：请问您是咱们市建筑工会主席吗？ 

宜昌市建筑工会：喂？ 

CLB：我说您是不是建筑工会主席呀？ 

宜昌市建筑工会：喂？听…… 

CLB：请问您是不是建筑工会主席呀？请问您是工会主席吗？ 

——电话被挂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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