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04-15，福建省福州市，福州对湖路逸园小区楼房外立面翻新工程拖欠

工资，工人拉横幅讨薪 

——7通电话，致电 2个工会 

 

第一通电话：114 中国电信号码百事通 
电信号码百事通：欢迎使用中国电信号码百事通。 

ＣＬＢ：喂，喂。 

电信号码百事通：你好，为您服务。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仓山区总工会的电话是？ 

电信号码百事通：仓山区什么电话？ 

ＣＬＢ：对。 

电信号码百事通：您好，这边没有听清您的声音，请您再说一下好吗？ 

ＣＬＢ：仓山区总工会。 

电信号码百事通：仓山区总工会，请稍等。您好，对不起，该单位保密，不对外

查询。 

ＣＬＢ：哦。那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呢？ 

电信号码百事通：总工会？ 

ＣＬＢ：对，总工会，仓山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 

电信号码百事通：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您稍等，对不起，该单位没有登记。 

ＣＬＢ：哦，那福州市总工会呢？ 

电信号码百事通：请稍等一下。 

ＣＬＢ：好，谢谢。 

电信号码百事通：不客气。 

（查询中） 

电信号码百事通：您稍等。您好，这边号码请记录。 

ＣＬＢ：好谢谢。 

电信号码百事通：不客气。 

电信号码百事通：请记录，83256122；再为您播报一遍，请记录 83256122；再

为您播报一遍，请记录 83256122。 

 

 

第二通电话：福州市总工会办公室 
（语音答录：平安福州建设提醒您，平安廉政你我他，创建工作……） 



福州市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福州市总工会吗？ 

福州市总工会：对，你哪里的？ 

ＣＬＢ：您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福州市总工会：那个信号，我这里听的不太清楚。你信号很差。你的信号都是杂

音，我听不来。 

ＣＬＢ：哎呀，现在好一点了吗？ 

福州市总工会：现在好一点了，你大声一点。现在好一点了。现在好了。 

ＣＬＢ：好的，对不起。就是关于，我们了解到就是你们这儿，仓山区对湖路这

边有一个…… 

福州市总工会：你打错了。我们这里不是仓山区，我们这里是台山区，你打错了。 

ＣＬＢ：你不是福州市总工会吗？ 

福州市总工会：是福州市总工会，但是我们这里是在台山区这边，没有在仓山区

这边。 

ＣＬＢ：哎我刚才问的 114，是问的福州市总工会，他说这个号码是在福州市总

啊。 

福州市总工会：对，是福州市总的，是福州市总工会。 

ＣＬＢ：哦，就是你们……那仓山区是不是你们下属啊？ 

福州市总工会：是，是，是的。你大声一点。你那边很吵，我听不大清楚。你大

声一点。 

ＣＬＢ：哎呀对不起啊。 

福州市总工会：你很吵啊那边。 

ＣＬＢ：现在可以听清了吗？ 

福州市总工会：你那边杂音很大，哒哒哒，你杂音很大。现在可以了。 

ＣＬＢ：噢，那对不起啊。 

福州市总工会：没事，你大声一点，又来了，又来了。杂音又来了。 

ＣＬＢ：这样我给你再拨一遍好吗，对不起。 

福州市总工会：好好好，再拨一遍。 

 

 

第三通电话：福州市总工会办公室 
福州市总工会：喂，你好。 

ＣＬＢ：喂，您好，福州市总工会是吧？ 



福州市总工会：嗯，现在可以了，对对对。 

ＣＬＢ：那个不好意思。 

福州市总工会：没事。 

ＣＬＢ：您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福州市总工会：哦哦。 

ＣＬＢ：就是你们这儿，前不久有那个，在仓山区对湖路有一个建筑工地，拖欠

农民工工资，结果农民工集体讨薪，你们工会有参与这个事吗？ 

福州市总工会：哎呀，我给你个电话，你直接打过去问他，找我们工会那个法律

保障部。法律权益部。你直接跟他说，好不好？你直接跟他说。 

ＣＬＢ：法律保障部是吧？ 

福州市总工会：哎，就是权益部。法律权益部。你直接找他，把这个跟他，向他

们反应。 

ＣＬＢ：好的，那电话多少呢？ 

福州市总工会：83259847。 

ＣＬＢ：83259847，这是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 

福州市总工会：对对对。 

ＣＬＢ：啊，您这有没有区总工会的权益保障部呢？ 

福州市总工会：这个没有。 

ＣＬＢ：哦，你们市总…… 

福州市总工会：你直接打到权益保障部去问他，他那边是一个系统的。我这里是

值班室啊，不太清楚。你直接打他，你直接问他，你有什么事都问他，好吧？ 

ＣＬＢ：好的。那您这里有没有咱们市总那个组建部的电话啊，就是负责组建工

会的？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工会，当然有啊。 

ＣＬＢ：他们电话多少呢？ 

福州市总工会：你这个，你怎么，你这个你不属于组建工会啊。不属于组建工会

啊。 

ＣＬＢ：因为我也想问一下，咱们这边的工会是，比如说建筑行业的工人怎么样

加入工会呢？这些也想了解一下。 

福州市总工会：哦，这个可以，我给你电话。 

ＣＬＢ：谢谢。 

福州市总工会：83259946。 

ＣＬＢ：83259946，这是组织部是吗？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组建部，就是专门组建工会的，组建部。 

ＣＬＢ：好的，那不好意思打扰你啊。 

福州市总工会：没事，再见。 

ＣＬＢ：再见。 

 

 

第四通电话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市总工会组建部吗？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是，基层部。 

ＣＬＢ：您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您好。 

ＣＬＢ：就是你们这儿仓山区，前不久有在对湖路发生一起建筑工地拖欠工人工

资，然后工人集结在工地上讨薪，这个事件你们工会有没有参与啊？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您要是问这方面的话，可能要对接我们的职工帮扶中心，

或者是其他部门。我们基层部跟这些好像没有太多的往来。 

ＣＬＢ：基层部这边是负责组建工会的？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对，对，对。 

ＣＬＢ：那你们在仓山区建筑工地上的工人，就是加入工会这方面，这个事，比

如说是一个农民工在建筑工地干活，怎样加入工会啊？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这个是由底下仓山区总他们去具体做，比如说对辖区里面

的排查。 

ＣＬＢ：哦，市总工会不具体做这些组建的工作？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我们底下是有县区跟产业来具体对接这个组建的。 

ＣＬＢ：那像发生在仓山区，这种建筑工地上的工人有没有加入工会啊……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首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部门，目前就您说的这个事，目

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过任何的资讯，所以我也不好回答您，他到底是入没入会，

或者是个什么情况……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都没听说过这个事。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您说想进一步，就是他们要有维权或者有相关的事宜的话，我们可能可以给

您一个维权部的，就是权益保障部的联系方式，您可以去跟他们了解情况，可以

吗？ 

ＣＬＢ：好的好的，那麻烦您了。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你要不可以问一下那个权益保障的，83259847。 



ＣＬＢ：83259847。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嗯。 

ＣＬＢ：啊，那您刚才提到这个事是区总工会，这是不是更多的是属地管理？是

区总工会。如果有这样的事……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针对任何一个具体事件讲啊。就是

目前我们的组建的话，就是基本上是属地管理。但是当然也有别的，就是一些是

产业的，比如说是一些性质比较相近的，是在市总的产业挂钩的。 

ＣＬＢ：啊，那您这里有没有仓山区总工会的电话啊？就是组建的，基层部的。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仓山区总工会的电话是吗？ 

ＣＬＢ：对，我可以直接就……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您可以记录一下，稍等啊。 

ＣＬＢ：好，谢谢。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您记录一下，是 83472806。 

ＣＬＢ：83472806。这是区总工会的哪个部门呢？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对，值班电话。 

ＣＬＢ：哦，值班的。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对。 

ＣＬＢ：那您这里有没有他们基层工作部的电话？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啊，他们目前，基层部的，倒是有。稍等啊。 

ＣＬＢ：好，谢谢。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您稍等啊。您记录一下，83139729。 

ＣＬＢ：83139729。这是基层部是吧？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是。 

ＣＬＢ：好的。那不好意思打扰你啊，我到那边再去了解下。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啊是，因为我们部门目前没有听说，任何关于这个有关系

的一些消息。 

ＣＬＢ：那像这种这个建筑工人入会，区总工会做这些组织工作，是不是你们市

总基层部也会给他们一些指导啊，或者是什么？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啊那我们对全市的比如说职工入会都会有一个指导。 

ＣＬＢ：那像这种建筑工地上的工人，一般来说，就是你们市总这边的把握，是

用什么方式入会呢？是个人入会还是企业入会还是什么啊？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这个要看他们具体的，有具体的情况不一样，有的是依托

项目，有的是他们直接，派驻的公司。 



ＣＬＢ：依托项目就是，项目开工了，就成立项目部工会？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对，这是有不同的情况的。您可以具体讲一下您说的这个

工地是哪里的吗？ 

ＣＬＢ：这个是仓山区对湖路，有个叫逸园小区，他们做这个楼房外面的翻新工

程。说是有农民工拿不到血汗钱，集结在小区外面讨薪维权。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讨薪是吗？ 

ＣＬＢ：对，像这种可能是大厦，居民楼，外墙的翻新工程。像搭脚手架啊。把

这外墙……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那他们这个事件是怎么反映到你们这儿的呢？ 

ＣＬＢ：我也是在微博上看到的，他们在微博上贴出一个信息，还有照片什么的。

像这一类的工人，如果是一个包工头带着二三十个，三五十个工人，如果是工人

承担外墙的翻新工作，这些工人他们加入工会怎么加入啊？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就是目前对于农民工的入会方式，我们还真的是，大多数

还是以项目为依托。那像一些小微的…… 

ＣＬＢ：项目，项目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比如说一个比较大的项目立项了，然后

开工了，就是项目部，建一个项目部工会，是这一个操作方法？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对。 

ＣＬＢ：那项目部工会是怎么，是咱们工会直接去跟项目工地上干活的工人，去

直接建立起联系，去建立项目部工会吗？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那也不是，那还是依托这个，比如说承建的单位啊。 

ＣＬＢ：哦，就是比如说承建的公司来帮助成立项目部工会。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是，相当于比如说，他们用人单位也要一定的帮忙去做这

个。 

ＣＬＢ：那就是说用人单位，这个项目部成立工会，挂牌以后，在这儿干活的工

人再自愿加入工会？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嗯，嗯，嗯。 

ＣＬＢ：那像这种工会覆盖率高不高啊？就是说在这儿干活的工人加入工会的比

率？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啊这个覆盖率的话，我们目前做统计的同事没在，我们这

会儿拿不出数据给您。 

ＣＬＢ：哦。不过话说回来啊，项目立项开工以后，成立了项目部工会。那如果

项目结束了以后呢，完工以后呢，项目部工会怎么办呢？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他们会有流动性嘛，就是他们可能，就是移到下一个项目



的时候，他们就是要实现去，他们的会籍去做一个迁移。 

ＣＬＢ：就是说那个，下一个项目，进到下一个项目以后，下一个项目再去成立

一个项目部工会。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对，他去迁移这些成员。 

ＣＬＢ：就是说再进到下一个项目部工会里面？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对，对，对。 

ＣＬＢ：那有没有公司啊或者是什么项目部，不愿意建工会的情况呢？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那这种，我们不好说啊。就是说，实际上建，就是如果我

们那个去动员做的话，应该都会，都会能够建得起来。也会存在有一些人，就是

不想加入的。这个也是有的。 

ＣＬＢ：是工人不想加入，还是项目部不想建会啊？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项目部基本上，这种的，如果去做工作，都会那个（愿意

的）。有的工人他，没有这方面的意愿还是怎么的。 

ＣＬＢ：那比较奇怪，为什么工人不愿意加入工会呢，既然有工会，可以有保障？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呵呵。您今天就是跟我们想的是，是想了解什么问题呢？ 

ＣＬＢ：主要是希望能就这个案件，就是仓山区对湖路农民工讨薪的这个案件，

想了解一些。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是这样的，如果是涉及到讨薪维权的，可能您，直接对接

我们的权益部，或者是社联部，他们会有更具体的信息。 

ＣＬＢ：好的好的，行。不好意思打扰你啊，我到那边再了解一下。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没有没有。我是想说如果这一种的话，可能他们仓山区总

不一定那个，建议您去问我们的权益部，或者是社联部，他们的信息可能会更及

时。 

ＣＬＢ：好的，好的，那我打到权益部那边再去问一下。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嗯嗯。 

ＣＬＢ：谢谢啊。 

福州市总工会组建部：别客气。 

ＣＬＢ：再见。 

 

[仓山区总工会基层部：电话忙音] 

 

第五通电话：福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 
福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权益部吗？ 

福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对，你是哪里？ 

ＣＬＢ：你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福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哦，有什么事情？ 

ＣＬＢ：就是你们这儿仓山区对湖路逸园小区，之前发生一起农民工被拖欠工资

这个事件，农民工集体讨薪，你们工会权益部有没有参与帮助解决啊？ 

福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哦，这个不太清楚，可能要问一下仓山区总工会这边。 

ＣＬＢ：区总工会啊？ 

福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对，要问一下仓山区总工会那边。 

ＣＬＢ：那通常在你们……  

福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给你个电话吧，你打那个电话问一下，好吧？ 

ＣＬＢ：好的，好的。 

福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你记一下。 

ＣＬＢ：你讲。 

福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83472806。 

ＣＬＢ：这是总工会的什么部门呢？ 

福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对，仓山区总工会的，他们办公室的电话。 

ＣＬＢ：办公室的电话？他们有没有权益部啊？ 

福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区总工会没有什么部门什么部门之分，没有分得那么

详细。一个才十个人的单位，你说是不是？ 

ＣＬＢ：那像如果发生这个农民工集体讨薪这种案件，是什么样的情况你们市总

的权益部才会介入呢？ 

福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我们现在不一定是权益部，我们有可能是社联部，有

可能，因为这个是信访的部门，有可能是社联部在管。不一定是权益部。 

ＣＬＢ：社联部就是社会联络部吗？ 

福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对，没错，有可能是社联部在管。信访这一块的。 

ＣＬＢ：那工会，像你们权益部不会直接介入这一类事情吗，如果有工人来找你

们的话？ 

福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目前没有，你刚才说的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听说。 

ＣＬＢ：那如果有工人来你们市总工会，上门来找的话？ 

福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也是打我们有一个接待的窗口，服务中心。 

ＣＬＢ：就是，那个是服务中心，不是社联部？ 

福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都是打到接待窗口，接待的窗口，他这一个业务指导，



也就是社联部。 

ＣＬＢ：也就是工人来到接待窗口以后，接待窗口会给他们做登记？ 

福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对对对。 

ＣＬＢ：那登记完了后，是不是会，如果有需要法律援助…… 

福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会相应的流转嘛，有些相应的部门会给指导，相应的

部门…… 

ＣＬＢ：就是说有些案件会来到你们权益部这儿？ 

福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ＣＬＢ：哦，那像这种春节前后特别是，你们权益部接这类的案子接得多吗？特

别是建筑的案子。 

福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我们目前没有。因为目前这块都是社联部在做。所以

说我们目前接到的这方面信息也很少。 

ＣＬＢ：那你们这儿有社联部的电话吗？ 

福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不是，我就问一下，你目前是有什么目的吗？你现在

是想反映情况还是有什么？如果是反映情况的话，我刚给你一个仓山区总工会的

电话，他们现在更了解。 

ＣＬＢ：没有没有，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信息，在微博上。就是想顺着这个信息，

想了解一下你们这边工会改革的情况。这个习近平不是，去年讲话不是说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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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对，我知道。如果是这个的话，你可以联系社联部啊。

您刚才说的这个案子我听都没有听过，你问我们没有多大意义。你说呢？ 

ＣＬＢ：对对对，那你这儿有没有社联部的电话？ 

福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社联部的电话我给你一个，就是 8947，就是刚才的

电话号码你改一下。我们 9847，他们 8947。 

ＣＬＢ：哦 8947。 

福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对 83258947。 

ＣＬＢ：哦 83258947，好的好的，那谢谢了！ 

福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嗯，再见。 

ＣＬＢ：再见。 

 

第六通电话：福州市总工会社联部 
福州市总工会社联部：喂，你好。 

ＣＬＢ：你好，请问是市总社联部吗？ 



福州市总工会社联部：嗯，请问您找哪位？ 

ＣＬＢ：是这样，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刚才那个权益部那边，介绍

我到这边，说你们了解情况。就是前不久在仓山区对湖路，发生一起农民工集体

讨薪的事件，想了解一下工人在讨薪前有没有来你们这儿求助啊？ 

福州市总工会社联部：仓山区的是吧？ 

ＣＬＢ：对，仓山区对湖路逸园小区。 

福州市总工会社联部：仓山区没有来我们市总工会这边求助。 

ＣＬＢ：是这个案件没有来…… 

福州市总工会社联部：他们会去，我们可能要了解一下他们仓山区总工会有没有

过去。 

ＣＬＢ：所以那通常，比如说是，仓山区对湖路逸园小区发生这种情况，农民工

集体讨薪，那是你们市总会介入呢，还是区总工会介入啊？ 

福州市总工会社联部：一般是属地原则嘛，按照全总的规定。 

ＣＬＢ：哦，就是区总工会会……  

福州市总工会社联部：如果说他们到，到我们市总工会这边来求助的话，我们会

把案件转给区总工会，因为他们属地那边比较了解情况嘛。 

ＣＬＢ：也就是说从属地原则来讲，就算是这些工人来找你们市总的社联的话，

你们按照程序也是把他们转介到仓山区总工会？ 

福州市总工会社联部：对对，先到区总工会了解情况，然后如果需要法律援助，

或者法律帮助的话，我们这边会派律师给予一下支援。 

ＣＬＢ：也就是说，区总工会如果需要法律援助资源的话，他们区总工会没有这

方面的资源，所以需要向市总…… 

福州市总工会社联部：有，有，他们也有。但是他们区，比如他们可能涉及的一

些企业，可能跟市里的上级，可能跟市里有关，或者跟省里有关，那我们可能也

要帮助他们做一些协调的工作。 

ＣＬＢ：所以如果要是工地是在某个区的话，当然，这些建筑工地都是在某个区

啦。但是就是说，哪一类的维权案件，我讲的是建筑行业啊，就是是咱们市总工

会社联部负责的呢？ 

福州市总工会社联部：这个一句话也很难讲。我们工会系统也有产业，有产业工

会的嘛，如果情况区工会那边了解的不是特别清楚，如果他一些有建工会的，工

会隶属关系是我们市一级的产业工会，就是我们产业工会可能就会为主。一般最

先都是属地原则管理为主。 

ＣＬＢ：所以来咱们这个…… 



福州市总工会社联部：一般都是像属地管理。 

ＣＬＢ：所以那像市总这边求助的建筑工人，他们一般都是已经加入工会的会员

吗？ 

福州市总工会社联部：一般来求助的，都是有建立工会的，才会过来。 

ＣＬＢ：有建工会的才会求助？ 

福州市总工会社联部：对对对。 

ＣＬＢ：那通常像福州市这边，建筑工地上的工人一般入会的情况怎么样啊？ 

福州市总工会社联部：这个我们社联部就不太清楚了。我们只有说来求助了，我

们才去查。他还有一个部门是组建部，就是基层工作部，他们那边福州管理这些

组建工会的材料。 

ＣＬＢ：我刚才跟基层工作部的也谈过，也聊过这方面的。她们说维权这边的情

况是你们社联。 

福州市总工会社联部：对，维权是。但是建会的情况，我们就没有全局的这种概

念了。我们都是比如说有人来咨询的话，我们都是借他们的系统查询一下，有没

有建工会，隶属关系在哪。 

ＣＬＢ：那这个职工维权和建会，不是可以把他们变成一个有机的关系吗？就是

说维权促进更多的工人入会，那更多的工人入会又可以促进维权，这不是可

以…… 

福州市总工会社联部：对啊，我们部门是可以互相协同的，但是我们具体会分成

两个部门去做这方面的工作。因为我们之前那个工会改革之后，分成了两块。 

ＣＬＢ：哦。所以，那行，不好意思，我再到区总工会那边再去问一下具体的情

况。 

福州市总工会社联部：哦，您就想报导这个讨薪的事件是不是？ 

ＣＬＢ：不是不是，是就这个事件，想了解一下，这个，怎么说呢，“哪里职工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就是这个落实的情况。特别是

像这种集体讨薪的这种情况，就是工会是不是能做到马上站出来替工人说话，这

种的？ 

福州市总工会社联部：我们有一个专门看那个网络舆情的，如果我们有发现的话，

也会主动转办给那个区里面。 

ＣＬＢ：所以那你们这个网上舆情是市总工会做的，是吗？ 

福州市总工会社联部：我们有做一块，然后他们县区里面也有做一块。就是发现

的话，我们就第一时间处理。 

ＣＬＢ：就是微信微博的这些吗？ 



福州市总工会社联部：对对对。 

ＣＬＢ：其实有一个事，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反映一下啊，如果合适的话。就是我

刚才其实打电话到那个 591-114，问工会的电话号码，说是咱们工会都没有登记。

在那边都没有登记…… 

福州市总工会社联部：114，现在应该是很多都查不到了。如果你要查工会的话，

你直接拨 12345。 

ＣＬＢ：就是市的投诉电话？ 

福州市总工会社联部：对对对，你直接拨 12345，你在里面可以咨询，可以留下

一些诉求，都可以。114，我们自己的市民都很少打 114 问电话了，因为他们那

边更新太慢。 

ＣＬＢ：那 12351，是 12345还是 12351？ 

福州市总工会社联部：12351也可以打到我们这边来。 

ＣＬＢ：12351 就是问工会的电话号码啊，具体部门啊，投诉部门都可以找到？ 

福州市总工会社联部：那具体部门的你可能得打到值班室才来。 

ＣＬＢ：那行，这个很重要啊，能了解到这个情况。因为我这个可能是老掉牙了，

一直在问 114。 

福州市总工会社联部：114现在已经很多……我自己问电话号码都很少用 114了，

他们都比较滞后，有的就干脆跟我们说查不到。 

ＣＬＢ：对。 

福州市总工会社联部：不是我们不登记，是 114这边的这块服务都已经跟不上了。

现在基本上都打 12345。 

ＣＬＢ：那行，那我记住了这件事。那谢谢您了，我到仓山区总那边再问一下。

谢谢您了啊。再见啊，拜拜。 

福州市总工会社联部：再见。 

 

 

第七通电话：福州市仓山区总工会 
ＣＬＢ：您好，请问是仓山区总工会吗？ 

仓山区总工会：喂？ 

ＣＬＢ：喂，是仓山区总工会吗？ 

仓山区总工会：你哪里？ 

ＣＬＢ：您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仓山区总工会：哦。 



ＣＬＢ：就是关于你们这儿，前不久在对湖路逸园小区，有农民工被拖欠工资集

体讨薪，这个事儿你们工会有参与吗？ 

仓山区总工会：没有这回事啊。 

ＣＬＢ：没有这回事？ 

仓山区总工会：这是哪里来的？ 

ＣＬＢ：就是在你们这儿对湖路逸园小区，就是有一些工人，他们做小区楼房外

墙的翻新，被拖欠工资啊。 

仓山区总工会：这个事儿我们不知道啊，没有人跟我们报告啊。 

ＣＬＢ：你们不知道啊，那也就是说，这些被拖欠工资的工人，在他们集体维权

之前没来找工会？ 

仓山区总工会：没有。 

ＣＬＢ：你说是没来找工会，还是什么？ 

仓山区总工会：你等一下。 

（换人接电话） 

仓山区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就是想了解一下，前不久，在对湖路逸园小区有农民工被拖欠工资，他

们集体讨薪。 

仓山区总工会：对湖路。等一下，请问您是哪个单位的？ 

ＣＬＢ：我是中国劳工通讯。 

仓山区总工会：哦。 

ＣＬＢ：他们来，他们去讨薪之前没来找过工会吗？ 

仓山区总工会：您稍等一下，我现在马上去隔壁那个办公室问一下。因为他是负

责这一块，就是职工拖欠工资这一块的。但是我按我这边的理解的话，我们倒是

好像都没收到过相关的情况的报告啊什么的。他是不是直接找到我们区的人社局

劳动法庭那边去解决了？ 

ＣＬＢ：哦，通常如果出现这种拖欠工资这种事情，工人是先来找工会呢？还是

先找劳动局呢？ 

仓山区总工会：他，按理说的话，就是更有权力的话，是劳动局那边。那个能够

协调。但是就看这职工他是先找哪个部门。我们去年也有那种，职工是先找到我

们这边，然后就由我们去跟人社局去对接协调，然后一起给他解决那个也是工资

没有发的问题。不过这次这个，我好像都还没听到过啊，而且感觉像比较大的样

子。 

ＣＬＢ：因为我们也是在那个微博上看的的啊。就是这些工人他们在微博上发了



帖子，有照片什么的之类的。这个…… 

仓山区总工会：哦，您稍等一下，我去隔壁主任问一下，他最近这边有没有收到

那种相关情况的报告。因为如果有人来反映的话，我们这边都会有登记的那种。

按理说，这种比较大的，按理说我们的整个科室、整个单位都应该有知道。您稍

等我一下啊。 

ＣＬＢ：好，谢谢谢谢。 

（稍候） 

仓山区总工会：喂，您好，您还在吗？ 

ＣＬＢ：您好，对是。 

仓山区总工会：我刚才去隔壁主任那边去问了一下。然后他说，正好昨天，我们

市总工会的领导好像也有说到这个事情。然后我们昨天的时候，他也有跟我们说

了这个情况。可能也是在微博上面哪里那种，看到那种。后来我们主任昨天是，

马上就问了一下，因为是在对湖路那边，就马上联系了一下，问了一些机要的干

部，还有去问了一下区的人社局，然后劳动监管大队，都问了一下。两边的反馈

就都是说没有收到相关的投诉。就是这些职工都没有先找到我们这些单位来协调，

所以我们这边暂时没有什么记录。您所以像……因为我们主任说具体什么情况也

不算是很了解，因为也只是市总这边听说了这个事情，然后让我们问一下具体有

没有收到相关的投诉什么的。您这边知道是什么具体情况吗。我大概记录一下，

然后等那个我们的主席回来的话，我跟他汇报一下。 

ＣＬＢ：其实我也是在那个微博上看见，他们工人有发出一些帖子来，上边有一

张照片，他们在小区外面维权。其实在微博上他们也只是讲了一两句话，他们说

“楼房外立面翻新改造工程，农民工拿不到血汗钱”，“希望政府部门介入处理，

还农民工血汗钱”。就是写了这么一句话，所以我原来是以为，咱们工会改革，

就是说去四化增三性，咱们工会会不会这个，一般不是也有什么“互联网+”工

会嘛，会不会在微博上、微信上信息比较畅通，就是会比较（了解一点）？ 

仓山区总工会：没有关注到这个事情。 

ＣＬＢ：对对对，原来我是想了解一下的，就是说。所以那这些工友他们欠薪，

被欠薪后没有来找过工会？ 

仓山区总工会：对。因为我们这边，首先我们这边没有相关记录。然后具体负责

这一块，负责农民工欠薪专项工作的办公室主任，他刚才说，他昨天正好也对接

过底下的街道，也联系了一下区人社局，专门负责这一块的劳动监管大队队长。

然后说最近也都没有接到过关于这一块的投诉。 

ＣＬＢ：那像一般情况下…… 



仓山区总工会：我们昨天回复也是这样跟市总这样回。那市总说他们可能也会再

跟进。然后我们领导也说，后面也再问一下人社局，再查清楚一下。 

ＣＬＢ：那一般情况下，咱们这边，仓山区这边建筑工地现在多吗？还是，没有

什么太多建筑工地项目？ 

仓山区总工会：应该算是挺多的。因为我们现在算是这种拆迁，就征迁的这种，

一方面招商引资，所以我们征迁工作都比较多的。因为征迁完了之后就建楼啊之

类，所以这一块应该还是挺多的。 

ＣＬＢ：所以，那建筑项目比较多，这个来，就是被拖欠工资的这种案件多不多

呢？还是？ 

仓山区总工会：拖欠工资这一种，我们按照，就是去年年底，我们做最后数据统

筹的时候。反正都，每年都会有相关的投诉。然后一般就是，因为领导也是比较

重视这一块。不管是我们，还是区里面的领导，就一直都有说，我们征迁工作这

么苦，就是一线职工付出很多的那种。就是说，钱肯定不能不给到位。所以我们

就是一般一有，只要他们有向我们这边反映投诉的那种，只要我们一收到，我们

都会去协调处理。 

ＣＬＢ：那比如说像你们这儿的人社局，应该都有相关的统计吧，就说是比如说

到什么时候为止一共发生了多少起（欠薪）？ 

仓山区总工会：人社局应该是有具体的数据。因为在农民工欠薪专项工作的治理

这方面，牵头单位是人社局，然后总工会是属于配合单位。所以的话，数据这块，

一般都是在他们那边。我们这边如果要做相关材料的时候，汇报的时候，都是向

他们那边对接，然后要一下相关的数据这样。 

ＣＬＢ：那在，整体的数据，比如说整体的拖欠工资发生的案件当中，有多少，

百分之多少是来向咱们工会投诉，是来找咱们工会求助的呢？ 

仓山区总工会：因为我是办公室的，具体负责这一块的是另一个科室的。我的同

事今天他是在底下职工服务中心那一边。具体的话，这个数据的话我这边也有点

不太清楚这样。 

ＣＬＢ：不是说具体的数据啊，就是说大概，大部分是会来找工会，通过工会来

协调呢，还是说，他们大部分更多的是去找人社局呢？ 

仓山区总工会：一般是，按我的印象当中的话呢，一般是，咱们工会跟基层，就

是跟底下企业对接更紧密的那种，就是他们更多听到工会名声的那种，他们都会

先来找我们。因为他们也都知道职工这一块，工会也管。但是也有一些可能不怎

么听过工会的，然后他们可能通过手机搜索，搜索这方面是由哪个部门解决的时

候，手机都会说是人社局。然后因为人社局它有一个专门的劳动保障的，大的中



心就在楼底下，然后招牌也特别大。所以说他们一过来的话，更多的可能都会先

去人社局那边。如果他们一过来先来找到我们的话，我们工会也没有行政执法权，

所以我们只能联系人社局那边，就是对接好那种。所以还是最后出面去，有真正

执法权，就是要去勒令相关企业把相关的钱给到位的那种，就还是要由人社局去

做，他们有相关执法权。 

ＣＬＢ：对，那倒是。可以想象，如果我是一个建筑工人被拖欠工资了。如果我

到工会来，工会反正还是要带我去人社局，不如我自己就直接去人社局。 

仓山区总工会：啊，但是也有一些（工人会找工会）。就比如我们平常那种，我

们比较多都是，像这会夏天送清凉，我们就会去那些征迁指挥部啊，还有那种生

产车间，就是高温的那些一线职工，给他们去慰问那种，给他们送防暑降温的清

凉补品的那种。就这些人，他们就会更多知道工会的话，那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

有工会带着去啊。或者是，有工会，就他们来向我们反映情况，我们会帮他们形

成具体的报告，就帮他们报告到人社局。因为有些农民工他可能文化水平不太高，

他们过去的时候，可能话说说说不太清楚。就是没有一个人带着的话，他们可能

不太安心，或者说感觉不太能够得到解决。然后有的时候都会找到我们这边，我

们来带着过去。然后整个进度会更快一点。 

ＣＬＢ：所以，也就是说工会也是用了不少方法，来宣传工会的存在，工会的作

用。 

仓山区总工会：对，对，对，因为我们工会的职责里面也是这一块要保障职工的

合法权益这块。就是我们每年做一些普法宣传的时候，我们也是有一些相关的要

求。因为农民工这些，他们可能法律意识比较淡薄，有时候被侵权了他们不知道

哪个渠道可以去维护自己的权益这种。所以我们平时做普法宣传，发那些小册子

啊，还有做现场咨询的时候，我们都会聘请一个专门的律师去做我们的法律顾问

的那种，我们会请律师到现场去。就是每个月，我们到每个阶段都会办一场。然

后就是有一些农民工，他们有那些法律的问题，都直接到现场去问我们的法律顾

问。因为我们（工会人）也不是专业的，也是知道个大概。要说具体跟进哪个法

啊，哪个企业该赔你百分之多少啊，就还是都是法律顾问去回答的那种。 

ＣＬＢ：其实我在全总看到，对你们仓山区总工会的成绩，其实还是有。对区级

工会的报道里面还是挺多的呢。比如说是 4 月 27 日，中工网有一个报导，说你

们仓山区总工会为了响应职工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就办了一次这个叫

什么啊，帮助单身男女职工结缘的这个活动。就是说以这类活动为契机么，增强

工会组织的吸引力。 

仓山区总工会：对。 



ＣＬＢ：就说像这种活动对于扩大工会会员的人数，比如说在建筑工人当中吸引

建筑工人加入工会，这个效果怎么样啊？ 

仓山区总工会：我们现在就有一些，就是建筑工人这一块的话，更多的是由建筑

公司。我组建这块的同事当时有说过，我们是要求 20 人以上建会。但是如果不

满足 20 人的话，我们也探索新的建会的模式，就是可以建工会联合会的模式。

就是人数不够的话，就几个联合起来，一起建会这样子。这样子成为工会会员的

话，我们可以更好的保障他们的权益福利那方面的样子。 

ＣＬＢ：那你们这个区总工会，等于是，现在是，你说的是不是现在在全国各地

很多地方都发展的一种建筑工会的建会方式，是不是就是项目部工会的这个方式

呢？ 

仓山区总工会：对对对，特别是因为我们去年换届，换了新任的主席。换届换了

新任的主席，我们现在的主席，他是兼着征迁指挥部的工作，就是项目部的征迁

工作的事情。所以他更能理解，就是一线工人的辛苦。他上了之后，以前可能是

有些项目部，可能也是我们的宣传工作没有做得很到位。他们就觉得工会那种，

就是好像也不知道工会做来干嘛的这种。现在我们主席上来之后，他就是要求整

个他所管辖的所有项目指挥部都要建工会。我们每年送慰问、现在送清凉的时候，

也都是以征迁那种工作、一线的职工为重点的。 

ＣＬＢ：你说你们现在的区工会主席是做项目，跟项目有什么关系呢？ 

仓山区总工会：他是兼着那种征迁项目工作的。 

ＣＬＢ：就是你们区政府这边的，征地拆迁，建筑工地立项，负责这部分工作？ 

仓山区总工会：额，就他有好几个……因为我们现在是全区都在弄征迁，然后他

是兼某一块的，就是某一块是由他所兼着做的那种，指挥的。 

ＣＬＢ：所以就是他手里的这些项目，就是他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推出项目部工会

来？ 

仓山区总工会：也不只是他手下，现在是全区都有那个。他也会，就是之间，其

他项目也会。就是大家都知道很苦的那种。可能我们这边先建立起了工会，然后

人家看着，哦别人都有建，然后现在就带着我们全区都有建工会这样子。 

ＣＬＢ：其实我在跟其他地方的工会同事讨论的时候，包括比如说福建这边啊，

四川这边啊，都有涉及到这个问题，就是项目部工会的做法。一方面，项目部工

会是一个新鲜事物，是一个新的做法。立项了，立项就挂个牌，然后建了个项目

部工会，在这儿干活的工人都能入会。那，就算是项目部工会他同意建会了，但

是项目总有开工的时候和也有完工的时候。那如果项目一年以后、两年以后完工

了，这个项目撤了，那项目部工会怎么办呢？ 



仓山区总工会：这个倒是……因为我也是去年刚进来的。然后我去年，我去年入

职过来的话，还没有碰到过已经结束的工程，所以这个，我就有点不太懂后面的。 

ＣＬＢ：就像是我们上学，比如读大学或者是读什么，那你上学也要想一想，毕

业以后怎么办啊。毕业了以后找哪个工作、找什么工作，在哪个城市，什么的。 

仓山区总工会：哦。 

ＣＬＢ：项目部工会成立了，这也是我跟湖北、四川、包括江苏这边，跟他们聊

过以后，他们也是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就是一方面，项目部工会，对，可以解决

没工会的问题，但是呢，他怎么个持续法？项目结束以后，工人的会籍、工会已

经在咱们的工会的统计里面加进去了，今年一共有多少个项目部工会。但是到明

年，这些项目都完工以后，这些工会还存在吗？这些工会是算存在，还是不算存

在呢？所以这个问题你们这儿还没有涉及到、还没讨论过吗？ 

仓山区总工会：您说的这个也是个提醒。我也记一下。我领导回来我跟他说说一

下。 

ＣＬＢ：对，这个我也是跟他们其他地方省市的工会讨论的时候也提出来过。就

是有没有可能，你们这儿比如说区工会，你们这儿有工会组建的，专门针对建筑

行业的，就是说工会组建的一个队伍，就是组织员，就是每个星期三天五天，就

是在本区的工地上走访，然后直接的发展工人，直接的加入工会呢，可不可以呢？

直接登记加入工会，而不是依托项目部的，可不可以呢？ 

仓山区总工会：我们倒是没有试过这个办法。我们都是以单位的形式、整体建会。

目前用的更多的都是这种方式。反而如果走访的那种，他后期不好管理，那样子

的话就变成是零零散散的那种。 

ＣＬＢ：比如说，如果那个……我们都知道建设部有那个什么啊，实名制，农民

工实名制的安排。 

仓山区总工会：嗯对。 

ＣＬＢ：那是不是可以就着这个建筑工地工人、建筑工人实名制的安排，咱们工

会也搞一个工会会员实名制？就贴到这个工地农民工实名制这个制度这边呢？

就是你实名了，你就变成你的姓名、出生年月、你的电话、祖籍什么的…… 

仓山区总工会：嗯，有记录的那种，有迹可循的那种。 

ＣＬＢ：对，咱们工会应该有电脑系统，能把这些人的会员资料储存下来。就说

一次入会，一辈子都是会员？当然这个有点夸张了，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这种方式

呢？ 

仓山区总工会：对，这倒是一个……这倒是可以去试试的一个点。我们的省市总

好像倒是也有在探索这么的一种做法。今年年初那会，我开今年全年部署会的时



候，他好像也有提过这个相关的建议。但是就是，具体操作，因为会员数这种的

话，我不知道全市多少，光是我们区，会员数去年是达到七万多人了，今年的统

计还没做，要到十月才开始做，可能也会加个十万人那种。那可能全市的话，数

量也会更大。可能他们也在探索跟软件公司对接的那种，看怎么个……。就年初

的时候，做今年部署会的时候，也有省市的领导提出过这方面想法。但是现在还

没有给出具体的文件规定，所以我们现在也是按兵不动。 

ＣＬＢ：其实过去十几年、查不到二十几年吧，我也有机会到挺多的不同的欧美

国家，很多的建筑行业工会去考察过，也了解到不同的情况。其实我自己从来没

有见到过哪个地方的建筑工会是依托公司、单位入会的，都是个人入会的。 

仓山区总工会：都是建筑工人自己的是吧？ 

ＣＬＢ：对，然后都是建筑工会向会员提供培训啊，向会员提供就业信息啊，然

后呢，包括代表自己的会员跟建筑公司，这个叫什么啊，那个行业协会啊，跟他

们谈判。比如说，本行业，一级木工二级木工三级木工，分别是工资标准是什么，

然后瓦工，一级二级三级分别是工资标准是什么。然后电工又是什么……就是说，

本行业呢，工会每年会跟行业协会达成协议，就是说工资标准都有了，只要你进，

你既有合同，又有工资标准，又有保险。就是说这些是通过工人直接加入工会，

然后工会代表工人跟行业协会谈判，谈出合约来， 然后呢，工会又帮忙介绍工

作然后……这个就等于是一个完整的生态圈就建立起来了。 

仓山区总工会：对，对对，这个弄的很好。 

ＣＬＢ：因为，也包括现在比如说安全生产法规定，企业要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

培训。 

仓山区总工会：对。 

ＣＬＢ：其实，你说，如果一个水管工，他可能进场到这个项目里面只是干三个

月，那你还要花两天对他做这个安全生产培训。走过场又浪费时间浪费金钱，不

走过场又违法。所以像这种……  

仓山区总工会：哦。 

ＣＬＢ：像这种安全培训呢，在这些国家的建筑行业工会里面，其实这些都是工

会给做了，公司就不需要做了。 

仓山区总工会：哦。 

ＣＬＢ：所以这个是我过去考察、观察的经验啊，不知道是不是适合咱们国家啊？ 

仓山区总工会：我们一般区工会，也是顺着省总市总那样子的，整个大概的思路

来。我们一般不会跟他们相悖那种。就是他们说要怎么做，然后我们就按照他们

的要求，然后这样贯彻落实下去。这个还没试这种过。 



ＣＬＢ：不过，话说回来，我们知道工会改革去行政化、机关化对吧，提高群众

性、先进性这种，就是说，上级可能只是说：“你去吧”，至于说怎么去？咱们

基层工会要发挥一些创意啊。 

仓山区总工会：对，主观能动性。 

ＣＬＢ：对，我经常跟咱们工会的人就在提起一件事，就是说过去啊，我不知道

你可能太年轻，知不知道安徽小岗村这是怎么回事啊？ 

仓山区总工会：那什么，生产责任制？当初历史书上学的，是那个吗？ 

ＣＬＢ：啊，不错不错很厉害。 

仓山区总工会：什么家庭承包，联产什么责任制。因为我理科生，我现在有点忘

记了，当初只是印象里有这个东西。 

ＣＬＢ：对，就是说如果当初，安徽小岗村，如果这四个共产党员，没有……就

是那时候其实是违规的，大家四个人签了一份血书，建立了攻守同盟，就说把田

分了，因为看到村民都没饭吃。就说，最后如果有责任，就枪毙我们。 

仓山区总工会：对我比较记得了。嗯成功了。 

ＣＬＢ：最后这几个人在没有经过上级任何的同意下，就做了分田到户。 

仓山区总工会：擅自决定，但是弄出来一个新的有用的东西。 

ＣＬＢ：对，如果没有他们这种胆子和创意的话，那中国的这个联产承包责任制，

甚至说大一点，可能改革开放，可能就要推迟十年啊。 

仓山区总工会：嗯，对，对对对。 

ＣＬＢ：所以咱们工会这边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创意？ 

仓山区总工会：可以。 

ＣＬＢ：就是说，不要只是听上级，上级告诉你 123，你就只做 123。如果上级

告诉你做 123，我们是不是可以做 1，1.5，2，2.5，3，3.5，是不是也可以这么

做呢？ 

仓山区总工会：对，这个也是。我们也是，工作创新这一块，也是亮点不够突出。

我们领导他这方面，他自己也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就是想方法的话，可能也

还还在路上，还没有孕育而出那个新的方法。 

ＣＬＢ：对，这个我也在《中工网》，看到对你们仓山区总工会的一个报导。就

是说，6 月 11 号的时候发的报导，说是你们仓山区总工会到工地为一线建筑工

人送绿豆，菊花茶，和粽子。 

仓山区总工会：对对对，我们正好趁着端午节的时候，那个时候。 

ＣＬＢ：对，那在这个活动当中，比如说，就拿这个具体活动来说啊……那个报

导里没写啊，比如说啊，就是你们区工会有没有就拿着登记表格，给这些拿粽子



的建筑工人，现场每个人就登记一份入会登记表？当然开玩笑讲啊，就是说“你

拿粽子就要先入会，做了会员就拿粽子”？ 

仓山区总工会：哦，我正好，办这个活动的时候，我正好去外地培训了。但是我

感觉应该是没有。虽然我具体的话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但是我感觉……。因为我

们从来没有试过这么一个方法。但是感觉应该没有这么个做法的。 

ＣＬＢ：那下一次送月饼，这马上是中秋节了吧？下一个节是中秋节了是吧。 

仓山区总工会：对对对。 

ＣＬＢ：那中秋节送月饼吧，那送月饼的时候可不可以试一试？ 

仓山区总工会：对，等领导回来的时候，我也跟他说一下这么个情况，看看能不

能。 

ＣＬＢ：怎么说呢，上级有一个大概的规划，但是到了基层还真是要发挥创意啊。 

仓山区总工会：对，是。这个是，的确是，您说得对。 

ＣＬＢ：这个，习近平去年十月二十九号，给全总领导班子讲话说，“哪里职工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对，习近平讲了这一句话，那

到了基层工会，怎么样把这一句话变成落实，到现实当中，那就要有创意啊，不

能等上级的指示啊。 

仓山区总工会：嗯，对，这个是，对，这个说的是。 

ＣＬＢ：哦，说了这么半天，还没请教怎么称呼，贵姓啊？ 

仓山区总工会：我姓龚，龚自珍的龚，您叫我小龚就可以。 

ＣＬＢ：小龚，很高兴跟你谈话。你是咱们工会的社会化工会工作者聘用的吗，

还是转岗过来的啊？ 

仓山区总工会：没有，我是聘，去年进来的。 

ＣＬＢ：就是社会化工会工作者？ 

仓山区总工会：对。对对，是。 

ＣＬＢ：那其实这个社会化工会工作者的调整，也是一个工会体制的一个改变啊。 

仓山区总工会：对。 

ＣＬＢ：你们在同一个办公室，然后有的人是有公务员身份的，有些人是没有，

是社会化工作者，这个是不是也有点觉得新鲜啊？ 

仓山区总工会：这个可能，也还好吧。还是我自己神经比较大条一点，没怎么有

太大感觉。 

ＣＬＢ：对，其实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就是说，工会工作人员其实本身就不应该

是公务员的身份。 

仓山区总工会：哦。 



ＣＬＢ：他是社会组织，是工人的代表。说句实话，你们这些社会化工会工作者，

才是未来的工会工作人员的大方向。而这个…… 

仓山区总工会：谢谢您这个话，好好努力，向您这个话的目标挺进。 

ＣＬＢ：这一定是大趋势。如果工会改革要继续下去的话，真的是，这是大趋势

啊。公务员做工会的工作，这一定会早晚会结束的。 

仓山区总工会：呵呵。 

ＣＬＢ：那行，小龚，很高兴跟你聊这一段。我是中国劳工通讯。 

仓山区总工会：中国劳工通讯，对，我刚才有记着。 

ＣＬＢ：那谢谢你了，小龚。 

仓山区总工会：没没，我要谢谢您，您给我们提了宝贵的意见，等领导回来我也

要跟他反映这些相关的信息。 

ＣＬＢ：好，再见啊。 

仓山区总工会：好，谢谢您啊 

ＣＬＢ：再见。 

仓山区总工会：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