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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31 日，江苏省常熟市，支塘镇工业园区江苏凯隆铝业有限公
司熔铸车间在铝棒铸造过程中发生一起爆炸事故，造成 4人死亡 2人重伤，直接
经济损失约 817.1 万元。 
----五通电话，致电一个工会 
 

 

第一通电话：江苏常熟市支塘镇 工业园区管委会 

[语音答录：欢迎致电支塘镇人民政府，我们将真诚为您服务,请等候接听。] 
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是支塘镇工业园管委会吗？ 

支塘园区管委会：对，工业园管委会，您找谁？ 

ＣＬＢ：您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支塘园区管委会：哦。 

ＣＬＢ：就是看到你们这儿去年凯隆铝业公司这个事故的处理结果出来了，就想

问一下这个企业、这个公司有没有工会啊？ 

支塘园区管委会：工会……你稍等啊，我帮你问一下。 

ＣＬＢ：好。 

（与同事耳语） 
支塘园区管委会：喂，您好。 

ＣＬＢ：您好。 

支塘园区管委会：那个凯隆铝业是已经停产了。 

ＣＬＢ：对，他停产，就是说他停产之前，有没有组建工会呢？ 

支塘园区管委会：啊，工会是吗？ 

ＣＬＢ：对，咱们工业园区管委会…… 

支塘园区管委会：没有，没有。 

ＣＬＢ：他们没有工会啊？ 

支塘园区管委会：对。 

ＣＬＢ：哦，那咱们工业园区管委会是有工会，是吧？ 

支塘园区管委会：工业园区管委会的工会啊？ 

ＣＬＢ：就是咱们支塘镇政府这边，支塘镇是有镇工会，是吧？ 

支塘园区管委会：是的，是的。 

ＣＬＢ：那咱们镇工会有没有参与这个事故的调查和处理呢？ 

支塘园区管委会：哦，我问一下啊，你是想要了解什么吗？还是说……你直接，

你需要找什么部门，还是说…… 

ＣＬＢ：那您这儿有没有咱们镇工会的电话啊，我直接跟工会聊一聊。想了解一

下工会在这个事故发生以后的一些，采取的一些行动啊什么之类的。 

支塘园区管委会：哦，您稍等啊，我给你找一下。 

ＣＬＢ：好，谢谢。 

（等候） 
支塘园区管委会：喂，您好。 

ＣＬＢ：您好。 

支塘园区管委会：那个我给你一个镇工会的电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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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好的。 

支塘园区管委会：52552408。 

ＣＬＢ：52552408，我找哪一位呢？ 

支塘园区管委会：肖，姓肖，肖主任。 

ＣＬＢ：肖？是不是咱们……也是负责妇联工作的工会副主席，就是姓肖的这位

啊？ 

支塘园区管委会：对的对的。 

ＣＬＢ：所以咱们镇工会和镇妇联，是一套班子一个牌子？ 

支塘园区管委会：负责人是同一个。 

ＣＬＢ：哦，那我在网站上看到，就是咱们镇工会主席还是屠文英吗？ 

支塘园区管委会：对的。 

ＣＬＢ：那这个姓肖的这位是…… 

支塘园区管委会：但是工会的主要事务是姓肖的这位肖主任。 

ＣＬＢ：好的好的，那行，谢谢你了啊。 

支塘园区管委会：嗯嗯。好，没事没事。 

ＣＬＢ：再见。 

支塘园区管委会：再见。 

 

 

尝试致电江苏常熟支塘镇镇工会，一直无人接听 
 [欢迎致电支塘镇人民政府，我们将真诚为您服务，请等候接听] 
 
 

第二通电话：常熟市总工会办公室 

常熟市总工会：您好，总工会。 

ＣＬＢ：喂，请问是常熟市总工会是吧？ 

常熟市总工会：是的。 

ＣＬＢ：您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常熟市总工会：中国劳工通讯？ 

ＣＬＢ：对。就是关于前不久咱们这儿支塘镇那边那个凯隆铝业公司事故的处理

结果出来了，想了解一下这家企业有没有工会啊？ 

常熟市总工会：凯隆铝业公司处理，这家企业有没有工会啊？ 

ＣＬＢ：嗯。 

常熟市总工会：你除了问这个问题还有其他问题吗，因为这个问题要我们组织部

查，我要给你我们组织部的电话。 

ＣＬＢ：好啊，那我到那边去问一下。是基层工作部吗？ 

常熟市总工会：组织和基层工作部，他们负责那些工会啊，什么在不在工会里的

这种，他们有一个库可以查的。 

ＣＬＢ：好的。 

常熟市总工会：那我给你一个电话吧，你打这个电话让小黄帮你查一下。 

ＣＬＢ：好的。 

常熟市总工会：你打 52892655。  

ＣＬＢ：5289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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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市总工会：找一个姓黄的。 

ＣＬＢ：姓黄的。那咱们这儿负责安全生产的是经济技术部吗？ 

常熟市总工会：安全生产是劳动和经济工作部。 

ＣＬＢ：劳动和经济工作部，那你有他们的电话吗？ 

常熟市总工会：有的有的，我来也给你个电话。你稍等一下，我来问一下这个是

给部长还是谁的电话。 

（问同事：他要安全生产的话，我给潘部长还是张部长电话？） 
喂，您好，安全生产的话你打 52880331。 

ＣＬＢ：52880331，这个我找哪一位呢？ 

常熟市总工会：姓张的，小张。 

ＣＬＢ：张部长吗还是？ 

常熟市总工会：他不算是部长吧，就是负责安全生产这块的一个干事。 

ＣＬＢ：那谢谢你了啊，你这儿是办公室是吧？ 

常熟市总工会：对对，我这儿是办公室。 

ＣＬＢ：好的，那谢谢你了啊。 

常熟市总工会：不客气，再见。 

ＣＬＢ：再见。 

 

第三通电话 常熟市总工会 劳动经济工作部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工会劳动经济工作部吗？ 

常熟市总工会：对，是的。 

ＣＬＢ：您好，小张在不在啊？ 

常熟市总工会：他这会儿楼上去开会了，他们党员会议。 

ＣＬＢ：您是咱们劳动经济部的是吧？ 

常熟市总工会：是的，您是哪边啊？ 

ＣＬＢ：您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常熟市总工会：恩。 

ＣＬＢ：就是刚才咱们办公室说这个情况这边比较了解，就是关于凯隆铝业公司

去年发生事故现在处理结果出来了，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工会劳动经济工作部

应该是参与了事故调查处理了吧，是吧？ 

常熟市总工会：具体的，应该就是您找的张主任他负责的，要不……您这边是需

要我们这边配合什么，或者是怎么样？ 

ＣＬＢ：没有，就是我看到那个处理结果之后呢，就有几个问题想了解一下咱们

基层工会这边。就是发生事故处理结果，就是董事长、车间主任、安全员都被追

究刑事责任了，而且支塘镇的党委政府都要求做出检讨，那想问一下咱们这儿工

会系统有没有被要求做出检讨呢？ 

常熟市总工会：哦，要不等他下来吧，因为我也是今年刚刚入职的。这块就是…… 

ＣＬＢ：好的好的。 

常熟市总工会：对对，要不我让他给您回个电话，您看那个…… 

ＣＬＢ：没关系，这是长途电话，我可以一会儿打回来。他几点开完会啊？ 

常熟市总工会：可能要到差不多四点钟了吧。 

ＣＬＢ：好行，我看看一会儿再打过来。 

常熟市总工会：实在不好意思，因为我是今年，过完年才入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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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你是新入职的社会化工会工作者是吗？ 

常熟市总工会：对，是的是的。 

ＣＬＢ：行，谢谢你了啊。 

常熟市总工会：好，不好意思啊。 

ＣＬＢ：没有没有，再见啊。 

常熟市总工会：不好意思啊，一会儿让他回给您。再见。 

 

 

第四通电话：支塘镇工业园区管委会 

ＣＬＢ：喂喂？ 

支塘园区管委会：喂，您好。 

ＣＬＢ：您好，我刚才打过电话来的啊，就是中国劳工通讯。您刚才给我镇工会

的电话啊，可是打了很久一直都没人听啊。 

支塘园区管委会：喂，你说，你是要了解什么吗，还是怎么样？ 

ＣＬＢ：对，就是那个镇工会的电话，你刚才给我的电话号码，但是没有人听。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凯隆铝业公司的事故，工会在这里面的角色啊。 

支塘园区管委会：这个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因为事故并不是我们在处理的。 

ＣＬＢ：对，当然。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公司董事长、车间主任、安全员，

包括你们支塘镇党委政府都要做出检讨，受到处理，那镇工会怎么就没有要求做

出检讨处理呢？ 

支塘园区管委会：这个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所以你这个问题，要不你就直接

问工会，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给你答复，这个电话是没错的。 

ＣＬＢ：就是 52552408，是吧？ 

支塘园区管委会：对的。 

ＣＬＢ：那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关于你们这儿政府这边啊，就是你们政府这边，

2019年 12月，就是事故发生以后一个半月差不多，你们支塘镇就调整了安全生

产委员会的这个组成人员，但是这个里面却没有工会的人，为什么没有工会呢？ 

支塘园区管委会：我不太清楚。 

ＣＬＢ：就是按《安全生产法》的规定，工会是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的。但是在你

们这儿，安全生产委员会组成成员里面却没有工会的人，而且是发生这么大的事

故之以后，这个好像是不是有点不太正常啊？我就觉得有点奇怪，所以就想问一

下。这个电话是镇政府的电话是吗？ 

支塘园区管委会：不是的，这个电话是园区管委会的。 

ＣＬＢ：园区管委会应该就是支塘镇政府吧？刚才那个电话录音是…… 

支塘园区管委会：并不是，镇政府……园区管委会是外设出来的。 

ＣＬＢ：哦。那你们园区管委会跟负责安全生产的，是哪一个部门吗？ 

支塘园区管委会：不是同一个部门，不是同一个部门。 

ＣＬＢ：那是哪一个部门啊，你能把那个电话给我可以吗？ 

支塘园区管委会：好，我来给你啊，我给你找一下。 

（等候） 
支塘园区管委会：喂，您好，你记一下这个电话吧。 

ＣＬＢ：好的，我记一下。 

支塘园区管委会：5251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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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52511409，这是镇政府的哪个部门啊？ 

支塘园区管委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就是安监办。 

ＣＬＢ：镇政府的安监局是吧，哦，安监办，好的。那我找哪一位呢？ 

支塘园区管委会：周。 

ＣＬＢ：周，是负责人吗，是主任？ 

支塘园区管委会：对的，对，主任。 

ＣＬＢ：好的，那谢谢你了啊，不好意思打扰你。 

支塘园区管委会：嗯嗯好，没事。 

ＣＬＢ：好，再见。 

支塘园区管委会：再见。 

 

 

尝试致电：支塘镇人民政府安监办，无人接听 
 [语音答录：欢迎致电支塘镇人民政府，我们将真诚为您服务，请等候接听] 
 

 

第五通电话 常熟市总工会 劳动经济工作部 

[语音：常熟市总工会，请在音乐声中等待接听] 
常熟市总工会：喂。 

ＣＬＢ：喂，请问是工会劳动经济工作部吗？ 

常熟市总工会：对对对，您是哪位啊？ 

ＣＬＢ：您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常熟市总工会：您好。 

ＣＬＢ：刚才打过电话来啊，就是…… 

常熟市总工会：哦，我知道知道，我的同事跟我讲了，我刚才开会，对。 

ＣＬＢ：对不起打扰啊。 

常熟市总工会：没事，你说。 

ＣＬＢ：就是关于去年凯隆铝业公司的事故，现在处理结果出来了，就说是刚才

我到支塘镇那边了解，他们说这家公司没有工会，是吧？ 

常熟市总工会：对对对，没建立工会。 

ＣＬＢ：那这家公司他们在 2011年就已经成立了，怎么会到现在还没有工会呢？ 

常熟市总工会：那个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你是什么单位，或者？ 

ＣＬＢ：我是中国劳工通讯。 

常熟市总工会：中国劳工通讯是一家媒体，是不是？ 

ＣＬＢ：对。是那个，其实是研究工会改革，劳资关系等等这些的。 

常熟市总工会：哦。 

ＣＬＢ：就是怎么…如果这家企业 11 年注册成立，现在快十年了，那如果没有

工会，咱们工会的安全生产监督这个责任怎么到位啊？ 

常熟市总工会：安全生产监督，他本来……我们工会，作为我们工会来讲，安全

生产，我们不是主管部门啊。安全生产方面的监督管理的话，是以前的安监局，

现在叫应急管理局，是他们主导的啊。我们工会，我们工会，其实工会这边只是

怎么讲，我们的说法是劳动保护，不是安全生产，就是我们不是主管单位。 

ＣＬＢ：对。那按照《安全生产法》，我也查了一下就是，安全生产法里面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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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条还有另外一条，都有工会安全生产监督职责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规定。那

如果没有企业工会，那安全生产法里面规定的职责、监督责任怎么落实呢？ 

常熟市总工会：没有工会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让那个企业的工会来监督企业的

安全生产的开展情况。原则上是这样的。 

ＣＬＢ：那从咱们市总工会劳动经济工作部的这个角度来说，咱们负责安全生产

监督。那如果没有了企业工会，那是不是就没有了根，就没有了触角，就没法做

这个监督呢？ 

常熟市总工会：对于工会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确实是这样，对对对。但是安全生

产的话，因为他有主管单位的啊，这个企业就算没有工会。他有安监局，然后那

个镇里面的安监办，他们有相关的部门和人员去监督安全生产的啊。工会，如果

企业里面有工会，那么我们企业里面的工会，他就是监督企业安全生产方方面面

的工作有没有开展，是监督这个事情。 

ＣＬＢ：对，也就是说，没有了企业工会，那其实…… 

常熟市总工会：对，如果企业没有建工会，那企业，那就不存在企业的工会去监

督企业有没有开展安全生产工作啊。这个事确实是，没有工会的话，是没有办法

从这个角度去抓的。 

ＣＬＢ：明白明白。那发生事故的这家公司，我也看到处理结果里面就是说，董

事长、车间主任、安全员都被追究刑事责任，而且支塘镇的党委和政府都被要求

做出检讨。 

常熟市总工会：对对对。 

ＣＬＢ：那咱们支塘镇的工会有没有也被要求做出检讨呢？ 

常熟市总工会：没有，那没有，那没有。 

ＣＬＢ：那作为基层工会，应该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企业没工会，这应该是一个

工作没到家。然后又没有监督凯隆铝业公司的这个安全生产，也是工作没到家。

那既然政府党委都可以要做出检讨了，怎么工会就不需要做出检讨呢？ 

常熟市总工会：因为，诶，你可能对工会在这个企业安全生产方面起的作用，你

可能不是，就是会不会有一点误解啊？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执法单位啊。 

ＣＬＢ：没有说工会……哦，我没有把工会理解成执法单位。我是说《安全生产

法》里面规定的，工会是监督，安全生产监督的职责。那监督的话，你有政府的

行政啦，来落实法律来执法。那有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要落实。那工会是作为代

表工人，代表职工，对这些进行监督的。那如果要是没有了监督的话，那万一企

业要是……像这种企业他们往往做不到。那工会的监督作用，那如果没有做到监

督，是不是也应该做出检讨呢？ 

常熟市总工会：你其实这个，应该从这方面来讲，如果这个企业如果有工会，如

果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咱们工会的监督责任没有尽到的话，那可能工会是有责任的。

但是他的前提是，这个企业并没有工会组织。你认为是不是啊？ 

ＣＬＢ：是是。那咱们镇工会，比如说这个支塘镇工会，是不是在组建工会上没

做到家呢？就是导致了工会不到位，就没法做出监督。那这个工会……我还是讲，

咱们镇工会的人是不是应该最好做一个检讨啊？ 

常熟市总工会：这个，你稍等。 

（与同事耳语） 
常熟市总工会：那个，因为那个在处理，问，你说的是问责是不是啊？ 

ＣＬＢ：对，所有人都应该问责。咱们工会改革，去四化，增三性。特别是习近

平在 2018 年的时候，这已经两年多前了，特别讲话说“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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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 

常熟市总工会：对对对。 

ＣＬＢ：那这个，咱们支塘镇这边的工会，从 2011年注册的企业，但是到现在，

出这么大的事儿了却还没有工会…… 

常熟市总工会：其实你要说如果工会，镇工会他有什么责任的话，他其实，应该

来讲，可能在组建工会的时候他没有……这家企业没有组建工会。但是这个组建

工会呢，怎么讲呢，基层上面组建工会的话，如果企业他自己不愿意或者怎样，

那我们也不能强安一个工会上去。我们只能是动员，发动动员，就这样。你说要

强制他建工会的话，你像如果企业不愿意，我们不能安上去啊，你说呢？ 

ＣＬＢ：对，当然了。工会是职工自愿的组织，不是强迫的。 

常熟市总工会：对对对。 

ＣＬＢ：那另外一个就说是，还有地方党委政府啊，就是有五名公职人员在履职

方面有问题，然后要移交苏州市纪检监委处理。那我想这五个人当中应该也没有

咱们工会的负责人？ 

常熟市总工会：没有的，没有的。你说实话，这个东西，其实我不是太清楚他们

去追责是按照什么的标准啊。像以前比方说，我们盐城响水，还有那个昆山这种

特别大的安全生产事故啊，那后来出来的这些事故调查报告里面，工会也没有被

追责。 

ＣＬＢ：对。那个没有被追责是以前的事啊。但是我现在在谈的是工会改革对吧，

是要往前走，怎么样让工会更好地履责。 

常熟市总工会：嗯。 

ＣＬＢ：还有另外一个啊，比如这里说到，我看他们支塘镇一些新的做法，就是

事故发生大概一个多月以后，去年 12 月份，支塘镇就调整了安全生产委员会的

这个组成成员，但是这个成员里面也没有工会的人。就是说…… 

常熟市总工会：这个追不追责工会，其实你问我们工会，他们为什么没有追责我

们，我们也不知道啊。 

ＣＬＢ：不，我就是说在他们支塘镇政府为了吸取事故教训，就调整了安全生产

委员会成员，组成人员，但是这个组成人员里面也没有咱们工会的负责人啊。如

果工会都不在这个安全生产委员会里面，那工会就算想发挥作用也恐怕没有渠道

吧？ 

常熟市总工会：这个东西吧，你说实话，我们工会呢，本来在安全生产……比如

说事故调查的话，我们也只是相当于是协助之类的，具体他们执法的话，我们也

只是提供建议。 

ＣＬＢ：对，这是以前的事情。但是现在呢，动不动就问责，对吧？ 

常熟市总工会：对对对。 

ＣＬＢ：恐怕…这个…我这么说啊，不是说诅咒大家啦，就是说早晚工会的问责

也会发生吧？ 

常熟市总工会：这个你问我……因为问责的话，不是我们工会来问责工会。你问

我为什么工会不问责，我也不清楚，因为再大的事故也没有见问责工会。 

ＣＬＢ：对，所以说，除非就是咱们国家像西方国家一样，就是工人可以组建一

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十个八个工会都可以，你愿意加入哪个就加入哪个。那《安

全生产法》里面说的工会的监督职责你就不能问责，你问责哪个工会啊？是吧。

但是咱们国家是一个工会，那安全生产法里面既然规定了，工会有安全生产的这

个监督的职责，这作为一个专项的职责，那工会只此一家。那我想，事故在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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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发生，然后企业管理、政府官员、党委的负责人都一个个地现在开始问责了。

那我就想，顺着这个逻辑下去的话，那早晚咱们工会恐怕，比如说像你们劳动经

济工作部，有的地方叫经济技术部，是负责安全生产的，那别到时候被动地被人

家问责了。到时候像咱们常熟市工会的人，突然有一天因为一个事故要问责你，

要你写检讨，甚至要承担刑事责任。到时候被动地被问责，恐怕就不太好了。我

就是说，咱们从市工会劳动经济工作部的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可以先主动地往

前多走一步呢？比如说，就这个事故，是不是向上级工会或者是同级工会就提出

这个问题呢？咱们工会是不是也应该在这边有这个问责的成分开始启动呢？ 

常熟市总工会：你说的这个的话，目前来讲是没有。 

ＣＬＢ：对，就是从咱们常熟市总工会劳动经济工作部的角度，是不是可以提议

呢。现在不是政法口在“刀刃向内，刮骨疗毒”嘛，这个好像形势是越来越紧，

问责是越来越……走得越来越远。恐怕是，咱们工会的问责，我觉得哈，恐怕早

晚也是跑不了的。 

常熟市总工会：嗯，有可能，你这么一讲，也是有可能吧。 

ＣＬＢ：对。咱们常熟市工会，像这一级的工会，与其等着让上级，别人来问责，

倒不如主动来提出来工会自己内部的问责，启动这个事儿，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啊？ 

常熟市总工会：目前……怎么讲呢，我们因为，就像你讲的。你说他那个企业没

有建立工会。你是说我们在他的安全生产方面，我们工会有没有，是不是不作为，

或者作为不够。这个因为他没有组织，没有抓手在那边，你说是不是？ 

ＣＬＢ：对，那这个是不是可以问责咱们常熟市总工会的组织基层工作部呢？ 

常熟市总工会：这个问责的话，好像……这个有点严重了，我觉得。因为我刚才

给你讲过了，你建立工会也要企业愿意，你说是不是。如果说我们有什么做的不

到位的地方，就是这个企业他没有建立工会。如果他建了工会，工会没有监督到

位，那确实是工会有责任。那他没建立工会的话，我们可能没做到位的就是没有

及时动员他们建立工会。 

ＣＬＢ：对，我想像支塘镇党委政府他们被要求做检讨的时候，也包括之前江西

那边丰城发电厂那个（事故），有 28个人，包括政府官员，包括北京的，一些部

门的政府负责人，都被刑事问责了。那我想他们在被问责的时候，也有各种理由

啦，就是我们做不到啦什么之类……就像您刚刚说的，咱们工会也不能强迫人家

企业建立工会啊。那像这种情况，到时候真的是问责问到你头上了，恐怕这种说

法也会变得比较苍白，恐怕也不会被买账吧？ 

常熟市总工会：这个方面，可能确实是，你现在突然问我的话，我确实是，好像

也没有……你要问我，我确实是，也没有特别在这个方面关注过啊。 

ＣＬＢ：对，就是讨论一下。这个消息就引发了我想到这些事情。咱们这儿就说

到时候问责的时候，咱们说问责组织基层部，你说你不能强迫组建工会，对。但

是你有没有向上级工会提出来？这个是个困难。 

常熟市总工会：这个像我们，每年比方说工会的组建率或者怎样，我们都是层层

上报，上面都是掌握的。 

ＣＬＢ：对，那像这种基层工会组建过程当中的这种困难，那有没有向上级工会

提出这个困难，而且拿出一些解决这个组建困难的方案呢？你不能只说困难不拿

方案，对吧？那你有没有拿出方案，你有没有主动性呢？工会改革去四化、增三

性等等这些。到时候真的是追究起来，你工会改革、基层工会、地方工会没有改

革的动力，没有改革的主动性，到时候可是有嘴难辨啊。 

常熟市总工会：嗯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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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我就是想起来这个。那另一个角度来说，不问责工会，当然咱们可以躲

过这个灾了。但是，不问责工会，那是不是也从另一角度上反映出来对工会的不

重视啊？就是在安全生产方面工会的作用不被重视啊？ 

常熟市总工会：你是说工会吗？ 

ＣＬＢ：对，就是工会不被重视，在安全生产上。 

常熟市总工会：这个，主要，我跟你讲，像我们参加事故调查的话，他一般……

你看，他组成单位，比方说，安监局，纪委，检察院，啊，纪委，然后检察院，

然后公安，他们都是执法部门。那我们工会在里面是唯一一个没有执法权的部门。

相对而言，某种层面上讲，可能稍微……力量上稍微差一点，跟他们比，确实是

有这种情况。 

ＣＬＢ：对，那工会作为一个不是执法的这么一个机构，这个我们都知道啊。 

常熟市总工会：对对对。 

ＣＬＢ：肯定工会也不能执法，如果把执法权给了工会，那不天下都乱了。 

常熟市总工会：呵呵。 

ＣＬＢ：但是工会不被人重视，咱们工会是不是可以自己重视自己呢？比如说拿

出一个具体的计划来，提出来。那工会作为一个非执法机关，作为一个工人权利

的代表，那怎么样可以在安全生产上发挥工人代表的作用，而不是执法的作用？

那工人代表这个作用总是跟执法是有不同的，不能说只靠执法。所以，我其实也

是看到支塘镇这个党委啊，他们在……他们有一个决定，就是 2019 年 11月到今

年的 11 月，全年有一个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这里面呢，明确了党委政府的

领导责任，部门的监管责任，还有企业主体责任，但是却仍然……出了这么大的

事，仍然没有工会的监督责任。就是根本工会是一个…… 

常熟市总工会：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啊，你…我现在跟你打到现在，我不知道，

你现在打这个电话，你的目的是什么啊？你想知道什么？我现在搞得有点混乱。

你打这个电话目的是干什么啊？ 

ＣＬＢ：对不起，我让你感觉混乱了。是这样…… 

常熟市总工会：我有点疑惑这个东西，你是在跟我讨论问题还是？ 

ＣＬＢ：因为咱们是基层工会啊，常熟算是一个地方工会，但是也不是上级工会

吧。那在咱们这儿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故，凯隆铝业造成四个人死亡，而且动静比

较大，现在这个各方面的问责都很严厉，而且有人被问责。那我就看到了在这个

处理当中呢，工会没有被问责。但不等于今天工会不问责，未来工会不会被问责，

对吧？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咱们工会是不是会有这个担忧，就是以后被问责？ 

常熟市总工会：这个担不担忧的话，这个东西，我跟你讲。这个问不问责的，我

们工会……对我们工会来讲，首先，第一步我们要发动企业，特别是像这种民营

企业，他们可能不是太积极建立工会。那我们肯定第一步要组建工会啦，这是我

们有这个重要的任务嘛。然后在有了工会的基础上，我们发挥好我们工会对安全

生产的监督作用，这个是我们建立工会以后第二步要做的。那你说担忧不担忧什

么的，这个不是我们……我觉得不是我们要考虑的事情。我们要做好工会的本职

工作，就是第一个是组建工会，第二个是，有了工会以后以工会为抓手，做好工

会应该做的方方面面的事情，这个是我们要做的。要是我们一直担心被问责的话，

其实很多事情就束手束脚了，我们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嘛，对不对。你问我担

不担心问责，这个东西我觉得不是我们要考虑的第一个事，最重要的事情。 

ＣＬＢ：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没有工会的企业设法做好安全生产监督，那是

不是也是工会的本职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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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市总工会：这个，在没有工会的企业做好安全监督的话，这个我们工会就没

有抓手了。我也不是推脱责任，我们工会没有抓手的话，在我们工会层面来讲是

做不下去的。但是他们有党政、安全部门，去做这个安全生产方面的事情。 

ＣＬＢ：那这个抓手，企业工会的抓手，这个也应该是工会的职责吧？ 

常熟市总工会：对，你要有了工会我们才能抓，对不对。有企业工会我们才能抓。

我们第一个就是要建工会，对不对？ 

ＣＬＢ：所以我现在说，咱们常熟市总工会劳动经济工作部，可不可以比如说向

支塘镇镇政府提出一个建议来，就是他们现在镇的安全生产委员会组成成员没有

工会，那个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没有工会，然后未来这一年的安全生

产专项整治行动里面也没有工会，所以是不是向他们提议应该要包含工会？ 

常熟市总工会：你说支塘镇的安全生产委员会里面没有工会，你是从哪里看到这

个消息的？ 

ＣＬＢ：我是在他们镇的那个网站上看到的。 

常熟市总工会：哦，那我去看一下。因为我们乡镇的网站我也看得不是太多，我

也没注意。但是我们市里面的安全生产委员会里面是有我们总工会的。 

ＣＬＢ：对，其实我这么说也不是完全准确的。因为他们镇工会的主席叫屠文英，

他同时又是人大副主任，又是镇党委委员，那么这个屠文英的名字呢是挂在安全

生产委员会里面的，但是是以人大副主任的身份而不是以工会主席的身份，所以

准确来讲应该是这样的。 

常熟市总工会：哦，这个镇党委的决定也不会经过我们市总工会的意见。 

ＣＬＢ：对，我是说啊，咱们市总工会是不是可以向镇这边提出一个建议，最少

在形式上要把工会主席的名字挂在上面吧，不能连形式都不管。 

常熟市总工会：对对对，这个你讲得有道理，对对对。 

ＣＬＢ：如果没有了形式，也就没有了内容。所以我就想也算是一个建议，就是

咱们常熟市工会劳动…… 

常熟市总工会：好，到时候我来打电话过去，先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可以的话，

你这个建议我觉得也蛮好的。 

ＣＬＢ：如果把工会在形式上挂上去以后，那可能展开工作也有了一个由头。其

实你不要误会啊，我不是打电话来为难谁的。 

常熟市总工会：我搞的一头雾水。我以为你来咨询我们事故的处理结果。 

ＣＬＢ：因为我们关注工会改革，劳动关系，安全生产当中的工会的作用。 

常熟市总工会：可能你站的层面比较高。像我们比较基层的工会，我们自己其实

手头的工作都忙得不得了。你可能站位比较高，看得比较全面。我们说实话，你

跟我讲，问的这些问题，我很多都没有这样考虑过，所以你问出来有些东西我也

回答不出来。 

ＣＬＢ：希望没有问太多外行的问题。 

常熟市总工会：没有没有，你问的我变成外行了。 

ＣＬＢ：希望我也没有站着说话不腰疼。远在千里之外在这儿发问，希望没有让

你感觉不好啊。如果有的话，不好意思啊。 

常熟市总工会：没事没事。讨论讨论，大家讨论讨论，你这个也是让我长了不少

见识啊，考虑问题的方向也跟以前不一样了。 

ＣＬＢ：那希望是，交流交流。请问您是咱们劳动经济工作部的负责人、部长是

吗？ 

常熟市总工会：不是，我们有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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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那您是姓张，小张？ 

常熟市总工会：对对对。 

ＣＬＢ：行，好的，那小张，谢谢你了啊，不好意思打扰你这么多时间。 

常熟市总工会：客气客气。你问了这么多问题，我汗都下来了。 

ＣＬＢ：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对不起。 

常熟市总工会：没事没事。 

ＣＬＢ：那再见啊。 

常熟市总工会：好好，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