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一通电话 贵州省黔西南州 贞丰县总工会  王丽 

贞丰县总工会：您好，工会。 

ＣＬＢ：喂，是贞丰县工会吗？ 

贞丰县总工会：嗯对。 

ＣＬＢ：您好，我姓韩，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贞丰县总工会：嗯。 

ＣＬＢ：对不起打扰，前段时间咱们这儿三河顺勋煤矿发生事故，有 14 个人遇

难。想问一下，三河煤矿上级单位黔越矿业公司有没有工会啊？ 

贞丰县总工会：黔越矿业公司？ 

ＣＬＢ：嗯。 

贞丰县总工会：这个我可能要问一下我们负责建会这一块工作的人。 

ＣＬＢ：啊？ 

贞丰县总工会：这个的话我可能要问一下就是我们单位负责建会的这块的人。 

ＣＬＢ：哦，咱们这个……请问您这是什么部门啊？ 

贞丰县总工会：我们就只有一个办公室。 

ＣＬＢ：哦，整个县工会只有一个办公室啊？ 

贞丰县总工会：对，就是我们大概是一个办公室的，然后我们是根据责任分工来

做的。 

ＣＬＢ：哦，那负责组建工会的同事在不在呢？ 

贞丰县总工会：他今天请假了。 

ＣＬＢ：那那个三河顺勋煤矿有没有工会呢，就是这个发生事故的这个煤矿？ 

贞丰县总工会：这个我可能也要问一下他，因为我也不太清楚，我也是刚来的。 

ＣＬＢ：哦，那您知不知道咱们贞丰县有没有煤矿工人工会呢？咱们贞丰县的矿

业，煤矿好像比较多，是吧？ 

贞丰县总工会：嗯。 

ＣＬＢ：就是有没有专门的煤矿工人工会呢？ 

贞丰县总工会：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ＣＬＢ：哎呀，那负责组建的…… 

贞丰县总工会：那他回来的时候我叫他给您回一个电话吧。 

ＣＬＢ：好的好的。请问您是负责什么啊？ 

贞丰县总工会：我主要是负责一般的文件，就是处理公文系统这些。 

ＣＬＢ：哦，那对不起打扰，那咱们县工会有没有专门负责安全生产的同事啊？ 

贞丰县总工会：安全生产的？ 

ＣＬＢ：嗯。 

贞丰县总工会：我们的分管领导也是出去开会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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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出去开会了？ 

贞丰县总工会：嗯对对对。 

ＣＬＢ：是跟这个事故问责有关的会吗？ 

贞丰县总工会：不是不是，是其他的会。 

ＣＬＢ：哦，那这次这么大的事故，三河顺勋煤矿 14 个人遇难，而且他们的上

级单位黔越矿业有限公司也在咱们贞丰县。这个黔越矿业公司在咱们这边有很多

的这种小型煤矿，那咱们县工会会不会也会被问责啊？ 

贞丰县总工会：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啊，不好意思。 

ＣＬＢ：哦。那行，那我什么时候再打回电话来，咱们负责安全生产的同事会回

来呢？ 

贞丰县总工会：你下午五点吧。 

ＣＬＢ：下午五点？ 

贞丰县总工会：嗯，对，大概下午五点左右。 

ＣＬＢ：哦，咱们这儿几点下班啊？ 

贞丰县总工会：六点。 

ＣＬＢ：六点下班。哦，那这位贵姓怎么称呼啊？ 

贞丰县总工会：我叫王丽。 

ＣＬＢ：您是王丽，是吧？ 

贞丰县总工会：嗯对。 

ＣＬＢ：那那个负责安全生产的同事怎么称呼呢？ 

贞丰县总工会：我们的，那个是分管领导。 

ＣＬＢ：嗯，我到时候五点钟打来电话找他，我找谁啊？ 

贞丰县总工会：到时候如果是你打来的话，我直接就叫负责这块的领导接电话吧。 

ＣＬＢ：行，好的好的。不好意思打扰你啊，那下午再聊。好，再见啊。 

贞丰县总工会：嗯，好的好的。 

 

 

第二通电话 贵州省黔西南州总工会 宣传部 陆玉明 

黔西南州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黔西南州总工会吗？ 

黔西南州总工会：嗯对。 

ＣＬＢ：您好，我姓韩，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黔西南州总工会：哦。 

ＣＬＢ：不好意思打扰啊。上个月咱们这儿贞丰县，黔越矿业公司三河顺勋煤矿

发生事故，有 14个人遇难，那想问一下这个黔越矿业有限公司有工会吗？ 

黔西南州总工会：什么，我怎么没有听说呢？ 

ＣＬＢ：没有听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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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南州总工会：你稍等一下。 

ＣＬＢ：好。 

（换人接电话） 

黔西南州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对不起打扰，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我姓韩。就

是关于咱们这儿贞丰县黔越矿业公司三河顺勋煤矿上个月发生事故有 14 个人遇

难。想问一下这个黔越矿业公司有没有工会呢？ 

黔西南州总工会：这个我们要问一下基层才知道。 

ＣＬＢ：要问一下什么？ 

黔西南州总工会：问一下基层工会才知道，问一下贞丰才知道。 

ＣＬＢ：贞丰的工会啊？ 

黔西南州总工会：嗯对，要问一下贞丰。 

ＣＬＢ：哦，那咱们知不知道发生事故的这家三河顺勋煤矿有没有工会呢？ 

黔西南州总工会：就是我们要问一下，我们要问一下才知道，我们州总工会不知

道。 

ＣＬＢ：那咱们黔西南州总工会有没有这个煤矿工人工会啊？ 

黔西南州总工会：没有，这种产业工会我们没有。 

ＣＬＢ：煤矿的产业工会没有啊？ 

黔西南州总工会：对，产业工会没有，没有产业工会。我们州里面没有产业工会。 

ＣＬＢ：哎呀，黔西南州的煤矿是比较多的一个，这类行业比较大。那咱们没有

这个煤矿的专门产业工会啊？ 

黔西南州总工会：对对，我们州以下没有建产业工会。 

ＣＬＢ：哎呀，那如果没有产业工会的话，那是不是在这些，特别是这种咱们这

儿中小型煤矿比较多，那是不是安全生产啊什么之类的会比较难推呢？ 

黔西南州总工会：没有啊，安全生产还是按安全生产的相关规定程序走啊。 

ＣＬＢ：那这个，就是在这次事故发生以前，就是去年 7月的时候，这个三河顺

勋煤矿被责令停产整顿过，原因是说在执法检查当中被查出来有违法组织采面回

采作业，那咱们工会有没有参与这次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啊？ 

黔西南州总工会：安全生产执法检查不是我们工会的职责吧。 

ＣＬＢ：《安全生产法》第七条规定说，工会依法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督。然

后《矿山安全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矿山企业工会依法维护职工生产安全的合法

权益，组织职工对矿山安全工作进行监督。这个工会履行安全生产监督职责，既

有法可依，也是一项职责啊。咱们工会有没有，就是到现在为止，工会都不是安

全生产执法检查或者是到基层检察的一部分啊？ 

黔西南州总工会：这个基层的，比如像贞丰吧，他们开展执法检查，肯定是他们

执法部门牵头。具体你说的，这一次检查，我们工会参加没有参加？现在我们州

总工会这里，而且我们这组织宣传这里也不了解，可能要问一下才知道这个。 

ＣＬＢ：而且去年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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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南州总工会：安全生产，我们是安全生产的成员单位嘛。 

ＣＬＢ：啊？ 

黔西南州总工会：我们是成员单位，但是你知道，执法检查嘛，他是有执法权的

单位牵头的。 

ＣＬＢ：哦，咱们州工会是州的安全生产的…… 

黔西南州总工会：是成员单位的嘛，各级工会都是成员单位，这个是肯定的。 

ＣＬＢ：是政府组织的安全生产的成员单位？ 

黔西南州总工会：对啊，各级单位都是啊。 

ＣＬＢ：哦，那刚才说到，去年 7月三河顺勋煤矿被停业整顿一个月。那这个整

顿期间这一个月，咱们工会有没有参与停产整顿效果实施的监督呢？ 

黔西南州总工会：这个也要问一下才知道。因为看当时他们…… 

ＣＬＢ：问？ 

黔西南州总工会：我们问一下嘛，我们问一下然后给你回话嘛。 

ＣＬＢ：问哪里啊？ 

黔西南州总工会：我们要问一下基层的，是这样。因为不是每个煤矿，不一定每

一次检查我们州总工会他们都牵头都参与。这个不一定。 

ＣＬＢ：为什么不一定呢？既然是安全生产成员单位…… 

黔西南州总工会：因为他是这样，他这个安全生产成员单位嘛，他这个有分级管

理嘛，是不是。我们全州有，我看看有八九个县嘛。有八九个县，就是县里面在

组织执法检查的时候，他们牵头单位，当时的检查是怎么个检查法，这个不一定

每次我们州总工会都知道。 

ＣＬＢ：哦，那个刚才…就是… 

黔西南州总工会：因为…你说嘛。 

ＣＬＢ：就是咱们州，一般来说是跟州这层面的。县到基层的话，是基层那边的？ 

黔西南州总工会：对对对，他分级管理。比如像他下到一些煤矿，一些常规的，

他有些煤矿，是大的小的，各种类型的都有，是吧。一些煤矿的常规的一些管理

肯定都在基层的政府，这个是肯定的。 

ＣＬＢ：对对对对。那咱们这个去年七月份的时候，也就是说三河顺勋煤矿被停

产整顿的过程中，就是最后那三天啊，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到咱们黔西南州开展

过煤矿安全生产的明察暗访工作。那这明察暗访工作组有没有邀请咱们州工会参

与明察暗访工作呢？ 

黔西南州总工会：这个我也要问一下我们负责安全生产的。你说的明察暗访这个

是国家级的。 

ＣＬＢ：对。 

黔西南州总工会：我估计通知我们应该可能性很小。这个也要问一下才知道。 

ＣＬＢ：如果是国家级的对企业进行明察暗访的话，那工会参与是不是会比较好

呢？就是从代表工人、群防群控的角度，配合来一起进行明察暗访，是不是有这

个必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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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南州总工会：这个我们就不敢说。因为明察暗访嘛，他肯定是按照他明察暗

访当时的那个要求嘛，是吧。 

ＣＬＢ：嗯。 

黔西南州总工会：他们既然是上级的，甚至是国家级的，那我们地方知不知道，

那不一定。既然是明察暗访，看暗访的程度…… 

ＣＬＢ：这个无论是国家级的…… 

黔西南州总工会：那工会有没有必要参加，这个我觉得也看他们这一次组织他当

时的目标要求。我们不好评判。 

ＣＬＢ：对，如果要是说……当然国家级的，就算是从最高权力来说，就是落实

的时候到地方，还是需要地方的抓手，地方的配合。所以说，那就算国家级的明

察暗访，不能说是几个人坐直升飞机来，然后突然就冲进煤矿，然后地方的各部

门谁都不信。那如果要是国家级的对地方部门谁都不信的话，那这种明察暗访恐

怕也什么作用。所以说，特别是对工会应该有基本的信任，应该倚靠地方来进行

这种明察暗访吧，特别是工会来说。 

黔西南州总工会：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他这一次检查，根据他检查的要求啊，

就是我们整个基层工会啊，我们觉得他这一次应不应该让工会来参与？你说我们

来评判？这肯定我们不可能来评判。 

ＣＬＢ：对，不是说让你来评判北京国家级的明察暗访啊。但是就是从基层这个

实际的安全生产，特别是煤矿行业，像刚刚发生事故，14个人就这么遇难了，14

个家庭，那这涉及到人命关天的。那咱们从基层安全生产防护、群防群控的角度

来说，工会是不是……就是从基层角度来说啊，（工会）有没有必要参与这种明

察暗访，或者是这种涉及到煤矿安全检查之类的？是不是有这个必要呢？ 

黔西南州总工会：这个我不太懂了。因为我们这儿，就是我们州总工会这里，安

全生产这里我们平时也没有接触。是我们专门有一个部室在负责，所以…… 

ＣＬＢ：是什么部室啊？ 

黔西南州总工会：我们这是经济部在负责这个参与安全生产方面的工作。 

ＣＬＢ：哦，咱们州工会是经济部负责参与的？ 

黔西南州总工会：对对对，是这样。所以你刚刚说的这个，因为像类似的这种明

察暗访，作为我，我本人嘛，我也没有参与过。没有参与过，所以就是说有没有

必要，明察暗访是什么情况，我也不好判断。是吧？ 

ＣＬＢ：明白、明白。 

黔西南州总工会：刚才你说的这样，你刚才说的这两个事情，我们了解一下再给

你回复，好吧。 

ＣＬＢ：好，谢谢。请问您这儿有没有咱们经济部的电话啊？ 

黔西南州总工会：有的，我先跟他知会一下。刚才说的这两件事，我都跟他知会

一下，然后我们再给你回复，好吧？ 

ＣＬＢ：好的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啊，不好意思啊。 

黔西南州总工会：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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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就是我看咱们州政府的网站的消息啊，是说咱们在 2019 年 9 月份就设

立过一个黔西南州政府和总工会联席会议制度，说是规定每年要开一次，有需要

的时候可以随时开。那最近一次联席会议是什么时候开的呢？ 

黔西南州总工会：这个我不太清楚，这个我要问一下他们办公室。是这样，他这

个联席会议是政府和工会的联席会议吗？ 

ＣＬＢ：嗯对。 

黔西南州总工会：就是省总工会以前有要求，要求各地都把这个制度建起来。建

起来呢，根据需要的时候随时召开。因为他，也不是我们黔西南州自己发明的。 

ＣＬＢ：我知道、知道，这是咱们省总工会和省政府。这个，我在咱们州工会的

网站上啊，就是我一直翻到咱们政府网站 2016 年到今天的材料，就是关于咱们

州政府和州工会联席会议制度的资料。但是没有看到有过任何的开过联席会议的

这个报导信息。应该不会这 2016年到现在一次都没开过吧？ 

黔西南州总工会：开过、开过，但是开过不一定要有报导在上面。 

ＣＬＢ：哦这么重要的事情，2016 年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的时候可是大张旗鼓报

导过的。那开会应该不会不写吧？ 

黔西南州总工会：也不一定嘛，要看会议的内容嘛，根据会议的内容。 

ＣＬＢ：但是联席会议这么大的事儿…… 

黔西南州总工会：建制度肯定要建，建好制度以后，每一次的会议内容这不一定

每次都在那个地方报导。 

ＣＬＢ：那倒也是。不过另外一个就是说，咱们这儿两年前啊，就是 2019年 12

月的时候，咱们州安龙县有个同煤有限公司下属的广隆煤矿瓦斯突出事故，那次

死的人更多，死了 16 个人。咱们州能源局党组成员胡永华被政务警告处分。那

想问一下那次事故，一共有 33人被追责，其中 9个人被判刑，还有，其中有 14

名公职人员被处分啊。那咱们安龙县工会负责人有没有被追责啊，就是 2019 年

那次事故？ 

黔西南州总工会：这个具体你刚才说的这个名单我还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们工

会是这样，工会作为安委会的成员，他的主要职责就是每次在事故调查的时

候……就是，比如像我们的国家干部，也是我们的职工啊。那涉及到职工，要处

理职工的时候，工会一般都参与调查。那参与调查嘛，这里面也就是说，对一些

职工，或者是国家干部要处理的时候，工会肯定就参与。你说偏重是怎么样…… 

ＣＬＢ：但是，对不起，不好意思啊，这个…… 

黔西南州总工会：包括工会干部，我们县工会的是不是也要被处理，这个我还不

知道。 

ＣＬＢ：不好意思，别误会啊，我不是在这儿较真。因为我在打电话之前也看了

下相关的法律，就是《安全生产法》第七条还有《矿山安全法》第二十三条，都

有规定。就是咱们工会在安全生产上，不止是说出事故以后去参与调查，而更重

要的是群防群控，就是做安全生产的监督啊。那监督、做好群防群控，更加是工

会的职责。那如果做好了群防群控的话，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的概率就会降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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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像安龙县这家煤矿，广隆煤矿，16 个人遇难，2019 年，这是两年前的事

儿了。如果说工会的安全生产监督做到位的话，那事故发生的概率就会降低。既

然政府的人、企业的人都被追责，那工会的人是不是，按道理讲，从法律的角度

也应该被追责啊？ 

黔西南州总工会：这个应该不应该也要看……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工会干部追责

嘛，他肯定，他这一次事故追责肯定也是纪检监察部门嘛——根据干部管理的权

限，他平时的职责，还有他当时在这件事情上他该承担的责任，各方面来考虑嘛。 

ＣＬＢ：对对对。 

黔西南州总工会：你说应不应该，那我们评判现在合适嘛？那类似的事故调查我

也没有参与。我不能说应该或不应该。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肯定就是要看，安全

生产，特别是针对刚刚说的煤矿，他具体的，我们工会，特别是总工会一级吧，

在煤矿的安全生产里面的职责是怎么样。我理解嘛，当然法律、包括工会法的相

关规定指的工会嘛，应该不仅仅是指我们县级总工会这一个级别，应该更多的是

基层的、他单位的一些工会，要参与、职工参与安全生产。我觉得肯定是，具体

的、直接的，应该是他们更多的参与。县级工会，肯定就是我刚才说的，要看纪

检监察部门当时在研判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否追责）。具体的事情呢，肯定我们

也不知道。 

ＣＬＢ：对，现在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既然政府主管部门的领导和企业的

主要领导都追责处分什么之类的，有的甚至被判刑。那咱们工会，作为《安全生

产法》和《矿山安全法》规定的非常清楚的，负责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督，还有地

方工会，包括县工会啊、州工会，负责本地企业工会安全生产监督的协调。那发

生这么大的事，在两年前安龙县工会负责人——我就这么假设啊，如果要是说安

龙县工会的人因为安全生产监督不到位被追责了的话，那说实在的，会不会也会

对咱们州内的所有其他县的工会起到一个震慑作用？包括对咱们州工会。那么今

天贞丰县事故发生的概率也会降低。就是说，追责不是目的，但是追责是为了起

到一个提示和震慑的作用。就是说，既然追责政府主管部门的领导，那工会的领

导是不是也应该在这里面被追责呢？ 

黔西南州总工会：这个你说应该不应该，我觉得还是要根据法，相关的具体的法

律操作来说。因为工会他不是煤矿矿山方面的主管部门。 

ＣＬＢ：我没有说是主管部门啊。就是说，《安全生产法》第七条规定，工会依

法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督，那这是比较清楚的。《矿山安全法》二十三条也提

到，工会要组织职工对矿山安全工作进行监督。那如果，比如说在两年前，这个

广隆煤矿，这是安龙县的；那还有包括刚刚不到一个月前，贞丰这边的三河顺勋

煤矿，如果咱们工会，无论是县工会、州工会，还有企业工会，都按《矿山安全

法》的规定，按《安全生产法》的规定，落实了协调本地的安全生产监督，落实

了组织职工对矿山安全进行监督的话，那这类的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很多，

您觉得呢？ 

黔西南州总工会：嗯。这个怎么说呢，肯定是各方面工作，包括他们本企业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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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做到位了，那个可能性肯定是会降低。但是可能性降低，是不是就一定没有

事故？这个我觉得这里面也没有谁来敢说肯定的。 

ＣＬＢ：当然了，发生事故这种事，就是有些时候…… 

黔西南州总工会：所以，是这样的，我理解嘛，你刚才说的，这相当于现在是三

个问题了。这几个问题呢，我个人认为，我不是很了解，不是很专业。等会儿我

们一并再给你回复，好吗？ 

ＣＬＢ：行，好的。请你不要误解啊，我打来电话其实不是来为难咱们工会或者

是什么。 

黔西南州总工会：不是为难，我知道。 

ＣＬＢ：因为安全生产人命关天啊，14个人，动不动就死 14个人，这是十几个

家庭啊。 

黔西南州总工会：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这样，因为我不专业，我担心我

回答不好了。到时候，你呢理解起来又不太好理解，是这个意思。 

ＣＬＢ：明白明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咱们这个事故发生前的 6个星期，就是

年前啊，咱们州总工会的党组成员王琼啊，曾经到林业局开展“两节”送温暖慰

问活动。那咱们这儿的煤矿又比较多，这三河顺勋煤矿又曾经被责令停产过。那

工会有没有在年前专门去对咱们这儿本地的煤矿进行这种安全生产的工会监督

安全生产的抽查，对自己的基层工会履责的情况进行过这种抽查、巡访、查访呢？ 

黔西南州总工会：这个我都一并……这样吧。干脆我跟他知对一下，然后再给你

回电话。你问的相关的这些，他来回答你好一些，好吧。 

ＣＬＢ：那好的。其实有另外一个问题，跟您这儿可能有关系的，跟咱们这儿。

您这儿是宣传部是吧？ 

黔西南州总工会：嗯对。 

ＣＬＢ：跟您这儿可能有关系的，就是说咱们刚刚一个多月前，大概 6个星期前，

1 月 26 日，咱们州总工会发布了 2021 年的工作综述。其中里面说 2021 年呢，

咱们州工会在全州一共成立了村级工会 1112 个，这可是不是一个小数啊，村级

工会。那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顺勋煤矿所在地三河村，有没有包含在里面建

立工会呢？ 

黔西南州总工会：是这样，我们全州有 1190 个村嘛，实际上村级工会里面以前

是没要求建。现在建了 1122 个。这个我等一会我们查一下资料，在 1122 个里，

他当时这个村含不含在里面。因为太多了，我记不住。我们查一下，三河这个。 

ＣＬＢ：好。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在这个总工会工作综述报告里面，说咱们全州

在 2021 年一年内呢，全州一共登记入会的农民工达到了 35万 6 千人。这可也是

一个很大的数啊。那咱们顺勋煤矿农民工矿工有没有包含在这 35 万 6 千人，就

是加入工会呢？ 

黔西南州总工会：嗯这个我们也要看一下。他这个 30 万这个农民工不是去年一

年的，实际上是累积数，是到去年年底的累计数。 

ＣＬＢ：这个在报告里面我看的可是说，在 2021 年一年内就登记了这么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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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可能是我理解错了，是吧？ 

黔西南州总工会：不是一年内，是我们截止到去年年底的登记。一年不可能登记

这么多啊。一年我们全州也没有…… 

ＣＬＢ：那也是，有道理。那咱们顺勋煤矿的农民工矿工，因为矿工，咱们都知

道大部分是农民工啦，除了工程师啊什么之类的管理人员以外。那这煤矿的农民

工矿工有没有入会呢？就是这家顺勋煤矿。 

黔西南州总工会：这个看我们，也要查一下。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煤矿他建会没

有。建会了，这些人加入他这个煤矿的工会没有，也要问一下。因为我们全州几

十块嘛，是吧。 

ＣＬＢ：哦我以为咱们这儿宣传部这边，对这些数字和实际情况都比较了解。因

为这是咱们州工会的工作综述啊。 

黔西南州总工会：对对。我知道，数据嘛，肯定是汇总全州的。但是具体到每一

个人，每一个矿山，他是不是都在里面，这个肯定我们要查一下。你说几十万人，

怎么能记得过来呢？是吧。 

ＣＬＢ：那倒是。还有一个，也是在同一份文件里啊，就是说咱们 2021 年呢，

全州非公有制企业的职代会的建制率达到了 90%以上。那这个黔越矿业有限公司

在咱们这边是比较大的这种企业了，那应该也是包含在里的吧？ 

黔西南州总工会：你说的这个，他这个矿到底有多大，他有多少员工，我还是一

会儿我们问一下他参与的。 

ＣＬＢ：这个黔越矿业公司可是咱们贵州省煤矿兼并的这个，过去这几年搞小煤

矿兼并的重点的企业之一啊。是咱们黔西南州这边搞重点的、煤矿兼并的重点企

业啊。 

黔西南州总工会：他是这样，他有些……你比如说他这个叫黔越嘛，他有一些企

业他是省外的企业，这里来我们黔西南建的。他有些企业的主体还不在我们黔西

南。 

ＣＬＢ：所以…… 

黔西南州总工会：你知道这些矿啊，有一些矿他是有些外省的大老板参与啊。 

ＣＬＢ：无论是外省、还是哪个省，哪怕是外国的，如果到咱们黔西南州来建企

业，来这儿承包煤矿的话，那也要……在本地，咱们工会也要负责对他们进行监

督吧。就是比如说像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来对企业的安全

生产啊进行监督。这也不能说是如果是外地企业就跟咱们没关系，这不能这么说

吧？ 

黔西南州总工会：也不是没关系。他是这样，他现在，你知道嘛，现在所谓叫做

有很多新业态嘛。一些新业态这个情况很复杂。有些是外地来的，他们主体在外

面。我们有些企业，说实话，你动员他建工会，他也不愿意在本地建。他甚至有

一些极端性的一些，各种方面都有。还有一些，像这个煤矿这些，他有一些是本

地以上的产业工会，他是加入那个产业工会，就是那个应该是叫矿山或建材方面

吧。所以现在，我们工会不是一直说的嘛，有些叫做，有产业的，有地方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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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的，提级管理的。 

ＣＬＢ：不过我看这个黔越矿业公司的注册地址是在咱们兴义市啊，就是咱们州

政府还有州总工会所在地啊，这不是外地的吧？ 

黔西南州总工会：兴义市，他有一些建的，他有一些外面的建了一些分公司，注

册他是在本地他是要注册的。 

ＣＬＢ：那如果在本地注册，应该就算是本地的公司吧。这个你不能说，就算是

河南的公司，来咱们兴义市来注册了，那你不能说还算是河南的公司。那咱们工

会也应该跟进这些职代会的。 

黔西南州总工会：是这样。 

ＣＬＢ：所以那还有，同一份文件里面，就是《黔西南州总工会 2021 年工作综

述》里面，特别里面提到说要“引导职工群众听党话、跟党走，巩固党执政的阶

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这是工会组织的政治责任”。那具体呢，里面谈到了扶贫、

送温暖、帮助搬迁的居民、评选劳模啊等等。但是我通篇读了好几遍啊，全篇对

安全生产连一个字都没提，这好像不太合适吧？ 

黔西南州总工会：安全生产的？我想，我看，你刚才说的是那个在报纸上登的那

篇工作，是吧？ 

ＣＬＢ：不，在咱们《黔西南州工会 2021 年工作综述》，这是 2022 年 1月 26号

发出来的，也就是这次事故发生前一个月，整整一个月。 

黔西南州总工会：哦哦。 

ＣＬＢ：所以如果说，在全年度的咱们州工会的年度工作综述里面提到说是要“引

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那如果咱们工会

在全篇对安全生产却一个字都不提的话，那怎么能帮助党引导群众听党话跟党走

呢？ 

黔西南州总工会：这个我觉得，你看这样理解看好不好，我们商量一下吧。就是

我们这个工作综述嘛，他是刚才说的引导职工这几方面嘛，那肯定就是总体，是

个面上的工作。面上的工作呢，在安全生产和工会的面上的工作当中，他其中只

是一项工作咯。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肯定就是，我们提供材料，这

篇东西是我们的记者给我们做的。他可能觉得相关这一块的、或者其他块的量更

少嘛，就没写。 

ＣＬＢ：那如果是记者帮助做的综述的话，那发出来之前应该是经过咱们工会领

导，或者是、特别是咱们宣传部门，经过阅读同意的，对吧？不能说是记者做了

以后公开发出去，咱们宣传部门不看，然后就可以随便发了，那不应该是这样吧？ 

黔西南州总工会：不，这肯定是审过的。 

ＣＬＢ：那审过的时候，咱们宣传部门，像咱们这个部门有没有发现这全篇居然

安全生产连一个字都没提。这个安全生产是咱们工会工作的重中之重啊，这可不

是说其中一项工作而已。就是这里面提了扶贫、送温暖、搬迁居民、评选劳模、

防疫等等。那安全生产这是咱们工会的主业，但是主业在全年工作综述里面却一

个字都不提，这真是让我吃惊不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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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南州总工会：这怎么说呢，应该我们工会，你说主业，我们主业应该……安

全生产我们肯定也是参与。但是你说安全生产，应该从《工会法》，从其他方面，

安全生产不是我们的主业。我们的主业，安全生产那肯定是政府主管部门的。 

ＣＬＢ：无论是《工会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安全生产法》，还是《矿

山安全法》，等等这些法律，工会在安全生产监督检查里面的职责，都是白纸黑

字写的非常清楚的啊。安全生产的重点在群防群控。那工会的责任就是监督，组

织职工来进行安全生产的监督。那咱们换个角度来说，如果工会只是次要的参与，

那群防群控靠谁啊？靠州政府吗，靠县政府吗，靠中央政府吗？群防群控靠群众

组织，咱们工会就是群众组织啊。 

黔西南州总工会：那我们工会应该啊，在安全生产里面，你说一句没提——现在

因为篇幅太大，我们材料也多，我记不住。我们其实，我看，我们工会，不光是

我们黔西南州啊，应该是全国，就是全国各级工会，跟这个安全生产部门，就是

主要是现在叫应急局嘛，跟他们在群防群控的抓手方面，主要就是搞那个安康杯

知识竞赛，应该是这样。这个是我们工会的职责。这个肯定有的，这个我们工会

里面肯定有的。 

ＣＬＢ：对。无论搞竞赛也好，无论是……当然我们都知道，应急局是负责行政

方面的推行，还有最后执法调查最后处罚等等。那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这很清

楚。但是如果，你看纵观咱们这个，你在咱们体制内去看，除了工会以外——工

会有企业工会，村工会，街道工会，有镇工会，有县工会，区工会，各个层面一

直下沉到企业班组层面。那你看，没有任何一个体制内的机构和组织有这样子的

网络能下沉到企业层面。那也就是说，群防群控，除了工会以外，没有任何一个

体制内的机构可以做得到。 

黔西南州总工会：是啊，等一下，我看了一下，刚才说的那个综述，我们安康杯

应该是里面有内容的，怎么说我们一个字没提呢？ 

ＣＬＢ：就是安全生产，安全生产，我在这里面看了…… 

黔西南州总工会：安全生产，我们安全生产刚才我说了，我们跟安全生产的主管

部门，在职工方面的安全生产的引导和教育方面，主要的抓手现在就是安康杯知

识竞赛。这个怎么没有呢？有的。 

ＣＬＢ：安康杯知识竞赛这个事情，那我讲的是说在企业工会，怎么样加强企业

工会在一线…… 

黔西南州总工会：这个是通过企业工会组织一线的职工来参加安康杯知识竞赛，

这个就是我们的安全生产的工作啊，怎么说我们这个综述一个字没有提？ 

ＣＬＢ：那比如说像咱们安龙县这边，这个广隆煤矿，两年前的这种事故，对吧。

事故调查定性的是责任事故，是现场管理不善管理混乱，那么这涉及到违章指挥。

那《安全生产法》里面规定的，《矿山安全法》里面也规定的，就是如果有涉及

到违章指挥的话，那工会可以提出撤出现场的职工，那最少发生事故也不会造成

人员的这种伤亡。那像这种的，那咱们如果工会在现场，在煤矿的一线现场，要

是有会员，有工会的监督，不止是做这个安康杯的竞赛——竞赛很重要，我完全



12 

 

同意你刚刚说的。但是竞赛怎么样转化成现场的监督，现场监督怎么把它回馈成，

比如说工会的安全生产监督的热线，举报的热线。从工会的层面，补充政府的安

全生产的举报热线。那是不是咱们工会可以多往前走一公里呢，在安全生产方面，

除了这个安康杯以外？ 

黔西南州总工会：嗯嗯。这里面你说的这个，他们基层发挥这个，应该说什么呢，

他们应该叫安全的应急员之类的嘛，是吧。肯定也就是他一线的职工嘛。这里面

他们是通过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渠道、一些手段，也涉及的太专业了，这个我也

不…… 

ＣＬＢ：对，我明白，我明白，这涉及到企业管理啊等等。但是我想说的，就是

从咱们工会的角度，无论是《安全生产法》，《矿山安全法》，《劳动法》，《工会法》，

既然都规定了工会的监督职责。那咱们从工会的角度，先不谈企业管理啊，也不

谈政府执法，行政部门，谈工会的角度。工会怎么样依法履责，把安全生产监督、

群防群控延伸到企业一线，每一个巷道，每一个采煤面？对吧？让我们的安康杯

知识竞赛不止是在这个竞赛的舞台上、在礼堂里，而是要在生产一线，把它变成

保卫生命，避免事故发生的实实在在的作用。这是我想跟咱们工会讨论的啊。 

黔西南州总工会：我知道，你刚才说的这个机制，就是说，我不了解。因为我们

平时没有接触这一块吧。是不是现在都有现成的，而且很成熟的一些机制，这个

我也不敢回答你。一会儿我们…… 

ＣＬＢ：我明白明白。 

黔西南州总工会：是这样，干脆，刚才的几个问题，我先跟他们咨询一下。还有

其他新的问题，到时候你一并问他，好不好？ 

ＣＬＢ：好，谢谢谢谢。 

黔西南州总工会：有很多问题呢，因为平时在工作中，例如像刚才说的这些，我

真的没有接触。我不能随便回答你，对吧。希望理解。 

ＣＬＢ：明白明白。我可以不可以提个建议，麻烦您转述给咱们负责安全生产的

部门？ 

黔西南州总工会：好。 

ＣＬＢ：就是咱们 2022 年的目标之一，是不是可以……因为咱们这个，这也是

在咱们 2021年工作综述里面看到的啊，里面确定的 2022年的工作目标呢，第四

条就是说要“夯实组织基础，不断激发基层工会的工作活力”。这是咱们 2021年

工作综述里面的内容，第四条，关于 2022 年的工作目标。那我的建议就是说，

可不可以咱们这儿州工会把其中一个重点落在本州内的煤矿企业——第一，建立

工会，煤矿企业内要有工会。那第二呢，工会在咱们州能不能建立一个煤矿工人

的工会。因为矿山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安全生产的防护啊，各种内容不一样的。跟

工厂啊什么之类的都不一样。所以说，能不能建立一个特别的煤矿工人工会。那

这是第二个。那就是说，这两个配合起来呢，那咱们煤矿工人工会呢，还有州工

会呢，能不能设立一个煤矿工会会员的举报热线。那由这个采煤一线的矿工可以

打电话举报我们这儿有违章指挥、请工会来，请工会也报给这个安全生产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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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来检查、来处罚。这样呢，矿工不需要冒自己被解雇、被处分的这种风险，

同时呢也不需要冒生命危险，就是顶着危险在那儿干，明知道违章指挥。所以我

建议就是说，咱们这儿是不是，一个就是建立煤矿企业的工会，一个是建立咱们

州的煤矿行业工会，那也建一个一线矿工的举报热线。那这样呢，能切实落实《安

全生产法》第七条规定的工会安全生产监督职责。还有这个《矿山安全法》第二

十三条规定的，组织职工对矿山安全工作进行监督。这咱们工会就可以依法履责

了啊。 

黔西南州总工会：实际上，你刚才说的这个，我理解，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工会

建设嘛，肯定是根据他每个地方、每个企业他有主体嘛。有些煤矿…不光是煤矿

吧，特别涉及现在很多的非公企业。他一些非公企业他是有企业法人的，有的没

有企业法人。那我们建会嘛，按照《工会法》和《工会章程》，肯定都是根据那

个来建会，这个是一方面。不过你说的叫，我们在州、或者我们州以下专门建一

个煤矿工人方面的工会，那就涉及到一个叫产业方面的工会吧。产业工会呢，根

据《工会法》，那是由全国总工会来组织建设一些产业工会。如果我们把这个工

会建了以后，你说的，就是专门为煤矿建一个。第一，要全国总工会来确定建产

业工会的一些方向，是不是。第二个是，我们即使建了，如果我们不依托他一个

企业的法人主体来建的话，我们工会建了一个工会，那这个工会就牵涉到很多东

西啊。比如说，作为一个总工会，那也是要有地方，有编制啊、有机构才能建。

那如果没有这个东西，那建了以后，他的经费保障怎么来，谁来工作？如果没有

这些东西，他建一个摆在那个地方，他也不可能发挥作用，是吧？ 

ＣＬＢ：我明白、明白，这是一个整体的动作。 

黔西南州总工会：对。 

ＣＬＢ：我在咱们省总工会啊看到就是说，咱们省其实是有能源化学工会的。以

前叫省煤矿工会，现在改名叫能源化学工会。那这个是统筹包括煤矿在内的能源

企业、化工企业的行业工会啊。那咱们州这边，咱们黔西南州有这么多的煤矿，

那我相信从安全生产需求上来说，应该是有实际的需求。那是不是可以向省能源

化工工会能提出来这个要求，就是咱们在州建立煤矿行业工会呢？ 

黔西南州总工会：这个他们……怎么说呢。他们现在有很多东西啊，就是他们产

业工会和我们地方工会之间啊，很多东西现在没有全部理清楚。就是你刚刚说的

那个，他们工会到底在我们州里面到底是什么，他们自己和我们平时很少交流。 

ＣＬＢ：我明白。这真的是……我这话说得可能有一点不好听，请别介意啊。就

是 2019 年 12月 16 号，16个人在安龙县广隆煤矿死了，现在咱们谈话前 4个星

期，在咱们这儿贞丰县又有 14个人死了。那不知道……这个，不是说我什么啊，

说话不好听啊，那明天、下星期、下个月、下一年，哪个煤矿，也这么出来了，

这人命不等人啊。这位同志，我是说，咱们内部沟通不好，咱们内部的沟通有障

碍、有什么，但是那边人命关天。这不应该成为咱们工会不往前走的一个借口啊。

特别是 2015年工会改革，2018年习近平亲自讲话说“哪里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

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那咱们州工会是不是可以，在咱们本州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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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这上面就站出来说话，对着省能源化学行业工会说话，就按习近平说的，

就站出来说话：我们州需要一个能源行业或者是煤矿行业工会，是不是可以就站

出来说话呢？ 

黔西南州总工会：这个牵涉到一些大的组织方面的了。 

ＣＬＢ：那可是话说回来。真不好听啊。刚刚几个星期前死掉的那 14 个人，他

会跟谁说啊，他们的家人会跟谁说啊？就是说需要什么体制协调，需要什么一些

大的东西。但是他们的死亡是没借口的啊。但是我们工会对他们的死亡可是有责

任的啊。 

黔西南州总工会：我知道你说的这个。但是你说到相关一些机制啊，一些大的东

西，这个东西说实话，应该在我们国内也是大事啊。你说，现在让我们就表态给

你答复，那肯定也不行。 

ＣＬＢ：我明白、我明白，我不是让您给答复，也不是让您负这个责任。我只是

说，您是咱们…… 

黔西南州总工会：你的想法肯定是好的。但是很多东西嘛，现在我们的一些既有

的体制，他有一些运作方式肯定也是在的，我们也要承认的。你刚才说的这几方

面嘛，怎么说呢，从这个道义上，你的理解和这个视角，也是比我们敏感，那是

好的。 

ＣＬＢ：对，我在看咱们州工会刚才提到的这个《2021年工作综述》，里面提到

2022年的工作目标，夯实组织基础、不断激发基层工会工作活力。整篇看不到这

四个字“安全生产”。这就让我想起来 2019 年的时候习近平曾经讲话给四类官员

画像，其中的一类就是说叫什么，叫“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重表面轻实效，

以文件会议落实会议文件，搞形式主义”等等。这真的是……对不起，我不是说

把你们往里面套啊，真的是，我看那个文件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如果实际上咱们

安全生产工作做不到矿井，做不到采煤第一线——那咱们开这么多会，发这么多

文件，搞这么多安全生产什么竞赛之类的，这说一千道一万，这 14 个人死在那

里，他们的家人他们一辈子的痛苦，那未来还不知道多少人还会继续走上悲剧的

命运……这跟咱们有关系啊，工会逃脱不了干系啊。 

黔西南州总工会：你说的我们理解。 

ＣＬＢ：对，我就是说啊，我真是的，最近这段时间，我是就这些事情跟咱们基

层工会谈话比较多。有些时候我有时候感觉到很没礼貌，就是像跟您这样的工会

工作人员谈话，好像针对您本人一样的，我绝不是这个意思。 

黔西南州总工会：理解，理解。是这样吧，你看我这样跟你商量行吧，就是请你

把你的联系方式留个给我。 

ＣＬＢ：好好。 

黔西南州总工会：留个给我呢，有些东西你知道，包括其实像你在你单位上也是

一样，有些不同人负责的工作之间，肯定有些也不是都很了解的。 

ＣＬＢ：明白，明白。请问您贵姓啊，还没请教。 

黔西南州总工会：我姓陆，大陆的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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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怎么称呼呢？ 

黔西南州总工会：陆玉明。 

ＣＬＢ：是？ 

黔西南州总工会：宝玉的玉，明月的明。具体的，我们刚才交流的哦，有些也不

成熟。 

ＣＬＢ：明白明白。请问您是咱们工会组织宣传网络部的负责人吗？ 

黔西南州总工会：对对。 

ＣＬＢ：好的。那行，那我给您留下我的联系方法。 

黔西南州总工会：好。 

ＣＬＢ：我姓韩，我叫韩东方。东南西北的东，方向的方。这名字比较奇怪，是

文革时候的名字。 

黔西南州总工会：好名字。 

ＣＬＢ：哈哈，谢谢。我的电邮，就是我韩东方的拼音。就是…… 

黔西南州总工会：Handongfang。 

ＣＬＢ：对对对，然后一个艾特@，然后是 clb。 

黔西南州总工会：clg? 

ＣＬＢ：clb。 

黔西南州总工会：clb？ 

ＣＬＢ：对，是中国劳工通讯的英文字的三个字的前面。 

黔西南州总工会：哦,clb，com是吧？ 

ＣＬＢ：然后.org.hk。 

黔西南州总工会：哦。 

ＣＬＢ：然后我电话，区号是 852，我的电话是 27802187。 

黔西南州总工会：嗯嗯，好的，好的。 

ＣＬＢ：好的。行，不好意思啊。如果刚才说话有一点情绪化的话，请您包涵。

这个，人命关天，确实是让人有些时候急躁，不好意思啊。 

黔西南州总工会：好的，是中国劳工网，是吧？ 

ＣＬＢ：中国劳工通讯。 

黔西南州总工会：中国劳工通讯。嗯，好的，好的。 

ＣＬＢ：好，谢谢您啊。 

黔西南州总工会：没有没有。 

ＣＬＢ：好，再见。 

黔西南州总工会：好，再见。 

 

 

第三通电话 贞丰县工科局（办公室） 

贞丰县工科局：喂您好，工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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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喂，请问是贞丰县工科局吗？ 

贞丰县工科局：嗯对。 

ＣＬＢ：您好，我姓韩，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贞丰县工科局：嗯，您好。 

ＣＬＢ：您好。就是关于咱们这儿上个月煤矿发生事故啊，这三河顺勋煤矿事故

造成 14 人死亡。那我在网上看到说咱们工科局去年 6 月 15 号有过一次执法检

查，就发现他们有回采作业违法行为。那想问一下那次检查有没有邀请县工会参

加啊？ 

贞丰县工科局：你稍等一下，我让我们主任接电话。因为我不太知道。 

ＣＬＢ：好，谢谢谢谢。 

（稍候） 

贞丰县工科局：喂您好。 

ＣＬＢ：您好。 

贞丰县工科局：要不这样吧，我把能源局管煤矿的电话给你，然后你跟他们联系

一下吧。因为我们大办公室我们有些不太清楚。 

ＣＬＢ：能源局是县能源局吗？ 

贞丰县工科局：对对。 

ＣＬＢ：好的好的，是多少啊？ 

贞丰县工科局：6610054。 

ＣＬＢ：6610054，是贞丰县能源局的？ 

贞丰县工科局：呃他也是我们工科局的。他是，这个能源局和我们工科局是并在

一起的。 

ＣＬＢ：县能源局跟咱们工科局是上下级单位吗，是属于工科局管吗？ 

贞丰县工科局：不是，他是这个工科局里面就包含了这个能源局，是这样的。 

ＣＬＢ：哦，所以，县能源局是咱们县工科局的其中一个部门？ 

贞丰县工科局：对对对。 

ＣＬＢ：所以，当初去做这个执法检查的时候，或者对煤矿进行例行的执法检查，

就是县能源局来管？ 

贞丰县工科局：嗯，对对对。 

ＣＬＢ：好的，谢谢了。请问您这是什么部门啊？ 

贞丰县工科局：我这就是工科局的办公室。 

ＣＬＢ：好的，谢谢你啊。 

贞丰县工科局：好，没有没有。 

ＣＬＢ：好，再见。 

贞丰县工科局：好，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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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通电话 贵州省黔西南州 贞丰县工科局（工业和科学技术局）办

公室 小杨 

贞丰县工科局：喂您好，工科局。 

ＣＬＢ：喂，是工科局是吧？ 

贞丰县工科局：对。 

ＣＬＢ：您好，我刚才打过电话来啊，我姓韩，是中国劳工通讯。刚才那位同事

给我能源局的电话，那个电话是一直拨不通啊。其实我只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

说像这种对煤矿的安全执法检查，会不会邀请县总工会一起参加呢？ 

贞丰县工科局：执法检查邀请县总工会？ 

ＣＬＢ：对。 

贞丰县工科局：没有啊。 

ＣＬＢ：没有邀请工会参与啊？ 

贞丰县工科局：因为我们这边检查是按照这个安全监管的这个，煤矿安全监管的

这个来检查的。他们总工会这个，好像我们没有吧。他们总工会有他们总工会自

己的检查的一套。 

ＣＬＢ：对，我刚才打电话给咱们州工会啊。他们就说，这个煤矿安全检查是政

府行政部门的事儿，他们工会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但是我看《安全生产法》

其中第七条规定，工会依法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督。那《矿山安全法》第二十

三条也规定说，工会要组织职工对矿山安全工作进行监督。那这些都是有法可依

的。就是咱们像县里面这些煤矿的检查安全什么的，会不会检查，比如说那家煤

矿有没有工会呢，工会有没有依法履责这一类的。是不是属于安全生产检查的其

中必要的条款呢？ 

贞丰县工科局：哦，这个没有。 

ＣＬＢ：为什么没有呢？这工会不是法律规定…… 

贞丰县工科局：你这样吧，你要不然你就打电话问一下我们县工会这边，好不好？ 

ＣＬＢ：问一下县工会啊？ 

贞丰县工科局：对。因为我们这边检查的话，是按照每个月和年度的检查计划然

后开展的。 

ＣＬＢ：哦，那我打个比方，当然我一会儿可以问一下工会那边的情况。 

贞丰县工科局：嗯。 

ＣＬＢ：我想咱们从政府行政执法部门来说，那既然法律规定了工会应该在工作

场所进行安全生产监督，那比如说像去年 6 月 15 号，就是这次发生事故前 8 个

多月的时候，咱们工科局去这个三河顺勋煤矿做过执法检查，而且发现了他们有

违法行为，而且做了一个月停产整顿的决定。那么，如果要是同时也检查三河顺

勋煤矿到底有没有工会，他那个工会如果有的话，是不是能够有能力履行安全生

产的监督职责，那这一个月的整顿期间，工会就可以帮忙监督整顿的过程，您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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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呢？ 

贞丰县工科局：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ＣＬＢ：那话说回来，咱们工科局有没有把这个，就是平时进矿安全检查执法的

时候，把检查那里有没有工会，工会有没有履责，作为一个正当的例行项目？ 

贞丰县工科局：我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我们这边检查是按照我们的年度计划

和月度检查计划去开展这个工作。那个工会这边有没有参加这个煤矿的检查，那

你还得打电话问一下县工会，好不好。我没办法给你回答这个问题。 

ＣＬＢ：好。我明白。您刚才提到，其实工会是没有包含在里面的。那我可不可

以提一个建议啊？ 

贞丰县工科局：嗯。 

ＣＬＢ：就是今后咱们工科局在做安全生产执法检查的时候，或者是邀请县工会

一起参加。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检查在煤矿里面的企业工会，是不是有履行安

全生产的监督职责。如果没有的话，比如说事故调查处分的时候，那工会领导也

应该受处分啊。不止是咱们工科局、什么能源局、什么县政府的领导、企业的负

责人被追责。 

贞丰县工科局：这个的话，也要得看县里面对他们下的商定方案。如果说商定方

案里面没有，那他们怎么去检查呢，去履职呢，对不对？ 

ＣＬＢ：那咱们其实县工科局是不是可以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七条的规定，还

有《矿山安全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就把企业有没有工会这一条作为执法检查

的其中一个标准的一条，每次进矿检查都要查这个。这属于是咱们执法机关的权

限范围啊。 

贞丰县工科局：嗯，你这个建议很好，然后我们会和相关的领导汇报这个事情，

好吧。 

ＣＬＢ：好，谢谢谢谢。还有就是说，这次事故，三河顺勋煤矿的事故应该正在

调查当中，还没有出结果。那可不可以咱们县工科局也把工会的这部分责任也提

出来。就是说，工会在日常监督当中，如果有可能没有发挥作用，所以造成安全

生产（事故）。就算是我们工科局去做出处罚，做出整改，但是现场的这个对整

改的监督，也……工科局不能整天蹲在那里做监督啊，要靠工会监督，对不对？ 

贞丰县工科局：这个问题呢，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事故调查还在

进行当中，然后具体的这个，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建议，我们会和相关的领导然后

汇报。然后具体的，我们也只能说汇报，好不好。 

ＣＬＢ：谢谢谢谢。对，咱们就是说，事故调查本身就是为了避免未来发生事故，

对吧？ 

贞丰县工科局：对。 

ＣＬＢ：所以说，追责也不是为了看谁多一点人倒霉，而是说把责任给理清了。

如果工会在里面，既然法律规定了工会监督安全生产的责任，那追责的时候就不

能不追啊。如果法律规定了他的责任，但是追责的时候却不追，这不成了这个什

么了嘛。没有问责的这种机制和后果，那以后工会还是不履责。我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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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就是如果咱们工科局能在事故调查的过程中能提出这个问题来…… 

贞丰县工科局：嗯，好的好的，我们会向相关的领导汇报这个事情。 

ＣＬＢ：请问您这是什么部门啊？ 

贞丰县工科局：就在工科局啊。 

ＣＬＢ：工科局的什么部门啊？ 

贞丰县工科局：办公室。 

ＣＬＢ：办公室，请问您贵姓啊？ 

贞丰县工科局：免贵姓杨。 

ＣＬＢ：小杨。您是办公室的负责人，是吧？ 

贞丰县工科局：不是，工作员。 

ＣＬＢ：好的，那谢谢你。麻烦你把这个建议带过去吧。 

贞丰县工科局：嗯好的好的。 

ＣＬＢ：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