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04-20，福建省泉州市，香港食博汇美食广场停业，拖欠经营费和工人
薪资，工人和商户讨薪 

——6通电话，致电 2个工会 

 

第一通电话：福建泉州 丰泽区总工会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丰泽区总工会吗？ 

丰泽区总工会：对，你哪里？ 

ＣＬＢ：您好，我是来自中国劳工通讯的。 

丰泽区总工会：嗯。 

ＣＬＢ：就是我们了解到，丰泽区浦西万达百货那有一个六楼的美食广场停业欠

薪，然后拖欠商户还有工人工资好几十万，想问一下丰泽区工会有参与吗？ 

丰泽区总工会：那个负责这个的不在啊，不知道，我们有负责那个保障的。我不

知道。 

ＣＬＢ：哦。 

丰泽区总工会：我不知道。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负责人。 

ＣＬＢ：是什么部门，专门负责的？ 

丰泽区总工会：保障维权的。 

ＣＬＢ：哦。 

丰泽区总工会：但是他现在人不在这里。他不在，他现在，有事情出去一下。 

ＣＬＢ：嗯，今天暂时应该联系不到了是吗？ 

丰泽区总工会：对对。 

ＣＬＢ：但是这些工人他们有没有来向工会求助呢？ 

丰泽区总工会：如果有，我们就会协助了。如果有接到，我们都会去帮忙协助、

协调的。 

ＣＬＢ：哦。因为他这个可能是有半年了，大概半年了。他这个美食广场停业大

概是去年底的时候，到现在有半年了。所以中间工人他们有没有来找过你们啊？ 

丰泽区总工会：我不知道啊，我们是办公室的，我们有一个保障维权部可以提供

协助。 

ＣＬＢ：哦工人来的话也不会找办公室是吗？ 



丰泽区总工会：对，我们有一个保障维权的。 

ＣＬＢ：哦，是这样，那我现在能够联系到维权部吗？还是没有别的人了？ 

丰泽区总工会：对，只有一个人在做。 

ＣＬＢ：因为他这个事情呢，一个是在网上，泉州新闻啊，还有无线泉州，都报

导了，4 月 20号的时候采访了很多工人商户还有被拖欠工资什么的，有一些，

就是有没有可能工会现在把这个事情记一下，然后去联系一下他们呢？这样子。 

丰泽区总工会：你说什么？ 

ＣＬＢ：就是工会现在，因为他们之前没来找过嘛，然后能不能主动去找一下他

们，帮他们把事情解决一下呢？ 

丰泽区总工会：这个可能，我们的那个劳动部门应该有介入吧？ 

ＣＬＢ：没有、没有，目前了解的是没有介入。 

丰泽区总工会：哦，那不知道。这个我不懂，我没有负责这块，我不懂，也不清

楚。好。 

ＣＬＢ：那现在有没有其他同事可以去接一下这个事情呢？ 

丰泽区总工会：现在不懂得，那人不在。你也没有处理过，也不懂得处理这些的

啊。对不对。 

ＣＬＢ：哦，那我想问一下，办公室这边是负责什么事情的啊？ 

丰泽区总工会：很多，这个很多。你是哪里的啊？我跟你讲这么多？一个电话我

怎么能跟你讲这么多？ 

ＣＬＢ：没有，是因为我想找一个能负责帮忙解决这个事情的部门。 

丰泽区总工会：这个事情我们也不一定有办法。如果我们有办法也是去协调，我

们也没那个行政权力。因为我们也要政府牵头才能有办法那个的。 

ＣＬＢ：哦这样子啊。 

丰泽区总工会：嗯。 

ＣＬＢ：现在就是有好几十万比较着急…… 

丰泽区总工会：你现在这个电话里我跟你讲不清楚。 

ＣＬＢ：那现在工会能不能去找工人帮忙协调呢？ 

丰泽区总工会：这个也要负责的人才清楚，我不清楚。 

ＣＬＢ：你可不可以把这个事情记一下，然后跟他说一下呢？ 

丰泽区总工会：你说我要记什么事啊？ 



ＣＬＢ：就是丰泽区万达百货美食广场欠薪这个事，因为网上一搜都是。 

丰泽区总工会：哦。你现在说万达啊，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我问一下那个，

等一下他来了，他出去开会回来了，我跟他讲这个事情啊。 

ＣＬＢ：好啊好啊，就是泉州这个美食广场。 

丰泽区总工会：这么久了，他应该知道吧，具体地方什么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ＣＬＢ：对对对。 

丰泽区总工会：应该他会知道了，按你说这么久了。如果有这么大……劳动部，

你说你都知道，我们这边的劳动部肯定也介入了。 

ＣＬＢ：这个没有看到。 

丰泽区总工会：有介入，应该我们也有参与了，应该有。 

ＣＬＢ：因为我们就是想工会能不能去帮工人，比如说讨工资啊，还有谈判啊，

然后拿回工钱…… 

丰泽区总工会：谈判，那如果有加入工会的话，有那个了，如果有那个事，应该

也会有去参与了，应该有。 

ＣＬＢ：那你们这边知不知道这些人有没有加入工会呢？ 

丰泽区总工会：我们，他如果企业里有加进工会，我们就知道咯。如果没成立，

没成立那我们就不知道咯。是我们的员工，我们的会员，我们就会参与啦。 

ＣＬＢ：对。因为他们是建筑工，所以其实很容易是没有加入工会的，就不知道

这样的话工会会不会…… 

丰泽区总工会：那你是哪里的美食建筑工啊？ 

ＣＬＢ：美食广场的装修工人，好几个包工队，每个包工队可能被欠薪几十万的

样子，就是建筑工人被欠薪。这方面的话如果他们没有加入工会，工会能帮忙吗？ 

丰泽区总工会：不知道，我不懂得回答。我没有处理这些事情过。 

ＣＬＢ：哦。那我能不能找一下组织部，就是组建工会方面的部门，然后看看这

些工人能不能加入工会，让工会帮忙呢？ 

丰泽区总工会：这个组建部的，组建部门现在也不在，也去培训了。他去处理。

你这样，你有成立没成立，他一下子也要查吧。你一个电话，他怎么能答复呢？

这个维权，也不是工会一个部门就能维权的啊。 

ＣＬＢ：哦？ 

丰泽区总工会：你这么大的事情，我们肯定，我们还有区委区政府，还有那个街

道，他们也会去。肯定你们都知道，他们也有去调解、去处理了…… 



ＣＬＢ：所以现在工人应该怎么做才能解决这个事情呢？ 

丰泽区总工会：工人可以去劳动部门嘛，可以去法院嘛。有个什么劳动监察委员

会，那个可以去投诉嘛。 

ＣＬＢ：但是希望工会这边能不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呢？ 

丰泽区总工会：工会，这个帮助，这个就是，这个没处理过这种，不知道。没成

立工会，成立工会的话，能不能帮忙什么的，我不懂。 

ＣＬＢ：好的，好的。那我还是等维权部的人能联系到了，您先说一下，然后看

看这个事情维权部门能不能帮忙解决吧？ 

丰泽区总工会：行行行。 

ＣＬＢ：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丰泽区总工会：好，不用，再见。 

ＣＬＢ：再见。 

 

 

第二通电话：泉州市建设局 

泉州市建设局：喂？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吗？ 

泉州市建设局：啊，这个你打 22178960。 

ＣＬＢ：再说一遍好吗？ 

泉州市建设局：22178960。 

ＣＬＢ：22178960 是吧？ 

泉州市建设局：对。 

ＣＬＢ：好好好，谢谢啊。 

 

 

第三通电话：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喂。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吗？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对，你哪里？ 

ＣＬＢ：您好，我是来自中国劳工通讯的。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嗯，您好。 

ＣＬＢ：就是我们了解到，丰泽区浦西万达百货，那有一个六楼的美食广场停业

欠薪，然后他拖欠建筑工人还有装修队的工资好几十万，想问一下这个事儿，建

设建材工会这边能不能够参与然后帮忙解决一下呢？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什么事情？ 

ＣＬＢ：就是丰泽区浦西万达百货，有一个美食广场停业。然后它本来请了好多

装修队去装修，现在它停业以后，那个工程款一直都没有还上。拖欠了半年左右

好几十万的工程款，就是主体工程啊，然后装修啊材料啊这些方面的。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奇怪啊，浦西万达是很久以前的项目，不是现在的项目啊？ 

ＣＬＢ：不是那个万达百货，是它的六楼有一个美食广场。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哦，那装修的项目，装修的项目…… 

ＣＬＢ：对。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嗯，然后呢？ 

ＣＬＢ：就是，它是一个美食广场，然后它也做餐饮。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嗯嗯。 

ＣＬＢ：然后也有一个建设建材公司，叫神鼎，神鼎建筑，它拖欠了包工队……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哪两个字？ 

ＣＬＢ：神州的神，一言九鼎的鼎。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它是哪里的公司你知道吗？ 

ＣＬＢ：就是泉州的。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泉州的公司是吧？我们这个拖欠工资的事，是我们的业务

科室在处理这个事情啊。 

ＣＬＢ：您说什么部门在处理？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我们的业务科室在处理这个事情。 

ＣＬＢ：哦。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那我再问一下，看看这个神鼎公司，我们是不太知道，我

等一下我问一下。 

ＣＬＢ：哦那您这个是什么科呢？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我们是工会。 

ＣＬＢ：那说业务科是指？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业务科是我们这边有一个业务科室在管这个事情，我待会

问一下情况怎么样，再说。 

ＣＬＢ：哦。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您是哪里啊？ 

ＣＬＢ：中国劳工通讯。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劳工通讯。 

ＣＬＢ：嗯，因为就是，看看建设建材工会这边能不能帮这些工人、帮包工头们

讨来工资，所以就想联络一下这样子。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那我们是没有。我们的单位里面有一个专门在做这个工资

的，拖欠工资的科室。也不是专门啦，就是有这样子的部门。那我们主要，工会

啊，主要是针对员工的啦。 

ＣＬＢ：啊，对。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那我们可能会帮忙问一下，我们会问一下，好吗？ 

ＣＬＢ：好。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我等一下我问业务科室问一下。你那边的电话是多少，你

留一下电话号码？ 

ＣＬＢ：啊我想问一下先，就是因为这些工人它可能不是工会的会员，这样的话，

工会也能去帮他们吗？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这个我们可能……您那边需要我们去怎样去帮？ 

ＣＬＢ：就是能不能去找到那个，一个就是公司嘛，能不能找到公司，公司他就

是泉州的嘛，然后还有注册地啊，办公地点，这个应该可以很容易找到的嘛。还

有就是联络人。但是那个联络人是联络不到，所以就很，就有点难。他已经有半

年联络不到。本来他们在万达广场里面有一笔物业费啊，一笔钱来抵押的，但是

那个物业公司也说那笔钱也拿不到，然后现在大家没有办法拿到工资，拿到拖欠

的工程款。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物业费？ 

ＣＬＢ：就是说物业公司那边有一笔押金嘛。然后……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这个大概不是我们的。 

ＣＬＢ：就是想问一下像这个方面能不能找到这个公司，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办

法让他可以发放工资？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这个我们要问一下，因为对这个企业，建筑企业我们接触

的不多。 

ＣＬＢ：哦。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然后我这边啊，没有，我要问一下业务科室这个企业的情

况，这个企业我也没有听说过。好吗？您的电话留一个？ 

ＣＬＢ：但那您知不知道这个企业有没有工会呢？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我们，我现在的，我们有工会，没有这个企业。就我这边

有工会的，没有这个企业。 

ＣＬＢ：他是没有加入这个建设行业工会的？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对对对。反正我这边的系统里面没有他们。 

ＣＬＢ：明白明白。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是不是就不受工会的管束？还是怎么样。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我们本身工会就没有管束的这种职能啊。 

ＣＬＢ：啊？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就是我们就是联系工人，如果他们是我们的会员，我们就

是做一些相关的工作。 

ＣＬＢ：啊，因为我以为……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因为我们说实在话，他这个企业要不要加入工会，没有强

制的。 

ＣＬＢ：哦。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所以我们这边有组建工会的，有在我们这边挂的，我们才

会知道。但是业务科室这边我可以问一下。 

ＣＬＢ：我们就想了解一下，就是这个事儿，如果他们没有加入工会，那工会在

这个建设行业，能不能在行业谈判里去覆盖这些工人呢？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我现在啊，你们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先通过我们的那个

业务科室去了解一下这个公司的情况。那你现在讲到谈判的话，因为我们根本不

知道对方是谁。 

ＣＬＢ：哦。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而且这个很多东西，你既然打电话来了，我们就可以有很

多途径。像我们可以通过行政的途径去了解这个事情。可能会比我们直接去找他

谈判好。而且我们怎么找他谈判？人也找不到，通过我们的渠道，我们可能都找

不到他们的人。我给你，我通过业务科室问一下这个情况，好不好？ 

ＣＬＢ：嗯？那我们现在怎么样呢，主要是想知道什么样能够解决？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你是通讯还是什么？你就……我跟你说我去问一下。我也

刚叫你留电话了。 

ＣＬＢ：嗯。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我去问一下业务科室这个公司的事情，然后我们会给你回

复。好不好？ 

ＣＬＢ：一会就可以打回来是吗？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稍等一下吧，我要找得到人，我马上去找一下，好不好。 

ＣＬＢ：那要不然我一会打过来找您？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没关系，我一会打回去也可以啊，这个不要紧。好吗？ 

ＣＬＢ：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您啦。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没事。 

ＣＬＢ：再见。 

 

 

第四通电话：丰泽区总工会 维权保障部 

丰泽区总工会：喂？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丰泽区总工会的维权部吗？ 

丰泽区总工会：你哪里？ 

ＣＬＢ：您好，我是来自中国劳工通讯的。 

丰泽区总工会：嗯。 

ＣＬＢ：就是我们了解到，有一个浦西万达百货那有一个六楼的美食广场停业欠

薪，然后他拖欠商户还有工人的工资好几十万，想问一下这个事儿工会能不能帮

忙解决呢？ 

丰泽区总工会：这个，你刚才不是打过工会的电话了吗？ 

ＣＬＢ：对对对，但是说是过一会儿才能回来。然后您这边是维权部是吗？ 

丰泽区总工会：他现在…对啊…你是中国劳工部，你是总工会里面的吗？还是哪

里？ 

ＣＬＢ：我们是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 

丰泽区总工会：你这个怎么不找劳动部门问一下啊？ 



ＣＬＢ：没有，我们是知道这个事了，想看一下工会能不能扮演一个角色？比如

说组建工会啊，然后搞集体谈判啊，集体协商啊？ 

丰泽区总工会：我们这边建筑的啊，还有我们住建局里面有参与的啊。你等一下

等一下，我看看他来了没有，来了我让他跟你讲一下。你等一下。 

ＣＬＢ：您是刚刚接电话的吗？ 

丰泽区总工会：我是办公室的，但是我们都是在整个一个公共场所办公。 

ＣＬＢ：哦明白了。 

丰泽区总工会：啊你等一下啊。 

（换人接电话） 

丰泽区总工会：喂？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维权保障部的负责人吗？ 

丰泽区总工会：不是，他人不在。 

ＣＬＢ：就是我们刚刚了解到一个美食广场停业欠薪，还有拖欠商户和工人工资

的事情，想问一下工会这边能不能怎么样参与啊？ 

丰泽区总工会：哪个美食广场？ 

ＣＬＢ：浦西万达百货六楼。 

丰泽区总工会：浦西万达百货六楼，是不是？ 

ＣＬＢ：对对对。 

丰泽区总工会：你这边是哪里呢？ 

ＣＬＢ：中国劳工通讯。 

丰泽区总工会：中国劳工通讯？ 

ＣＬＢ：对。 

丰泽区总工会：我们街道工会已经在参与了啊。 

ＣＬＢ：是吗，这个事儿已经在解决了吗？ 

丰泽区总工会：对啊。 

ＣＬＢ：那他们拿到工资了吗？ 

丰泽区总工会：具体我还不太清楚，我还要问一下。万达六楼是不是？ 

ＣＬＢ：对对对，因为他这个事儿拖了有半年了，所以我们想看一下工会能不能

帮这些工人把工资拿回来这样子。您是？ 



丰泽区总工会：行。因为我跟你讲啊，工会主要的职责，就是一个调解的职责，

我们还是要看主管部门，去要申请劳动仲裁才有用。就这样。 

ＣＬＢ：你的意思就是要工人去申请嘛？ 

丰泽区总工会：对。一定要去申请劳动仲裁。我们是帮忙。因为我们不是行政单

位，我们没有行政权力。我们只有调解的一个职能啊，是这样子。 

ＣＬＢ：嗯。但是…… 

丰泽区总工会：我们也有向当地政府反映这个问题。人社部门有可能，人社部门

已经介入了。 

ＣＬＢ：就是关于拖欠工资的事情吗？ 

丰泽区总工会：对。 

ＣＬＢ：您是说拖欠工资要立法的事情吗？ 

丰泽区总工会：立法我都不太清楚。拖欠工资就是帮忙协调啊，就是这样子，主

要职能这样子。 

ＣＬＢ：就是说，这批工人现在去找了街道工会，然后街道工会在帮忙吗？ 

丰泽区总工会：主要是主要是，去，不是去找街道工会，是去了人社部门里面的

一个劳保所。主要是这样子。 

ＣＬＢ：就是推荐工人去找劳保所？ 

丰泽区总工会：对对对。因为工会没有执法权啊，他可能，如果是调解不成，也

还是要找劳保所。去申请劳动仲裁，这样子。 

ＣＬＢ：但是现在这些工人是没有加入工会的，有没有可能工会把他们组织起

来？ 

丰泽区总工会：因为加不加入我们都会去参与调解，因为他们都是职工嘛。这样

子。 

ＣＬＢ：就是加不加入没有太大的区别？ 

丰泽区总工会：对对对，反正欠薪的事情我们都是齐心协力，来处理这个问题，

这样子。 

ＣＬＢ：但是我想加入工会会不会对他们好一点？就是在想这个。 

丰泽区总工会：就是加入工会了才有一定的权利啊。比如说人才保障，也是另外

一份权利。比如说，医疗互助啊，像这些，比如说困难职工帮扶啊。你没有加入

我们工会我们怎么帮你呢？是不是。但是欠薪的这方面，不管你加入不加入工会，

我们了解了情况，都会跟有关的部门一起去，这样子。 



ＣＬＢ：我们还了解到，今年 3 月 1日开始啊，建筑工人实名制就开始实施了。

其实这个建筑工人实名制如果实施的话，就可以帮助工人每个月都领到工资，然

后打到银行卡，是吗？ 

丰泽区总工会：这个建筑工人实名制我还不太清楚，回答不了你。 

ＣＬＢ：现在在泉州还没有实施吗？ 

丰泽区总工会：这个工作我不太清楚，我也不知道怎么实行不实行。 

ＣＬＢ：好的。就算是，工人可以去找劳动仲裁或者是劳动人社这方面。但是，

有没有一些工会组织能够覆盖建筑工人啊，然后覆盖像餐饮行业的这些人呢？ 

丰泽区总工会：这个组建的人今天去开会了，我不太清楚。 

ＣＬＢ：您这个是什么部门啊？ 

丰泽区总工会：我就是保障部啊。 

ＣＬＢ：您是保障部的负责人？ 

丰泽区总工会：我不是负责人，我是保障部的。但是不是负责人。 

ＣＬＢ：明白，明白。 

丰泽区总工会：嗯。 

ＣＬＢ：好的，那工会能不能去了解一下这个事呢，现在也是比较大了。 

丰泽区总工会：行行，我会去了解一下。 

ＣＬＢ：好啊，谢谢您啊。 

丰泽区总工会：你说万达广场六楼有什么事？ 

ＣＬＢ：就是您可以搜一下，比如网上有好多，“泉州美食广场”就已经有一些

了。然后它是泉州电视台，四月十九号就报导了的。然后，泉州新闻，无线泉州，

泉网新闻，在四月二十号都报导了。像说“浦西万达又生事端，美食广场停业，

前员工被欠薪”等等。基本上就是用“泉州、万达广场、浦西”就都能搜到这个

美食广场的事了。然后，他牵涉的东西比较多。 

丰泽区总工会：对啊，牵涉的部门比较多，有可能就不单单是调解能调解到的了，

基本上，这个事是要上升到政治层面这方面来了。如果他要申请了劳动仲裁，劳

动仲裁欠薪的，他还要涉及到法院的程序，法律层面，这些保障。这里我们也会

去了解一下情况。 

ＣＬＢ：是因为我们觉得法律程序太慢了，所以很希望工会这边能够去调查一下

然后参与…… 



丰泽区总工会：工会也是……工会没有执法权啊，工会也是配合人社部啊，工会

没有执法权的。我们劳动仲裁委，也是，只能工会发现有关欠薪的，我们去向人

社部反映，这样子。 

ＣＬＢ：因为我们看到你们有一个措施嘛，就是搞那个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

说是可以给企业发提示，然后事前预防协商解决。那个会不会比较有效果呢，就

是提示函？ 

丰泽区总工会：那个提示函也是，也是提示……那也要有员工来我们这边反映啊。

但是问题，我们这边，没有接到啊。 

ＣＬＢ：现在工人不怎么来工会反映拖欠工资是吗？ 

丰泽区总工会：不一定，有的人反映，有的不来，有的人，各人的途径不一样吧。

我们再了解这个情况吧？ 

ＣＬＢ：好，行。谢谢您了。 

丰泽区总工会：你是哪里的来着？ 

ＣＬＢ：劳工通讯，中国劳工通讯。 

丰泽区总工会：中国劳工通讯？ 

ＣＬＢ：对。 

丰泽区总工会：好。 

ＣＬＢ：谢谢你啊。 

丰泽区总工会：嗯嗯。 

ＣＬＢ：再见。 

 

 

第五通电话：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喂，你好。 

ＣＬＢ：喂您好，是建设建材工会吧？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喂？ 

ＣＬＢ：喂，是泉州的建设建材工会吗？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对对。 

ＣＬＢ：我是刚刚打电话过来的中国劳工通讯，想问一下，现在有一些了解了吗？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你是？不好意思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ＣＬＢ：就是我刚刚打电话过来啊，然后就是就一个案例，就是泉州丰泽区，浦

西万达广场，有一个美食广场停业，欠了很多工人的工资好几十万。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哦哦。 

ＣＬＢ：然后刚刚可能是您的同事吧，说去业务科了解一下什么情况。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对对。我跟您讲一下啊，你们去打到这个电话，这个是专

门处理这个欠薪的，您记一下。 

ＣＬＢ：哦哦。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22178976。 

ＣＬＢ：22178976。这个是哪里啊？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这个，我们领导说，就是在处理这种欠薪的。 

ＣＬＢ：是你们建设工会内部的部门，还是外面的啊？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应该不是我们建设工会内部的，就是我们工会内部好象没

有专门成立这个的。 

ＣＬＢ：没有专门处理欠薪的？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嗯。那现在可能你得下个星期一打了。下周一。 

ＣＬＢ：那这个部门我应该找哪一位呢？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找哪一位，这边也没写。只有一个电话。 

ＣＬＢ：也没写他是哪个部门是吗？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对对。要不您先试试看。 

ＣＬＢ：哦，下周试试看。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嗯。 

ＣＬＢ：就是刚刚您的领导去找了这个电话是吗？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对对。她现在临时有事。交待让我给你回个电话。 

ＣＬＢ：哦，因为我其实也在联系了区工会。他们说，其实这些工人如果没有加

入工会的话，他们现在也没有负责加入工会的人。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嗯。 

ＣＬＢ：所以想稍微问一下，如果这些工人想加入建设工会的话，有什么办法吗？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建设工会？他们要以单位去加入吧。 



ＣＬＢ：哦，就是工人不能直接上来你们这儿说去加入建设建材工会吗？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对，而且你要看是哪个辖区的。一般你们是哪个辖区的，

就要去哪个辖区的成立工会这样子。就是看你们单位是属于哪个辖区的这样。 

ＣＬＢ：丰泽区呢？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那应该就会去丰泽区的工会。对。 

ＣＬＢ：就还是应该去找丰泽区的工会，而不是你们建设行业工会吗？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对对对。 

ＣＬＢ：因为我们也不是太清楚，这个建筑工人到底应该归哪里管啊，归哪个工

会管啊？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建筑工人是吧？ 

ＣＬＢ：对对对。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那工人是哪个单位的呢？ 

ＣＬＢ：就是那个……当然那个工程已经结束了，但是它欠薪嘛。然后，当时也

没有成立工会啊。就是，就是，这个建筑工人他都是这样嘛，项目结束了就完了。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对，我知道，他们都是签劳务合同的。 

ＣＬＢ：所以他们应该从哪里加入工会呢？如果是一个建筑工人。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他个人的话不行，要以一个单位过来，成立一个工会。然

后那单位还要有法人那些的，才行。 

ＣＬＢ：就是雇佣他的公司，建筑公司，建材公司，公司去成立了工会，他才能

加入是吗？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嗯嗯嗯。 

ＣＬＢ：那如果工人他没有加入工会的话，比如像建筑行业应该也有工资集体协

商吧，那工资集体协商能够涵盖他们吗？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这个我还不清楚诶。 

ＣＬＢ：好的，好的。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那您下周一试一下吧。 

ＣＬＢ：行，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泉州市建设建材工会：不会，再见。 

ＣＬＢ：再见。 

 



 

第六通电话 泉州市丰泽区总工会 

丰泽区总工会：喂？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丰泽区总工会吗？ 

丰泽区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请问是丰泽区总工会吗？ 

丰泽区总工会：啊对。 

ＣＬＢ：您好，我是来自中国劳工通讯的。 

丰泽区总工会：哦。 

ＣＬＢ：我想问一下这个电话能帮我接到维权保障部吗？ 

丰泽区总工会：哦，你要找维权保障部的谁呢？ 

ＣＬＢ：因为我之前问过他们一个美食广场欠薪的事情，然后我刚刚电话过去，

但是没有人接，所以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找他们啊？ 

丰泽区总工会：找谁？ 

ＣＬＢ：额…… 

丰泽区总工会：找我们维权保障部的同事吗还是？ 

ＣＬＢ：对对对。 

丰泽区总工会：维权保障部是可以，但是负责欠薪的同事他今天下午去外面去参

加一个技能竞赛了。 

ＣＬＢ：哦，只有一个同事？ 

丰泽区总工会：不是只有一个同事，但是负责讨薪的只有他一个人在做。我把他

们那头的办公室电话念给你听吧？你看看怎么样，再打过去找他吧。因为他今天

下午去参加劳动竞赛了。 

ＣＬＢ：好的好的。 

丰泽区总工会：不好意思哦。那他的电话是，22507398。 

ＣＬＢ：22507398。 

丰泽区总工会：然后找小李，他是负责欠薪啊那些的。 

ＣＬＢ：其他的同事可能也知道欠薪的，是吗？ 

丰泽区总工会：知道什么？ 



ＣＬＢ：就是那个欠薪的案件，如果有其他工作人员的话？ 

丰泽区总工会：额，要不然我帮您问一下？你稍等，我叫来维权保障部的其他同

事，帮你问一下，看看他们知不知道。 

ＣＬＢ：好的好的，谢谢 

（换人接电话） 

丰泽区总工会：喂？ 

ＣＬＢ：喂，您好， 

丰泽区总工会：您好。 

ＣＬＢ：您好，我是来自中国劳工通讯的。 

丰泽区总工会：嗯。 

ＣＬＢ：是这样的，上个月的时候，丰泽区有一个浦西万达百货的美食广场停业

的事，我打给了维权部的这个，可能是小李吧。但是他现在不在的话，我想问一

下现在工会有了解到最新吗？ 

丰泽区总工会：因为他不在，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了解到信息。你说在浦西万达

百货怎么了？ 

ＣＬＢ：就是有一个美食广场停业欠薪。 

丰泽区总工会：美食广场怎么了？ 

ＣＬＢ：欠薪。 

丰泽区总工会：欠薪啊？ 

ＣＬＢ：对对。因为当时呢，就是说工会已经在跟进了。所以我觉得可能也不只

他一个人知道吧。应该你们维权部也都有了解吧？ 

丰泽区总工会：没有，我们就是，你打给他，就是他那个在联系。所以他联系到

什么样，我们不知道。 

ＣＬＢ：哦。 

丰泽区总工会：他有你的电话吗？ 

ＣＬＢ：啊，当时说是先了解一下。但是……哦，就是只能找小李？ 

丰泽区总工会：你电话可以给我一下，等一下他回来了之后我让他回复你，好吧？ 

ＣＬＢ：也可以。不过我是想了解一下，工会其实有没有在跟进这件事情啊？ 

丰泽区总工会：如果跟进，是他那边在跟进啊，我也不知道。 

ＣＬＢ：哦这样子啊？ 



丰泽区总工会：对对。所以，你如果那个的话，你电话留个给我，等他进来了，

我让他回复你。 

ＣＬＢ：也可以，或者是我明天等你们再上班的时候再打吧，也不着急。 

丰泽区总工会：也行，都可以。 

ＣＬＢ：那就这样，谢谢你了啊。 

丰泽区总工会：不会。 

ＣＬＢ：好，再见。 

丰泽区总工会：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