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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月 30 日，河北任丘，上百名出租车司机聚集市政府门口，要求出
租车公司减免和降低租金，对于无法续租的车辆予以无条件解除合同。 

——七通电话，致电二个工会 
 

第一通电话：河北沧州任丘市总工会办公室 

任丘市总工会：喂？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任丘市总工会吗？ 

任丘市总工会：嗯，是，您好。 

ＣＬＢ：您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的。就是有个事情想问一下工会。 

任丘市总工会：嗯。 

ＣＬＢ：就是我们看到上个月三十号的时候，说任丘市有上百辆出租车到那个市

政府门前聚集，就是有一些诉求是想减免租金，然后对于无法续租的出租车司机

他们想无条件解除合同，想问一下这个事情工会有参与吗？ 

任丘市总工会：这个我不太清楚，不好意思啊。 

ＣＬＢ：就是这些司机还没有来找过工会，是吧？ 

任丘市总工会：应该是没有。 

ＣＬＢ：哦，因为我们是从微信公众号叫 Taxi 地带看到的，然后他们说司机去

了市政府聚集，最后说市政府接待了司机代表商谈。那现在市政府有没有邀请工

会区代表司机去商谈呢？ 

任丘市总工会：您说的是几月份的事儿啊？ 

ＣＬＢ：是三月三十号。 

任丘市总工会：三月三十号，我不太清楚这个事情，我问一下领导吧。 

ＣＬＢ：哦。就是工会这边暂时没有接到这个事儿？你是说。 

任丘市总工会：嗯。 

ＣＬＢ：那我想问一下出租车司机在任丘市这边有没有可以加入行业工会的啊？ 

任丘市总工会：不好意思啊，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我也没有听说这个事儿。 

ＣＬＢ：哦哦，没事。 

任丘市总工会：要不您留个电话，我问一下领导。就是我也不知道司机有没有聚

集，然后工会有没有去参与，我也不太清楚这个事儿。 

ＣＬＢ：明白，明白。那你们这边是办公室是吗？ 

任丘市总工会：对，我们这边是办公室。 

ＣＬＢ：如果发生这种事情，一般是什么部门可以参与呢？ 

任丘市总工会：出租车司机？ 

ＣＬＢ：对。 

任丘市总工会：他们是为什么聚集啊？ 

ＣＬＢ：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然后很多司机觉得那个没有客人，活不下去，收

入很少，然后希望出租车公司可以减免他们的租金啊年租金啊。然后有一部分司

机可能想不再租这个车了，想把合同解除了，也是生存太困难了，所以才这样子

做的应该是。 

任丘市总工会：哦，这个是不是归经济保障部啊？我也不太清楚这个事儿。就是

我们这边也没有听说有这个事儿，然后也没人通知工会吧。 

ＣＬＢ：明白，明白。那我可不可以去问一下经济保障部是不是可以去参与这件

事情呢？是不是工会这边是这样子呢？ 

任丘市总工会：嗯，那您问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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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你有没有经济保障部的电话啊？ 

任丘市总工会：噢，有有有。 

ＣＬＢ：好的，可以给我一下吗，谢谢 

任丘市总工会：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归经济保障部管，您去问

一下吧要不。 

ＣＬＢ：好的好的好的。 

任丘市总工会：139XXXXXX01。 

ＣＬＢ：139XXXXXX01，这个是经济保障部长的电话吗？ 

任丘市总工会：对，经济保障部长。 

ＣＬＢ：部长姓什么啊？ 

任丘市总工会：姓张。 

ＣＬＢ：姓张，好的，张部长。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司机他们加入工会，是去找什

么部门呢？出租车司机的话。 

任丘市总工会：加入工会，我给您看一下。 

ＣＬＢ：好的。 

任丘市总工会：喂，您好，我是不太清楚，要不留您个电话，我回头问一下我们

领导，然后再给您打回去吧？ 

ＣＬＢ：因为我是希望了解一下这些司机可不可以加入你们任丘市的工会，你也

不是很清楚，是吗？这方面。 

任丘市总工会：对对对。 

ＣＬＢ：我可以留电话，但是如果是组织加入工会，是不是要找你们的组建部，

还是基层工作部，还是什么的啊？ 

任丘市总工会：这我也不太清楚。 

ＣＬＢ：你们办公室不是应该会可能要分流一下吗，比如说有组建工会的啊？比

如这个出租车也属于八大群体建会吧，是不是？然后他们加入工会应该是哪个部

门现在在负责，我可以直接去找一下。这样子也比较方便，省得你们到时候还要

去请示。这样子。 

任丘市总工会：是这样的，不好意思啊，我因为是来工会实习的，然后今天下午

我们办公室的主任也不在，所以我确实不太清楚。我平常也就负责一些比较…我

比较熟的业务。这件事因为没有通知我，也没有听说过这件事。 

ＣＬＢ：因为你实习的，所以不是什么都负责或者都知道，是吧？ 

任丘市总工会：对对对。 

ＣＬＢ：那你们工会这边有没有基层组建部呢？这个你知不知道？ 

任丘市总工会：应该有。 

ＣＬＢ：你可不可以直接告诉我那个基层组建部的电话呢，我去询问加入工会的

事情呢？ 

任丘市总工会：那您稍等一下吧，我去找一下。 

ＣＬＢ：好的，谢谢你啊。 

（离开） 
任丘市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 

任丘市总工会：我们没有基层组建部。 

ＣＬＢ：那如果是工人加入工会，这个事情也是找办公室，还是什么呢？ 

任丘市总工会：应该是找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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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哦，但是办公室现在只有你一个人？ 

任丘市总工会：对对对。 

ＣＬＢ：什么时候…… 

任丘市总工会：我也不太清楚，我们应该是只管职工吧。 

ＣＬＢ：哦…… 

任丘市总工会：就是固定企业的职工。好像是。 

ＣＬＢ：固定企业的职工，哦。那如果打 12351也是你们工会的人听吗？ 

任丘市总工会：12351是哪儿的电话啊？ 

ＣＬＢ：就是工会服务热线，不知道你们这里是工会啊还是其他的人外包了，想

确认一下看看他们会不会了解。 

任丘市总工会：可能是外包了。 

ＣＬＢ：哦，这样子啊。如果办公室的话，办公室的负责人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啊？ 

任丘市总工会：我不太清楚。 

ＣＬＢ：呵呵，我主要是想知道……那你可不可以把这件事情记录一下，然后等

你们的主任或者是负责人回来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参与，好吧。 

任丘市总工会：好的，您是哪儿的，中国劳工通讯？ 

ＣＬＢ：对对对。 

任丘市总工会：好的好的。 

ＣＬＢ：我说的事情就是 3 月 30 号的时候任丘市的出租车他们去市政府门前想

要减免租金，大概是这样子。 

任丘市总工会：想要什么资金？ 

ＣＬＢ：减免份子钱，份子钱，就是那个每个月上交一些费用的这种。然后说是

有上百辆出租车这样子。我们是从微信公众号 Taxi地带报道看到的。 

任丘市总工会：嗯嗯。就是经济保障部好像也不太清楚这个事儿，要不我等主任

回来问问主任吧？ 

ＣＬＢ：哦，好的。你们办公室只有你和主任是吗？ 

任丘市总工会：嗯，对。 

ＣＬＢ：那主任大概什么时候回来啊？ 

任丘市总工会：您刚才问过了，我不太清楚。 

ＣＬＢ：可能我下个星期再打来试试？如果想知道工会有没有可能去参与，代表

他们跟政府协商这样子。 

任丘市总工会：嗯嗯。好的好的。 

ＣＬＢ：那想问一下如果没有基层保障部，不不不，基层组建部的话，那有没有

做集体协商的部门啊，在任丘工会这边？ 

任丘市总工会：呃，要不您下周再打电话来吧？那个时候主任应该回来了，我确

实不太清楚这件事。 

ＣＬＢ：好的好的，那麻烦你了啊，不好意思打扰你了啊。 

任丘市总工会：好的，再见。 

ＣＬＢ：谢谢，再见。 

 

 

第二通电话：任丘市总工会经济保障部张部长 

任丘市总工会：喂，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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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喂，请问是任丘市总工会的经济保障部吗？ 

任丘市总工会：对对对，您好，请问哪位？ 

ＣＬＢ：您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的。 

任丘市总工会：哦，有什么事吗？ 

ＣＬＢ：有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 3 月 30 号的时候，我们看到任丘市说是有上

百辆出租车去到市政府门口聚集，主要是想要减免他们的份子钱和租金。想问一

下这个事情工会这边是不是应该是经济保障部可以去参与啊？ 

任丘市总工会：我不知道这个事儿。 

ＣＬＢ：哦。我们是在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到的。然后他们有一些视频还有一些图

片，主要反映的情况就是，受到疫情的影响，然后司机觉得生存很困难，所以就

希望要么是公司或者是政府可以给一些经济上的补助吧。这个事情的话，工会可

不可以出面去代表这些工人去商议一下？ 

任丘市总工会：恩，我们目前还没有接到这个政府方面的通知什么的，我不太了

解这个事。 

ＣＬＢ：哦，如果政府愿意邀请工会的话，工会也可以去代表工人是吧？ 

任丘市总工会：对，可以。 

ＣＬＢ：那你知道任丘市这边的出租车司机可不可以加入工会啊？ 

任丘市总工会：可以啊。 

ＣＬＢ：他们应该是加入什么工会呢？ 

任丘市总工会：他们就是那个出租车公司的（工会）。 

ＣＬＢ：出租车公司的工会？ 

任丘市总工会：对对。 

ＣＬＢ：那那个工会它是属于行业工会管，还是直接归任丘市总工会管啊？ 

任丘市总工会：任丘市总工会。他应该是，首先他们那个出租车公司要建立工会。 

ＣＬＢ：据您了解，任丘市出租车公司有没有建立工会啊？ 

任丘市总工会：没有。 

ＣＬＢ：都没有啊？ 

任丘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哦。因为我们是看到任丘市其实二月份的时候这些出租车公司啊，有十

二家公司一起发了一个倡议书，就是要求司机自己做好防控、发现病人要上报。

所以是想了解一下，除了公司方面的疫情防控以外，工会有没有可以去就职工的

声音能够跟公司做一些协商这样子。如果是想的话，那应该是由任丘市总工会直

接出面的对吧？因为现在没有基层工会嘛。 

任丘市总工会：对对。 

ＣＬＢ：那任丘市总工会这边可不可以把这些出租车司机……就是可不可以去代

表这些出租车司机，去跟公司协商一下啊？ 

任丘市总工会：啊，可以啊。 

ＣＬＢ：因为好像任丘的出租车也不是特别多，公司也就十来家，然后司机的话

也就是两千人左右，也不算太难吧？就是去跟公司谈一下。但是这样的话，需不

需要司机首先加入工会呢？ 

任丘市总工会：对呀。他必须是工会的会员，我们才有权限去给他协商这个事。

他如果不是工会的会员，我们也没办法替他出面去谈这个事。 

ＣＬＢ：明白，明白。那现在，您知不知道这些出租车司机有没有加入任丘市工

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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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丘市总工会：没有。 

ＣＬＢ：都没有是吧，就是没有出租车司机作为会员？ 

任丘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如果组织入会的话，是不是可以由任丘市工会这边出面去做这个事情呢？ 

任丘市总工会：可以呀。 

ＣＬＢ：那组织工人入会方面，任丘市总工会是什么部门去负责啊？ 

任丘市总工会：他首先他们公司要建立工会，建立工会他要上……首先他要上咱

们任丘市总工会先备案。备案然后我们有一个建会的程序。我们会告诉他下一步

怎么做。然后他建会成功了之后，他就是任丘市工会的会员了，然后我们才有权

力、有事了去帮着协商这个事情。 

ＣＬＢ：但是现在不是那个出租车司机没有加入公司工会，那公司也没有成立工

会，对吧？ 

任丘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那公司不成立工会，主要是难在哪里呢？ 

任丘市总工会：这个我不太清楚。 

ＣＬＢ：如果任丘市总工会这边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去跟出租车公司要求他们

建立工会，然后把这些受到疫情影响的公司的司机们让他们也加入工会呢？ 

任丘市总工会：可以呀，我们可以去协商这个事儿啊。 

ＣＬＢ：嗯嗯，应该是最好是先去建立工会，然后出租车司机加入工会嘛，然后

工会可以比较顺理成章地代表他们去协商，对吧？ 

任丘市总工会：对对。 

ＣＬＢ：但是如果出租车公司他现在不成立工会的话，有没有……是不是工会应

该要去做一些工作，然后才能先让他们顺利成立工会？这样子。 

任丘市总工会：对对。 

ＣＬＢ：组建这方面的工作， 你们也是经济保障部去做吗，如果让公司成立工

会的话？ 

任丘市总工会：不是不是。 

ＣＬＢ：是什么可以去做？ 

任丘市总工会：这个是属于组织部的事儿。 

ＣＬＢ：哦，那你们可以去提个建议吗？就是建议这个组织部能不能去顺势……

因为有这么多就是上百名出租车司机反映这个情况，然后又没有工会，可不可以

去把这些人先召集，然后争取他们在公司里面成立一个工会之后，然后再把这些

司机加入工会这样子啊？ 

任丘市总工会：这个就是，首先我们可以去做这个事。我们可以去找出租车公司，

跟他们领导协商这个事，要求他们建立工会。如果他们同意建立工会的话，我们

可以履行这个程序，建立工会的程序。他只要公司建立了工会，他下面所有的员

工都是工会会员了。 

ＣＬＢ：哦，所以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去鼓励公司先去建立工会，这样就比

较好。 

任丘市总工会：对对。 

ＣＬＢ：因为我看，出租车公司也不是很多吧，十来家，然后从业人员也是两千

多人，我感觉困难也不是很大吧？ 

任丘市总工会：这个因为，怎么说呢，像我们这种小县城吧，他这个好多人还是

不太认可工会组织这块，就觉得没有什么必要。所以说我们，目前来说就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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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企业什么的都已经建会了。但是像他们这个行业性比较强的这种，（建工会）

很少。 

ＣＬＢ：哦，对，他这种行业性比较强的话，有没有可能建一个行业的工联会呢？

工会联合会这种模式啊？ 

任丘市总工会：对，可以，他们可以，像他们这个出租车公司啊，公交公司啊这

种，他们可以建立行业性的工会。 

ＣＬＢ：对对对。在任丘这边，有这个，有什么行业工会吗？他可以加入吗？ 

任丘市总工会：他们只能自己建一个。因为他们跟别的行业性的工会吧，差别还

是比较大的。 

ＣＬＢ：哦。比如说像货车司机就可以建个行业工会，快递员这种也可以建个行

业工会的，是吧 

任丘市总工会：对对对。 

ＣＬＢ：那有没有就是交通……公交也有吗？公交也有行业工会是吧？公交公司

应该可以？ 

任丘市总工会：对对。 

ＣＬＢ：但是出租车行业工会现在就还没有？ 

任丘市总工会：对，没有。 

ＣＬＢ：如果是建一个出租车行业工会的话，就是去找一些公司联合起来成立，

对吧？ 

任丘市总工会：对，他就是你可以找多家这个出租车公司，大家一起去建立一个

行业性工会。 

ＣＬＢ：哦，那样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去发动一些比较积极的工会会员，然后，因

为他们来自不同的公司嘛，特别是这个出租车吧，可能给不同的 APP啊什么的可

能跑单啊什么的，他们是不是都可以说是不仅仅是一家公司的职工，而且可能有

不同的公司，就比较适合做这个行业的工会，对吧？ 

任丘市总工会：对对。 

ＣＬＢ：那这个行业工会这边也是组织部的工作范围吗？ 

任丘市总工会：对。主要是建会的事儿都属于组织部他们负责。 

ＣＬＢ：您这边有没有组织部的电话，我可以去了解一下，能不能有一个组建工

会的工作方案？ 

任丘市总工会：啊，有。 

ＣＬＢ：好的，可以麻烦您一下吗？ 

任丘市总工会：您记一下吧，我给您一个办公电话，您打一下吧，好吧？ 

ＣＬＢ：好的。 

任丘市总工会：您打 0317-2222227。 

ＣＬＢ：哦，0317-2222227这个也是组织部的电话？ 

任丘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好的，好的。组织部的部长是？ 

任丘市总工会：姓侯。 

ＣＬＢ：姓侯，好的。啊，我还有一个事儿想问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出租车这个

行业吧，应该可能也是你们经济保障部的一个范围。因为现在针对这个疫情的影

响嘛，交通行业其实交通运输部有鼓励出租车公司可以减免汽车的份子钱，然后

有一些地方政府呢也愿意对这些行业的工人或者是公司发放一些补贴。那在你们

任丘这边就是对这个行业，交通行业，有没有一些因为疫情然后有一些特别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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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计划啊？ 

任丘市总工会：目前还没有。 

ＣＬＢ：哦。我们也是看到交通运输部是在四月十几号的时候举了一些不同的地

方城市的例子，像北京啊海口啊什么的，他们就是出租车公司主动减免份子钱，

有的可能……深圳吧好像就减免了几千万这样子。 

任丘市总工会：我们目前没有这个通知，也没有上级的通知。因为我们疫情期间，

就是这个救助金之类的，都是上面的专项资金，然后这个是指定的，就是给医护

人员的。 

ＣＬＢ：嗯，对对对，我看到了一些报道，说你们总工会对医务人员发放了四十

六万的慰问品，这样子？ 

任丘市总工会：对，是这样。 

ＣＬＢ：还有给市里面的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有一个送温暖的二十万元的资金，是

吧？ 

任丘市总工会：对对。 

ＣＬＢ：那有没有对于其他的受到疫情影响到行业，比如出租车行业这种行业，

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经济保障方面的工作计划呢？ 

任丘市总工会：目前还没有。因为从上级工会，大家还都没有做这个事情。 

ＣＬＢ：就可能要等这个沧州市总工会这边，是吗？ 

任丘市总工会：对对。 

ＣＬＢ：哦。那沧州市总工会的话，他是直接…他如果发一个倡议书，或者保障

什么行业的话，你们也会跟着办，这样子？ 

任丘市总工会：对，因为我们的救助资金都是上级给拨款的。我们收到资金之后，

人家上级要求我们怎么用，给哪些人员，我们就会怎么用。目前我们收到的这些

资金还没有说涉及到要给出租车公司或者公交公司的。 

ＣＬＢ：明白，明白。不过交通运输部他也不是从公司……从工会拿钱的。他们

其实，一方面是跟出租车公司的谈判，就是公司自己减免；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

给一些财政的补贴，和税收啊各种金融啊还有保险方面的减免吧。是这样子的，

也不是工会的专项资金。 

任丘市总工会：那个就是，我们这边因为没有涉及这一块，不太了解。如果说出

租车公司们有这个意向的话，他们有需求的话，我们可以就是说去跟职工出面，

跟公交公司，出租车公司去协商这个事儿，可以。 

ＣＬＢ：恩恩，现在就是工人是有这个诉求的，希望有一定的减免。但是可能需

要这个工会方看看能不能代表他们去跟公司谈一下，如果公司也同意的话，就能

达成一个比较好的一致，妥协，是吧。 

任丘市总工会：嗯嗯，这个可以，这个没问题。 

ＣＬＢ：如果跟公司去谈的话，也是你们经济保障部这边去做吗？ 

任丘市总工会：啊，不是，我们就是……他们那个就属于法工部了。 

ＣＬＢ：ＣＬＢ：法工部的事情啊，这个是？ 

任丘市总工会：对对，他就是职工维权那一块的。 

ＣＬＢ：哦，法律工作部，是吧？ 

任丘市总工会：对对。 

ＣＬＢ：这个，不好意思啊，能不能麻烦您给一下这个部门的电话我啊？因为我

没有找到这个部门。所以不知道…… 

任丘市总工会：你就打 2222227就行，他们就在那个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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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哦，同一个屋的是吧？ 

任丘市总工会：对对。 

ＣＬＢ：啊，好的好的。我还以为这个工作啊保障啊什么的，是你们经济保障部

这边负责，所以就想了解一下你们有没有可能去谈一谈。 

任丘市总工会：我们经济部这个主要是负责专项资金的使用、救助。如果说是职

工诉求那一块呢，就得法工部他们具体协商。 

ＣＬＢ：明白，明白。所以像特别是给医护人员的这些资金，确实是你们在负责

的，这样子？ 

任丘市总工会：对对。 

ＣＬＢ：那你们现在工会是已经全面正常上班了吗？ 

任丘市总工会：嗯对，正常上班了。 

ＣＬＢ：因为我看到一个报道说你们是进驻社区，然后跟社区对接做防控嘛，疫

情防控，所以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在社区驻扎的？ 

任丘市总工会：现在社区还留有三个人，其他的都已经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了。 

ＣＬＢ：那在任丘这边，想了解一下企业的复工复产工作怎么样了呢？ 

任丘市总工会：这个我还不太清楚，因为我不负责这一块。 

ＣＬＢ：哦，您主要是负责救助、保障、经济支出这些的？ 

任丘市总工会：对对。 

ＣＬＢ：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给我提供了这些的联系方式，也介绍了一下。 

任丘市总工会：没事，没事。 

ＣＬＢ：谢谢您啊，好的，再见。 

任丘市总工会：好，再见。 

 

 

第三通电话：任丘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 

任丘市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我想找一下法律工作部。 

任丘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哦，我也是负责法工的。您说。 

ＣＬＢ：您好，我是来自中国劳工通讯的。 

任丘市总工会：嗯嗯，您好。 

ＣＬＢ：想了解一下，就是任丘市在上个月啊，有一个事情，就是有上百辆出租

车他们到市政府门前聚集，想要求减免份子钱、减免租金，就想问一下这个事情

工会这边有没有参与啊？ 

任丘市总工会：您好，您刚才给这边打过电话了。 

ＣＬＢ：对对对，刚才是你接的吗？ 

任丘市总工会：嗯，对对对，是我。 

ＣＬＢ：哦。因为我想找一下法律工作部，说是他们是比较具体对接这个诉求的。

你也是负责法工的啊？ 

任丘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这样子。因为我刚才打了经济保障部嘛，然后他说…… 

任丘市总工会：我刚才跟您说了，就是经济保障部可能也不太清楚这个事情。就

是您得下周打办公室的电话。 

ＣＬＢ：他给了我一个电话说是法律工作部，是可以负责这个事情的。但是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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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办公室的电话，他说是你们在一个地方办公，但是不同的部门，所以我又打

回来了。 

任丘市总工会：嗯对。我当时跟您说了，经济保障部可能不太清楚，您得等下周

打过来，问一下办公室主任。 

ＣＬＢ：明白。因为我以为还有另外的人是法律工作部的，所以我就想可以打一

下法律工作部这样子。 

任丘市总工会：您好，您说什么？ 

ＣＬＢ：我说我以为有另外的同事在负责法律工作部，所以我又打回来看能不能

找到法律工作部，这样子。 

任丘市总工会：哦。 

ＣＬＢ：就是没有其他的同事负责法律工作部了，是吗？ 

任丘市总工会：嗯，对。 

ＣＬＢ：那你们这个好像部门有点多，但是人有点少啊。 

任丘市总工会：嗯对。所以说就是，我刚才跟您说了，我说经济保障部应该也不

清楚这个事。就是您下周打办公室的电话吧。 

ＣＬＢ：哦。那其实我是想，一个是把这个事情，这个工人的诉求去给你们汇报

一下吧，另一个其实还想了解一下，就是针对出租车行业吧，有没有一些可以，

可能你这个…… 

任丘市总工会：喂？ 

ＣＬＢ：就是我想了解一下针对出租车行业，有没有一些防疫工作的安排可以去

保障他们啊？现在不是复工复产了，然后出租车也可以正常的上街运行吗？ 

任丘市总工会：嗯嗯。 

ＣＬＢ：那这些司机可不可以做到一些防疫保护，比如公司会不会给他们发口罩

啊，消毒液，然后司机的车会不会几天消毒一下，然后这个消毒消杀有没有这个

费用是谁来承担。然后这种状况。就是，还有司机的就业方面，企业的经营状况，

工会能不能去做一些了解。这种工作的话，想问一下你知不知道工会有没有这些

计划啊？ 

任丘市总工会：我不太清楚，不好意思。 

ＣＬＢ：你不负责出租车行业的，是吧？ 

任丘市总工会：我也没听说我们这边有负责出租车行业的。要不您还是下周再打

电话吧。 

ＣＬＢ：好的，好的。因为我也是想顺势了解一下，就是关于这种行业的保障方

面的话，工会这边有没有什么计划，所以想你可能会清楚这样子。 

任丘市总工会：嗯嗯。 

ＣＬＢ：那你是负责具体哪一块的，可以知道一下吗？ 

任丘市总工会：我就是一个实习的。真的您要问问题的话，真的就得下周打电话，

就再打这个电话就行，到时候我们主任就回来了。 

ＣＬＢ：好的好的，你们是八点钟上班吗？ 

任丘市总工会：八点半。 

ＣＬＢ：到几点呢？ 

任丘市总工会：到十二点。 

ＣＬＢ：八点半到十二点，下午呢？ 

任丘市总工会：下午一点半到五点。到五点半。 

ＣＬＢ：一点半到五点半。好的好的。那不好意思，再次麻烦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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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丘市总工会：好的好的。再见。 

ＣＬＢ：再见。 

 

第四通电话：沧州市总工会办公室 

沧州市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沧州市总工会吗？ 

沧州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您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的。 

沧州市总工会：嗯，你说。 

ＣＬＢ：就是上个月三十号，在沧州这边的任丘市，有上百辆出租车去市政府门

口聚集，想要公司给他们减免份子钱、减免租金。想问一下这个事情工会这边有

参与吗？ 

沧州市总工会：工会没有。 

ＣＬＢ：这些司机有没有来找沧州市工会，然后帮他们去维权啊？ 

沧州市总工会：没有，没听说。 

ＣＬＢ：还没听说？ 

沧州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那在沧州市这边的话，出租车的工人可不可以加入工会呢？ 

沧州市总工会：这个应该可以加吧。 

ＣＬＢ：有什么行业工会？行业工联会他们可以来加入吗？ 

沧州市总工会：应该是能加的，出租车。 

ＣＬＢ：嗯。他们现在就是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说是生计比较困难，每天没有

客人，然后希望跟公司协商，可以去减免他们的这些租金啊、份子钱。这方面的

话工会可不可以去，代表他们参与协商的可能呢？ 

沧州市总工会：这个，人家没来找工会来，没有诉求，那工会给人家出面干嘛去？ 

ＣＬＢ：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加入工会，所以那些司机没有来找工

会？可能是这样子吧？ 

沧州市总工会：这个不清楚。一般他们有诉求啊，他们不都是会上信访那儿去嘛，

跟政府反应去嘛。不可能直接找工会来。 

ＣＬＢ：对。他们是去找了市政府，然后市政府是说，有邀请工会代表哦……有

邀请工人代表，就是司机代表啊去谈。但是现在，不知道工会这边可不可以也去

参与这个协议，然后能不能够去帮司机争取一个更好一点的待遇吧？ 

沧州市总工会：哎哟，这个就不好说了。 

ＣＬＢ：哦。那您知道就是因为现在那个出租车行业啊，其实也是受到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很严重的，因为大家都不出门打车了，或者是也很担心，那他们的那个

客流量就很少。其实在沧州这边有没有可能对出租车行业这些司机有一些补贴的

工作计划啊？ 

沧州市总工会：这个补贴也是政府行为，财政上的，跟工会也没关系啊。 

ＣＬＢ：哦。 

沧州市总工会：然后他那个出租车公司，他那个免这个份子钱，应该是出租车公

司补贴啊。怎么找别人？ 

ＣＬＢ：嗯，应该是。 

沧州市总工会：他是挂靠公司，不是给出租车公司交份子钱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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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对，就是谈的话，肯定是跟出租车公司去谈。然后让他们去减免。 

沧州市总工会：对啊。 

ＣＬＢ：然后如果有可能有补贴的话，应该是找政府去发补贴，是吧？ 

沧州市总工会：对，政府啊，政府要有要求的话，让财政给补贴啊。 

ＣＬＢ：那就是在沧州市工会这边，知不知道就是……或者说可不可以建议政府

有一些这样的政策呢，对于这种受疫情影响的行业来说的话，就是建议政府？ 

沧州市总工会：工会没有什么发言权。 

ＣＬＢ：哦呵呵。因为我们只知道对于比如说市工会对于防疫的一线的医务人员

啊、一线职工啊他们有一些慰问，有一些送温暖。 

沧州市总工会：对。这个有。上一线，上湖北的一线，不是一人都给钱嘛。 

ＣＬＢ：对。所以有没有可能参照这种，对于受到疫情影响的部分行业，然后给

他们一定的补助、津贴呢？ 

沧州市总工会：这个工会……看领导吧。 

ＣＬＢ：沧州市这边目前还没有这个计划，是吧？ 

沧州市总工会：暂时没听说。 

ＣＬＢ：那如果企业要是复工复产了，像出租车也是，现在都重新可以开动起来

了嘛。那工会这边会不会有一些可以去监督企业是不是落实了防疫保护，比如有

没有给员工发放足够的口罩啊，消毒液，然后车子有没有经常清洁啊。这种应该

是工会出面的吧？ 

沧州市总工会：这个，下边有别的个别部门吧，跟下面企业工会有联系的那个。

有好多部室嘛，不是。 

ＣＬＢ：这个是什么部门负责啊？您是说。 

沧州市总工会：这个，这是不是什么，我看一下啊。 

ＣＬＢ：嗯。 

沧州市总工会：宣教那边可能了解多一些吧。宣教部。 

ＣＬＢ：宣教部，您有宣教部的联系方式吗？ 

沧州市总工会：宣教部是 2020161。 

ＣＬＢ：2020161。还有没有权益保障部啊，它应该是比较维护职工权益的，对

吧？ 

沧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我们这儿那是困难职工贫困职工的，会员之类的。 

ＣＬＢ：哦，这样子啊。那如果职工有诉求呢，就是有诉求希望工会去解决，是

找哪一个部门呢？ 

沧州市总工会：诉求的话，我们这儿不是有法律工作部，法工部这一块。 

ＣＬＢ：哦，法工部。 

沧州市总工会：相当于上访、反映问题的这个，由他们负责的。 

ＣＬＢ：法工部是单独的部门吗？ 

沧州市总工会：是宣教和法工部，我们这儿是合并的。 

ＣＬＢ：合并的，哦，打一个电话就可以，是吧？ 

沧州市总工会：不是，那个他是另外一个屋子。 

ＣＬＢ：哦哦哦。 

沧州市总工会：这个负责法律工作的，专门是一个屋子。确实是两个部门合并成

一个部了，但是是在两个办公室。 

ＣＬＢ：明白明白，那您有没有他们的电话？ 

沧州市总工会：你要他电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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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对对对，我去问一下看看他们能不能去看看参与解决这个诉求啊？ 

沧州市总工会：他们那儿，法工部是 2027623。 

ＣＬＢ：2027623。 

沧州市总工会：好的，那谢谢您了。 

ＣＬＢ：没事。 

沧州市总工会：再见。 

ＣＬＢ：好的，再见。 

 

 

第五通电话 沧州市总工会组织部 

沧州市总工会：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沧州市总工会的法工部吗？ 

沧州市总工会：喂，您是哪里？ 

ＣＬＢ：您好，我是来自中国劳工通讯的。 

沧州市总工会：有什么事儿？ 

ＣＬＢ：有个事情想请教一下工会。就是在三月三十号的时候，在沧州这边的任

丘，有大概上百辆出租车去市政府门口聚集，想要要求减免他们的租金和份子钱。

想问一下这个事情沧州工会这边有没有了解啊？ 

沧州市总工会：您好，您这儿直接问哪儿，问办公室吧，我不太清楚这件事儿。 

ＣＬＢ：因为我之前问了一下办公室，他说这个职工诉求应该是找法工部来去解

决的。 

沧州市总工会：法工部的人好像今天说是请假了，说是有病假。 

ＣＬＢ：哦，您不是法工部，是吧？ 

沧州市总工会：对，我们是在一个屋子，但我不是法工部的，您得问他们专业的。 

ＣＬＢ：哦。但是办公室的人，他也不清楚这个事情的话，我还可以找什么部门

呢？ 

沧州市总工会：这就不清楚了。我现在只能跟您说，他说相关的要联系法工部，

那只能找他，但是他今天请病假了。 

ＣＬＢ：哦，法工部的人今天都不在，是吗？ 

沧州市总工会：法工部只有一个人，他今天请病假了。 

ＣＬＢ：哦，明白，明白。那有没有那个，比如说出租车行业工会，或者出租车

公司工会的这种部门，我可以去问一下啊？ 

沧州市总工会：这不太清楚啊。那个，您最好是直接问他们法工的吧，好吧？ 

ＣＬＢ：明白，您刚刚说您是什么部门？ 

沧州市总工会：我这儿不是法工部，我们是在一个屋里办公。 

ＣＬＢ：哦，就是您反正不负责法工部的事情？反正。 

沧州市总工会：对，我不负责法工这一块。 

ＣＬＢ：好的，那我再问一下办公室，看看哪个部门可能比较合适吧。谢谢您了。 

沧州市总工会：您是哪个部门？回头要不我等法工部来了，我给他留个言，告诉

他一下。 

ＣＬＢ：哦，我已经跟办公室联络过了，他说可以找法工部或者是宣教部，我以

为法工部更直接所以就打来了。要不然我再问一下宣教部吧，也可以的。 

沧州市总工会：哦，可以，好的。因为法工部的人今天病假了，昨天好像是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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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ＣＬＢ：哦，好的。那谢谢您了。 

沧州市总工会：不客气。 

ＣＬＢ：再见。 

沧州市总工会：再见。 

 

 

第六通电话：沧州市总工会宣教部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沧州市总工会的宣教部吗？ 

沧州市总工会：喂，您是哪里？ 

ＣＬＢ：您好，听得到吗？ 

沧州市总工会：我能听见，您说吧。 

ＣＬＢ：您好，我是来自中国劳工通讯的。 

沧州市总工会：哦哦，您说。 

ＣＬＢ：是这样的，就是上个月三月三十号啊，沧州这边的任丘市那边，有上百

辆出租车去市政府门口聚集，他们就想情愿要求减免租金，然后因为生计困难，

有一些不能续租的想要无条件解除合同。想问一下这个事情沧州市工会这边有参

与吗？ 

沧州市总工会：没有，没有听到这个消息。 

ＣＬＢ：哦，就是他们司机主要是受到疫情的影响，所以出现这个生存的困难。

所以想了解一下，有没有可能针对这些出租车行业的困难啊，沧州市这边有没有

可能提供一些经济补助啊，或者是跟出租车公司谈判减免份子钱啊？有没有这种

可能啊？ 

沧州市总工会：这个消息我还真是没有什么……我问问吧，我问问相关情况，问

了我再回复你。 

ＣＬＢ：那个有一个报道的出处是微信公众号，叫 Taxi 地带，您可以去上面了

解一下，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情况的话。可以先看一下。 

沧州市总工会：行，好的。 

ＣＬＢ：那我其实还想了解一下，就是出租车行业这方面，司机们有没有可以加

入行业工会的啊？ 

沧州市总工会：司机啊？ 

ＣＬＢ：嗯。 

沧州市总工会：目前还没有。这一块我还得问问。这一块，就是我了解的还没有。

因为我得具体的，我们就是，每个行业有的就是分到各个部室，我们没有专门的

这个行业负责的这个部门。但是他有些部门是能兼着的，所以我还得具体地问问

出租车这个相关的这个工会。 

ＣＬＢ：因为我是想，出租车司机他们如果没有加入工会，他可能就不会来找工

会求助，所以工会不知道也是正常。 

沧州市总工会：大货车是有过，有的。 

ＣＬＢ：货车司机是有行业工会的？ 

沧州市总工会：对对对，在组织部。您这样的，您问一下那个什么，2010180，

因为我之前听过他们说货车司机。 

ＣＬＢ：2010180，是组织部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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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总工会：对，组织部，我们工会组织部。 

ＣＬＢ：哦，可以去问一下他们出租车行业能不能加入这种行业工会，去问他们

是吗？ 

沧州市总工会：对对。您是哪个部门的？ 

ＣＬＢ：是中国劳工通讯。 

沧州市总工会：哦，是一个杂志是吧？ 

ＣＬＢ：是一个研究机构吧。我们是关注工会改革啊，劳资关系。就是特别是看

到这种劳资这种纠纷嘛，就希望可不可以由工会出面，去代表工人去解决这个问

题，而不是工人要么集体行动啊，要么做一些冲突之类。所以就是想，就这个事

情也希望反应给你们，然后看看工会这边是不是可能有一些参与吧。 

沧州市总工会：行，那您咨询一下，具体的情况组织部可能了解。 

ＣＬＢ：好的。还有一个问题，我可不可以打扰问一下，就是关于交通行业，沧

州市这边会不会有一些对于这个行业的计划？就是不一定是工会出钱啦，但是可

以鼓励公司们去减免租金，或者是建议政府拿出一部分的补贴来，财政上的补助，

然后对一些受疫情影响的企业。有没有这种工作的计划啊？ 

沧州市总工会：呃。就是现在啊，具体情况我还不掌握。那个经济部可能有具体

的措施。 

ＣＬＢ：哦，这个应该是经济部负责是吗？ 

沧州市总工会：您这样的，您打办公室电话。打办公室电话。我现在啊，这些信

息我现在还没有真正的了解到。您问一下办公室。办公室那边，这方面的信息可

能接触得要更及时。 

ＣＬＢ：刚刚我是问了办公室，他推荐我来找你们宣教部，说你们应该会比较了

解这方面，如果有行动的话。所以我才打来的。但是应该也不是你们吗？ 

沧州市总工会：哦，因为啊，有的时候涉及到各个部门，我们单位啊，踢门有时

候就直接踢到部室。踢到各个部室，他们如果不报上来的话，我这儿的消息啊还

是不能……现在还不是非常地了解。您这样啊，您想问什么，到时候我了解好了，

我也可以给您回电话。您也可以给我留个电话也行。 

ＣＬＢ：哦，或者是我也可以先问一下。因为我只是想看看这个事情啊，工会有

没有可能去介入嘛，然后不是一定要给我们一个回复。还有就是针对这个受到疫

情影响的行业，如果现在没有这个…… 

沧州市总工会：我们对于复工复产的这个企业是有一些的帮扶政策的。 

ＣＬＢ：对呀，就是想看看这种帮扶政策可不可以惠及像出租车这种也是受到疫

情影响蛮大的吧。因为他们就是说出门之后每天都没有人打车，一天可能就几十

块钱的收入，然后还要交份子钱。这个影响真的是蛮大的。 

沧州市总工会：对对。 

ＣＬＢ：所以看看工会能不能出台一些这方面的帮扶。我觉得不一定是工会出钱，

但是可以是工会去建议嘛，跟政府去商议。 

沧州市总工会：对，出力嘛。行，这件事情我一定跟领导回头反应一下。 

ＣＬＢ：那太好了，太好了。如果工会可以出个力，代表职工去跟企业和跟政府

一起协商一下，就比较好可以保住这个就业，也可以保住企业和工人共渡时艰嘛。

对吧。 

沧州市总工会：对对。是。行，这个我一定跟领导汇报一下这个情况。就说这个

出租车司机我还真是没有…在我这儿了解的。因为我也是刚到宣教嘛，我之前管

党务，就是我的这个面儿，之前的这个面儿相对的窄一些。现在吧，我还没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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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地了解到这些情况。您这样的，您问一下组织部，反正大货车司机也是有工会

的，出租车这里您可以再了解一下。然后我再问问我们领导这一块，就是对于出

租车司机这个情况，现在复工复产，工会有哪些个工会的措施。 

ＣＬＢ：好的好的，太好了，谢谢您。就是也是从这个事情上看到，所以来打扰

一下工会。 

沧州市总工会：行，那个麻烦您把电话留一下。 

ＣＬＢ：好的，好的，我电话是 852-27802187。 

沧州市总工会：852-27802187。 

ＣＬＢ：对。 

沧州市总工会：这是哪儿的电话？ 

ＣＬＢ：这是中国劳工通讯的香港电话。 

沧州市总工会：哦，是香港那边？ 

ＣＬＢ：对对。 

沧州市总工会：好，行行。那先这样。 

ＣＬＢ：谢谢您了。 

沧州市总工会：再见。 

ＣＬＢ：再见。 

 

 

第七通电话：沧州市总工会组织部 

沧州市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沧州市总工会的组织部吗？ 

沧州市总工会：您是哪里？ 

ＣＬＢ：您好，我是来自中国劳工通讯的。 

沧州市总工会：哦，您好。 

ＣＬＢ：就是有一件事情想问一下。就是在上个月三十号的时候，任丘那边有上

百辆出租车去市政府门口聚集，他们请愿想要求公司减免租金和份子钱。想问一

下，这些出租车司机他们是不是可以加入什么工会，然后工会可以去帮他们维权

啊？这样子。在沧州这边。 

沧州市总工会：任丘的啊，你得找任丘工会。 

ＣＬＢ：啊，任丘工会那边，他们好像……就是这个基层的…… 

沧州市总工会：他们有公司，如果他们有公司的话，他们就找出租车公司的工会

就行了。 

ＣＬＢ：就您的了解，任丘市那边有出租车公司的工会吗？ 

沧州市总工会：这个我不清楚，你得问问他们任丘工会。 

ＣＬＢ：因为我是在想，有没有像货车司机这种行业工会，那有没有出租车行业

工会，不管是哪里的都可以加入。所以来问一下市工会。 

沧州市总工会：这个应该是根据属地管理，然后在任丘工会那儿。他们不应该是

在处于沧州这种工会。 

ＣＬＢ：明白，明白。但是沧州不是有货车司机的行业工会吗，对吧？ 

沧州市总工会：对呀。但是货车司机跟这个出租车司机应该不是一样的，因为出

租车司机他们是有公司的。 

ＣＬＢ：哦，就是要加入工会的话，是由公司工会加入这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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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总工会：对，他们是会员，他们应该是在公司里面，在公司里面应该……

就是在他们那个公司里面有工会。然后他们这个出租车公司呢，应该是他们有几

个公司可能之间应该有一个…这个具体的得看任丘这边了。 

ＣＬＢ：哦，他们跟货车司机不一样，不能成立一个工会联合会吗？ 

沧州市总工会：工会联合会也得在任丘那边成立啊。 

ＣＬＢ：哦，也是属地啊，就是是联合会。 

沧州市总工会：对呀，如果是任丘那边的出租车公司，应该在任丘那边啊。 

ＣＬＢ：哦，其实就我们的了解，这些工人，就是出租车司机啊，他们是没有加

入工会的，所以想了解一下他们应该怎么加入工会这样子。 

沧州市总工会：应该是他们的公司。他们出租车司机的公司。 

ＣＬＢ：由公司去成立工会，然后司机再加入工会，就可以了？ 

沧州市总工会：对对。 

ＣＬＢ：但是你们这边是不管任丘那边的出租车公司工会的？ 

沧州市总工会：对，应该是按照属地关系来管理。 

ＣＬＢ：哦。那还有一个事情我想问一下，就是在疫情的防控还有疫情的影响方

面，应该还是沧州市这边比较负责整个市的这个管理吧。所以就是想问一下，就

是对于这种受到疫情影响的这种出租车行业啊，有没有一些工会的一些计划可以

去跟那个，比如说出租车司机……哦，跟出租车公司一起谈一下，可以减免份子

钱，或者跟政府协商可以给出租车行业提供一些补助，这种，市工会有没有这种

工作计划啊？ 

沧州市总工会：我们这个部门，组织部这儿，只管他这个行业的他这个组织成立

这一块。具体的（疫情）这一块吧，应该是属于维权吧。是吧？你说的这一块应

该是维权那一块吧？ 

ＣＬＢ：这个受到肺炎的影响算不算维权啊？我也不是很清楚，这个是比较紧急

状态，是吧。 

沧州市总工会：对，这种具体的，因为我们只是管组织的成立啊这一块，我们是

负责这一块。对。 

ＣＬＢ：哦，如果是的话，应该是归维权部去管这些事情啊？ 

沧州市总工会：对，他们应该是在维权这一块。然后相应的来说，工会这一块呢，

他应该是有政府的相应的政策，我们应该也是遵守这个政府或者是党委的政策，

工会这边也只能说是沟通。但是说这个，只能说是为职工维权。在政策的制定上，

还是以党委政府为准。 

ＣＬＢ：嗯。就是现在好像还没有看到沧州这边有对出租车啊交通行业给一些减

免的政策吧？好像还没有吧？ 

沧州市总工会：这块，因为我不负责这个组织这块。这一块这个具体的我不能给

你解答。我得问问相应地管负责这一块的同事。 

ＣＬＢ：明白，明白。那如果是针对复工复产了的话的那种防控啊，疫情防控啊、

员工安全，也是要找单独的属地工会吗？ 

沧州市总工会：对呀，应该是以属地工会为准。因为你看啊，这个工会呢是以负

责这一块呢，因为他们携带着会员，他们有这个工会经费。这个工会经费缴纳呢，

是以这个属地管理为准。他就是说他们把工会经费包括那个都缴纳给他公司的这

个属地的这一块，比如说在丘那儿的。那市工会呢，就不可能去管任丘工会这一

块的，就是这一块的企业之类的。因为根据这个，因为他们也有相应的工会经费

的收缴。你明白什么意思吗？所以说，如果说把所有的企业都放在市工会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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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这样的话，他相应的县工会这边他们这种工会经费就相对比较少，收缴得比较

少，他们正常的运行肯定是会对他们有影响的。 

ＣＬＢ：明白，明白。具体哪个地方的企业应该还是哪个地方的工会去负责。 

沧州市总工会：对对对。 

ＣＬＢ：不过就是想知道，就是可能就是在任丘的工会来看啊，政策方面啊，工

会的政策方面也还是要听沧州工会的嘛。所以他们也是跟着沧州工会的政策来走

吧，应该是这样吧？ 

沧州市总工会：对，大体方向是跟着这里走。我们这边也是，大体方向是跟着工

会，跟这边工会走。 

ＣＬＢ：因为我们也了解到，就是任丘那边啊，还包括沧州也是，目前只是对于

医护人员啊、防疫的一线职工给了一些补贴和慰问，但是就没有对其他行业

的……目前还没有看到啊，从你们的网站上和媒体方面啊，都没有看到其他行业

的补助和沟通的报导。所以就是，因为有这个出租车司机、上百个出租车司机真

的是生存很困难这种事情，所以就觉得，对于这种事情，有没有可能（工会）就

这个机会，去跟这个公司或者是跟政府去协商，然后能够推行一些财务补贴？ 

沧州市总工会：我还是那个意思，因为我们部门是负责这个组织成立的，对这个

维权这一块呢，不归我们部门管。所以说……我们不能，别的部室的计划我们也

不能跟您说，或者是我们也不了解他们的具体。再下一步他们的计划是怎么走的，

所以说我们这一块也不是负责这一项嘛。 

ＣＬＢ：明白，明白。如果是想去有这个建议的话，也应该是找负责的部门，是

吧？ 

沧州市总工会：对对对，让他们来负责。 

ＣＬＢ：这个方面是哪个部门具体负责呢？您了解吗？ 

沧州市总工会：这个的话，你得问办公室。因为办公室是一个总体协调的。在我

们这儿，我们只是一个组织建立。然后办公室是负责总体协调的，应该他们知道

相应的相关的东西。 

ＣＬＢ：哦。特别是现在这些工人其实是没有加入工会的，就更不粘上你们组织

部的边了，是吧？ 

沧州市总工会：对。因为我们这个，就是他们建立工会，也应该是在这个任丘工

会这一块，由他们来负责。然后，就是包括市总的这块政策的话，也应该就是对

他们的这一块只是一个指导啊或者是说这个…… 

ＣＬＢ：哦，是指导工会做一些组建方面是不是合规啊，然后看看是不是完成一

些任务啊？ 

沧州市总工会：对对对，他具体的还是以他们自己的，对，以自己的为准，以属

地这一块为准。包括他们工会成立的审批手续啊，相应的我们只是对他们进行监

督和检查，然后具体的手续呢，还是以他们为准。 

ＣＬＢ：是是是，要不然的话，都由你们市工会，那其实也太多事了，每一个企

业工会都要去负责的话。 

沧州市总工会：对对。所以说这个也是，由县工会来保障整个沧州市企业的发展，

以他们的这个工会建立为准，我们只是掌握这个底儿。然后对他们的实施，有的

时候进行一下检查或者是督导这样子。 

ＣＬＢ：哦。那……不过正好问一下，那出租车行业的工会在沧州市……不，出

租车公司工会在沧州市有吗？ 

沧州市总工会：出租车行业在沧州市有没有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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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对。 

沧州市总工会：现在这个我还具体真不了解。你可以问一问交通局这一块吧。是

不是交通部门，他们这个对出租车公司……他们主要是对出租车公司的管理啊。

在他们交通局下面这个工会，有没有出租车行业相应的工会，应该属于交通部门。 

ＣＬＢ：哦，不是，因为出租车不是也是说是公司建工会，然后不归你们沧州市

管吗？ 

沧州市总工会：我们管的，我们沧州市这个，像我们组织部这一块，管的是大型

企业，就是说大型的国有企业、或者是央企这一块。然后比如说他这个，有行业

下面的工会，有行业下面的工会，然后也有这个，你看我们这儿是市工会，他有

新华区或者运河区，因为他都是在沧州这一块嘛。如果说他这个企业他这个属地

在新华区，或者是运河区，他就是归新华区工会，和运河区工会。我们呢，就是

管市值比较大的企业。 

ＣＬＢ：哦，还有区工会这一块的。 

沧州市总工会：对对对，因为沧州，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也是在运河区。所

以说一般这个相应的这种公司啊，企业啊，不是说那种规模特别大的，成千上万

的那种的，我们这边都是由区工会负责。 

ＣＬＢ：那您印象中可能也没有出租车的工会？ 

沧州市总工会：嗯对，具体的我们还真是不了解。应该一方面可能这个工会有没

有在交通局下面。交通局这个下面，因为他们负责这个出租车公司的管理这一块，

他们有没有。然后就是在区里面，他这个属地按照出租车公司他的属地，他有没

有建立工会。然后这种联合性的话，具体我们还真是没有掌握这一块。 

ＣＬＢ：如果是货车司机的行业工会，也是归到区里面吗？ 

沧州市总工会：货车司机的行业工会？货车司机的行业工会有吗？都没有建行业

的，都是单独建的。 

ＣＬＢ：哎？我刚刚了解的，那个货车司机不是说，因为他们都没有单独的公司，

所以才把他们搞了一个行业工会吗？ 

沧州市总工会：具体的我还真是不了解。具体的我不了解这一块，因为我不是负

责建工会，我是负责县工会的。我们这儿分很多口。 

ＣＬＢ：县工会，对啊，像任丘就是一个县工会，是吧？ 

沧州市总工会：我们是对县级工会机关的人选，我这一块是负责对县工会机关人

选这一块的。 

ＣＬＢ：哦，明白，明白。主要我们是这样想的，因为任丘那边出租车他们没有

建立工会嘛，所以想看一下在沧州市工会这边有没有一些好的经验。 

沧州市总工会：您这边是哪里？ 

ＣＬＢ：中国劳工通讯。 

沧州市总工会：劳工通讯，你们是一个？ 

ＣＬＢ：一个研究机构，就是关注劳资关系啊，工会改革啊，有没有可能特别是

发生了…… 

沧州市总工会：你们是在哪里？ 

ＣＬＢ：我们的办公地点吗？ 

沧州市总工会：嗯对。 

ＣＬＢ：办公地点是在香港。 

沧州市总工会：哦。 

ＣＬＢ：嗯，我们只是，就是因为看到这样的事件之后，就想知道有没有可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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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下工会。如果沧州市这边的出租车有工会，有公司工会的一个好的经验，就

可以带给任丘一个经验的传递嘛。他们那边是没有成立工会的。 

沧州市总工会：您是代表他们来对这个表达这个诉求的呢？还是说您知道这个事，

就想了解这个情况的呢？ 

ＣＬＢ：哦，我们就是知道这个事了之后，就想就这个事情来了解一下，工会有

没有可能去参与，有没有可能就是去帮这个出租车工人建立一个这种工会，然后

通过工会的方式去表达诉求。 

沧州市总工会：因为现在就是说具体的情况我也不太了解，您说的这个事儿，具

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没有工会，还是说已经建立了工会

组织了，这个我还不了解。我可以具体地去问问他们，看看了解了解这个事儿。

然后我再跟您，您要是有什么问题，我再跟您相应地解答一下。 

ＣＬＢ：好啊好啊，如果市工会这边可以过问一下就太好了，就正好因为有这么

大件事儿。 

沧州市总工会：我们也去了解了解这个，跟那边了解了解情况，因为具体的我们

不清楚这个情况。 

ＣＬＢ：我们了解的就是，他们是没有工会的。就是在任丘那边没有出租车公司

的工会，也没有行业工会。所以想看看市工会…… 

沧州市总工会：您是跟任丘这边的工会沟通过吗？ 

ＣＬＢ：对对，所以想了解，看看这边，组织部这边有没有可能做一些组建的工

作，所以才特意打来组建部的。组织部的。 

沧州市总工会：行，行。好的，我们去了解了解这个事儿吧。 

ＣＬＢ：好的。如果没有工会的话，正好可以用比如其他行业工会成功的经验啊，

去鼓励一下他们建工会。是吧？ 

沧州市总工会：行。我们去了解了解这个情况，然后具体的我们也看看这个情况

是怎么样的。 

ＣＬＢ：嗯嗯，那太好了，那太好了，谢谢您啊。 

沧州市总工会：好的，再见。 

ＣＬＢ：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