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6-30  山西省阳泉市，一建筑工程拖欠工资，民工讨薪 

CLB就此案访问了：阳泉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经济技术部），阳泉市公交

建通工会 

 

第一通电话 阳泉市总工会 职工服务中心 

阳泉市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阳泉总工会吗？ 

阳泉市总工会：您是哪里? 

ＣＬＢ：您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那个有个事…… 

阳泉市总工会：什么地方？ 

ＣＬＢ：中国劳工通讯。就是前几天咱们这儿阳泉这边三供一业改造项目元承

建业有工人因为被拖欠工资到公司去讨薪这个事儿，咱们工会有没有参与协商

啊？ 

阳泉市总工会：已经告给他们去那个哪儿了嘛，那个人社局的监察大队。 

ＣＬＢ：哦，已经跟工人讲，让他们去找人社局的监察大队？ 

阳泉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那也就是说这些工人集体到公司讨薪之前是来找过工会求助的？ 

阳泉市总工会：也没有，他们那会儿就过来说明了一下情况，完了这边给他们

登记记录了已经。 

ＣＬＢ：所以是您负责登记的？ 

阳泉市总工会：完了已经给他们登记记录了，完了以后让他们去了人社局的劳

动监察大队。 

ＣＬＢ：所以这些工人，他们参与三供一业改造项目，这些建筑工人他们都是

咱们工会的会员吗？ 

阳泉市总工会：不是。 

ＣＬＢ：不是会员啊？ 

阳泉市总工会：嗯，应该不是吧。具体也不是我操办的，我就是听他们说了一

下这个事情。 

ＣＬＢ：就是说组建工会这件事情不是您操办的？ 

阳泉市总工会：什么叫组建工会啊？ 

ＣＬＢ：就是您刚才说不是您操办的是什么？就是接待这些工人不是您接待

的？ 

阳泉市总工会：嗯对。有人接待的，当时我们听说有这个事情。 

ＣＬＢ：所以咱们这边工会服务中心，职工服务中心，是让他们去找人社局的

那个劳动监察大队去了？ 

阳泉市总工会：对。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1&startDate=2020-06&endDate=2020-06&eventId=2020063016571406037&addressId=140300&address=%E9%98%B3%E6%B3%89%E5%B8%82


ＣＬＢ：那咱们工会为什么没有代表他们去跟公司去协商呢？ 

阳泉市总工会：不是，他们之前是……公司是公司，有一个人是包工头，从公

司包出来的钱，公司这个工程给他们干的。再一个人家这个钱也不是说不给他

们，是陆陆续续打的呢这个钱。 

ＣＬＢ：那他们为什么还说被这里…… 

阳泉市总工会：他们的意思就是……他们的意思是啥，意思说是吃得也不好什

么的，和人家协商要这个钱，说是要什么改善一下伙食啊什么的。人家那边的

意思是，公司没有给工头打过这个钱，完了以后工头也没办法给到他们这个

钱。完了以后三不两句这么拌两下嘴他们就不干了，完了以后就过来了，是这

样的。 

ＣＬＢ：哦，所以，那咱们阳泉市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在这些建筑工人心目当中

还是挺知名的，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啊？就是他们有事就来找咱们职工服务中心

来了？ 

阳泉市总工会：对，我们没有不帮他们，帮他了，已经记录好了。完了以后告

诉他们，你这个事情肯定是，去那儿的话，人家直接对他们那个人要的话更有

点力度。完了以后把电话什么的都给他们了，告诉他们说，如果有什么结果你

返回来再说吧。或者有结果你再给我们打电话，有没有结果你再给我们打电

话。对吧，也没有说不管他这个事情了，或者不帮助他了什么的。 

ＣＬＢ：哦，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既然咱们工会工人来找来了，那是不是如果

咱们工会的人带着工人去找公司直接协商，会比较……怎么说呢，形成冲突的

可能性会减低很多呢？ 

阳泉市总工会：这个他们没有返回来诉求要我们帮他们找啊。他们只是提出来

以后，我们帮他们找到了一个更有权力的机构去处理这个事情了，不是说我们

不帮他们找了。你懂我这个意思吗？ 

ＣＬＢ：我明白明白。就是说与其让工人…… 

阳泉市总工会：因为人社局的监察大队人家是有执法权的，比我们要更有力。 

ＣＬＢ：但是监察大队不能代表工人利益吧，咱们工会是代表工人利益的，角

色不一样啊。 

阳泉市总工会：这个我们知道，所以说……他们也比较急。所以我们说，那你

们就去找这个有权力的机关，完了以后去先和你看看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处理。

完了以后什么结果呢，留下电话，我说我也留下你们的电话，你们也留一个我

们的电话，完了以后有什么处理的结果，行与不行的，你和我们说一声。没有

说不帮他们，或者说研究怎么做。他们到现在一直也没有回信。 

ＣＬＢ：所以这还真的是，我了解了这么多讨薪的事件，了解不同地方的工

会，就是职工有事来找工会来，这还是挺少见的一件事。阳泉这边的工会还

是，工作上还是挺…… 

阳泉市总工会：因为我们这边，第一是有这个热线，第二我们也是在积极地帮

助他们这个事情。我们也把这个东西，他也是一个重点。因为他们不是……第



一不是职工，不是工会的会员，他们可能是些外包过来的，就跟农民工一样的

吧。而且尤其是农民工这个事情，我们也是一直当重点工作来做的。所以说他

们找过来以后，他们当时介绍了，听完他们的意思吧，就是没有产生……他们

和雇他们的人吧，或者工头也好，或者什么也好，没有产生特别大的矛盾，只

是估计是你一言我一语，说得有点不高兴。像那边说“算了你愿意去哪儿告，

就去告吧，你们不愿意干就不干了”，他们起来就不干了，完了不干了就来到这

地方了，找我们来了。完了以后，也没有产生什么矛盾。完了告诉他们，如果

他们表面看起来也挺急，反正这样说的。完了就告诉他们，那你如果急的话，

给你找个比较有权力的机关，给你们处理这个事情，因为工会毕竟不是执法部

门，对吧。 

ＣＬＢ：当然当然。 

阳泉市总工会：完了以后给他们互相都留了电话，留了我们这边的电话，也留

了他们……他们的电话也留到我们这儿了。所以有什么处理结果，完了咱们及

时沟通，他们说可以可以，完了找不见，还专门给他们画了地图呢，告诉他们

怎么走怎么走。没有说不管他们啊或者是不干嘛。 

ＣＬＢ：那还真是……那我刚才在咱们阳泉网络电视台就看到昨天的一个报导

啊，说三供一业，分离移交，供热改造会在八月底前完工，电视画面里面呢，

他们这些工人穿的就是他们这个元承建业的工作服，就是发微博帖子投诉的这

些工人啊。那这个元承建业看样子是挺大的一家公司，他们包下来咱们全市的

三供一业的改造项目，那这个元承建业公司有没有工会啊？ 

阳泉市总工会：这个就具体是什么部门管，这个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只是帮扶

中心，不知道他具体有没有工会。 

ＣＬＢ：所以那昨天，就是那些工人来，那天来找的时候，登记的时候他们这

些工人不是工会会员？ 

阳泉市总工会：对，他们只是，可能是，不知道是哪来的吧。我也不知道他们

是什么地方的。就是可能是这个项目他们做，而且可能是各个工头包下来，自

己再找人去干。应该是这样的，我听他们的意思，不是人家公司直接承保了他

们。 

ＣＬＢ：现在这些总承包一般都是找劳务分包，一般都是这样分包。 

阳泉市总工会：咱们不用说这些事情了，您是哪里啊？ 

ＣＬＢ：我是中国劳工通讯。 

阳泉市总工会：中国劳工通讯。 

ＣＬＢ：对，就是看到这些工人在微博上的投诉，就想过来问一下。在你们市

工会网站上还看到，你们市总工会 6月 29 号还办了一个“践行领袖嘱托，率先

蹚出新路”的一个主题党日活动，所以就想来问一下。习近平 2018 年曾经说

过，“哪里职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正好遇

到这个事儿，就想来问一下。咱们工会是不是能代表这些工人跟公司协商发工

资啊、改善伙食啊什么的。工会没有计划往前多走这一步吗？ 



阳泉市总工会：你看，我刚才跟你解释得很清楚了。没有说是不帮他们，对不

对？也没有说不往前走一步。他们现在没有再来找我们对不对？因为他们过来

找我们的话，我们肯定会把这个事情要跟踪下去的啊。 

ＣＬＢ：明白明白。 

阳泉市总工会：只是他们现在比较急，完了以后干嘛的话……我都刚刚跟你说

了，工会不是执法部门。 

ＣＬＢ：这个，对，但是工会是代表…… 

阳泉市总工会：我们过去的话，没有什么力度对吧。他必须要拿到钱，可能下

午要回家什么的，我说只能先找执法部门、权力部门先帮你们解决这个事情。

解决完了没有呢，咱们互相留一个电话。完了以后结果呢咱们要互相通一下

气，解决还是没解决，你告诉我一声。你懂我的意思吧？ 

ＣＬＢ：明白。如果要是工会陪他们去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的话，会不会力度

更大一点，就是说比工人自己去要稍微好一点？而且可以有效地避免，如果万

一有什么不愉快发生的话，工会在那里出面是不是更好一点呢？ 

阳泉市总工会：不是，这个事情呢，这个事情完全可以，但是现在呢，我们还

有其他工作，对不对？不可能你走了以后脱了岗了，这个地方没有人了。其他

人过来需要求助的，或者需要信访的怎么办啊？ 

ＣＬＢ：那你介意不介意我提一个建议啊，就是聊到这儿了，咱们这个职工服

务中心是不是可以增加人手，就是一旦遇到这种情况…… 

阳泉市总工会：你看我没有必要和你说这些东西，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些工作的

制度或者干嘛。如果他们…不管这个事情解决没解决，工会随时欢迎他们过来

咨询，或者随时过来欢迎他们反映来。我们这个事情也会帮他们解决的，想办

法。好吧？咱们现在没必要聊这么多有用没用的东西，好不好？ 

ＣＬＢ：我知道。就是提一个建议啊，阳泉市工会说要“践行领袖嘱托，率先

蹚出新路”，那咱们这边，是不是可以，职工服务中心以后遇到这种事有足够

的人手？ 

阳泉市总工会：可以，你提的建议我们完全接受，好吧？ 

ＣＬＢ：就是说，以后可以带着工人一起去，就不是说给工人指个路让工人自

己去，能不能往前多走这一步呢？ 

阳泉市总工会：你看，我跟你说了已经，完全可以。他们现在来我们也会跟踪

这个事情的，好吧。咱们没有必要，你跟我讲很多政策性的东西，好吧。没有

这个必要，好吧。 

ＣＬＢ：没有没有，不要误会啊。那谢谢你了啊，再见。 

阳泉市总工会：再见。 

 

 

第二通电话  阳泉市总工会 经济技术部 



阳泉市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阳泉总工会经济技术部吗？ 

阳泉市总工会：喂，您好，对，总工会。 

ＣＬＢ：是经济技术部，是吧？ 

阳泉市总工会：对对对。 

ＣＬＢ：您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阳泉市总工会：哦。 

ＣＬＢ：刚才跟职工服务中心了解了一下情况，有一个事情他们不了解。就是

咱们这边有一个元承建业公司，有工人讨薪，就是被拖欠了两个月的工资，然

后想了解一下这个元承建业公司有没有组建工会啊？ 

阳泉市总工会：元承建业公司应该是有工会的，那个他原来还参加过咱们这个

市里面的一些活动的。您要是想了解这个，您看啊，公交建通他们这个工会

啊，是管他们这个单位的直属工会。 

ＣＬＢ：公交建通，就是公共交通建设？ 

阳泉市总工会：对，公交建通，要不我告诉您电话，你给他们打一下，了解这

个元承建业也可以。 

ＣＬＢ：好啊好啊。 

阳泉市总工会：2034845。 

ＣＬＢ：2034845。好，谢谢你啊。因为他们元承看起来是很大的一个公司，而

且承包三供一业的这个改造项目。然后刚才他们职工服务中心说这些来找……

来这个讨薪的员工都不是工会会员，说他们都是农民工。所以咱们这儿的农民

工，特别是建筑行业的农民工，通常是怎么加入工会的啊？ 

阳泉市总工会：这个我还真是不太了解。您这样吧，你打这个公交建通工会

啊，然后他们是直属他们的工会，您了解一下。因为我这个地方是生产技术

部，就是咱们这个经济技术部，主要是管这个评选啊表彰这一块的，有一些基

本的东西，我对这一块的业务还不是太了解。您看您给那个公交建通联系一

下，您看行吗？ 

ＣＬＢ：好的好的。咱们这儿五月份，市总发布的这个今年工作要点，里面其

中包括一个就是说，围绕全市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开展“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

代”的主题活动。这个是归咱们这个经济技术部来负责吗？ 

阳泉市总工会：这个也不是归咱们这儿。这个也不是。哎呀，这是归哪儿啊这

个？我也不知道。 

ＣＬＢ：“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代”这个好像还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活动，在咱

们这边工会。 

阳泉市总工会：这个应该是人家宣教部门搞的一个活动，应该是。 

ＣＬＢ：噢，是宣教部门的啊？ 

阳泉市总工会：要不您等一下，他们就在我们隔壁，我让他们接一下电话，您

看行吗？ 



ＣＬＢ：可是现在，我打开这个网页啊，这里面说，“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

代”这个主题劳动和技能竞赛活动，这个责任部门写的是经济技术部啊？ 

阳泉市总工会：这个现在你看啊，现在我们这一块的这个同事他没有在这儿，

要不您这样吧。一会儿给您回过电话去，您看行吗？ 

ＣＬＢ：其实没关系，你别介意啊，我不是来为难你的啊。 

阳泉市总工会：不是不是，我是说，我也想给您解决一下您提的这些问题。但

是我不是太懂的，我就不敢瞎说嘛。要不这样，您留一下电话？ 

ＣＬＢ：好，我这儿区号是 852，然后我电话是 27802187。 

阳泉市总工会：852-27802187是吧，这个 852这是哪儿的区号啊？ 

ＣＬＢ：这是香港的区号。 

阳泉市总工会：香港的区号，哎呀，那打过来挺不容易的。那您……要不您别

挂电话，我去给你叫他一下，您看行吗？ 

ＣＬＢ：那也可以啊。 

阳泉市总工会：我看看他在哪，您稍等一下啊。 

 

（换人接电话） 

第三通电话 阳泉市总工会 宣教部 

阳泉市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对不起打扰啊。 

阳泉市总工会：喂，您好，没事您说。 

ＣＬＢ：您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阳泉市总工会：嗯。 

ＣＬＢ：就是关于咱们这儿前几天有这个元承建业的一些工人，因为参与那个

三供一业改造项目，被拖欠工资讨工资的事儿，刚才打电话到职工服务中心，

说他们服务中心也帮了他们。我就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因为在咱们网站上

啊，市工会网站上看到啊，发布今年的工作要点，其中一个就是包括围绕全市

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开展“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代”的主题劳动和竞赛项

目。所以就想说，怎么样咱们这边经济技术部这边是负责“当好主人翁、建功

新时代”这个活动的，那么，这些工人如果总是被拖欠工资，咱们这边这个活

动怎么搞起来啊？会不会比较困难啊？ 

阳泉市总工会：现在啊，你看，首先是目前，我们没有接到元承建业的任何消

息，如果真有的话，我们还要跟主要领导还要请示这个事情怎么办。至于这个

活动的话，其实这个是全市开展的，不光是经济部开展的这项工作。 

ＣＬＢ：我知道我知道，就是在咱们网站上，责任部门是工会的经济部。 

阳泉市总工会：你在哪个网站上看到的？ 

ＣＬＢ：就是咱们阳泉市总工会啊。这是咱们这儿阳泉市总工会 2020年工作要

点，应该是 5月 12 号发出来的。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你不要误会啊，我不是



来为难谁的。 

阳泉市总工会：我知道我知道，您说，您说。 

ＣＬＢ：因为在刚才我就了解，有元承建业的工人被拖欠工资的这个事儿，而

且我又到这个在阳泉市网络电视台上看到，昨天的报导还说，三供一业的工程

会在八月底完工，而且里面的工人就穿的是元承建业的工作服。所以我就想问

一下，既然咱们这儿有当好主人翁的这么一个活动，那如果要是工人不断在工

地上被欠工资，这个活动会不会受到影响。就是一方面欠工资，一方面要当好

主人翁，就是咱们这儿怎么开展这个工作呢？ 

阳泉市总工会：呵呵，这个首先是两码事，其实也是一码事也是两码事。至于

欠薪的话，这个东西，我感觉，首先是咱们职责部门去管。你比方说搞这个活

动吧，我们经济部也好，包括我们工会也好，肯定是大力开展这项活动的。包

括职工的技能竞赛啦，包括比方你看现在又有什么提高工人技术待遇竞赛这块

啊，我们肯定是大力搞这个活动，大力宣传大力搞。但是欠薪这一块的话，就

还是那个法工部跟民管部这一块，因为他们有一项什么工作呢，就是民主管理

和工资集体协商这一块，肯定是这些部门主要出动的肯定还是。 

ＣＬＢ：对，他们那边的工作……我是说如果那边的工作没做好，就说是经常

发生欠薪的事儿，那会不会影响咱们这边经济技术部这边做好“当好主人翁、

建功新时代”？ 

阳泉市总工会：活动不会影响，活动不会影响。 

ＣＬＢ：那会不会影响工人们参加这个活动的积极性呢？ 

阳泉市总工会：积极性目前来看是没有影响。因为实话说，就是我刚接到您的

电话，我才有这条反馈信息。因为我们其实一直也在搜集这方面的信息，基层

是没有打电话过来咨询过，而且也没有任何的其他方面的消息，实话实说啊。 

ＣＬＢ：那咱们这边这家公司元承建业有没有，应该有公司工会吧？ 

阳泉市总工会：有的有的。 

ＣＬＢ：那有公司工会，那在元承建业这边如果要是推动“当好主人翁、建功

新时代”这个活动，是不是要通过咱们公司的工会来展开啊？ 

阳泉市总工会：首先要通过他，完了咱们上级工会其实都是辅助和帮助，具体

肯定还是他来做这项工作，咱们只是政策上啦或者是其他方面啊给予一定的支

持。 

ＣＬＢ：刚才咱们职工服务中心那边说，这些被欠薪的工人都不是工会会员，

那像元承建业这么大的公司，又承包了咱们阳泉市三供一业的改造项目。那这

么大的公司，又有工会，然后干活的工人又不是工会会员。像这种……那这家

公司的工会如果推动“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代”这项活动的时候，会不会打

折扣啊，就是一线的工人都不是工会的会员？ 

阳泉市总工会：呃，这个的话……要不我给您个电话吧，您具体问他？因为他

是分管元承建业这一块的。您看可以吗？ 

ＣＬＢ：好，行。当然当然。 



阳泉市总工会：好不好？ 

ＣＬＢ：好的。 

阳泉市总工会：就是那个 2034845，因为他这儿是具体分管元承建业的，这一

块的，公交建通的，好吧？您再跟他沟通一下好吧。 

ＣＬＢ：好。那我找哪一位呢？那个电话？ 

阳泉市总工会：就找王主任，王文听主任就行，他是工委主任。您找找他问

吧。 

ＣＬＢ：王什么？ 

阳泉市总工会：您叫王主任就行。这是他们下属的企业，其实问问他其实可以

更直接地咱们把这个事情做好，好吧。 

ＣＬＢ：好的，不好意思啊，这么唐突地打来电话，好像有点…… 

阳泉市总工会：没事没事没事啊。 

ＣＬＢ：请问您贵姓啊，怎么称呼啊？ 

阳泉市总工会：您给他打电话就行了，好吧。 

ＣＬＢ：您是咱们经济技术部负责人吗？ 

阳泉市总工会：不是不是，我们部长正开会呢。 

ＣＬＢ：哦，好的，那没关系，好，谢谢你啦？ 

阳泉市总工会：没事没事，您打打电话问问他。 

ＣＬＢ：好的，再见。 

阳泉市总工会：好，再见。 

 

 

第三通电话 阳泉市公交建通工会 

阳泉公交建通工会：喂？ 

ＣＬＢ：喂，请问是公交建通工会吗？ 

阳泉公交建通工会：喂？ 

ＣＬＢ：请问是公交建通工会吗？ 

阳泉公交建通工会：对。 

ＣＬＢ：您好，请问王主任在吗？ 

阳泉公交建通工会：哦，王主任不在。 

ＣＬＢ：是这样啊，刚才那边经济技术部让我打这个电话来问一下啊。就是关

于咱们这儿元承建业公司的工会的情况啊，就是元承建业这家公司是有工会的

是吧？ 

阳泉公交建通工会：哦。 

ＣＬＢ：有工会是吧？ 

阳泉公交建通工会：对。 

ＣＬＢ：那他们这个工会会员是怎么安排的啊？就是说，比如说在一线工地干



活的工人，加入工会是怎么个入会法呢？ 

阳泉公交建通工会：你是哪个单位的？ 

ＣＬＢ：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因为他们元承建业呢有

工人被拖欠工资，在微博上发了帖子，而且有照片啊什么之类的。我刚才跟职

工服务中心的谈过，他们说（元承建业公司）有工会。那就有一个问题，那他

们是不是加入工会了呢？那职工服务中心的人说他们没有加入工会。那既然元

承建业有公司工会，但是一线干活的工人又被拖欠工资、又没加入工会，所以

就想了解一下咱们这儿建筑行业，建筑公司的工会和会员是怎么个入会法？ 

阳泉公交建通工会：入会那都是他们本单位的职工向工会申请啊。 

ＣＬＢ：本单位的职工向工会申请然后入会？ 

阳泉公交建通工会：对。 

ＣＬＢ：那会不会也是双向的呢，就是工会也动员发展工人入会呢？ 

阳泉公交建通工会：现在我不太清楚元承建业，他现在没有向我们反映这个问

题。 

ＣＬＢ：你说元承建业的工会没反映这个问题？ 

阳泉公交建通工会：对。 

ＣＬＢ：但是他们被拖欠工资的工人已经跑到职工服务中心去求助，而且服务

中心已经介绍他们去那个劳动监察大队。所以这个事儿就是说，我就有点担

心，就是在元承建业这个公司里面，工会和会员是不是有一个脱节的问题啊？ 

阳泉公交建通工会：我得给元承建业打个电话，咨询一下这个事情吧。 

ＣＬＢ：那像他们说，那个什么啊，那个职工服务中心说这些工人他们干活的

都是农民工，都是包工头带着，就是把一些……元承建业又把一些工程外发出

去的，那像这种…… 

阳泉公交建通工会：他要是外包的话，那就属于……不属于元承建业的本单位

的职工了。 

ＣＬＢ：所以是元承建业作为一个公司，那他本单位的职工加入工会。是什

么？就是他们建筑公司里面、办公楼里面的职工工会，是这个意思吗？ 

阳泉公交建通工会：他也许是有几个项目外包出去了，外包出去以后那就是属

于私人的了。 

ＣＬＢ：那外包出去，这些私人承包下来的，这些农民工，他们加入工会的问

题是怎么解决呢？ 

阳泉公交建通工会：那他们私人就应该加入工会啊，要成立工会。如果他们没

有成立工会的话，如果发生这个劳务纠纷，那应该去劳动局里面去申诉去啊。 

ＣＬＢ：对，我明白。当然，如果工人加入工会，有工会代表他们更好了啊。

我想问的就说是，咱们公交建通工会对咱们阳泉这边建筑工地上的这些农民

工，是怎么计划发展他们入会啊？ 

阳泉公交建通工会：他们那些私人企业如果是达到一定的规模，他们就必须申

请这个工会，必须成立工会。因为他们这个外包出去的是几个人，成立工会



没？因为现在他们都是属于私人企业，现在我们也不太了解他们私人企业到底

成立了工会没有。 

ＣＬＢ：哦，那咱们这个工会，就是公交建通这边，专门负责这个建筑行业其

中一部分，就是有没有可能走出去，到建筑工地去直接发展这些农民工加入工

会，给他们填表，留下电话号码，登记下来让他们入会呢？ 

阳泉公交建通工会：因为我们当时已经通知给所有的这个建筑行业，如果就

是……就是我们的管辖范围之内，如果达到一定的人群的话，必须要成立工

会。 

ＣＬＢ：那发出去不能保证公司就一定会回复吧？ 

阳泉公交建通工会：这个东西，他们外包出去的私人企业，这个东西就没法考

量了。 

ＣＬＢ：对，所以我就…… 

阳泉公交建通工会：你要是在这个建筑行业里面，他是属于国有的一个企业，

国营企业，他这个东西都成立了工会了。 

ＣＬＢ：咱们公交建通这边，其中一个负责的就是建筑行业了。我们都知道，

建筑行业，就算是国有的，一建二建，包括中铁建什么这些，其实很多工程都

是切割开来都分包出去给劳务分包啊、这个小工程的这种、包工头什么之类

的。其实分包在建筑行业是一个普遍的、常见的这种运作方式。那就是说，咱

们阳泉市这个公交建通工会有没有可能，就是专门为这些在工地上的这些外包

的农民工，他们不是大型的国有公司的职工，有没有专门替他们度身打造一个

入会的一个程序、一个方法，去发展他们入会呢？ 

阳泉公交建通工会：这个可以走联合工会嘛，现在不是有联合工会。 

ＣＬＢ：对，就是咱们公交建通工会有没有这样一个计划，就是把他们发展到

工会来？ 

阳泉公交建通工会：哦。 

ＣＬＢ：就是有没有这样一个计划啊？因为建筑行业比较特别，用工比较零

散，也不固定。咱们公交建通工会有没有可能专门针对农民工做出这样一个个

人入会的这么一个计划呢？ 

阳泉公交建通工会：有，有，联合工会。 

ＣＬＢ：联合工会。那像元承建业这么大的公司，他们又承包的是这种三供一

业的市政府的工程，那像这样的公司，这样大工程的农民工都没有入会，那是

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联合工会的工作方法是不是有值得改进的地方呢？ 

阳泉公交建通工会：我现在给元承建业打一个电话，我先咨询一下，他们是属

于什么性质的。是外包出去的还是本单位职工拖欠工资，我得给他们了解一

下。 

ＣＬＢ：这是外包的。他们在帖子里面已经说，就说是他们是叫这个诚信劳务

公司做的劳务分包，然后这些农民工被拖欠工资呢，是给这个诚信劳务公司干

活的。所以像诚信劳务公司这样子的这种，外包干活的这些工人，那是不是元



承建业公司工会也可以直接发展他们入会呢？还是不可以啊？ 

阳泉公交建通工会：我先了解一下我给你回复吧，你说？ 

ＣＬＢ：可以可以。你别误会啊，我不是来找麻烦的。我只是因为看到拖欠工

资这事儿，然后了又解到他们被拖欠工资的工人又不是工会会员。所以就一步

步想了解到这里，看他们加入工会的事儿。你别误会，王主任，我不是来为难

谁的。 

阳泉公交建通工会：不不不，我不是王主任。我就先了解一下，看看元承建业

他到底工会有没有了解他们本单位或者是外包出去的农民工有没有拖欠工资的

这个现象，因为他们没有反馈回来，我得先落实一下这个事情。 

ＣＬＢ：好的好的，行，那麻烦你了啊，谢谢啊。 

阳泉公交建通工会：好的好的。 

ＣＬＢ：好，再见啊。 

阳泉公交建通工会：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