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 5月 14 日下午，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大崇镇一在建桥梁工
地塔吊倒塌，造成人员伤亡。 
——五通电话，致电二个工会 
 

第一通电话：四川省凉山州总工会 组织部 

凉山州总工会：喂，您好，总工会。 

ＣＬＢ：喂，请问是凉山市总工会吗？ 

凉山州总工会：嗯，对。 

ＣＬＢ：您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凉山州总工会：嗯。 

ＣＬＢ：就是有个事儿想了解一下，你们这儿前不久会东县大崇镇有一个在建桥

梁工地有塔吊发生倒塌，想问一下咱们工会有没有参与调查解决这个事啊？ 

凉山州总工会：不太清楚唉。 

ＣＬＢ：哦，工会，这事儿可是很大的一个事件。在画面上、照片上看到，塔吊

从中间就断成几截，在桥墩旁边这儿，很严重的一个事故，还说有人员伤亡，你

们工会没有参与这个事儿啊？就是调查？ 

凉山州总工会：这个不是我们部门在负责，我给你一个电话，你去问他们部门吧。 

ＣＬＢ：好的，好的。 

凉山州总工会：稍等一下啊。 

ＣＬＢ：好。 

凉山州总工会：2168113。 

ＣＬＢ：2168113，这个是什么部门呢？ 

凉山州总工会：权益保障部。 

ＣＬＢ：权益保障部？您这里是什么部门？ 

凉山州总工会：我这里是组织部。就是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的都在他们部门。 

ＣＬＢ：那咱们这边的塔吊司机，就是施工工地上的塔吊司机，他们有没有工会

啊？ 

凉山州总工会：应该是有的。 

ＣＬＢ：那这个具体来说，塔吊司机加入工会是走什么程序呢？是直接到市工会

来加入工会，还是怎么，还是专门有塔吊司机工会啊？ 

凉山州总工会：他们有一个专门的，就是司机还有农民工，有他们单独的工会。 

ＣＬＢ：那单独的工会，就是不归市总工会管的啊？ 

凉山州总工会：嗯，好像是我们州总工会在负责。 

ＣＬＢ：就是你们凉山州总工会这边负责的？ 

凉山州总工会：嗯。 

ＣＬＢ：那具体来说，你们这边凉山州有多少建筑工人，包括塔吊司机，是加入

了工会是会员的呢？ 

凉山州总工会：这个我不太清楚。这个要问基层工作部，他们在负责货车司机还

有他们入会的一些情况。 

ＣＬＢ：哦，我以为你们这儿组织部是负责基层工会组建的，不是啊？ 

凉山州总工会：不是，我们组织部是负责人事方面的。 

ＣＬＢ：是工会内部人事的？ 

凉山州总工会：嗯，对。 



ＣＬＢ：那请问您这儿有没有基层保障部，就是您刚才说基层工作部的电话？ 

凉山州总工会：基层工作部，我看一下。 

ＣＬＢ：谢谢。 

凉山州总工会：3865322。 

ＣＬＢ：3865322，是基层工作部，就是专门负责组建的是吧？ 

凉山州总工会：他就是负责工会入会这方面的。 

ＣＬＢ：哦，好的好的，那谢谢你了啊。 

凉山州总工会：嗯，不客气。 

ＣＬＢ：再见啊。 

凉山州总工会：好的，再见。 

 

 

第二通电话：四川凉山州总工会 权益保障部 

凉山州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凉山州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吗？ 

凉山州总工会：是的。 

ＣＬＢ：您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凉山州总工会：哦。 

ＣＬＢ：就是刚才组织部那边说这事儿归咱们这儿了解。就是这样的，咱们这儿

前不久在会东县大崇镇有一个桥梁工地发生塔吊倒塌的事情，想问咱们工会有没

有参与调查了解解决这个事儿啊？ 

凉山州总工会：会东县，会东县的什么地方啊？ 

ＣＬＢ：会东县的大崇镇。 

凉山州总工会：大崇镇？ 

ＣＬＢ：是一座桥梁啊，这个桥墩。在这个画面上看到，有桥墩旁边的塔吊折成

了三截，然后倒下来了，这个是很大的一座桥，所以想问咱们工会有没有参与调

查这个事故呢？ 

凉山州总工会：如果参与调查的话，伤亡……没有人员伤亡的话，可能是我们县

级工会参与。我们是分州、县、省分三级调查的。 

ＣＬＢ：哦，那这个事故在报导里面说是有人员伤亡。如果有人员伤亡，应该是

州工会参与？ 

凉山州总工会：报导，在哪里？报导我看一下。 

ＣＬＢ：是这个网易。 

凉山州总工会：网易上面有吗？我们可能从官方的上面我们都没有了解到，我看

一下啊。 

ＣＬＢ：哦，这个是 5月 14号发生的啊。 

凉山州总工会：5 月 14号，好的。 

ＣＬＢ：现在都已经快一个月了。 

凉山州总工会：应该如果说参与的话，那我们没参与，可能就是县级工会在参与

吧。 

ＣＬＢ：那如果有人员伤亡，咱们州工会也不会参与调查吗？ 

凉山州总工会：不是，我们是有三个人以上（伤亡）吧，才归我们来参与。 

ＣＬＢ：三个人以上（伤亡），哦。那具体来说，这个事故有没有造成伤亡，伤



亡的情况怎么样，咱们州工会还不了解？ 

凉山州总工会：这些……因为我们调查事故是由应急局嘛，应急局安排，需要我

们参与的，我们就过去嘛。因为从我们现在收到的文件啊或者什么的，我们对这

个事故还不很了解，不好意思啊。 

ＣＬＢ：没关系。那咱们县工会应该是有参与吧？ 

凉山州总工会：这我不知道，可能你要问一下他们啊。 

ＣＬＢ：那请问您这儿有没有咱们县工会的电话呢？ 

凉山州总工会：县工会的电话？有的，你稍等一下啊。 

ＣＬＢ：好的，谢谢。 

凉山州总工会：不客气。 

（等候） 
凉山州总工会：5622489。 

ＣＬＢ：5622489，这是咱们县工会，会东县工会，是吧？ 

凉山州总工会：哎呀，不好意思，会东是 5420390。 

ＣＬＢ：5420390。这个是县工会的哪个部门啊？ 

凉山州总工会：办公室。 

ＣＬＢ：办公室，他们有没有专门负责安全生产的啊？像你们权益保障部这边？ 

凉山州总工会：你问他们就行了，应该有的。 

ＣＬＢ：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这边凉山州这的工会有没有经常性地参与

对本地的建筑工人塔吊司机进行安全生产培训啊？ 

凉山州总工会：安全教育培训我们是有开展，但是就说不是针对某一行业的。我

们是首先，安全责任是企业是主责，我们工会只是，就是说宣传政策或者是这样

啊。 

ＣＬＢ：那你们这边有没有州塔吊司机工会呢？ 

凉山州总工会：这我还不知道，我不清楚。八大群体在建会，但是我们建会是另

外一个部门。 

ＣＬＢ：那咱们这儿有没有塔吊司机专门（工会）……就是他们怎么加入工会啊，

是个人加入到咱们州总工会呢，还是有其他专门的工会他们可以加入呢？ 

凉山州总工会：不是不是，我们这儿是属地管理嘛，他们应该是参与可能区域性、

行业性的，不是加到我们州工会。我们州总工会是行政主管部门嘛，他们不是单

独的，我们只有机关工会嘛，但是我们管辖下面的很多工会。可能……我都不知

道你是什么样一个组织，你如果对工会了解，怎么可能还问我这个事情呢？ 

ＣＬＢ：对，我只是就是说，因为有这个事故，想了解一下咱们这儿…… 

凉山州总工会：不好意思，组织建设在另外一个部门，不好意思啊。 

ＣＬＢ：那咱们这个部门怎么参与《安全生产法》第七条规定的“工会依法对安

全生产进行监督”，这个归咱们这个部门管吧？ 

凉山州总工会：不是，我都不知道你这是一个什么组织，我不想，我也……就是

说，会不会……算了，我不说了。 

ＣＬＢ：这不是发生了这个事故嘛，就想来了解一下咱们工会…… 

凉山州总工会：但是我都跟你说了，这个事故我都不知道确实发没发生。只是你

在说，我从我们官方的渠道我是没收到的。所以说，你在说，我就不知道它的真

实性什么的嘛。我是想，如果有这个事故，你问一下我们会东县的工会，他具

体……如果知道，他会跟你说，是吧？ 

ＣＬＢ：哦，那也行。那咱们州工会对于落实《安全生产法》第七条的规定，就



是工会依法对安全生产进行监督，这个州工会怎么落实啊？咱们权益保障部这边

这可是咱们的工作。 

凉山州总工会：不好意思啊，如果你要采访我的话，我也不知道你是个什么组织，

你联系一下我们宣传部啊，宣传部门如果他们说这可以，我可以接受你的采访，

那我就再回答你的问题，可以吗？ 

ＣＬＢ：当然当然。你们这儿具体负责安全生产的部门不能回答外界的询问啊？ 

凉山州总工会：不是不是，你别给我扣这个帽子，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个什么组织。 

ＣＬＢ：我是中国劳工通讯。 

——电话被挂断—— 
 

 

第三通电话：四川凉山州会东县总工会 办公室 

会东县总工会：喂，您好，工会。 

ＣＬＢ：喂，请问是会东县工会吗？ 

会东县总工会：对。 

ＣＬＢ：您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会东县总工会：嗯。 

ＣＬＢ：想了解一下咱们这儿前不久 5 月 14 号，咱们这儿大崇镇有一个桥梁工

地塔吊发生倒塌事故，而且说是有人员伤亡，咱们工会有没有参与这个事故调查

啊？ 

会东县总工会：事故调查吗？ 

ＣＬＢ：对。 

会东县总工会：你那边是哪个地方？ 

ＣＬＢ：我是中国劳工通讯，我姓韩。 

会东县总工会：劳工通讯是吗？ 

ＣＬＢ：对。 

会东县总工会：他这个，这边我们是由那个安监局在负责，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

领导，他是这边的成员。他一般，就是这种事故调查的话，我们这边领导都要参

与的。 

ＣＬＢ：哦，所以咱们县工会具体负责的领导有参与这个事故的调查？ 

会东县总工会：这个事故具体我不太清楚，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办公室有四个人，

可能是其他人接到电话或者是通知吧。 

ＣＬＢ：哦。 

会东县总工会：具体的问一下经办人员可以吗？ 

ＣＬＢ：那咱们具体是哪个部门负责啊？ 

会东县总工会：就是你说的这个，安全生产这一块吗？ 

ＣＬＢ：对对对。 

会东县总工会：安全生产现在是我们的权益保障部。 

ＣＬＢ：权益保障部，您这儿有他们的电话吗？ 

会东县总工会：有。 

ＣＬＢ：我到那边去问问吧？ 

会东县总工会：行，542……唉？我想一下啊，5429219。 

ＣＬＢ：5429219。 



会东县总工会：对，他们现在这边…… 

ＣＬＢ：就是这个事故，咱们这边有听说过这个事儿是吧？ 

会东县总工会：一般这些事故他们都要发文，就是说有调查或者是什么的，他们

那边也会通知我们这边成员单位参与。 

ＣＬＢ：那行，好的，那我到那边再去问一下啊。 

会东县总工会：可以。 

ＣＬＢ：那谢谢你了啊。 

会东县总工会：没有没有，没事。 

ＣＬＢ：再见。 

会东县总工会：再见。 

 

 

第四通电话：四川凉山州会东县总工会 权益保障部 

会东县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县工会权益保障部吧？ 

会东县总工会：喂喂，您好。 

ＣＬＢ：请问这是权益保障部吗？ 

会东县总工会：您好，是的是的，会东县总工会权益保障部。 

ＣＬＢ：您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会东县总工会：哦。 

ＣＬＢ：就是关于咱们这儿 5 月 14 号，这边大崇镇这边有个桥梁工地发生塔吊

倒塌事故，说有人伤亡，咱们工会有没有参与这个调查啊？ 

会东县总工会：参与调查……哦，负责这个我们安全生产的那个同志啊，他今天

下乡去了，下乡去联系贫困村去了。这个具体他在负责，我是做财务的。 

ＣＬＢ：哦，那这个事故调查已经结束了吗？ 

会东县总工会：这个我不清楚，我不太清楚啊这个。 

ＣＬＢ：那咱们这儿施工是由什么单位施工的啊，是个什么工程啊？看起来画面

上很大的，很高的桥墩，好像是不是国道的这种桥梁施工啊？ 

会东县总工会：这个我真的不太清楚啊，你这些问题我都回答不了。因为我是负

责财务这一块的，其他的我都不太了解。 

ＣＬＢ：我以为这个是权益保障部？ 

会东县总工会：这个是我们的座机，没错没错，我跟他是一个办公室的，是这样

的。他今天没在，就是负责安全生产这块工作的这个同志他下乡去了，他没在办

公室。 

ＣＬＢ：哦，他明天会回来吗？ 

会东县总工会：明天？明天，他在。 

ＣＬＢ：哦，那请问他贵姓啊？我明天再打电话来。 

会东县总工会：免贵，姓毛。 

ＣＬＢ：毛主席的毛，是吧？ 

会东县总工会：毛，对。 

ＣＬＢ：那请问他是男同志女同志啊？ 

会东县总工会：男同志，男同志。 

ＣＬＢ：好的，是咱们权益保障部部长吗？ 



会东县总工会：他也不是部长吧，我们这里只有这么几个工作人员，他是这里的

工作人员。 

ＣＬＢ：好的，好的，那我明天上午打电话来，找这个姓毛的同志吧。 

会东县总工会：好的，好的，可以啊。 

ＣＬＢ：好的，谢谢啊，再见。 

会东县总工会：再见。 

 

 

第五通电话：凉山州总工会 基层工作部 

凉山州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州工会基层工作部吗？ 

凉山州总工会：对，是的。 

ＣＬＢ：您好，我姓韩，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凉山州总工会：嗯。 

ＣＬＢ：就是想了解一下咱们这儿，会东县大崇镇 5 月 14 号有一个桥梁工地发

生塔吊倒塌事故…… 

凉山州总工会：对不起，不好意思，等一下啊，这个不归我们这儿管。 

ＣＬＢ：对，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些塔吊司机有没有工会啊？ 

凉山州总工会：我不清楚啊，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去处理，所以我不知道。 

ＣＬＢ：哦，咱们基层工作部不是负责工会组建的吗？ 

凉山州总工会：负责组建，但是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他有没有入会，我确实不清

楚，我也不知道是哪儿发生的事故。 

ＣＬＢ：那就是咱们这边凉山州的塔吊司机，有没有一个专门的塔吊司机工会啊？

就是咱们基层工作部有没有组建这么一个工会啊？ 

凉山州总工会：我们这儿没有组建。是这样吧哈，因为今年呢，我刚刚才来这个

部门，所以我不是很清楚这个工会组建的事情。而且我也不负责（工会组建）。

我们这个部门负责很多事情，关于组建工会这个事情我也没有负责，所以不好意

思我不是很清楚啊。 

ＣＬＢ：那请问是哪一位同志负责工会组建啊？ 

凉山州总工会：他们这个，今天……这个星期都在那个……我们不是今年要脱贫

吗？所以他们都在我们那个帮扶村去了。我们其他同事只留了我一个人在这个办

公室，其他的人都去那个帮扶村去帮扶去了，所以的话，他现在不在，这个星期

都不在。 

ＣＬＢ：哦，你们工会的工作人员都去扶贫去了？ 

凉山州总工会：不是，我们这个部门，是我们这个部门。他们有其他两个同事都

去了。还剩下我一个。但是呢，今年我是刚刚到这个部门来了，所以我不是很清

楚这个事情，而且我不负责这个事情。不好意思。 

ＣＬＢ：哦，那没关系。那咱们这儿建筑工人，像塔吊司机加入工会组建什么的，

这些工作不是咱们工会的主要工作嘛。怎么去扶贫去了呢？ 

凉山州总工会：这个我不知道。 

ＣＬＢ：所以工会是有任务还是什么，扶贫的任务？ 

凉山州总工会：是，我们每个单位都有。 

ＣＬＢ：哎呀，这个工会的主要任务不是做组建工会，然后安全生产监督，这些



是工会的事儿嘛？怎么放下这些事不做，去做扶贫去了呢？ 

凉山州总工会：没有放下啊，没有放下。我们都在做啊，所有的工作都在正常开

展啊。就是扶贫我们也在扶啊。是这样啊。 

ＣＬＢ：哦，那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啊？ 

凉山州总工会：下个星期。 

ＣＬＢ：下个星期，哎呀，那这一个多星期，那这个星期的工会组建工作谁做啊？

就是说基层…… 

凉山州总工会：那工会组建他不是每天都在组建啊，而且我们有很多基层的工会

啊。不是说我们每天只做一个事情，就是工会组建，也不是每天都在做这个事情

啊，对不对？ 

ＣＬＢ：那倒是。不过咱们从工会的……我一直都在各地工会听到说人手不够啊

什么，然后基层的人手不够，组建的任务就比较重。那现在的建筑工人入会这么

难，包括八大群体。那咱们工会应该没有富余的人员做好工作组建工作吧，那还

有闲的时间去做扶贫啊？ 

凉山州总工会：我们这个不是闲的时间，这个不是闲的时间，这也是我们的一项

工作。因为我们凉山州情况比较特殊嘛，今年我们凉山很多县要脱贫，是必须脱

贫。所以我们也有任务啊，每个单位都有任务啊。而且不是说，放下我们的常规

工作、放下我们的主要工作不做了，不是这个意思。是在我们开展常规工作的同

时，也在做扶贫，也有扶贫任务，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因为今年我是刚来这

个部门嘛，实际上应该按理说是，我们的所有都清楚。但是实际上，因为我在这

个部门并没有负责工会组建的相关工作，所以我不是很清楚这些事情，仅仅是我

不知道啊。 

ＣＬＢ：没关系没关系。那话说回来，扶贫不是应该是民政那边去做吗？工会做

好工会组建、维权、集体谈判、安全生产监督，把这份工作先做好。然后，那扶

贫是不是交给民政来做，会比较对口也比较恰当呢？ 

凉山州总工会：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工作不是我安排的啊。 

ＣＬＢ：那行，那不好意思打扰你啊。所以如果要了解咱们这儿工会组建的情况，

要下个星期才打电话过来？ 

凉山州总工会：下个星期吧，因为他们星期天才能回来。 

ＣＬＢ：好的好的，谢谢你啊。再见。 

凉山州总工会：没事。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