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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通电话 珠海市香洲区工会 

ＣＬＢ：喂，请问是香洲区总工会吗？ 

香洲区总工会：对，是。 

ＣＬＢ：您好，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我姓韩。 

香洲区总工会：您好。 

ＣＬＢ：您好，就是关于咱们这儿去年这边那个兴业快线石景山隧道透水事故

这个事儿啊。 

香洲区总工会：嗯。 

ＣＬＢ：那个，两名副市长还有住建局的主要负责人都处分追责了。那想问一

下咱们工会有没有负责人被追责处分啊？ 

香洲区总工会：应该是……我去问一下领导，您稍等啊。 

ＣＬＢ：好。 

（换人接电话） 

香洲区总工会：喂，哪里？ 

ＣＬＢ：您好，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我姓韩啊。 

香洲区总工会：嗯。 

ＣＬＢ：就是关于咱们这儿去年兴业快线石景山隧道透水事故啊，市政府领

导、住建局领导都被追责处分了，那想问一下咱们工会有没有负责人被追责处

分呢？ 

香洲区总工会：我们没有，我们这里没有。 

ＣＬＢ：啊？ 

香洲区总工会：我们这里没有，没有，没有。 

ＣＬＢ：是没有处分吗？ 

香洲区总工会：没有。不涉及到我们，不是职能部门。不涉及到我们。 

ＣＬＢ：为什么不涉及工会呢？《安全生产法》规定工会不是要做…… 

香洲区总工会：没有，我就明确告诉你没有。不好意思，没有，现在在忙着。 

ＣＬＢ：你说没有处分，还是不涉及工会…… 

香洲区总工会：没有涉及到我们。不是职能部门，是安监部门，不是我们。 

ＣＬＢ：但是《安全生产法》规定了工会应该做安监啊。 

香洲区总工会：法是法嘛，我就明确的答复告诉你没有。 

ＣＬＢ：《安全生产法》是这样写的啊。 

香洲区总工会：哎呀，法是法嘛，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你《安全生产法》是安

全生产法，但是我们工会是没有涉及到我们。 

ＣＬＢ：但是法律规定了，工会就要履责啊。 

香洲区总工会：我们没有被问责嘛。哎，不涉及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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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那不被问责这个情况不正常啊，你觉得呢？ 

香洲区总工会：你不正常，那你去问其他部门吧，反正我现在工会口头答复你

就是这样。 

ＣＬＢ：那现场这些工人有没有加入工会呢？ 

香洲区总工会：也不是我香洲区总工会的功能。不在我这个辖区。 

ＣＬＢ：不是这个事故在咱们香洲区吗？ 

香洲区总工会：你问其他人吧，好吧。你采访问其他人吧，好吧。我现在忙着

要开会。 

ＣＬＢ：问谁啊，问哪个部门呢？ 

——电话被挂断—— 

 

 

第二通电话 香洲区总工会 

香洲区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还是我，刚才中国劳工通讯姓韩打来电话啊。 

香洲区总工会：中国劳工通讯是吗？ 

ＣＬＢ：对。刚才那位说着一半话就，他说急着忙着要开会。 

香洲区总工会：中国劳工通讯。 

ＣＬＢ：对，我就想问一下，他刚才，那位说安全生产不关工会的事，但是这

好像没有什么说服力啊。《安全生产法》规定了工会要做安全生产监督啊。《安

全生产法》第七条规定的。怎么会，跟工会无关呢？我就不太理解这个是怎么

回事啊。 

香洲区总工会：啊，领导在开会，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ＣＬＢ：啊？ 

香洲区总工会：我们领导在开会。 

ＣＬＢ：哦，刚才那位是你们领导啊？ 

香洲区总工会：嗯对。 

ＣＬＢ：您这是什么部门呢？ 

香洲区总工会：我们是办公室。 

ＣＬＢ：哦，刚才那位是办公室负责人？ 

香洲区总工会：嗯对。 

ＣＬＢ：那那个，不好意思啊，我其实也不是说来找谁麻烦。只是说这么大的

事故，而且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在省里也不是一次两次了。14个人就这么死

了，那 14个家庭……所以就，看到市政府领导都被处罚、追责了。就想问一

下，工会如果，有没有履责不到位被处罚的情况。那咱们珠海市总工会，如果

我想了解这个情况，到哪个部门了解比较好呢？ 

（换人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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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洲区总工会：喂您好，您再说一下，麻烦您再说一下。 

ＣＬＢ：您好，您是刚才那位通电话的，是吧？ 

香洲区总工会：不是不是，您跟我说就行，我是办公室工作人员。 

ＣＬＢ：哦，就是关于咱们这儿石景山隧道透水事故有 14个人遇难那个事儿

啊，去年的这个事，咱们珠海市市政府领导都被处罚，住建局也被处罚，想问

一下工会负责人有没有被追责处分呢？ 

香洲区总工会：工会不会被追责处分，因为工会不是职能部门。你懂我的意思

吗？ 

ＣＬＢ：我明白，工会不是政府行政部门，是吧？ 

香洲区总工会：对，我们当时是协助调查。 

ＣＬＢ：对对对，我明白。按《安全生产法》规定，工会是要参与协助调查

的。不过我想说的是，《安全生产法》第七条有规定，就是工会依法对安全生产

进行监督。那工会在这个工地有没有履行这个监督职责呢？ 

香洲区总工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除了《安全生产法》之外，我们主要履责

的是《工会法》，但是我们并没有执法权的。 

ＣＬＢ：哦没有说让工会执法。我这个问题……对不起，我可能是问得不清

楚。我只是说，无论是《工会法》还是《安全生产法》，都有这个规定，那个法

条都差不多一样的。就是说工会依法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督。所以，《工会

法》也有这样的规定。那履行《工会法》和履行《安全生产法》，履行这个《劳

动合同法》，《合同法》，其实关于这一条都差不多的。 

香洲区总工会：我知道。 

ＣＬＢ：就是说关于这个事故，如果咱们……我就这么想象啊，就是说咱们工

会如果在现场有履责的话、有监督的话，那这个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我不知道这个假设是不是存在。 

香洲区总工会：是，关键是这一项工程他并不是说区委拍板定下来的。所以说

即便我们想去履责的话也很难履，因为我们是区总工会。你真正意义上想要咨

询的应该是市总工会，而且你应该咨询的是市总工会维权部。 

ＣＬＢ：那市总工会维权部是负责这方面的？应该不是维权部，应该是负责安

全生产的部门吧？ 

香洲区总工会：维权部他是，维权部他只是一个部门名称而已，他的职能还是

蛮多的。 

ＣＬＢ：哦哦。所以咱们这个等于是这么一回事，这个事故虽然发生在咱们

区，而且这个什么呀，但是咱们区总工会…… 

香洲区总工会：这种大型工程，这种大型工程肯定是珠海市牵头。所以说，即

便工会分管，也肯定是市总工会去分管，你懂我的意思吗？ 

ＣＬＢ：哦，咱们区总工会虽然是属地工会……我一直以为是属地工会，也有

属地工会的一分责任啊。不是这样吗？ 

香洲区总工会：肯定是，我们有上级的啊，我们有上级的啊。而且这种大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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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咯，肯定是市总的。 

ＣＬＢ：哦。不过这个，我在跟您通话之前，我看咱们网站上有一个消息说

是，2019 年 5月 29 号的时候，咱们广东省总工会曾经在咱们这儿珠海横琴口

岸综合交通枢纽开发工程项目部，开过一个劳动竞赛启动仪式，就是差不多两

年前啊…… 

香洲区总工会：这些你直接去问市总工会比问我好，好吧？ 

ＣＬＢ：我的意思就是说…… 

香洲区总工会：先这样吧。 

ＣＬＢ：这个兴业快线…… 

香洲区总工会：因为你说的事情和我们都没关系，正儿八经地说。 

ＣＬＢ：那咱们区总工会作为在地属地工会……现在不是工会改革，一般都是

属地管理吗？就是对属地，在咱们属地的那种…… 

香洲区总工会：您直接咨询市总工会就可以了。和我们真的没什么关系的，真

的。 

ＣＬＢ：哦，那行。那咱们市总工会维权部电话多少您知道吗？ 

香洲区总工会：你直接打他办公室电话 2222568。 

ＣＬＢ：2222568。好，那谢谢您。请问您贵姓啊？ 

香洲区总工会：这个您就不用知道了吧。 

ＣＬＢ：好，行，好，谢谢啊。再见。 

香洲区总工会：再见。 

 

 

第三通电话 珠海市总工会 办公室 

珠海市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珠海市总工会吗？ 

珠海市总工会：嗯，是的。 

ＣＬＢ：您好，我姓韩，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珠海市总工会：嗯，您好。 

ＣＬＢ：您好，就是关于咱们这儿去年兴业快线石景山隧道透水事故这个事儿

啊。 

珠海市总工会：嗯。 

ＣＬＢ：咱们珠海市的主要政府领导人，还有住建局负责人都被问责追责了，

那想问一下咱们市总工会有没有负责人被追责处分啊？ 

珠海市总工会：没有。 

ＣＬＢ：没有处分啊？ 

珠海市总工会：嗯。 

ＣＬＢ：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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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总工会：你是什么事情呢？ 

ＣＬＢ：就是想了解一下，因为《安全生产法》规定得很清楚，就是工会依法

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督。那想问一下发生这么大的事，14个人死了，那各个

级别的人都被追责了。就想问一下，咱们工会依法应该监督，那现场监督不到

位的话，是不是也应该被追责问责？ 

珠海市总工会：您刚刚说您是哪个单位的？ 

ＣＬＢ：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我姓韩。 

珠海市总工会：哦，您有什么想了解的，您方不方便……就是，因为具体的不

是我这边在、就是我们办公室在负责这个工作嘛，对不对。劳工通讯，然后您

有什么具体的，您方便通过一些就是公文的形式给到我们，我们好回复或者怎

么样吗？ 

ＣＬＢ：那也可以。不过我就是想，先简单的一些情况，基本情况啊。 

珠海市总工会：我这边不太了解。就是因为我这边不是业务部门，所以不太了

解具体的您刚刚说的那个要求啊什么的，可能要具体的业务部门才比较清楚。 

ＣＬＢ：哦，那咱们工会是具体哪个业务部门比较清楚呢？ 

珠海市总工会：但是他这种对外的这种，可能还是要通过……就是您可能还是

要有一个公函之类的。就是您这个，毕竟是像媒体一样嘛，对不对。 

ＣＬＢ：明白。 

珠海市总工会：媒体了解情况，就是我们这边还是要有一个官方的一点渠道然

后去回复怎么样的。您方便的话，就有个公函我们好处理一点。 

ＣＬＢ：明白，明白。是这样啊，当然，我明白这个公函程序了。不过从另外

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公众对工会履责、对职能部门履责的一个问责监督。那如

果大家都要走公函的话，那这个监督不就成了…… 

珠海市总工会：那也不是。那不一定是公函，就是您有个什么书面的东西，我

们针对哪几项需要进行回复，有书面的也好嘛。因为您电话这样子直接说的

话……而且我这边也不是具体的业务部门，我也没办法给您回复或者怎么样

的。对不对？ 

ＣＬＢ：那我直接找咱们工会的业务部门，您给我他们电话，我跟他们了解一

下可以吗？ 

珠海市总工会：工会的业务部门？但是我们内部也有内部的程序嘛。就是他们

像这种……因为您这边不是说是公众或怎么样，是媒体这边的话，我们对外发

布这种，就是怎么说呢，这种信息也好什么也好，我们也有我们自己内部的一

个流程需要去履行嘛。希望您能谅解一下，可以吗？ 

ＣＬＢ：这个，媒体作为公众的一部分那其实是很难去区别的。我可以理解你

现在作为一个工作人员这个处境啊。 

珠海市总工会：对，希望你能谅解一下。 

ＣＬＢ：不过我还是觉得，对你刚才说的这个逻辑，背后的逻辑我却不能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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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总工会：那要不这样子，您留个联系方式。我这边，就是因为我这边等

于是一个电话的一个接到什么需求，或者电话的接到一个信息也好。我去汇

报，然后您留个联系方式，我们给您回复电话这样子，这种方式也是可以的，

您觉得呢？ 

ＣＬＢ：当然，可以可以。 

珠海市总工会：可以啊。 

ＣＬＢ：我这里是中国劳工通讯，我姓韩。 

珠海市总工会：对，韩先生，我有登记。然后韩先生您的联系方式？ 

ＣＬＢ：我这里区号是 852，然后我电话是 27802187。 

珠海市总工会：852-27802187，然后您主要说的是去年那个事故，工会这边安

全监督履责的问题，是吗？ 

ＣＬＢ：对，就是工会有没有履行《安全生产法》第七条规定，就是依法对安

全生产进行监督，就是在这些工地上怎么样履责。 

珠海市总工会：嗯，履责的问题，我记录下来了，然后我这边就是报告上去，

好不好。 

ＣＬＢ：还有一个问题。 

ＣＬＢ：您说。 

珠海市总工会：就是，这些工地上的工人，包括这遇难的 14位工友，他们有没

有加入工会？ 

珠海市总工会：嗯，好的，好的。 

ＣＬＢ：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这个工地是 2009年 1月开工的，而且调查结论说

是有非法转包的问题。就是中铁二局把这个工程整体地非法转包给了他的子公

司——中铁二局三公司。所以，那我就想问一下在这个工程开工的时候，咱们

珠海市总工会作为属地工会，有没有到现场，或者是跟这个总承包，跟这个实

际施工公司，来沟通。特别是跟他们的工会沟通，确保那里的工会，现场有工

会履责监督安全生产。 

珠海市总工会：嗯，好的，好的，我记录一下。因为具体这个到底是不是，像

您说的是工会的职责或者怎么样，这个我们回头再那个什么……我先记录，我

先记录我这边，好不好。 

ＣＬＢ：明白明白。不过我想跟您说的呀，就是《安全生产法》第七条规定得

清清楚楚，工会依法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督。这里法律规定得很清楚，完全

没有灰色地带的。 

珠海市总工会：嗯，好的好的，我先记录下来。 

ＣＬＢ：这第七条里面还说是，生产经营的单位依法组织职工参加本单位安全

生产工作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维护职工在安全生产方面的合法权益。也就

是，也包括那 14个在事故当中遇难的工友他们的安全生产方面的合法权益。如

果工会要履责了的话，那 14个人就有可能不死。 

珠海市总工会：嗯，我先记录下来，好的。 



7 

 

ＣＬＢ：对不起，我说这么快，您能记得住吗？ 

珠海市总工会：我只能记一些关键字了。没办法了。 

ＣＬＢ：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还有请问咱们这儿城建集团公司有没有工会

呢？ 

珠海市总工会：您这个我也记录下来，因为我这边这个部门暂时是查询不了

的。 

ＣＬＢ：就是您这儿是咱们珠海市总工会的办公室，是吧？ 

珠海市总工会：是的是的。 

ＣＬＢ：因为城建集团公司，他们是这项工程的……这个叫什么啊，叫总的承

办公司。 

珠海市总工会：嗯，总承包。 

ＣＬＢ：对，所以如果他们要是有工会的话，他们公司的工会如果履责的话，

那现场的情况也不会发生这种事。 

珠海市总工会：嗯嗯。好，我记录下来。 

ＣＬＢ：那另外一个，不好意思啊。这都是跟咱们珠海这边有关的。珠海城建

集团下属的这个市政建设有限公司呢，是具体实际承接这项工程的单位。等于

是，城建集团把这个名分上接下来了。然后城建集团下边的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把这个实际给承接下来了。那就是说，这个市政建设有限公司有没有工会呢？ 

珠海市总工会：嗯嗯。 

ＣＬＢ：就是像这种，这么大的公司，咱们珠海，按道理讲，应该是有工会的

吧？ 

珠海市总工会：我这边需要业务部门去查询一下的。 

ＣＬＢ：所以这些您这儿都不清楚啊？ 

珠海市总工会：我这边没有那个相关资料，因为我这边，刚跟您说的，我这边

不是业务部门。他们需要去查询。 

ＣＬＢ：哎呀，其实，如果您把业务部门的电话给我，我直接去找他们不就行

了吗？ 

珠海市总工会：因为他是不同的业务部门。您刚刚说的这些事情，对，我都记

录下来，好吗？ 

ＣＬＢ：其实刚才那个香洲区总工会的人说，是咱们珠海市总工会维权部来管

这个事的，所以，如果您要能把维权部的电话给我，或者是基层工作部的电话

给我，这样我直接去问他们关于工会组建的事情，不是更直接更清楚一点吗？ 

珠海市总工会：我还是先记录下来吧。因为这个问题，您刚才说的这么多的事

项，这一大串的，对不对。他不是单独的某一个咨询问题或者怎么样的，我需

要记录下来。因为我们这边对外的可能还是办公室这边。刚刚说的那些业务部

门，他主要还是针对一些职工业务方面的咨询的，不像您这种。这种是回复的

话，对外的还是由我们办公室来了解一下情况先，可以吗？ 

ＣＬＢ：具体的业务部门都躲在办公室的电话后面，这也够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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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总工会：也不是这么理解。因为每个单位肯定都有一个对外的部门负责

联系的嘛。 

ＣＬＢ：其实按我的理解，就是安全生产的落实，监督啊什么之类的，应该不

是你们办公室的职责。应该是具体的，比如说工会的经济部啊，什么基层工作

部啊，是他们来具体落实的。所以我也理解咱们办公室对这些具体情况不了

解。但是这些具体的部门又都躲在办公室的后边，够不着。这真是觉得有一

点…… 

珠海市总工会：没有，我们业务部门他接受职工的咨询什么的都是可以的，都

是很畅通的，这种渠道。我这边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再给您回复好吗？我先记录

下来。 

ＣＬＢ：好的，好的。请问您贵姓啊？ 

珠海市总工会：这个没关系的，您打这个电话都是我们办公室的人接的。我先

记录了可以吗。因为这个电话就是我们办公室电话，没有固定说哪位同事接这

样子。 

ＣＬＢ：明白，好，谢谢你。 

珠海市总工会：嗯嗯，谢谢您，再见。 

ＣＬＢ：再见。 

 

 

第四通电话 珠海市总工会 经济工作部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珠海市总工会吗？ 

珠海市总工会：是，您是哪里？ 

ＣＬＢ：您好，我姓韩，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您这是工会经济工作

部吧？ 

珠海市总工会：对啊。 

ＣＬＢ：您好，有个事儿，就是关于咱们这儿去年兴业快线石景山隧道透水事

故 14个人遇难这个事啊，咱们珠海市主要负责人被问责。想问一下咱们市工会

有没有负责人被问责啊？ 

珠海市总工会：这个我们没有啊。 

ＣＬＢ：啊？ 

珠海市总工会：没有啊，我们没有啊。 

ＣＬＢ：没有被问责啊？ 

珠海市总工会：嗯。 

ＣＬＢ：啊，这个，好像这么大的事，就是包括住建局向本级政府做深刻检

查，然后区政府向市政府做检查，市政府向省政府做检查。咱们工会没有因为

安全生产监督履责不到位被要求做检查吗，没有吗？ 

珠海市总工会：这个东西为啥要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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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啊？ 

珠海市总工会：我说，为啥要有呢，没有就没有嘛。 

ＣＬＢ：为啥要有？这个，《安全生产法》和《工会法》不是都有规定，工会依

法对安全生产进行监督嘛，那…… 

珠海市总工会：这个工作也不是我这个部门具体负责了。你那个，就是说安全

生产那一块的话，是我们另外一个部门负责的。你要不…… 

ＣＬＢ：我在网上看到经济工作部负责安全生产啊。 

珠海市总工会：不不，我们现在已经换了职能了。要不你问办公室或者问另外

一个部门好吗？ 

ＣＬＢ：哪个部门呢？ 

珠海市总工会：我们是维权部。 

ＣＬＢ：维权部，那电话多少啊？ 

珠海市总工会：2134567。 

ＣＬＢ：2134567。 

珠海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可是在网上看到，就是在咱们工会系统里面，差不多都是说经济工作

部都是负责劳模啊、先进工作者、安全生产什么的。 

珠海市总工会：没有，没有，现在不是了。我们这儿现在没有这个，我们做了

内部调整。 

ＣＬＢ：哦。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这儿，当时现场这个工程的施工人

员，这些工人，特别是农民工，他们有没有加入工会啊？ 

珠海市总工会：这个不是我们去处理，我也不太清楚。所以你去问办公室吧，

或者问我们维权部啊，维权部的同事是参与了处理的。 

ＣＬＢ：那咱们负责工会组建的部门是哪个部门啊？ 

珠海市总工会：组织部啊。 

ＣＬＢ：组织部的电话您这儿有吗？ 

珠海市总工会：组织部，2132356。 

ＣＬＢ：2132356，这是组织部是吧？ 

珠海市总工会：对对。 

ＣＬＢ：好的好的，那不好意思打扰你啊。 

珠海市总工会：不会不会。 

ＣＬＢ：再见啊。 

 

 

第五通电话 珠海市总工会 维权部 

珠海市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珠海工会维权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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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总工会：嗯是的。 

ＣＬＢ：您好，我姓韩，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珠海市总工会：嗯，您好。 

ＣＬＢ：您好，就是关于咱们这儿去年兴业快线石景山隧道透水事故，有 14个

工友遇难这个事，咱们市政府主要领导都被追责，想问一下咱们工会负责人有

没有被追责问责呢？ 

珠海市总工会：问责？没有啊。 

ＣＬＢ：没有被问责啊？ 

珠海市总工会：我具体没有负责这项业务。然后另外一个同事他这会儿不在。 

ＣＬＢ：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住建局被要求向本级政府做深刻检讨，香洲区政

府要向珠海市委市政府做深刻检讨，珠海市政府也要向省委省政府做深刻检

讨，那咱们工会有没有…… 

珠海市总工会：我不清楚这一块啊。 

ＣＬＢ：就是说，咱们工会有没有因为安全生产监督履责不到位被要求做深刻

检讨呢？ 

珠海市总工会：我不负责这项业务。您要不您这样子，您留个电话给我？ 

ＣＬＢ：刚才咱们香洲区总工会，还有咱们经济工作部都说咱们这儿维权部是

负责这个事的，让我打电话到这边来。 

珠海市总工会：是，但是是另外一个同事，他现在不在。 

ＣＬＢ：请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呢？ 

珠海市总工会：你留个电话，晚点我让他给你回电话好不好？ 

ＣＬＢ：好的。 

珠海市总工会：还是怎样，还是你晚一点打电话回来？他这会儿不在。 

ＣＬＢ：那这位同事贵姓啊？ 

珠海市总工会：姓李。 

ＣＬＢ：姓李，男的女的啊？ 

珠海市总工会：男的。他可能一会就，现在几点啊，四点，可能五点（回来）

吧。 

ＣＬＢ：好的好的，五点就下班了吧？ 

珠海市总工会：出去办个事了。 

ＣＬＢ：行。 

珠海市总工会：是您再打过来，还是我让他给您回电话？ 

ＣＬＢ：那我就不麻烦了，大概五点钟我再打回来吧，好吧。 

珠海市总工会：好的好的。 

ＣＬＢ：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这儿兴业快线参建的工人有没有加入工会，现场

有没有工会，这个我应该是问谁呢？ 

珠海市总工会：一会儿我那个同事，我不知道他了不了解。因为他当时是去过

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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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就是事故发生以后去做调查？ 

珠海市总工会：嗯对对，我不知道他清不清楚这一块。 

ＣＬＢ：行，好的，那不好意思打扰你啊。我一会儿再打电话回来找李先生。 

珠海市总工会：好，没事没事。 

ＣＬＢ：再见。 

珠海市总工会：再见。 

 

 

第六通电话 珠海市总工会 组织部 

[语音：您好，欢迎致电珠海总工会，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接通中，请稍

候。] 

ＣＬＢ：喂，请问是工会组织部吗？ 

珠海市总工会：嗯是的，哪里？ 

ＣＬＢ：您好，我姓韩，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就是关于咱们这儿

去年珠海这儿兴业快线石景山隧道透水事故造成 14个工友遇难这个事啊，想问

一下咱们工会有没有负责人被追责处分呢？ 

珠海市总工会：工会，您……这个情况我也不太了解，因为这个事情是我

们……您是哪里来的？或者我问一下我到时候再给您？您说，您是哪里？ 

ＣＬＢ：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我姓韩。 

珠海市总工会：中国劳工通讯，哦，您是报导那方面吗？是通讯？ 

ＣＬＢ：就是工会，我们主要是这些年，特别是 2015年以来，观察工会改革的

成效啊，就是去四化、增三性的一些结果。所以这个事故，这么大的事故死了

14个人，从中央到地方，国务院都那么重视，然后各级的政府啊公司啊负责人

都被追责问责、还有判刑什么的。就想问一下咱们工会有没有人因为安全生产

监督履责不到位，被问责。 

珠海市总工会：哦，这个情况呢我不太了解。因为我们组织部就没有管职工的

这一块，我们是管工会组建这一块。您这样子，您说您是哪里，我跟我们那边

办公室或者什么沟通一下，让他们了解情况了之后给您回复，可以吗？ 

ＣＬＢ：也可以。我刚才已经给那个…… 

珠海市总工会：因为我也刚来没多久，所以我还不太了解情况。您是中国劳工

通讯是吗，通讯是交通的通，简讯的讯，对吗？ 

ＣＬＢ：对对对。 

珠海市总工会：中国劳工通讯，您是记者还是？ 

ＣＬＢ：我姓韩，我就是这个机构的负责人。 

珠海市总工会：您姓韩，应该称您韩主任？ 

ＣＬＢ：免贵，名字最好，韩东方。东南西北的东，方向的方。 

珠海市总工会：哦，韩东方。方向的方，东方的东，哦就是东方两个字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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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对对对，您这个部门，咱们组织部是负责工会组建的是吧？ 

珠海市总工会：对对对，我们就属于还有管人事这些。就没有负责那个，对。 

ＣＬＢ：除了这个基层工会组建，还有就是工会干部，管工会干部？ 

珠海市总工会：对对对对，工会干部我们搞培训，工会干部培训啊什么的，就

没有做这些。我们有各个部门的，工会有不同的部门，对。 

ＣＬＢ：那这个兴业快线南段工程上的工人有没有加入工会呢？ 

珠海市总工会：这个我们也不太了解。因为我们都是应该是看他所属的那个公

司吧。如果他是什么中建几局，那肯定中建几局是建了工会的了。而且像他这

种，肯定是包给那个什么大的那种工程的公司，那肯定是工程的公司那边单独

去建会，就不是单独地就是像企业的那种了，要根据他的具体情况。 

ＣＬＢ：这个工程的施工单位是中铁二局的三公司。 

珠海市总工会：嗯对。 

ＣＬＢ：那咱们珠海这边，这个叫什么啊，珠海城建集团公司有没有工会呢？ 

珠海市总工会：城建要看他是哪个，如果他是国资委下面的那个城建，他肯定

是建了会的，肯定不可能没建的。 

ＣＬＢ：那这个城建集团公司是有工会的，是吧？ 

珠海市总工会：肯定有的，对。他是属国有企业集团的话，他肯定是有工会

的。 

ＣＬＢ：那您这儿有没有他们的电话呢？ 

珠海市总工会：我这边好像没有，因为他不归我们直属管。他上边还有国资委

的，他不是我们这边直接管他们的。 

ＣＬＢ：这个工会改革不是强调属地管理吗？ 

珠海市总工会：他是属地管。对呀，属地啊，一个是属地。第二个呢，因为

像，一个属地有各个行政区，然后还有国资、教育、卫健各个系统的工会管各

个系统的。不是我们这边直接去管到企业了。 

ＣＬＢ：像您刚才说，咱们组织部负责工会干部培训什么之类的。那像珠海市

本地属地的城建集团公司，如果他们有工会，他们的工会干部不归咱们珠海市

当地的（工会）来培训啊？是要国资委来培训啊？ 

珠海市总工会：不是，就是说您从大的范围的意义上，就是您不用这么把它分

得这么细。就是说什么呢，他肯定归属来讲，他肯定，比如说国资委搞的培

训，他去参加国资委的。那市总工会的层面，他不可能把全市所有的基层工会

都能包括得了。我们这个层面就是，市总的培训有市总的层面的，然后各个系

统的有各个系统的。因为这样从上往下这样的覆盖面才会是广的。就比如说，

我们可能培训的就是国资委啊，然后就是什么，各个区的啊这些的，我们培训

的就是这个层面的。然后各个系统的，他可以把下面的基层工会再覆盖得更广

一点。你说市总工会把全市所有的基层工会都覆盖、都去把他们管到培训，肯

定是做不过来的，而且你的覆盖面也不够广，他的情况也会有所不同，知道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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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明白，明白。 

珠海市总工会：好，那这样子啊，您告诉我一个您的电话好不好。 

ＣＬＢ：好的。 

珠海市总工会：因为主要是我也刚来的时间也不是很长，我只是大概知道是这

样。不好意思啊。 

ＣＬＢ：您是社会化工会工作者招进来的吗？ 

珠海市总工会：对对，是的。所以具体情况还不太了解。 

ＣＬＢ：所以就是大学毕业以后现在是社会化工会工作者？ 

珠海市总工会：是的是的。 

ＣＬＢ：那我有一个很好奇的一个问题，这个您可以不说啊，您是跟咱们这

个，你们这都属于是劳务派遣工，是吧？ 

珠海市总工会：不是不是，这样子吧好不好，因为这个情况呢我也不好说太

多。因为我不太清楚您是谁。因为您是手机打过来，然后您问的这些东西，问

得越来越详细。而且我也刚来没多久，所以我也不太好说什么，好不好。 

ＣＬＢ：明白明白，我希望我没有问什么秘密的事情。 

珠海市总工会：您可以留个电话给我好不好？ 

ＣＬＢ：我区号是 852，然后我电话是 27802187。 

珠海市总工会：等一下，您是 8522780,对吗？ 

ＣＬＢ：2187。 

珠海市总工会：就 2187是吧，就 8522187 对吗？ 

ＣＬＢ：不是，852 区号，然后我电话是 27802187。 

珠海市总工会：27802187 对吧。 

ＣＬＢ：对对对。 

珠海市总工会：啊您的区号是 852，852是哪里啊？ 

ＣＬＢ：852是香港啊。 

珠海市总工会：您是香港是吧？ 

ＣＬＢ：对，我是在香港。 

珠海市总工会：那您关注这个是怎么呢？因为您香港，就是您也不是我们大陆

这边的中国劳工。所以我就觉得…… 

ＣＬＢ：香港虽说是一国两制，但是 1997 年以后回归，香港也是咱们中国主权

下的地方啊。这不能分得那么清楚吧，不能把咱们香港当成是…… 

珠海市总工会：不是不是，我就是觉得……好，行，我知道了。我会跟我们这

边再沟通，然后让我们这边对外的或者是什么再和您这边再联系，好不好。 

ＣＬＢ：好的好的。那个我可不可以借这个机会提一个建议啊，给咱们珠海市

总工会？ 

珠海市总工会：好，您说。 

ＣＬＢ：就是这项工程是 2019年 1月开工的，那么如果咱们这儿珠海市的在地

属地的工会，如果在开工的时候找到总承包的工会，或者是施工的中铁二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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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工会，能够直接去商讨安全生产监督的问题，那这种事情可能就不会发

生。那我就是说，咱们是不是珠海市的属地工会可以在现在的建筑工地项目上

能有这样的一个操作呢？就是虽然是央企在珠海承包的工程，但是属地工会也

可以衔接，就是做好咱们属地工会的一些工作，就确保安全生产啊？ 

珠海市总工会：嗯，好的，谢谢你的建议啊，谢谢。 

ＣＬＢ：而不是说就一句话，说“他们是央企，他们归国资委，跟我们没关

系”…… 

珠海市总工会：不不不，您这样子啊，就是我刚才说的不代表我们市总工会

的。因为呢第一个我，我也只是一个新人，我只是就是您问到我一个架构，我

只是大概这样说一下。但是我说的话并不代表我们市总工会，因为我也只是一

个新人，我并不了解详细的东西，好不好。 

ＣＬＢ：明白、明白。 

珠海市总工会：还有一个呢，就是您说的像安全生产啊，还有那些呢，因为还

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那我们工会的话呢，我们就是说，能做的应该是一开

始什么的我们该做的我们就有做。但是具体是怎么做的，可能我也不太了解具

体的情况，好不好。就是您如果这样说的话，就会感觉好像是我在那边说……

就这样不太好，您知道吧。我本来也只是一个工作人员。 

ＣＬＢ：明白明白。其实我看到网上咱们工会的资料，其实在你入职之前、很

久以前，就是 2019 年 5月，咱们全国总工会和省总还有市总，一起在这个工地

就办了一个劳动竞赛的启动仪式。在这个珠海横琴口岸和综合交通枢纽开发工

程，就要搞这个劳动竞赛。那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不是说咱们基层工会像

您，特别是那个时候您还没有入职呢。就是说，在这个劳动竞赛启动仪式上

呢，从全总、到省总、到市总的领导都来参加这个会议，但是却没有人在这个

会上提到安全生产监督，就是只说让工人、鼓励工人去参加劳动竞赛。所以这

也不一定就都是基层工会的履责不履责啊等等这些。所以你刚才说的我完全理

解，你说你是一个刚进来的社会化工会工作者，这个，你别介意啊，我不是要

为难你、欺负人。你千万别这么理解。 

珠海市总工会：对，是的是的。我一方面呢是跟您讲这些情况，就是我的个人

实际情况，就是我确实不太了解具体的。另外一个呢，从我个人的角度，您这

样说呢，我也给您回一句。就是说，您讲的这个点呢，就是您仅仅是从您看到

的。但是您可能就是……比如说您没有真正地去参与我们做劳动竞赛，是不是

有提到或者是有怎么样。如果是您这样说呢，我也会觉得就是稍微片面一点点

啊。但是我仅仅是代表我个人啊。如果您说这话，如果说您是劳工通讯的话，

那我觉得您说的东西就是还是要有一定的调查、实际了解、具体是怎么样，可

能您再说这个可能会比较合适一点点。 

ＣＬＢ：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事可是咱们省总和全总的网站上他们公开报导

出来的呀，这不是我编出来的啊。 

珠海市总工会：我知道，只是您看到的那个。但是他们报导的……您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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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您是劳工通讯，那您也会写东西。像我们有时候也会写一个信息稿或者什

么，或者是怎么样，但是那些只是反映的是一个面。但实际上，我们在操作的

过程中或者什么过程中，可能我们强调过无数次的生产。可能您是不知道，您

只是从报导的这一个角度，好不好。 

ＣＬＢ：所以我才要打来电话要问一下…… 

珠海市总工会：对对对，我只是跟您说我个人的一个角度。这是我听了您讲的

话我的感受，给您一个反馈好不好，不是别的意思哈。 

ＣＬＢ：省总、市总、全总的报导我还是希望能打来电话确认一下。比如说，

他在那里各级工会领导居然都不提安全生产。但是咱们市总工会在实际工作当

中，比如说珠海市城建集团，有没有在开工的时候就直接联系施工的中铁二局

三公司工会，确保现场的工会监督是到位呢？所以我就要问一下，才能确实这

个事。所以这是，我完全同意您刚才说的，不能在网上查到一个什么就信了或

者是不信。所以就要确认一下。就是说，您这儿作为咱们市工会的组织部是不

了解在这个兴业快线工地上工会组建的情况的？ 

珠海市总工会：嗯好，好的。好的，行。那我知道您这边了，我可能就是反馈

一下好不好。有些详细的我不太了解。 

ＣＬＢ：好的。其实我最重要想强调的就是，如果您能记一下我刚才那个建

议，就是咱们珠海这边的工地如果能真是从属地的角度，就是无论是央企的工

地还是什么企的工地，咱们珠海在地属地的工会都要进去，跟总承包和这个施

工单位、跟他们来沟通这个安全生产监督的事，就不只是说因为是央企所以我

珠海工会就不管了，就千万不要这样啊。 

珠海市总工会：不不不，我刚才跟您说了，您就千万不要再说这个话了，弄得

我都不好意思了。因为那个只是我个人，因为是问到我架构的问题，我可以这

样说。但是您所说的那个东西，我们比如说只要有接触，我们都会……因为工

会的话呢，反正我知道的，虽然时间短，但是我知道的，就是我们工会这一

边，只要去到重点工程项目这些的话，我们首先都是安全的。我们去到现场，

全部都戴帽子，我们都是那种……包括技能竞赛，我们下去走访啊，干嘛什么

的，都会提到这些，其实我知道的了解的。 

ＣＬＢ：完全明白。所以我刚才…… 

珠海市总工会：所以我就想，您千万别再说我们属地管理，我们没有去强调这

个…… 

ＣＬＢ：我明白，我明白。我打来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是基于一个可能

不太公平的假设。就是说，如果在这个隧道工地上，咱们工会如果依照《安全

生产法》第七条履责了的话，那这 14个工人就有可能就死，这个惨剧就有可能

不会发生，那他们的家庭就有可能不会面对今天的、而且未来一生的痛苦。所

以，其实工会履责涉及到千千万万咱们工人的生命和工人家庭的这种悲剧发生

或者不发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啊。所以这个…… 

珠海市总工会：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您提的这个呢，我也会建议呢，就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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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您的建议，我也会给您去反馈。 

ＣＬＢ：谢谢。 

珠海市总工会：但是就是从我个人来讲呢，就是您那样说呢，我也会有一种疑

问。比如说这个社会的一个东西，如果是说把这个事情就仅仅因为说工会没有

去履责……您想，一个社会发生这样的这种意外的时候，他是有很多部门，还

有安监部门的，还有其他部门啊。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我个人的，我个人这样

觉得啊。他是会有很多……如果是说您归结为只是（工会）…… 

ＣＬＢ：明白、明白。但是这个逻辑说起来，咱们珠海市的副市长也不应该被

问责啊，像住建局的主要负责人也不应该被问责啊。安全生产不是副市长去现

场做的啊，为什么要问责副市长呢？ 

珠海市总工会：所以就，他是一个综合性的吧。 

ＣＬＢ：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既然《安全生产法》规定了工会要履责。 

珠海市总工会：我觉得是一个综合性的话，我和您讨论的意思是，就是您也认

为这是一种综合性的吧，对吧。 

ＣＬＢ：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工会，如果有法律规定的履责的话，那工会如

果没有履责到位的话，就算是你觉得是冤枉的，但是也应该被问责。 

珠海市总工会：我没有说冤枉，您千万不要给我戴帽子啊。韩总，我对您……

您这样子说好像感觉…… 

ＣＬＢ：没有，不好意思。 

珠海市总工会：我只是说这样子一个事情，他已经是牵扯到方方面面，他呢是

一个综合性的。但是您呢刚才是说如果工会有……当然您提的这个建议很好，

我呢也会去反馈。但是呢，我觉得您就不要说，工会没有去介入、没有去履责

然后所以导致了这个……我觉得这个结论是不合适，从逻辑上讲呢您这样说单

方面也比较片面了一点点。这仅仅是我个人的啊，就是也不代表我们单位好不

好。我只是这样说，就相当于我们探讨吧好不好，就这个意思啊。 

ＣＬＢ：对，我明白，就像珠海市副市长也没有可能是不履责……但是工会如

果要是万一不履责的话，就算是什么，其实工会也应该被问责。这是我主要想

说的。就是工会如果被问责的话，那下一回新上来的领导人可能就会更积极地

去履责。问责不是目的，撤职处分不是目的，而是说未来令到工作做得更好，

是吧。 

珠海市总工会：对，所以您的建议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就是不管我们具体是怎

么做，但是呢有人关注有人提到这个呢也是一个好事情，大家一起去努力，然

后社会上啊或者职工的服务啊什么的还有一些主意都做得更好。这些方面是很

好的。谢谢您啊。 

ＣＬＢ：谢谢你，对不起麻烦你啊。 

珠海市总工会：没事没事，仅仅作为我个人的吧，就当是我们探讨吧。但是我

是觉得您有关注还是挺好的啊。 

ＣＬＢ：谢谢你，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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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总工会：再见。 

 

 

第七通电话 中铁二局华南公司 

中铁二局华南公司：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中铁二局华南公司吗？ 

中铁二局华南公司：对。 

ＣＬＢ：您好，请问咱们华南公司有没有工会啊？ 

中铁二局华南公司：您什么事啊？ 

ＣＬＢ：您好，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就去年珠海兴业快线透水事故啊，想问

一下咱们工会有没有因为安全生产监督履责不到位而被问责啊？ 

中铁二局华南公司：您是哪个单位啊？ 

ＣＬＢ：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我姓韩。就是咱们华南公司也有负责人被问

责，就想问一下工会有没有被问责啊？ 

中铁二局华南公司：这个东西属于我们集团公司管吧，不是我们这个，就是一

个分支机构管吧？ 

ＣＬＢ：但是你们华南公司不是具体负责广东和福建这边的工程？ 

中铁二局华南公司：我们只是监管而已，我们监管，监管。 

ＣＬＢ：监管？那么你们的…… 

中铁二局华南公司：对，只是监管而已。我们主要是这边是投标，经营投标。 

ＣＬＢ：那你们华南公司有工会吗？ 

中铁二局华南公司：没有。 

ＣＬＢ：没有工会啊？ 

中铁二局华南公司：对。就是我们这儿就是个办事处而已，就十几号人。 

ＣＬＢ：哦，我明白。 

中铁二局华南公司：嗯。 

ＣＬＢ：但是你们这儿既然负责广东福建的这些招标工程管理什么的，那你们

没有工会的话，怎么去管理工程现场履行工会的安全生产监督啊？ 

中铁二局华南公司：他们自己有他们的子公司。 

ＣＬＢ：子公司啊，是哪一个子公司呢？ 

中铁二局华南公司：对。 

ＣＬＢ：哦，你说是…… 

中铁二局华南公司：原来是三公司嘛，原来是三公司嘛，出了这个事之后不是

已经解散了嘛。 

ＣＬＢ：哦，二局三公司已经解散了？ 

中铁二局华南公司：对。 

ＣＬＢ：那他们三公司有没有工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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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二局华南公司：原来肯定有嘛，现在公司解散了，你这些成立的机构肯定

就是也就没有了嘛。 

ＣＬＢ：哎呀，出一个事就把公司解散，那咱们全中国的建筑公司恐怕都得解

散吧？ 

中铁二局华南公司：可能事故太大了吧，反正是事故比较大。事故真的、事故

确实是比较大。 

ＣＬＢ：对对，因为我看到说是，珠海市的副市长啊、住建局的负责人啊，包

括咱们中铁二局三公司的副总也是工会主席，也被判刑了。但是这公司不能因

为一个事故就给解散了。那这公司在全国各地的这些项目谁管啊，是就退出

吗？还是怎么？ 

中铁二局华南公司：我不清楚，我不清楚。 

ＣＬＢ：我明白，当然您不清楚。就是这个做法不能因噎废食啊。 

中铁二局华南公司：已经解散了，去年就解散了。 

ＣＬＢ：事故发生以后马上解散了？ 

中铁二局华南公司：对，事故发生没多久吧，去年就已经解散了，不是今年的

事情。 

ＣＬＢ：这种做法对未来改善没有什么好处啊。那对不起打扰你了，我以为咱

们华南公司是负责整体的，你们这儿其实只是招标管理。 

中铁二局华南公司：对对，招投标。 

ＣＬＢ：好，那对不起打扰啊。再见。 

中铁二局华南公司：没事没事，再见。 

 

 

第八通电话 中铁二局集团公司 人力资源部 

[语音：您好，欢迎致电中铁二局。Thanks for calling China Railway ERJU 

Group Corporation.] 

中铁二局集团公司：喂您好。 

ＣＬＢ：请问是中铁二局吗？ 

中铁二局集团公司：喂您好。 

ＣＬＢ：您好，我姓韩，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中铁二局集团公司：您好，有什么事呢？ 

ＣＬＢ：就是咱们，请问咱们二局有没有工会呢？ 

中铁二局集团公司：这个没有。怎么了？ 

ＣＬＢ：中铁二局这么大集团公司没工会啊？不会吧？ 

中铁二局集团公司：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是招聘的电话，我们我不太清楚你问

的那些东西，你知道吧。这个可能和其他的是独立的部门。 

ＣＬＢ：您这是、这里说是人力资源部，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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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二局集团公司：我们这边是管招聘的电话。 

ＣＬＢ：就是本公司负责招聘的？ 

中铁二局集团公司：对的对的，和其他的是独立的。不好意思。 

ＣＬＢ：那我如果想找集团公司工会的电话怎么找啊？ 

中铁二局集团公司：这个你可能在网上看一下了。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我们

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我们联系不上。 

ＣＬＢ：好的好的，那对不起打扰啊。再见。 

中铁二局集团公司：好，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