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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月 10 日，广西柳州市, 过千名出租车司机抗议, 要求减免车辆

承包费 

——六通电话，一个工会 

 

第一通电话 柳州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 

柳州市总工会：您好，法人登记。 

ＣＬＢ：喂，请问是柳州市总工会吗？ 

柳州市总工会：嗯，柳州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 

ＣＬＢ：职工服务中心，你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柳州市总工会：哦，您好。 

ＣＬＢ：您好。就是关于前不久你们这儿柳州有上千名出租车司机停运，要求

公司减收份子钱，这事儿咱们工会有没有参与解决呢？ 

柳州市总工会：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不太了解，你稍等一下可以吗？ 

ＣＬＢ：好，当然。 

（与同事对话：中国劳工通讯打电话过来问我们知不知道柳州出租车一千个司

机停运。） 

柳州市总工会：您好，我这里是确实不清楚这个事情。您这边还有什么就是需

要我们这边做的吗？就是为你提供帮助的？ 

ＣＬＢ：没有，就是想问一下这么大的事情，上千名出租车司机在市中心停

运，你们工会不知道啊？ 

柳州市总工会：我们这里没有，我们信访窗口没有接到这样的一个信访案例。 

ＣＬＢ：所以这些司机在停运之前最少没有到你们工会的信访这边来求助。 

柳州市总工会：对，我们确实没有接到这样的一个信访案例。 

ＣＬＢ：哦，因为他们提的要求就是说这个，疫情对他们的这个工作造成影

响，收入造成影响，要求减份子钱。我以为，咱们工会不是有在防疫当中的一

些工作安排吗，企业啊职工啊共度难关的这种。我想，我以为咱们工会应该有

参与这个事啊。 

柳州市总工会：因为我们这个窗口是一个信访窗口。像我们总工会的一些防疫

工作呢，我们不是所有的都参与到。但是我们这个信访窗口呢，确实没有接到

过这样的一个电话信访，也没有接到过这样的面访这种形式的，所以就没有这

样的信息。 

ＣＬＢ：哦，那可不可以这样假设，就是如果出租车司机他们要是来工会求助

的话，最大的可能就是来咱们柳州市总工会服务中心来找。 

柳州市总工会：对。因为柳州市总工会服务中心这里有一个信访接待窗口，就

会接待职工的这方面的一些纠纷，一些调解。 

ＣＬＢ：哦，所以也就是说你们这边既没有收到出租车司机的求助，个人的求

助和集体的求助都没有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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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总工会：对，都没有收到。就是从疫情期间到过完年来到现在，都没

有。其他的一些职工的求助倒是有收到过，但是您说的这件事情确实是没有接

触过。 

ＣＬＢ：哦，那这种事情，如果我要是想了解工会的参与情况的话，我应该找

工会哪个部门呢？ 

柳州市总工会：呃，这个您稍等一下吧。 

ＣＬＢ：好的谢谢。 

（与同事聊） 

——换人听电话—— 

柳州市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柳州市总工会：哦。 

ＣＬＢ：刚才就是提到说，前不久你们柳州有上千名出租车司机停运，要求公

司减收份子钱，想了解一下工会有没有参与解决这个事儿啊？ 

柳州市总工会：这个事情我们都没有接到有来访的这个信息。也可能他是走了

这个渠道，因为我们只是这个信访的其中一个途径嘛。也可能他是不是从我们

的信访局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走了一些程序。这个我们就不是很清楚。 

ＣＬＢ：那你们这么大的事情你们工会没有听说吗？ 

柳州市总工会：您刚刚讲的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听说。 

ＣＬＢ：哦。那如果我想了解就这件事情工会的参与的话，我应该找哪个部门

比较好呢？ 

柳州市总工会：如果说你想了解工会的参与，那你联系一下我们市总工会的办

公室吧？ 

ＣＬＢ：办公室，那电话号码多少呢？ 

柳州市总工会：你稍等一下。 

ＣＬＢ：谢谢。 

柳州市总工会：（和同事说）电话号码，办公室。 

柳州市总工会：您记一下，2827524。 

ＣＬＢ：2827524。 

柳州市总工会：0772。 

ＣＬＢ：0772，好的，那谢谢你了，打扰了啊。 

柳州市总工会：不客气。因为您这个事儿我们也不清楚，所以也没帮上您什

么。 

ＣＬＢ：好好，谢谢，再见。 

柳州市总工会：好好，再见。 

 

 

第二通电话 柳州市总工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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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一月开始，自治区技校办将对我市开展群众满意度电话调查] 

柳州市总工会：喂？可以听到吗？ 

ＣＬＢ：喂，可以听到，你能听到我吗？ 

柳州市总工会：哦，我听到了，您说。 

ＣＬＢ：您好，对不起打扰啊，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柳州市总工会：您好。 

ＣＬＢ：这个刚才我打到工会服务中心，他们说咱们这儿办公室比较了解这个

情况。就是关于前不久，咱们柳州市有上千名出租车司机停运，要求出租车公

司减份子钱，就是说受疫情影响。那咱们工会有没有参与解决这个事情呢？ 

柳州市总工会：这个你打我们的社会联络部可以吗，他们负责处理这件事情

的。 

ＣＬＢ：社会联络部啊？ 

柳州市总工会：对对对，他们是负责信访跟那个工作的。 

ＣＬＢ：我刚才打过去的…… 

柳州市总工会：你刚才打的是服务中心。 

ＣＬＢ：服务中心，他们说他们就是负责接信访的，这个…… 

柳州市总工会：但是就是因为这一块工作的话，社联部他们是有相关的处理意

见的。我们只是综合部门，我们是办公室，我们不负责处理业务，是这样子

的。 

ＣＬＢ：哦，那你们有听说这件事吗？ 

柳州市总工会：有听说。 

ＣＬＢ：那这件事有没有解决了呢？ 

柳州市总工会：这个事是由我们社联部负责。因为具体业务是由他们处理的，

我们办公室是不办具体业务的。所以我们也不太清楚最后的具体结果，他们现

在到了哪一步。你可能要联系一下他们部门。 

ＣＬＢ：社联部是社会联络部？ 

柳州市总工会：对对对。 

ＣＬＢ：那您这儿有没有他们的电话呢？ 

柳州市总工会：电话是 2833801。 

ＣＬＢ：2833801，那个我找哪一位啊 

柳州市总工会：李部长。 

ＣＬＢ：李部长。好的，那好的。那行，那谢谢你了啊。再见。 

柳州市总工会：好，不用。 

 

 

第三通电话 柳州市总工会社会联络部 

柳州市总工会：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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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喂，请问是社联部吗？ 

柳州市总工会：喂？ 

ＣＬＢ：喂喂，可以听到吗？ 

柳州市总工会：听到了。 

ＣＬＢ：您好，请问是总工会社联部吗？ 

柳州市总工会：是，你有什么事？ 

ＣＬＢ：您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就是关于咱们这儿前不久有

出租车司机集体停运，要求公司减份子钱，咱们工会有没有…… 

柳州市总工会：对不起，对不起，中国劳工通讯的这位先生，对不起，我们对

外发言，我们柳州市总工会对外发言，由市总工会统一对外发言，不由部门对

外发言。 

ＣＬＢ：不是对外发言啊。就是想问一下你们…… 

——电话被挂断—— 

 

第四通电话 柳州市总工会权益部 

柳州市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柳州市总工会权益部吗？ 

柳州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您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柳州市总工会：您好。 

ＣＬＢ：您好您好。就是关于你们这儿前不久有这个出租车司机停运，要求公

司在疫情当中减收份子钱，咱们工会权益部有没有参与解决这件事儿呢？ 

柳州市总工会：这一块的话呢，主要是我们部长在参与，但是我们部长现在在

开会。您看能不能晚一点再打电话过来啊？我让我们部长跟您联系，您留个电

话好吗？ 

ＣＬＢ：所以咱们柳州市工会的参与，是咱们权益保障部在负责参与。 

柳州市总工会：不是，不是。我们这一块主要参与的是社会联络部。 

ＣＬＢ：哦，社会联络部？ 

柳州市总工会：对对对。 

ＣＬＢ：那权益保障部呢？ 

柳州市总工会：我们权益保障部的主要负责的工作是帮扶这一块的。困难职工

帮扶这一块的。 

ＣＬＢ：所以出租车司机停运这个事，你们权益保障部没参与啊？ 

柳州市总工会：这一块我不是很掌握情况。然后，可能得让我们部长跟你联

系。但是我们部长现在在开会。 

ＣＬＢ：你们是几点下班啊，五点下班吗？ 

柳州市总工会：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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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六点下班。那我过一会，差不多五点来钟再打回电话来，再找一下好

不好？ 

柳州市总工会：可以。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一块，如果是提供法律帮助这一块

的，我们主要负责的是我们社会联络部。应该和我们的社会联络部先联系。 

ＣＬＢ：那也可以。那这些出租车司机，你们柳州这边有没有组建工会联合会

啊？ 

柳州市总工会：呃，据我了解，好像是没有。好像没有。但是他们公司可能

有。每个不同的公司可能有工会。 

ＣＬＢ：像我在网上他们发布的有视频上面显示的是好像是叫 OK 出行，是网约

车的一个公司。就是说这个公司他们会不会已经有工会呢？ 

柳州市总工会：这个我真的不是太了解这一块。您先跟我们社会联络部联系一

下。他们主要是负责这一块工作。 

ＣＬＢ：噢，好的好的。 

柳州市总工会：主要是负责，因为这个肯定不会是一个部门来那个，肯定是很

多部门一起都负责。但是主要负责的应该是社会联络部。 

ＣＬＢ：好的好的，那不好意思打扰啊。谢谢你。 

柳州市总工会：好好。 

ＣＬＢ：再见。 

柳州市总工会：好好，再见。 

 

第五通电话：柳州市总工会 社会联络部 李玲玲 

柳州市总工会：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李玲玲在吗？ 

柳州市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喂，请问李玲玲在吗？ 

柳州市总工会：还是你吗？你还是这个，中国劳工通讯这里的吗？ 

ＣＬＢ：对对对，我想找李玲玲部长聊一下。 

柳州市总工会：哦，刚才你这个事情我已经跟你说了，你不能这样子问我，好

吗？ 

ＣＬＢ：请问您是李玲玲吗？ 

柳州市总工会：也不要造谣，好不好？ 

ＣＬＢ：这个是有视频的，怎么是造谣呢？这个刚才你们工会…… 

柳州市总工会：你不能这样子来问一个部门，一个对外没有什么发言权的部

门，也不能去外面造什么谣，知道吗？ 

ＣＬＢ：怎么是造谣呢？刚才你们两个部门，一个服务中心，一个保障部，都

说让我来找你们社会联络部，找李部长来了解。这个怎么会造谣呢？这跟造谣

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想了解…… 



6 

 

柳州市总工会：你刚才说的这个什么情况啊这些，你调查核实过吗？你就提这

个事情？这个是属于传播谣言。好不好？ 

ＣＬＢ：那刚才权益保障部那位说是已经发生这件事情，而且说是你们社会联

络部…… 

柳州市总工会：谁说的，你告诉我？是谁说的？ 

ＣＬＢ：是你们权益保障部的，我刚才打电话…… 

柳州市总工会：是谁？ 

ＣＬＢ：哦，我没有问姓什么。是权益保障部的。 

柳州市总工会：那我要跟你核实清楚。我们这边的人不会这样说的。我们个个

都是党员。我们不可能这么没有原则的。 

ＣＬＢ：哦，这样啊。 

柳州市总工会：你说，你告诉我是谁说的？ 

ＣＬＢ：那刚才办公室那边也是说，是归你们这边管啊。 

柳州市总工会：办公室是谁说的？ 

ＣＬＢ：还有那个柳州市总工会服务中心。都说是归你们这个社会联络部来统

一协调管这个事啊，让我到这边来。 

柳州市总工会：这个原话是怎么样，我听不到，我不知道他们原话是怎么说

的。但是我相信他们不会这样说。好不好？我再告诉你，我这里没有权力对外

发言的。好不好？ 

ＣＬＢ：既然出租车司机已经停运了，你们工会有没有参与这个事儿呢…… 

柳州市总工会：谁说的？你现在在造谣。你在造谣，你在造谣。谁说的？ 

ＣＬＢ：你要不要我给你放一段视频声音你听听啊？ 

柳州市总工会：我怎么知道你那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谁表演的？ 

ＣＬＢ：你这个警惕性是不是有点太高了？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咱们工会…… 

柳州市总工会：我现在要想编一个你的谣言，我也可以放出来，知不知道？ 

ＣＬＢ：这个…… 

柳州市总工会：你这个是事实还是，怎么论证呢？你这个是事实还是编造的，

我怎么论证呢？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呢？我们柳州市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吗？我

们很平静，很正常。你一定要说我们这边有问题，你是什么目的呢？请你不要

再打这个电话过来，好不好。 

ＣＬＢ：这个是 OK 出行的网约车，有很多橙色的那种出租车在街上，停着一排

一排的呀。这个…… 

柳州市总工会：对不起，恕不奉告。 

——电话被挂断—— 

 

第六通电话：柳州市总工会 基层工作部 

柳州市总工会：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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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柳州工会基层工作部吗？ 

柳州市总工会：嗯，您好。 

ＣＬＢ：您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就是关于咱们这儿，前不久

有出租车司机停运，要求公司减免份子钱这个事儿，想问咱们工会有没有参与

解决这个事儿呢？ 

柳州市总工会：因为疫情期间工会经费的收缴问题吗？ 

ＣＬＢ：不是，不是，是出租车司机要求公司减免他们的份子钱啊，因为受到

疫情影响。 

柳州市总工会：目前还没有接到这样的一个调解。 

ＣＬＢ：就是你们基层工作部不了解这个事情啊？ 

柳州市总工会：还没有接到，对，还没有接到相应的政策和反应。 

ＣＬＢ：哦，我就是说在这些出租车司机他们集体停运之前，有没有来咱们工

会求助？ 

柳州市总工会：没有。就是没有听到这样的反应。 

ＣＬＢ：就是那工人，出租车司机也没有来求助？ 

柳州市总工会：没有，没有听到这样的反映。 

ＣＬＢ：哦，那咱们工会这个，就是出租车…… 

柳州市总工会：你这样子吧，因为我这个基层工作部不负责这个信访这一块

啊。 

ＣＬＢ：哦，我不是说信访啊，是说这个，你比如说咱们基层工作部这边的工

作内容之一，就是非公企业建立工会啊什么的，八大群体成立工会。 

柳州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就是网约车司机应该是同类群体吧，那出租车司机在你们柳州，网约

车司机有没有建立工会联合会呢？ 

柳州市总工会：独立建会。 

ＣＬＢ：独立建会？ 

柳州市总工会：对，独立建会的。 

ＣＬＢ：独立建会是公司建会吗？ 

柳州市总工会：对，以出租车公司。 

ＣＬＢ：哦，那那个 OK出行这家公司，网约车公司有没有工会啊？ 

柳州市总工会：目前没有。 

ＣＬＢ：还没有建工会啊？ 

柳州市总工会：对。因为他是注册地不在柳州啊。他公司注册不在柳州啊。 

ＣＬＢ：他们在哪儿呢？ 

柳州市总工会：他不是独立法人啊。 

ＣＬＢ：我在网上看到的，他们的地址是在帝王国际财富中心大厦 18楼。 

柳州市总工会：他仅仅是一个分公司，或者是一个办事处之类的吧。 

ＣＬＢ：那分公司这个不是也应该具备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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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总工会：他不是独立法人啊。 

ＣＬＢ：就是总厂分厂，那分厂工会应该也可以建立吧？ 

柳州市总工会：建立不是独立机制的工会组织啊，得先找到他那个独立法人那

一块，然后建一个分会。 

ＣＬＢ：那这个 OK 出行这个网约车公司是在哪儿注册的呢？ 

柳州市总工会：具体我还没有很关注这一块。 

ＣＬＢ：那这个在你们柳州这儿好几千的网约车，这家公司，你们柳州市基层

工会部…… 

柳州市总工会：有好几千吗？ 

ＣＬＢ：对啊，他们说一共有五千。有三千是自己的车，有两千是出租车。 

柳州市总工会：这么多？ 

ＣＬＢ：你们工会不了解啊？ 

柳州市总工会：我这一块我还真的感觉没有这么多。 

ＣＬＢ：你们工会了解的这个 OK 出行这家公司是有多少辆车啊？ 

柳州市总工会：不了解，对他不是太了解。 

ＣＬＢ：所以那你们基层工作部负责组建工会，那你们有没有像这么大的公司

去主动上门去了解他们公司的这个工会组建的情况？ 

柳州市总工会：近期我们已经有这个计划了，因为他是百人以上建会嘛。 

ＣＬＢ：所以那…… 

柳州市总工会：我们都在……我们统计的时候，调查摸底的时候，就没有发

现，百人以上的企业啊就没见到他。 

ＣＬＢ：哦，那这个 OK出行应该超过一百人，怎么也超过一百人吧？ 

柳州市总工会：问题他是松散型的吧？ 

ＣＬＢ：松散型是什么意思呢？ 

柳州市总工会：也就是说他是挂靠，或者是他不存在劳动关系。就是说他仅仅

是以车来雇佣的，他不是以人来雇佣的。 

ＣＬＢ：那么，这个不是网约车和出租车这种用工形式…… 

柳州市总工会：他的用工形式是很多样化的。 

ＣＬＢ：对，这个不是咱们工会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问题吗？比如说像货车

司机不是也是同样的情况吗，就是作为八大群体之首。 

柳州市总工会：对对，所以说我们要先找到一个组织先啊。 

ＣＬＢ：那这个 OK 出行这家公司在柳州已经运行这么多年了，你们还没找

到…… 

柳州市总工会：没多长时间。就是才有才有的。 

ＣＬＢ：是多长时间了？ 

柳州市总工会：就是去年才有的。 

ＣＬＢ：去年？ 

柳州市总工会：对，原来不是叫。原来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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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那可是，网约车司机是咱们八大群体入会的重点之一啊。咱们工会这

边没有把这个，就是 OK出行在这一落地就马上把他作为重点，去把他…… 

柳州市总工会：没有。 

ＣＬＢ：没有啊？ 

柳州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那像这个……因为我在你们网站上看到你们基层工作部的一个工作的

介绍总结，就是说你们货车司机的入会率已经到了 50%以上啊，而且货车司机

的建会和入会率已经是到了 60%以上。 

柳州市总工会：对对。 

ＣＬＢ：那这个跟，按说这个网约车司机都在城区，大部分都在城区跑，那跟

货车司机的情况不一样，货车司机有可能跨省跨市。相对来说…… 

柳州市总工会：对，他挂靠的多一些。 

ＣＬＢ：对这个网约车司机是不是相对来说比货车司机要容易找到容易组建

呢？相对来说？ 

柳州市总工会：但是难度更大。 

ＣＬＢ：为什么呢？ 

柳州市总工会：因为网约之后，很多用工形式啊，很多用工形式，不像货车司

机他直接跟企业挂靠的，拉货啊不管是物流啊，他有一个组织在那儿。 

ＣＬＢ：哦。在画面上，他们发出来的视频，就是停运视频上，有一些橙色，

都是橙黄色的汽车啊，就是他们这个应该统一都是用的…… 

柳州市总工会：我们这儿有几个出租车公司，他们很抵制这个网约。一直在跟

企业协商这样的事情。 

ＣＬＢ：抵制是一回事情，但是他们已经落地了。 

柳州市总工会：因为抢了他们生意。 

ＣＬＢ：就是网约车抵制也好，喜不喜欢也好，他们已经落地了，政府已经接

受了他们的存在。 

柳州市总工会：对，有这么回事了。去年才有这样个公司。 

ＣＬＢ：那咱们工会这边会不会主动出击一下，就是既然已经变成现实了…… 

柳州市总工会：对对，你这个建议挺好。 

ＣＬＢ：就是说咱们特别是基层工作部这边是负责组建的，是吧？ 

柳州市总工会：对对。你是属于什么单位啊？ 

ＣＬＢ：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 

柳州市总工会：劳工通讯？ 

ＣＬＢ：对。我们专门关注劳资冲突啊，劳资关系和谐啊，集体谈判啊，组建

工会这类的话题。 

柳州市总工会：嗯。 

ＣＬＢ：那么，其实咱们这儿其他的，特别是在疫情期间，网约车已经拔了头

筹，就已经开始出现上千辆出租车司机停运，集体提出诉求，要求减份子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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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网约车会不会因此，就是可不可以因此成为咱们工会的一个，市总工会

的一个重点，就把他往前排一排，就把网约车司机组织起来呢？ 

柳州市总工会：就是柳州这一块啊，我们这个是小三线城市，还真的这个矛盾

不突出，目前还没有接到这样相应的一个诉求。 

ＣＬＢ：哎呀，这个上千辆出租车同一天同时停驶，而且在街上都堵起来…… 

柳州市总工会：在哪里发生的？ 

ＣＬＢ：就在你们柳州市啊。 

柳州市总工会：是不是我们这个社会联络部他们接信访这一块有，我们这一块

真没了解到。 

ＣＬＢ：他们说这些出租车司机在停驶之前没有找信访，也没来找工会。 

柳州市总工会：哦。 

ＣＬＢ：所以我就想，既然没来找工会，那是不是到咱们基层工作部来了解一

下，是不是因为没工会呢，所以他们没来找工会？ 

柳州市总工会：对对，这里 OK出行这一块，还真的没有。 

ＣＬＢ：那咱们柳州市有哪一家出租车公司是有工会的呢？ 

柳州市总工会：有好几家都有。 

ＣＬＢ：都有？ 

柳州市总工会：主要是挂靠我们原来的公交公司啊，他下面有一个叫做恒达巴

士的一个出租车公司，还有城中，几个民营企业啊，他建的出租车公司，有四

家，他们都已经建会了。 

ＣＬＢ：所以那要是这些出租车司机如果有什么事的话，他们通常来会找工会

吗？ 

柳州市总工会：有。包括我们去跟政府协调啊。包括我刚才说的，抵制网约车

这个行为。他原来一度很抵制，抢得他们饭碗了、抢他们生意了。然后毕竟他

是挂靠性质的，他的劳动关系很微妙、很复杂。他给你交了这个租金来，交了

这个钱了，我又不是你的职工。所谓的减免份子钱，原来是这样的，出现了这

个情况。 

ＣＬＢ：对，既然咱们全国总工会已经把网约车司机这个行业就是作为是，就

是很清楚的认为这是劳动关系，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咱们这边，像柳州市

的工会，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可不可以做出具体的工作计划，就是啃这块硬骨

头呢？就是说正因为骨头硬，所以才要来啃，才要解决这个问题？ 

柳州市总工会：谢谢谢谢，谢谢你的提醒。真的。这个情况，这样子吧，我们

近期就首先对你说的 OK公司这个事件先了解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件事。第二就

是我们对 OK这个公司啊，出租车公司啊，他这个公司的性质以及在柳州的组织

行为我们了解，然后尽可能地给他们建会。这是我们现在，我们部门的这个工

作要点啦。 

ＣＬＢ：好，谢谢谢谢。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从建会入手，就是从根子解

决问题。如果有事的话，司机就会来找工会，就不会一下子跑到街上，上千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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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就在那儿堵起来了。你说是吧？ 

柳州市总工会：对对，并且有时候，我们工会你也懂的，是叫分级管理，有些

事他不一定直接找我们。因为他毕竟是分级管理的，大家可以找到另外的人，

或者就是他们那个本级工会以及他们的上级工会。我们市总就没有直接地管到

出租车司机工会。 

ＣＬＢ：噢，那谢谢你啊，愿意接受我的这个提议。 

柳州市总工会：对，这个提议挺好。 

ＣＬＢ：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柳州这边企业复工复产的进度怎么样啊？ 

柳州市总工会：现在几乎都达到了 90%以上。 

ＣＬＢ：这么多啊？ 

柳州市总工会：嗯，几乎。因为我们的疫情很平稳，没有大起大落的。 

ＣＬＢ：所以柳州这边的确诊啊什么之类的都不是很多？ 

柳州市总工会：对，防控的很好。 

ＣＬＢ：所以咱们工会有没有到复产复工的企业当中，去跟雇主展开一些协

商，比如说确保复工复产以后的防疫保护，特别是对工人的，当然也有对乘客

啦，像交通行业的？ 

柳州市总工会：我们也做了一些措施。首先就是我们对这个疫情即将结束的时

候，复工复产，就是中央提出来复工复产以后，我们就马上进行调研，就是分

了几个组，领导带了相关的业务部门，都到基层去调研。就是在复工复产中遇

到的困难，需要工会协调解决的一些问题，我们都做了一些工作。 

ＣＬＢ：那咱们工会在调研中发现的最大的，复工复产以后，包括企业的困

难，也包括防疫当中的一些有可能的非典啊，或者是这个……这些有发现哪些

重要的、比较重要的点呢？ 

柳州市总工会：大家都一致认为，主要是什么呢？原来就是说口罩紧张。 

ＣＬＢ：哦。 

柳州市总工会：复工复产你首先那个保障，没办法保障咱们自身职工的这种安

全。 

ＣＬＢ：对，这是一个全世界的事儿了，好像也不止是我们柳州和中国。 

柳州市总工会：对，他们提出来了一些很尖锐的。就是我自己这个，你让我复

工复产可以，我口罩都拿不到，没办法保护自己。他们把他上升到一个什么，

安全生命、健康生命的这样一个角度。 

ＣＬＢ：这个是员工……职工提出来的这种担忧吗？ 

柳州市总工会：工会，就是咱们基层工会。 

ＣＬＢ：基层工会，那咱们这个调研以后怎么解决、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呢？有

什么方案没有？ 

柳州市总工会：当时呢，也就是积极的。我们这里呢，就是上汽通用五菱。你

知道吧，就是咱们的五菱汽车？ 

ＣＬＢ：嗯，五菱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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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总工会：咱们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然后就紧赶慢赶地赶了很多

口罩出来。 

ＣＬＢ：哦，五菱汽车做了很多口罩出来？现在部分转产口罩？ 

柳州市总工会：对，已经是满足了柳州的现状了。所以说，这个也是通过大家

各方努力吧。特别我们市领导，市委书记亲自督战，发改系统、经委系统连夜

在那儿督战，在那儿住着，现在已经很好了。 

ＣＬＢ：对，我也在你们柳州市总工会网站上看到，特别是各县区，还有开发

区这些新区的这些基层工会，好像应该是在三月初还是二月底的时候，就已经

开始去各个企业了。包括你们市工会到各个区县的工会去做调研，已经做了很

多了，是吧？ 

柳州市总工会：对，这个早了，这个很早了，我们调研比较早。 

ＣＬＢ：是吧。看你们的网站，在感觉上好像是比较，你们的工作启动的好像

是比较早的，就是相对于其他的我了解的工会来说啊。 

柳州市总工会：嗯。 

ＣＬＢ：那另外一个就说是，咱们有这个说法，就说是说在疫情期间企业职工

共度难关。那么像这种，你比如说，我打个比方啊，像公交行业，像公共交

通，这是复工复产以后像是咱们城市的大动脉。如果没有公交，那就不能上班

了，那也就不能复产复工了。那就是说，但是，公交行业又涉及到是一个人群

聚集、人流非常大的集中的地方。那么，一个是对司机的保护，一个是对防疫

防止在疫情再通过公交车来再爆发。那么，咱们工会有没有跟公交公司有比较

具体地讨论一些方案出来啊？ 

柳州市总工会：应该说，这个不仅仅是工会参与，而是整个，叫做柳州市疫情

防控领导小组，都参与进来了。因为，我们又不在那个领导小组里面，也就是

政府行为。 

ＣＬＢ：哦，政府行为，当然政府是出于协调啦，但是工会是出于代表员工的

利益。 

柳州市总工会：我们才叫协调，我们才是真正的协调，有困难找我们，找我们

我们赶紧就去协调一下，职工的诉求，到底有什么诉求。 

ＣＬＢ：那咱们工会，比如说，您刚才提到咱们公交行业是有公交工会的，是

吧？ 

柳州市总工会：对对对。 

ＣＬＢ：就是一个是有公交公司的独立的工会，还有就是公交行业的工会联合

会，是吧？ 

柳州市总工会：没有，他不叫工会联合会，他就是直接的独立的基层工会组

织。 

ＣＬＢ：就是每一个基层工会，就是说公交公司的工会直接隶属于他们所在区

的区总工会？ 

柳州市总工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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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那咱们工会有没有到这些公交公司里，特别是比较容易造成再爆发的

这种场所这种行业，一个是保护员工的身体健康啊，另外一个就是避免疫情再

爆发。那有没有找这些公交公司的老板，跟他们了解他们疫情当中重新开始交

通服务的这个困难什么的啊？比如说，额外的消毒、防护的这些开支谁来做

啊？ 

柳州市总工会：开支是政府补贴。 

ＣＬＢ：就是额外的口罩和洗手液都是政府？ 

柳州市总工会：对，因为他的运营都受到了影响嘛。 

ＣＬＢ：那…… 

柳州市总工会：毕竟恒达巴士是一个合资的一个企业吧，也是股份制的企业。 

ＣＬＢ：合资是跟境外合资吗？还是国内的啊？ 

柳州市总工会：他是内部，内内合作的。 

ＣＬＢ：哦，内内合作。那复工复产在公交行业有两个部分啊，一个是保护，

包括口罩啊洗手液啊，包括每一个来回还是两个来回巴士上面就要做一次清洁

这种，这个额外的开支这部分，那这部分是政府负责补贴吗？ 

柳州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就是全额补贴吗？ 

柳州市总工会：应该是，不仅仅是全额。据我了解啊。因为我没有对这一块了

解得不够深，也是片面的了解。这里呢，据我了解，因为政府那个叫做防控领

导小组啊，拿出来很多的方案以及经费的补助、财政的补助，对这次疫情做了

很大的防控措施。所以从我这个角度，据我了解吧，政府这一块都做得很好

了，都已经做了。包括资金的、还有运营的补助补贴。 

ＣＬＢ：运营补贴是不是说，跟去年同期相比？ 

柳州市总工会：对对对，负荷不满嘛。 

ＣＬＢ：负荷不满的时候，然后不满的部分就由政府给公司做出补贴？ 

柳州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所以，无论是疫情期间运行所需要的清洁和防护的额外开支，还有或

者是运营上跟同比的下降造成的利润的损失，这两方面政府都向公交公司做出

了全额的补贴？ 

柳州市总工会：部分的，没有，不可能全额的，没有全额。 

ＣＬＢ：所以是部分的补贴？ 

柳州市总工会：对对对，适当的补贴 

ＣＬＢ：那公司有没有这个……就是说给公司解决了运营的一些困难呢？ 

柳州市总工会：嗯，至少也不是满负荷的大街都在跑，也停运了很多。所以

是…… 

ＣＬＢ：那咱们工会有没有，就是说通过咱们企业的公司工会还有市区工会，

就去到公交公司，去职工当中，去复工复产第一线这边。就是了解政府的补贴

是不是真正地公司是把这些钱是用到位了？是用在职工健康防疫的防护上了？



14 

 

是用在清洁上了？还是公司？当然我不是说怀疑公司这个什么，这个有点不太

厚道，但是过往我们关于矿山啊还有其他行业的这种安全生产的这些费用上

面，公司就不往里面注资，这种情况，员工的安全健康就受到危害。 

柳州市总工会：就是口头支掉，骗取了政府补贴，但是具体用到了什么地方

了，是不是到位？ 

ＣＬＢ：对，工会有没有具体的工作方案，到工作现场去确保这些政府的补贴

是到位的，是保障员工的？ 

柳州市总工会：对，这个监督，到底谁来监督。 

ＣＬＢ：那咱们工会有没有到现场去有这样的方案啊？ 

柳州市总工会：包括我们就是市总本级啊，我们都下拨了一些经费。就是抗疫

的具体工作经费，我们也有下拨了一些。 

ＣＬＢ：对，我在你们网站上也有看到。 

柳州市总工会：也有用了蛮多的。 

ＣＬＢ：而且我还看到有哪一个县还是区的工会，有拨了九万五千块钱帮着生

产防疫抗疫的用品。 

柳州市总工会：嗯，柳南区的。 

ＣＬＢ：柳南这边的，是吧？ 

柳州市总工会：嗯嗯。 

ＣＬＢ：所以我就在想说，如果我要是提个建议，不好意思啊，我总是在这儿

啰啰嗦嗦，提个建议。 

柳州市总工会：没事没事。 

ＣＬＢ：我提个建议就是说，咱们市工会、区工会如果能把工作重点前移，特

别是在疫情期间，在政府拿出补贴的这些方面，在公交行业，或者是其他行业

有政府的补贴的话，那么有没有可能工会到最前沿去确保这些补贴是落实到防

疫上了，而不是变成其他了。 

柳州市总工会：这个监督力度啊，可以说，我们的监督职责应该很难去履行，

我们去代表职工去履行这个职责。 

ＣＬＢ：为什么呢？ 

柳州市总工会：因为什么呢？你比如我工会自己的经费下去补贴了，那我只有

同级经审会进行审计，然后我们上级经审会去审计都可以。但是这个钱不是我

们这儿拨的，我们应该是同级审计部门去审计，也就是审计局啊这些，他们去

审计更好一些。 

ＣＬＢ：就是从审计的角度，每一分钱都花到了正地方。 

柳州市总工会：对对。要是我们去监督，代表职工群众去监督，也是通过职代

会，来履行这个民主程序。 

ＣＬＢ：那我的建议就是说，咱们工会与其从这个审计花钱的角度来监督，是

不是可以从…… 

柳州市总工会：不不不，不是第三方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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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就是我的意思是，咱们工会可不可以从实际保障的落实（来监督啊），

比如说口罩是一天发一个、还是一天发两个、发到没发到；那车子，公交车终

点站一个来回就要清洁一次，那有没有聘请额外的清洁工来清洁这个，那清洁

工聘请来了以后，清洁工有没有得到口罩。就是说，咱们工会可不可以从这个

角度来代表职工来监督啊？ 

柳州市总工会：是啊，你说的是公共安全卫生这一块。公共安全卫生这一块的

监督啊，说实在的，我们也没想到这么细。也是你提出来了，我们才想到这么

细的工作，可以这样说。 

ＣＬＢ：这是不是有必要的啊，就是说从咱们工会的职责来说，就是说代表职

工确保他们在工作当中是防护到了呢？ 

柳州市总工会：这种，同级工会应该是有这个监督。也就是说，咱们公交公司

工会啊，他可以提出来进行监督。 

ＣＬＢ：对，就算是我提一个建议吧，咱们市总这边要是能够跟区总工会还有

企业工会能拿出具体的要求来。 

柳州市总工会：对，几级联动。 

ＣＬＢ：对，就是建立一个联动机制，比如说每周各个联动一次，各个企业防

护的情况、落实的怎么样，充分发挥咱们基层工会、甚至是会员的监督的主观

能动。是不是就会，叫怎么说，全民皆兵，就可以把防疫做好。 

柳州市总工会：对对对，就是监督力度，人人参与嘛，人人监督嘛，就达到了

一个很好的效果，这个挺好。 

ＣＬＢ：对，所以咱们工会其实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啊，在基层工会来说。

所以希望我刚才的提议不是说了外行话。 

柳州市总工会：没事没事，挺好挺好，你这个提议很好。也提醒我们在疫情中

间，我们应该做什么工作。谢谢。 

ＣＬＢ：不客气。对，特别是 15 年开始工会改革，特别是在 18 年的时候习近

平特别给咱们全总的领导班子讲话，说是“哪里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

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所以，特别是在咱们基层工会，就是在最前沿，可能

站出来说话的机会就会多一点，压力也会大一点，是吧？ 

柳州市总工会：嗯嗯，是啊是啊。 

ＣＬＢ：那行，谢谢你了啊。 

柳州市总工会：没有，谢谢你。 

ＣＬＢ：我还没问，请问您贵姓啊？ 

柳州市总工会：我姓张。 

ＣＬＢ：您是张勋吗？ 

柳州市总工会：嗯。 

ＣＬＢ：张勋部长，您好。 

柳州市总工会：您好。 

ＣＬＢ：真的是，跟您聊了这一番，让我也对基层，你们现实面对的问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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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困难，你们的工作方法也有了解。那我刚才那个建议如果您觉得合适的

话…… 

柳州市总工会：对，挺好挺好，也是我们工作的方向。 

ＣＬＢ：或者你们基层工作部，或者其他部门要是能转达一下，看看有没有落

实的可能性，好吧？ 

柳州市总工会：对对对，我马上问一下到底这个事情真不懂，你不提醒我还真

不知道发生了这个事情。 

ＣＬＢ：对，防患于未然，要比发生了以后再去救火要重要得多，是吧？ 

柳州市总工会：对，这肯定的 

ＣＬＢ：就是怎么样发挥咱们基层工会防疫的前沿作用，就是避免这种突发事

情再发生。好吧。 

柳州市总工会：好的，谢谢你。 

ＣＬＢ：不客气，谢谢你了啊，再见啊。 

柳州市总工会：好的，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