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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通电话 贵州省黔西南州安龙县总工会 办公室小黄 

安龙县总工会：喂，您好，工会办公室。 

ＣＬＢ：喂，是安龙县总工会是吧？ 

安龙县总工会：嗯是。 

ＣＬＢ：您好，我姓韩，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安龙县总工会：哦，您好。 

ＣＬＢ：您好，就是关于上个月咱们这儿贞丰县有煤矿发生事故造成十四人遇

难这个事儿，那么查资料查到，就是咱们安龙县在两年前，2019 年 12月份有

一个广龙煤矿瓦斯突出事故，造成十六人遇难，那想问一下那次事故咱们县总

工会有没有人被问责处分呢？ 

安龙县总工会：没有。 

ＣＬＢ：我看资料说，咱们州能源局的党组成员胡永华被政务警告处分，那咱

们安龙县总工会没有人被追责啊？ 

安龙县总工会：没有，我们这些相关的工作都是等着上面的批示指示这些。 

ＣＬＢ：哦，但是为什么总工会不追责呢？ 

安龙县总工会：这要看上级的指示啊，上级的批示指示。 

ＣＬＢ：哦，上级决定不追工会的责任，所以就不追了？ 

安龙县总工会：具体的情况我也…因为我刚来，我也不太清楚。然后相关的这

些工作都是等着上级的批示指示的。 

ＣＬＢ：那您知不知道《安全生产法》第七条规定，工会对安全生产有监督的

职责啊？ 

安龙县总工会：嗯。 

ＣＬＢ：啊？ 

安龙县总工会：嗯对。 

ＣＬＢ：对。然后《矿山安全法》第二十三条还规定，就是工会要组织职工对

矿山安全工作进行监督。那这个工会，如果发生这么大的事儿，像广龙煤矿两

年前这个事儿——就是说，如果要是假设工会在井下的安全监督有效的话，这

种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所以说，那次事故调查还有追责，按说应该是

依法了解工会履责的情况啊，不是吗？ 

安龙县总工会：是啊，那我们也参与这项工作了啊。但是具体怎么指引，上级

怎么处理，我们都是听从安排的啊。 

ＣＬＢ：所以咱们安龙县总工会是参与了事故调查？ 

安龙县总工会：嗯对。 

ＣＬＢ：我不是说参与啊，而是，参与事故调查有没有自查？就是作为工会，

这个企业，广龙煤矿企业有没有工会？有工会的话，有没有履责？没有工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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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为什么没工会，赶快建立工会。那咱们县工会有没有从工会的角度按照

《安全生产法》的规定自查啊？ 

安龙县总工会：有进行的。 

ＣＬＢ：啊？ 

安龙县总工会：有进行这项工作的。 

ＣＬＢ：那这个广龙煤矿有没有工会呢？ 

安龙县总工会：当时，因为我刚来，然后当时有没有建立工会我不太清楚啊。 

ＣＬＢ：那现在有没有工会了呢？ 

安龙县总工会：现在有。 

ＣＬＢ：现在有工会，那您这儿有没有广龙煤矿工会的联系号码啊？ 

安龙县总工会：我这儿没有具体的联系方式。 

ＣＬＢ：啊？ 

安龙县总工会：我这儿没有联系方式。 

ＣＬＢ：那咱们县工会跟一线的企业工会去联系通过什么渠道呢？ 

安龙县总工会：都是具体的同事在负责。然后我们办公室，我这里没有他们的

联系方式。然后，我们联系他们，都是联系那个工会的主要负责人，然后再去

了解工会开展的情况。 

ＣＬＢ：所以就是联系煤矿工会的主要负责人？ 

安龙县总工会：嗯对。 

ＣＬＢ：那咱们县工会这边有没有专门负责安全生产监督这方面的呢？ 

安龙县总工会：嗯有。 

ＣＬＢ：应该是劳动和经济部吧？ 

安龙县总工会：劳动经济部，没有。因为作为县级的（工会），没有设立这么多

部门。然后主要的都是两三个部门，然后其他的职责都是分在几个同事中心

的。 

ＣＬＢ：那咱们县工会负责安全生产的负责人的电话您有吗？ 

安龙县总工会：这个是有的，然后但是，我们同事负责人这边请假了。 

ＣＬＢ：请假了？ 

安龙县总工会：对对。 

ＣＬＢ：是因为新冠？ 

安龙县总工会：产假。 

ＣＬＢ：那这个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的同事放产假，那咱们工会应该有安排替代

的同事来这个什么吧？产假一放可是不短的啊。 

安龙县总工会：嗯对，都有的。 

ＣＬＢ：所以，那有没有替代的同事我可以了解一下呢？ 

安龙县总工会：有的，但是现在都没有，都出去开展工作的，都没有在办公

室。 

ＣＬＢ：开展工作，是基层安全生产的工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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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龙县总工会：都有开展的。就是基层相关的这些安全生产啊，一些防控啊这

些工作。 

ＣＬＢ：哦，好的好的。行，不好意思打扰你啊。你这是安龙县总工会办公室

是吧？ 

安龙县总工会：嗯对。 

ＣＬＢ：办公室，请问你贵姓啊？ 

安龙县总工会：黄。 

ＣＬＢ：小黄，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 

安龙县总工会：没事。 

ＣＬＢ：好，再见。 

安龙县总工会：再见。 

 

 

第二通电话  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应急局  

清镇市应急局：喂，哪位？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清镇市应急局吗？ 

清镇市应急局：嗯，对。 

ＣＬＢ：您好，我姓韩，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清镇市应急局：有什么事啊？ 

ＣＬＢ：就是关于咱们这儿，刚刚利民煤矿发生事故造成七人死亡这个事啊，

就是矿方有瞒报。 

清镇市应急局：你等一下啊，等一下。 

ＣＬＢ：喂？ 

清镇市应急局：你说吧，你说吧。 

ＣＬＢ：说是矿方有瞒报这个情况，那咱们现在了解的情况，这家煤矿有没有

工会啊？ 

清镇市应急局：这个我们不太清楚啊。 

ＣＬＢ：咱们这个不是安监局负责——应急局不是负责事故调查吗？ 

清镇市应急局：他不是我们牵头，牵头单位是工信局。 

ＣＬＢ：工信局啊？ 

清镇市应急局：嗯。 

ＣＬＢ：哦，我在咱们网站上看到说，应急局是依法行使全市安全生产综合监

督职权的啊？ 

清镇市应急局：对对对，这个是。 

ＣＬＢ：对，那像工会在煤矿安全当中，比如说井下一线采煤现场怎么样履

责，那像这种事故的调查工会有没有履责这种，是不是也应该调查呢？ 

清镇市应急局：这个调查的话，我们现在还……调查要调查，但是我们现在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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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楚情况。他们还在调查阶段，还没调查完。 

ＣＬＢ：哦，那现在知不知道这家煤矿，就是利民煤矿有没有工会呢？ 

清镇市应急局：这个我不太清楚啊，应该是有吧，我觉得啊。 

ＣＬＢ：应该是有啊？ 

清镇市应急局：我不太清楚这个情况，你要问这个工会是吧？ 

ＣＬＢ：那咱们从３月２号出事展开调查，然后咱们应急局有没有跟清镇市总

工会协调，就是请工会去了解这个煤矿工会的情况呢？ 

清镇市应急局：啊你稍等下啊。 

ＣＬＢ：喂？ 

清镇市应急局：哎你说的这个跟工会，怎么会扯到上面去了呢？ 

ＣＬＢ：就是这个煤矿安全生产监督，不是工会应该履行职责吗？ 

清镇市应急局：我再问一下，你们是哪里啊？ 

ＣＬＢ：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我姓韩。我们是专门观察监督工会改革的情况

的，所以就是说，《安全生产法》第七条规定了工会要依法对安全生产进行监

督，而《矿山安全法》第二十三条也规定，工会组织职工对矿山安全工作进行

监督。所以就了解一下，像这个利民煤矿不止是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故死了这么

多人，而且矿方瞒报，那工会有没有有所作为呢，有没有依法监督呢？ 

清镇市应急局：这个的话，关键现在调查还没有结束，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们还

不太清楚呢。 

ＣＬＢ：所以调查，主持调查的，您说是工信局是吗？ 

清镇市应急局：嗯，牵头单位嘛。 

ＣＬＢ：是工信还是工科啊？ 

清镇市应急局：工信。 

ＣＬＢ：工信局是牵头单位，那咱们应急局是配合吗？ 

清镇市应急局：嗯，我们也相当于配合吧，就是组织这个安全这一块嘛，相当

于。 

ＣＬＢ：哦，那像工会是哪个部门，哪一级工会参与啊？ 

清镇市应急局：工会这一块的话我还不太清楚这个情况呢。要不我找个懂行的

人跟你汇报？ 

ＣＬＢ：好啊，那我是转头再打回电话来吗？ 

清镇市应急局：你隔个十分钟你再打过来吧。 

ＣＬＢ：好，好，谢谢你啊，再见。 

清镇市应急局：好，再见。 

 

 

第三通电话 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工信局 

清镇市工信局：喂，工信局，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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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请问是清镇市工信局吗？ 

清镇市工信局：啊？ 

ＣＬＢ：您是清镇市工信局，是吧？ 

清镇市工信局：嗯对，您好。 

ＣＬＢ：您好，我姓韩，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清镇市工信局：啊？ 

ＣＬＢ：我是中国劳工通讯，我姓韩。 

清镇市工信局：中国劳工通讯？ 

ＣＬＢ：对。刚才那个应急局他们说应该有些事应该问咱们工信局，就是关于

咱们清镇市利民煤矿发生事故造成七人死亡，而且矿方瞒报这个事啊，我想问

一下这家煤矿有没有工会啊？ 

清镇市工信局：这个，不好意思，我值班的啊。有没有工会还得具体问工会才

知道啊。他们属地管理，我们这边，有这回事啊，事故。但是有没有这个机

构，我们不管，我们只管义务（音同）。 

ＣＬＢ：你们是管什么？ 

清镇市工信局：义务啊，义务。 

ＣＬＢ：管什么？对不起我没有太听懂，不好意思。 

清镇市工信局：对不起哦。 

ＣＬＢ：刚才应急局说，咱们工信局是负责主持这次煤矿事故的调查工作，是

吧？ 

清镇市工信局：不是，我们不是调查，调查工作是上级调查呢，我们只是配

合。 

ＣＬＢ：你们是在咱们清镇市这个级别出面配合上级的调查？ 

清镇市工信局：对，我们没有权限来调查，调查是上级调查哈。 

ＣＬＢ：哦，那这个调查会不会调查比如说这家煤矿有没有工会，工会有没有

履职，会不会有实施安全生产监督的职责，会不会有这么一项调查内容呢？ 

清镇市工信局：这个我就不太知道了。 

ＣＬＢ：那咱们工信局可不可以向上级主持调查的…… 

清镇市工信局：我跟你讲嘛，我们现在只是听他们的，我们没有权限问他们。

像他们调查机构一样，他们出来了，现在是问我们什么，有什么，我们就答什

么。 

ＣＬＢ：所以你们，可不可以这样讲，工信局本身也是在被调查啊？ 

清镇市工信局：对。 

ＣＬＢ：那问题是，我的问题是，应急局被调查，工信局被调查。清镇市一级

的，现在是因为这家煤矿事故赶在咱们这儿，所以各级都跑不了，都要被调

查。 

清镇市工信局：对对。 

ＣＬＢ：但是我在想，假如说，咱们这么说啊，如果利民煤矿如果有工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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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工会要是按照《安全生产法》和《矿山安全法》的规定，在井下一线履责

了，那这个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就低很多，那矿方瞒报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所以

那，是不是工会也应该成为被调查的对象呢？ 

清镇市工信局：这个我真的不太清楚。我只是值班的。 

ＣＬＢ：我就是说，咱们工信局作为被调查的对象，是不是可以提出来，向上

级的调查人员提出来，就是说工会也应该履责，应该是被调查？ 

清镇市工信局：现在这一块工作，我跟你讲吧，我们现在只是被调查过程中，

所以提的要求要合理。现在目前，不能提多的，我也不能……上级咋说我们就

咋地。我们不能提其他的。 

ＣＬＢ：明白。明白。 

清镇市工信局：只是在调查过程中，问到什么东西就说什么东西。 

ＣＬＢ：明白。那这是省级的调查还是州一级啊？ 

清镇市工信局：具体的是哪一级？州一级和省一级，可能都有。但是我们具体

的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外面，领导出去了，我们只负责接待，其他的东西我们

都不太清楚啊。 

ＣＬＢ：不是州，就是是不是贵阳市这一级来负责啊？ 

清镇市工信局：肯定他们参与的有嘛。他们是上级部门，肯定有。但是你讲我

具体知道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咋回事啊。 

ＣＬＢ：明白、明白。好，那对不起打扰你啊。 

清镇市工信局：没事。 

ＣＬＢ：不过我倒是想提一个建议，就是如果在调查过程当中，其实如果要是

说工会要是能履责的话，那其他的部门，比如说你们工信局、或者应急局，你

们是政府行政部门。像安全生产是群防群控的，就是每天、每个小时、每分钟

都有可能发生事故。那你们工信局不可能有工作人员在每个工作煤矿或者是工

贸企业的现场把着看。但是工会却有啊，工会在每个单位都应该是有工会组织

的啊。所以他们应该是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的责任，您觉得呢？ 

清镇市工信局：这个我等领导来了以后，我向他反映好不好。我值班的，我不

太清楚这些事情啊，不好意思啊。 

ＣＬＢ：好，那麻烦您反映一下，我们中国劳工通讯，就是也算是提出来（这

个建议）。 

清镇市工信局：中国劳工通讯嘛。 

ＣＬＢ：对对对。也算是提一下，在事故调查过程当中，应该有工会。工会不

只是参与调查别人，而工会自己也要被调查，就是它有没有履责。 

清镇市工信局：好的好的，我向领导反映一下，我是来值班的。 

ＣＬＢ：行，好，谢谢你啊。 

清镇市工信局：没有没有，谢谢你，谢谢你的关心啊。 

ＣＬＢ：好，再见。 

清镇市工信局：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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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通电话 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总工会 

清镇市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清镇市总工会吗？ 

清镇市总工会：啊？ 

ＣＬＢ：您是清镇市总工会吗？ 

清镇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您好，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我姓韩。就是关于咱们这儿３

月２号利民煤矿发生瓦斯突出事故造成７人死亡，而且矿方有瞒报，咱们工会

是不是有参与事故调查啊？ 

清镇市总工会：对不起，我是值班的。同志，明天你再打电话过来好吗？ 

ＣＬＢ：哦现在，六点下班，现在还没下班吧？ 

清镇市总工会：现在已经下班了，五点下班。 

ＣＬＢ：啊，不是六点下班吗？ 

清镇市总工会：五点。 

ＣＬＢ：五点下班啊？ 

清镇市总工会：朝九晚五，对。 

ＣＬＢ：哦，那对不起啊。请问咱们工会有没有专门负责安全生产的部门啊？ 

清镇市总工会：有的有的。 

ＣＬＢ：电话是多少呢？ 

清镇市总工会：就这个，你就打这个吧。 

ＣＬＢ：哦，负责安全生产的同事怎么称呼啊？ 

清镇市总工会：呃，我现在是值班的。 

ＣＬＢ：你不知道啊？ 

清镇市总工会：我不知道。他们下班，我给他们看门的。 

ＣＬＢ：行，那我明天早晨九点打来电话，不好意思打扰。 

清镇市总工会：九点多吧。 

ＣＬＢ：好，再见啊。 

清镇市总工会：好，谢谢。不好意思啊，再见。 

 

 

第五通电话 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应急局 

ＣＬＢ：喂，现在好一点吗？ 

清镇市应急局：好一点，你说，请问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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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您好，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我姓韩。就是咱们这儿３月２号利民煤

矿煤与瓦斯突出事故，造成７人死亡，然后矿方还有瞒报。就想问一下，现在

事故调查会不会包含对企业工会是不是履责安全生产监督责任，就想了解一下

工会的履责情况。 

清镇市应急局：喂，您好，能听到吗？ 

ＣＬＢ：听到。 

清镇市应急局：你说的这个信息，因为我们这边，我只是一般的普通工作人

员。因为现在调查的这块，我们这边是没有权限的。如果说你需要这方面信息

的话，你往上一级部门去执行，好吧？ 

ＣＬＢ：是哪一级呢？ 

清镇市应急局：你怎么找到我们的电话呢？ 

ＣＬＢ：你们的电话是在网上公开的啊。 

清镇市应急局：那你同样的啊，你可以在我们的上一级，贵阳市你可以找得到

的啊。 

ＣＬＢ：哦，是这个意思。就是咱们作为清镇市这一级的应急局，平时的安全

生产的监督管理啊什么之类的，会不会包含工会在里面啊？ 

清镇市应急局：你说工会吗？ 

ＣＬＢ：嗯。 

清镇市应急局：工会，我们这边的话，每个单位都有一个工会的啊。 

ＣＬＢ：对，我就是说，比如说像…… 

清镇市应急局：有的啊，清镇市有一个总工会。这个情况的话，你要了解的

话，你可以打电话咨询下清镇市总工会，好吧？ 

ＣＬＢ：那咱们应急局、工信局在平时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当中，会不会跟工

会协作协调啊？ 

清镇市应急局：我跟你说了，这个事情的话，你想咨询的话，因为我不了解情

况，因为我就是一般的工作人员。然后你要想了解情况的话，你打电话咨询清

镇市总工会，可以吗？ 

ＣＬＢ：当然可以。对不起啊，我以为刚才那个同事说，一会儿十分钟打电话

会有比较了解情况的同事来跟我聊一下。 

清镇市应急局：没有，你如果想了解工会这方面的信息，麻烦请你拨打一下清

镇市总工会的，好不好？ 

ＣＬＢ：我不是了解工会的信息，我是了解咱们应急局这方面，作为政府的安

全生产监督的行政部门在…… 

清镇市应急局：这个我没有权限跟你解释。如果是可以的话，你咨询一下上级

部门，好不好？ 

ＣＬＢ：这不是什么权限，就是咱们平时在安监方面会不会把工会也拉进来一

起来做群防群控的事呢？ 

清镇市应急局：我都跟你说了，如果你要提到工会的事情，那你只有打清镇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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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工会的电话了解情况，好不好。 

ＣＬＢ：好的好的，行，那不好意思打扰你啊。 

清镇市应急局：好，再见。 

ＣＬＢ：再见。 

 

 

第六通电话 贵州省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 

贵州省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省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吗？ 

贵州省总工会：对，请问哪里？ 

ＣＬＢ：我姓韩，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贵州省总工会：中国劳工通讯？ 

ＣＬＢ：对，就是关于咱们这儿…… 

贵州省总工会：您稍等一下。 

（换人听电话） 

贵州省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您好，我姓韩，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关于咱们这儿黔西南

州 2月 25号三河顺勋煤矿发生事故死了 14个人这个事啊，咱们省总工会劳动

和经济工作部是不是有参与事故调查啊？ 

贵州省总工会：这个，您是什么杂志，刚才没太听清楚。 

ＣＬＢ：中国劳工通讯。其实就是想问一下咱们…… 

贵州省总工会：是全总下面的吗？ 

ＣＬＢ：不是全总。我们是专门针对工会改革的问责的一个非全总的机构。 

贵州省总工会：不是全总，你们是独立的是吧？ 

ＣＬＢ：对对对。 

贵州省总工会：哦，您好。 

ＣＬＢ：就是想了解一下这个三河顺勋煤矿事故调查会不会包含，比如说，那

个矿里有没有工会啊？那工会有没有履行安全生产监督职责？ 

贵州省总工会：这个我们，我确实不太清楚。这个因为我们这边有同事已经下

去了，但是具体的情况，我们没去的人不太清楚。 

ＣＬＢ：哦，就是发生这种事故，在事故调查当中，咱们工会，特别是省级的

工会，会不会安排对企业工会，或者是县工会等等的履责情况进行问责。如果

要是发现工会在监督安全生产上没有履责的话，会不会对下面工会的负责人进

行问责呢？ 

贵州省总工会：这个我确实不太清楚。因为我们是叫经济技术和劳动保护部，

然后等于相当于就是我们是两个部门合在一起的，我们每个人手上做的事情有

所分工。您问的这个确实不在我的范围内，我确实不太清楚。所以您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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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ＣＬＢ：那这一部分是哪一位呢？ 

贵州省总工会：您问这个是要采访还是写文章呢，还是什么呢？您可以说一下

您的目的吗？ 

ＣＬＢ：像我刚才跟您说的，我们中国劳工通讯是独立地监察工会改革，从

2015年开始的工会改革它的成效。这个不只是说写报告、喊口号等等的这些完

成数据，而是说，特别是在这类的案件当中，涉及到前沿的工会在一线履责的

情况。所以说，这次发生这么大的事故，咱们省总工会的劳动和经济工作部是

负责参与职工重大伤亡事故调查处理的。所以就想问一下，咱们省总工会有没

有计划对像这家煤矿，比如说三河顺勋煤矿死了 14个人，对县工会，州工会，

包括企业工会的安全生产履责情况进行问责，看看有没有到位，如果不到位的

话要承担责任，就像追责市长、副市长，县长、副县长等等一样的，就是要追

责工会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这样的（计划）？。 

贵州省总工会：你说的意思我大概明白了。但是因为我不负责这一块，所以说

确实这一块我不太清楚。您看看能不能这样，就是如果您要想问一些详细的东

西，您要么就是形成一个书面的东西，到时候我们转给负责的同事。 

ＣＬＢ：那哪一位负责这个，我可不可以直接询问一下啊？ 

贵州省总工会：然后呢，下午我们部长这边呢因为他又在开全委会，所以呢，

要么你就……我看看啊，他今天可能要开一整天。要么你就明天早上打他办公

室座机。 

ＣＬＢ：你是说魏武魏部长是吧？ 

贵州省总工会：对对，魏部长，要不你就明天早上打他办公室座机。您有他的

座机吧？ 

ＣＬＢ：我只有这个电话号码，咱们工会的电话号码其实挺难找的。魏部长电

话是多少号呢？ 

贵州省总工会：您稍等一下哈。 

ＣＬＢ：好的，谢谢。 

（稍候） 

贵州省总工会：您打那个 0851-85989069。 

ＣＬＢ：这是魏武部长的直线座机，是吧？ 

贵州省总工会：对，他办公室座机。您明天早上打电话问一下吧，他现在在开

会，可能要开一下午。 

ＣＬＢ：好的，那谢谢你了啊。再见。 

贵州省总工会：不客气。好的，再见。 

 

 

第七通电话  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总工会 办公室小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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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清镇市总工会吗？ 

清镇市总工会：嗯，您好，清镇市总工会。 

ＣＬＢ：您好，我这里是中国劳工通讯，我姓韩。有件事想问一下，就是咱们

这儿 3月 2号利民煤矿发生事故造成 7个人死亡，然后矿方有瞒报。想问一下

这个煤矿有没有工会啊？ 

清镇市总工会：哦哦，这个可能你要以官方通报的为准。我们都把所有的信息

报给我们的上级部门了，然后以上级部门还有新闻发布的——如果你是媒体的

话，信息以新闻发布的为准。因为我们的信息是不对媒体发布的。然后如果说

你们想了解信息的话，你们看官方，或者是你们去找新闻发言的部门，或者是

媒体中心。 

ＣＬＢ：我明白明白。但是在官方发布的新闻里面并没有显示这家煤矿有没有

工会。 

清镇市总工会：这个我们已经向市委市政府报过了。然后，至于他们没有显

示，就是以他们报出来的口径为准了嘛。 

ＣＬＢ：哦，那这家煤矿瞒报，他是 3月 2号发生的事故，到 3 月 5号才有调

查组初步核实了，那是不是咱们煤矿工会举报的这个瞒报呢？ 

清镇市总工会：我们不了解这个情况呢。都是人家市里面，清镇市、贵阳市、

省里面，还有中央，都有调查组下来了，以调查组他们调查的实际情况发布的

为准。 

ＣＬＢ：不，这个调查组是另外一回事啊，就是从工会改革的角度，就是去四

化、增三性…… 

清镇市总工会：工会改革是基层组织建设啊，去四化、增三性…… 

ＣＬＢ：就是这家利民煤矿有没有建立工会呢，就是工会有没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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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组织矿工在

一线进行群防群控呢？ 

清镇市总工会：这个你可以问我们里面统一的新闻发言人。我们相关的情况已

经向他们汇报过了。然后以他们通报的你就知道嘛。 

ＣＬＢ：不，我现在是说工会，在利民煤矿有没有工会啊？ 

清镇市总工会：这个我们只向我们的上级部门汇报，我们不对外。我又不是新

闻发言人，我们又不对外发布这个情况。 

ＣＬＢ：哦，没有让你做新闻发言人，只是说这个工会改革，工会是工人群众

的组织。 

清镇市总工会：我们是按照工会法，按照相关规定，我们已经按照这些规定做

好了相关的工作了。 

ＣＬＢ：按照《安全生产法》规定，工会应该是做安全生产的监督和在第一线

做监督的…… 

清镇市总工会：做过了，做过了。这个我们已经做过了，这个我们已经做到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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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那工会有没有做到监督呢？ 

清镇市总工会：已经做到了，全部都做过了。我们也把相关开展工作的情况向

市委市政府报告了。 

ＣＬＢ：所以工会是做到了，在这家利民煤矿，工会是做到了监督安全生产

的？ 

清镇市总工会：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我们是严格按照上级的安排

和上级文件的安排，所有的规章制度我们都是遵照执行的。 

ＣＬＢ：对，遵照执行，就是说有没有在这个煤矿有没有建立工会？ 

清镇市总工会：我们并不是要专门针对某一家。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只是开展

我们的工作。 

ＣＬＢ：比如说咱们清镇市工会在利民煤矿的基层工会有没有呢？ 

清镇市总工会：这个我不单独回答您。你问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不回答您啊，

这个您要找我们的新闻发言人，要找市委市政府。 

ＣＬＢ：市委市政府的新闻发言人？ 

清镇市总工会：对对对，或者你找媒体中心。因为你是媒体，你要了解相关的

信息要走正规的渠道。 

ＣＬＢ：好的好的。 

清镇市总工会：如果说你是调查组，你会出示证件来调查。如果你是新闻媒

体，你就对接宣传部。宣传部，你找宣传部对接，了解相关信息。 

ＣＬＢ：好的好的，请问你贵姓啊？ 

清镇市总工会：我姓刘。 

ＣＬＢ：小刘，您这是工会的什么部门啊？ 

清镇市总工会：就是工会的办公室。 

ＣＬＢ：工会办公室小刘。好，谢谢你啊，再见。 

清镇市总工会：嗯好。 

 

 

第八通电话 清镇市应急指挥部市长专线 小江 

清镇市市长专线：喂您好，请讲。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市应急指挥部市长专线吗？ 

清镇市市长专线：嗯，这里是，对，这里是总值班室。 

ＣＬＢ：您好，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我姓韩。刚才总工会那边的同

事说，应该打这个电话来询问，就是想问一下咱们刚刚 3月 2号发生事故的利

民煤矿有没有工会呢？ 

清镇市市长专线：工会啊，我们清镇倒是有工会的。 

ＣＬＢ：清镇市有工会？ 

清镇市市长专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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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我想知道就是说，这个发生事故的利民煤矿有没有工会呢？ 

清镇市市长专线：这个……现场指挥组因为是提级的，这个我不是太清楚啊。 

ＣＬＢ：刚才我打电话给清镇市总工会呢，清镇市总工会说煤矿有没有工会要

由市政府统一发布这个信息。我以为这个有没有工会这是工会应该知道的，这

不应该是市政府知道的，但是工会那边强调就是…… 

清镇市市长专线：您稍等一下好吗，我接一个领导电话。 

ＣＬＢ：好的，谢谢。 

（稍候） 

清镇市市长专线：您好，请讲。 

ＣＬＢ：所以我就说，是工会让我来这边问一下。那咱们这边市政府市长专线

这边知不知道利民煤矿有没有工会呢？ 

清镇市市长专线：哦您是需要做什么呢？ 

ＣＬＢ：就是我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故，按照《安全生产法》第七条规定，工会

应该是在一线进行安全生产监督的。那再有，《矿山安全法》二十三条也有规

定，工会在矿山一线井下组织职工进行群防群控的这种职能啊。所以我想问一

下利民煤矿有没有工会。 

清镇市市长专线：您稍等一下，我正好，我们领导的电话，我正好问一下。您

是劳工通讯社是吧？ 

ＣＬＢ：对对对。 

清镇市市长专线：好，您稍等一下。 

（稍候） 

清镇市市长专线：喂您好。 

ＣＬＢ：您好您好。 

清镇市市长专线：我们这边因为指挥部，你知道那个流程那边，我们都没有人

去，没有人在现场，这个我还要再问一下，可能不是太清楚。因为我们这边是

提级调查嘛，清镇市本级的很多都没有参与到里面，很多情况都没办法掌握。 

ＣＬＢ：对，我明白，我明白这一点。所以我就是打电话直接到清镇市总工

会，那有没有工会，工会应该最了解情况。但是，工会那边说，他们所有的情

况，包括有没有工会都给市政府这边发过来了，那由市委市政府这边来回答这

个问题，就是利民煤矿，这个发生事故的煤矿里面有没有工会，由市政府来回

答这个问题。 

清镇市市长专线：哦，因为我这里只是应急值班室，你知道，很多问题都不太

掌握，因为具体的很多…… 

ＣＬＢ：对，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利民煤矿有没有工会。因为这

个，虽然问题简单，但是他背后问题的重要性是很显而易见的。就是说，《安全

生产法》和《矿山安全法》都规定了，工会要在一线现场组织职工进行群防群

控。那如果，工会，第一有工会，第二，工会发挥了群防群控的作用，像这种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所以问题是比较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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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镇市市长专线：您讲的意思我明白，但是我们这边确实掌握不了。因为他是

贵阳市成立了专班在这里负责。然后现场的情况，只有几个领导在那边，我也

不太方便问。 

ＣＬＢ：哦，因为清镇市工会说让我问清镇市市委市政府，说市委市政府都知

道这个事。所以我就打来电话了，那不好意思啊。 

清镇市市长专线：只有领导知道。没有没有，不好意思啊，如果有消息了我给

您回复。 

ＣＬＢ：好的。那我可不可以，中国劳工通讯可不可以在这里给咱们清镇市提

一个建议呢？ 

清镇市市长专线：嗯您讲。 

ＣＬＢ：冒昧了啊。因为刚才提到了《安全生产法》和《矿山安全法》都规定

了工会有安全生产监督职责，对吧。所以，那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故，七个人死

亡，而且矿方有瞒报，那这种事故是不是也应该把工会到不到位作为调查的其

中一项？ 

清镇市市长专线：好的，好，谢谢。我到时候我给我们……我们领导来，到时

候我给他反馈一下情况。 

ＣＬＢ：就是利民煤矿有没有工会，这是第一，第二，如果没有工会，那是不

是应该追究谁的责任，这煤矿里面没有建工会。第二，如果要是有工会的话，

那工会有没有履责。那工会如果履责的话，那像这种，最少事故一旦发生就不

会拖三天瞒报。那更进一步，如果工会履责做现场安全生产监督的话，那这个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所以说，工会在这里面有没有做到群防群

控，有没有履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调查的内容。这是我们中国劳工通讯有这

样一个建议。 

清镇市市长专线：嗯，好的，好，谢谢您。因为那边的话，他们企业的人基本

上都被控制了，所以说很多，我们这边是无法掌握的，我们这个值班室里面。 

ＣＬＢ：对，不是说控制企业啊。所以说，清远市总工会是应该知道他们有没

有在利民煤矿建立工会，再有工会履责的情况是什么。所以，这不需要找企业

的负责人去调查了解这个事啊，直接向工会了解就行了啊。 

清镇市市长专线：好的好的，我和他们了解一下，我们也作为一个提醒。好

的，谢谢您。 

ＣＬＢ：好的，您说贵阳市牵头调查，那有没有贵阳市相关的，像咱们清远市

这一级的这种部门，像您这个电话这样的，贵阳市这一级的呢？ 

清镇市市长专线：哦，贵阳市的，贵阳市内部的电话我们不太清楚，不好意思

啊。 

ＣＬＢ：没关系，我自己去了解一下，那谢谢你了。请问您贵姓啊，还没请

教。 

清镇市市长专线：免贵，我姓江。 

ＣＬＢ：小江，好的。谢谢你啊，小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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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镇市市长专线：不谢不谢。再见。 

ＣＬＢ：再见。 

 

 

第九通电话 贵州省贵阳市工信局  

ＣＬＢ：喂，请问是贵阳市应急局吗？ 

贵阳市工信局：哦，我是工信局，你打错了。 

ＣＬＢ：工信局啊？ 

贵阳市工信局：对，你打错了。 

ＣＬＢ：没有，是这样啊，咱们这儿煤矿安全生产是归工业和信息化局管，是

吧？ 

贵阳市工信局：嗯是。 

ＣＬＢ：其实我有同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这儿清镇市利民煤矿刚发生瓦斯突出

事故 7个人死亡…… 

贵阳市工信局：请问您是哪里啊？ 

ＣＬＢ：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我姓韩。 

贵阳市工信局：中国劳工通讯？ 

ＣＬＢ：对。就是想了解一下利民煤矿有没有工会啊？ 

贵阳市工信局：哦，这个的话我们不太清楚。 

ＣＬＢ：啊？ 

贵阳市工信局：这个不太清楚。 

ＣＬＢ：那咱们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安全生产预防，那…… 

贵阳市工信局：我们对外发布消息的话，我不知道您了不了解，包括从国家、

省市，一直到省市啊，他都是有一个部门叫宣传部。应该是说，所有政府部门

的对外宣传都是统一由这个，我们这儿叫市委宣传部，来对外提供相关的回答

问题这些。 

ＣＬＢ：明白。 

贵阳市工信局：好的。 

ＣＬＢ：那像煤矿里面有没有工会都要由宣传部来说吗？ 

（稍等） 

贵阳市工信局：喂喂，您说您说，刚刚接了个电话。 

ＣＬＢ：就是像发生事故的煤矿里面有没有工会都要由市委宣传部来回答啊？ 

贵阳市工信局：哎，所有的对外信息我们都是有统一的回复口径的。 

ＣＬＢ：这个跟市委宣传部没关系，就是这个跟工会…… 

贵阳市工信局：这个怎么能没关系呢，这个我不太清楚，我们这儿只是工信局

的办公室。应该说工信局负责这个事儿，但是我们办公室不太清楚这个事儿。 

ＣＬＢ：所以那工信局是哪个部门负责具体的安全生产的监督预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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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工信局：我都已经跟您说了，您去找哪个部门先沟通一下。 

ＣＬＢ：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煤矿的企业工会对安全生产监督是最

重要的一环，所以想了解一下那里有没有工会，工会有没有履责。所以说，那

您这是办公室不知道…… 

贵阳市工信局：这一块我不太清楚，相关的信息我不太清楚。 

ＣＬＢ：那咱们工信局的哪个部门比较清楚这个煤矿企业是不是有工会监督到

位的这个问题啊？ 

贵阳市工信局：你这样吧，你这样，你打我们办公室主任电话，你问一下他，

好不好？ 

ＣＬＢ：好的，电话多少呢？ 

贵阳市工信局：7989053。 

ＣＬＢ：7989053，好的。 

贵阳市工信局：对。 

ＣＬＢ：办公室主任贵姓啊，怎么称呼啊？ 

贵阳市工信局：你直接打给他。另外一点，我建议啊，如果是您采访的话，建

议是能有一个什么证明你们身份的文件。不管是采访啊，还是说是电话沟通也

好，可以先发给我们看一下。 

ＣＬＢ：好，明白明白。 

贵阳市工信局：嗯。 

ＣＬＢ：好，谢谢你啊谢谢，好再见。 

贵阳市工信局：再见。 

 

 

第十通电话 贵阳市工信局 主任办公室  

贵阳市工信局：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工信局办公室主任的电话吗？ 

贵阳市工信局：您找我们周主任是吧，请问您是哪里啊？ 

ＣＬＢ：您好，我这里是中国劳工通讯，我姓韩。刚才是咱们工信局办公室的

同事说让我找主任来询问一下。 

贵阳市工信局：周主任他现在在开会，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ＣＬＢ：哦，是这样。其实是一个小问题啊，就是咱们这儿 3月 2号清镇市利

民煤矿发生事故，咱们工信局是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的，那想知道利民煤矿有没

有工会，就是在井下一线工会履责的情况，是不是履行了安全生产的监督职

责，工会的情况啊。 

贵阳市工信局：煤矿的这个，您可以具体和我们的煤炭管理处联系一下啊。 

ＣＬＢ：就是咱们工信局的煤炭管理处？ 

贵阳市工信局：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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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那电话多少呢？ 

贵阳市工信局：稍等。 

（稍候） 

贵阳市工信局：喂您好。 

ＣＬＢ：您好。 

贵阳市工信局：要不然您直接和清镇市联系，可能他们那边更熟悉一点情况。 

ＣＬＢ：清镇市啊，清镇市…… 

贵阳市工信局：嗯。 

ＣＬＢ：我刚才打电话到清镇市应急指挥部市长专线，他们说因为是贵阳市在

协调这个事，所以要让问贵阳市。 

贵阳市工信局：他们，因为他们应急指挥部就已经统筹了这一次的工作，然后

他们应该更清楚啊。 

ＣＬＢ：哦，其实我只是有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这家出事的煤矿，利民煤矿

有没有工会。 

贵阳市工信局：嗯，因为我们这边是办公室，您问的这个可能我们不太清楚这

个具体情况。 

ＣＬＢ：哦，那您要是给我煤炭管理处的电话，我直接问那边呢？就是说如果

他们在落实安全生产监督的时候，有没有工会的这一项。因为我刚才问清镇市

总工会，他们也说，是由政府的部门，跟工会没有什么关系。他们说，有没有

工会要问政府，所以我才打到这儿来了。 

贵阳市工信局：你打一下 87989356吧。 

ＣＬＢ：87989356，嗯，我找哪一位呢？ 

贵阳市工信局：他们有那个，汤向华，你具体和他们咨询一下吧。 

ＣＬＢ：好，谢谢你啊，再见。 

贵阳市工信局：不客气。 

 

 

第十一通电话 贵阳市工信局 煤炭管理处 

ＣＬＢ：喂，请问是煤炭管理处吗？ 

贵阳市工信局：嗯，对对对。 

ＣＬＢ：您好，我姓韩，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刚才咱们这儿工信

局办公室那边让我打电话到这边来问。就是 3月 2号清镇市利民煤矿发生事

故，想问一下这家煤矿有没有工会啊？ 

贵阳市工信局：这个我不清楚。 

ＣＬＢ：那如果…… 

贵阳市工信局：你问一下那个清镇市工信局吧。 

ＣＬＢ：清镇市工信局也说不知道，让我去问清镇市工会。那清镇市工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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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要问政府，我又问了清镇市政府，市长专线。他们说这要问贵阳市。

所以我就打了一圈打到这儿来了。咱们办公室，工信局办公室说这事儿归这个

煤炭管理处，所以我就电话打到煤炭管理处。就是说，咱们工信局煤炭管理处

这边如果负责确保安全生产监督的话，特别是一线的群防群控，那像利民煤矿

如果要是有工会的话，工会有没有履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 

贵阳市工信局：是这样，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这个问题吧。这个利民煤矿啊，

他的监管主体是清镇市，不是我们贵阳市。 

ＣＬＢ：哦，那所以，那是清镇市的什么部门呢？ 

贵阳市工信局：就清镇市工信局吧。 

ＣＬＢ：清镇市工信局。其实我不是想问工信局的监管有没有履责到位的问

题，也不是想问贵阳市工信局有没有履责到位的问题，我只是想问一下煤矿，

这个发生事故的利民煤矿有没有工会。 

贵阳市工信局：这个我不清楚，因为监管主体不是我们。 

ＣＬＢ：所以那我还要再去问回清镇市的工信局，还是清镇市的总工会呢？ 

贵阳市工信局：我建议你都问一下，好吧。 

ＣＬＢ：哦。那咱们这个，另外一个，就是事故调查现在也在进行中了，那调

查的其中的一项内容，包不包含，比如说利民煤矿有没有工会。如果有工会的

话，那工会的监督按《安全生产法》第七条的监督履责有没有到位。按《矿山

安全法》二十三条，组织职工进行民主监督有没有到位。那这是不是咱们这次

利民煤矿事故调查的其中一项内容啊？ 

贵阳市工信局：这个我不清楚。这个我们市工信局没有参与这个事故调查。 

ＣＬＢ：所以那工信局等于是，是不是可以说是被调查对象啊？而不是参与调

查？ 

贵阳市工信局：也不是这个问题，可能会被调查吧，就是还没调查到我们这里

来。 

ＣＬＢ：哦。那通常这种调查，事故调查会不会调查工会的监督履责是不是到

位，会不会这也是调查的一部分内容呢？ 

贵阳市工信局：就是我跟你说，我没有在这个事故调查组，我不清楚这些事

情。 

ＣＬＢ：明白明白。 

贵阳市工信局：知道吧，好的，谢谢您。 

ＣＬＢ：不好意思啊，麻烦您。好，再见。 

贵阳市工信局：好的，再见。 

 

 

第十二通电话 贵州省贵阳市应急局 综合协调处 

贵阳市应急局：喂，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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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贵阳市应急局吗？ 

贵阳市应急局：嗯对。 

ＣＬＢ：您好，我这里是中国劳工通讯，我姓韩。就是关于咱们这儿清镇市 3

月 2号瓦斯事故造成 7人死亡这个事儿，想问一下利民煤矿有没有工会啊？ 

贵阳市应急局：这个你问一下，我看一下，你问一下那个工信局。 

ＣＬＢ：哦，工信局啊。 

贵阳市应急局：对对，工信局在主管。 

ＣＬＢ：就是贵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贵阳市应急局：对对对。 

ＣＬＢ：我刚放下他们的电话，他们说不知道啊。说是利民煤矿是归清镇市直

接监管的，不归贵阳市工信局。 

贵阳市应急局：那你问一下清镇那边嘛。 

ＣＬＢ：但是清镇市的工信局也说他们不了解利民煤矿有没有工会啊。 

贵阳市应急局：我这边也不太清楚啊，因为他们自己主管的话他们都不清楚的

话…… 

ＣＬＢ：哦，那咱们贵阳市应急局是不是现在有参与这个事故的调查呢？ 

贵阳市应急局：没有，这个不是我们在调查。 

ＣＬＢ：那是，这咱们…… 

贵阳市应急局：是省里面调查，省里面调查。 

ＣＬＢ：哦，所以……因为我刚才打电话给这个清镇市的应急指挥部市长专

线，他们说是市里介入调查的。所以咱们市应急局连参与都没有参与啊？ 

贵阳市应急局：呃，这个你问一下我们那个综合处，就是负责事故调查的处

室，我给你个电话号码，87989146。 

ＣＬＢ：好的，谢谢。87989146，我找哪一位呢？ 

贵阳市应急局：你就打他们办公室的电话嘛，他们会给你说的。 

ＣＬＢ：这个是什么部门？ 

贵阳市应急局：综合协调处。 

ＣＬＢ：好，那谢谢你了。再见。 

贵阳市应急局：好的。再见。 

 

 

第十三通电话 贵州省贵阳市应急局 综合协调处 

贵阳市应急局：应急局。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贵阳应急局…… 

贵阳市应急局：喂？喂？ 

——电话被挂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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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通电话 贵阳市应急局 综合协调处 卢 

ＣＬＢ：喂，请问是综合协调处吗？ 

贵阳市应急局：嗯，请问你是哪里啊？ 

ＣＬＢ：您好，我这里是中国劳工通讯，我姓韩。 

贵阳市应急局：是吗，您好。 

ＣＬＢ：您好，您好。刚才办公室那边让我打电话到这儿来询问。就是咱们这

儿 3月 2号清镇市利民煤矿发生事故，想问一下利民煤矿有没有工会啊？ 

贵阳市应急局：这个我不知道，工会不在我这边管。工会不在我这边。工会我

不晓得，我们现在工会，工会应该是办公室的知道吧，问我这边我怎么会知道

呢？你应该问他，我们局的工会归哪边管，是哪边来…… 

ＣＬＢ：不是你们局的工会啊，不是咱们应急局的工会。是出事的这家利民煤

矿有没有工会啊？ 

贵阳市应急局：这个你问哪家，你问市总工会嘛。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应急局

不知道这个事。 

ＣＬＢ：这个我想了解，我为什么想问这个事呢？因为《安全生产法》还有

《矿山安全法》都规定了工会在一线的监督职能啊，所以想问一下有没有工

会。那咱们贵阳应急局综合协调处应该是有参与事故调查，所以说，想问一

下…… 

贵阳市应急局：不对，不对。我们没有参与事故调查。我们是这样，这个事故

调查的牵头是省内，国家矿山局贵州局牵头调查，我们组没有任何一个人参与

调查。不好意思啊，我们这边不知道哈。 

ＣＬＢ：哎呀，那就是咱们贵阳市没有市一级的参与调查吗？ 

贵阳市应急局：应该有。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当时是哪个机构出的人啊，

我们是矿山组和执法支队出的人，我们处没有出人去。 

ＣＬＢ：哦，那我可不可以提一个建议啊？就是这次或者是未来。 

贵阳市应急局：因为我这个处没有参与，你跟我讲我也传达不到上级，不好意

思啊。 

ＣＬＢ：啊？ 

贵阳市应急局：因为我这个处没有参与这个事，我就没有办法。我连中间抢险

啊这些我都没有参与。因为我们这个处是综合监管的，我们还有矿山组、还有

执法支队，所以我这边就没有参与。 

ＣＬＢ：那咱们对其他的安全生产事故，就是在未来的事故调查当中，可不可

以重点来调查发生事故的企业单位有没有工会，以及工会履责的情况，是不是

可以把这个作为重点？ 

贵阳市应急局：这个是这样。这个肯定是调查的。因为为什么呢，我们专门都

要求我们总工会参与这个事故调查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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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不是总工会参与调查，是把工会作为调查的对象啊。 

贵阳市应急局：我知道，我知道你讲的这个意思。首先我们工会他要代表职

工，监督这个他的监督情况的嘛，是不是。 

ＣＬＢ：对对对。 

贵阳市应急局：这个是这样的，所以工会对事故调查本身发挥规定，就是要求

他们参加。那在工会调查过程中呢，他们要一一询问这方面的问题。 

ＣＬＢ：不过我最近这段时间看咱们贵州发生的几次事故的调查报告啊，这里

面都没有对工会进行问责。有当地政府的主管部门的领导，企业的领导，政府

甚至是县长、副县长都受到处罚、警告、处分之类的，有的被判刑。但却从来

没有在调查报告里面看到有对工会履责不到位进行问责的情况啊。 

贵阳市应急局：这样吧，你说的问题啊，因为对于 3月 2号的事故呢，我这边

确实无能为力。因为我这边没有参与进去这个事故调查，我就不太知道。 

ＣＬＢ：对，我知道，不是这个事故，是说未来我们…… 

贵阳市应急局：你听我讲完。你听我讲完嘛。 

ＣＬＢ：好，对不起。 

贵阳市应急局：第一个，讲到这个事故我们无能为力。另一个呢，你的这个建

议我们肯定要采纳。你说的是对的，这是法律的规定，以后涉及到我们处参与

的事故，我们把这方面肯定要列为一个（项目）。感觉，这个建议嘛，这个建议

很好，我们会采纳，要把工会这方面了解一下，调查一下，他们具体有没有履

责，履责的情况如何，我们也做一个调查。 

ＣＬＢ：对对对，那谢谢你了，如果能采纳那就是太好了。 

贵阳市应急局：谢谢你，谢谢你跟我们提这个宝贵的意见。 

ＣＬＢ：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啊。 

贵阳市应急局：好。 

ＣＬＢ：请问您贵姓啊，怎么称呼？ 

贵阳市应急局：免贵，我姓卢。 

ＣＬＢ：卢，好的，谢谢啊。 

贵阳市应急局：好，再见。 

ＣＬＢ：再见。 

 

 

第十五通电话 贵州省总工会 经济工作部 

贵州省总工会：喂，哪里？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这是经济工作部是吧？ 

贵州省总工会：嗯对。 

ＣＬＢ：您好，请问魏武部长在吗？ 

贵州省总工会：他开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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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哦，开会呢。 

贵州省总工会：嗯。 

ＣＬＢ：这个，什么时候开完会我再打回来呢？ 

贵州省总工会：哎呀，这个不太清楚，请问你是哪里啊？ 

ＣＬＢ：我姓韩，我这里是中国劳工通讯。我昨天打过电话来的啊。 

贵州省总工会：哦。 

ＣＬＢ：就是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最近这段时间贵州这边两个煤矿事故，一

个是清镇市的利民煤矿…… 

贵州省总工会：哦，这个我记得昨天我们那个同事都给你说清楚了的嘛，这个

事。 

ＣＬＢ：没有啊，她说让我打电话，再打回来今天。 

贵州省总工会：她给了你部长的电话的嘛，我记得。 

ＣＬＢ：对对。 

贵州省总工会：你打那个电话，好吧？ 

ＣＬＢ：那是部长的直线电话？ 

贵州省总工会：嗯对，办公室的电话。 

ＣＬＢ：哦，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贵州省总工会经济部有没有参与这两起事

故的调查呢？ 

贵州省总工会：好像是已经去了，他们那个，下面两个部长，一个副部长，一

个调研员都在下面。 

ＣＬＢ：哦，那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对这两家煤矿，一个利民煤矿，一个是三河

顺勋煤矿…… 

贵州省总工会：你问我我也不太清楚。 

ＣＬＢ：很简单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对咱们下边工会履责的情况进行调查？

那如果要是企业工会或者是县市工会履责不到位的话，要问责啊。 

贵州省总工会：这个我回答不了你，我回答不了你哈。因为我们没权…… 

ＣＬＢ：那通常这种事故会不会问责工会啊？ 

贵州省总工会：这个真的，我回答不了你。 

ＣＬＢ：好，行。那我就打魏部长的直线电话。他现在在开会，应该开到什么

时候开完呢？ 

贵州省总工会：哎哟，这个领导们有什么事儿我不太清楚，能开多久我也不清

楚，好吧。 

ＣＬＢ：哎呀每次打来电话领导都在开会，这个……行，那好吧，谢谢你啊。 

贵州省总工会：没有没有。 

ＣＬＢ：好，不好意思啊。 

贵州省总工会：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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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通电话 贵州省政府办公厅 政策研究处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省应急厅综合协调处吗？ 

贵州省政府办公厅：您好，这打错了吧，这不是第一次打这个号码，这里是办

公厅，办公厅政策研究处。 

ＣＬＢ：这是 86893685，是吧？ 

贵州省政府办公厅：对，但是这个号码不是应急厅的号码，这里是省政府办公

厅。 

ＣＬＢ：哎呀，这个……那我怎么可以找到呢？应急厅的。 

贵州省政府办公厅：我们这里也没有应急厅的电话啊。我给你一个应急厅的办

公室电话吧，具体他们那个我就不清楚了。 

ＣＬＢ：好，谢谢谢谢。 

贵州省政府办公厅：您稍等。办公室座机电话 86833170。 

ＣＬＢ：86833170，好，谢谢你。您说您这是咱们市政府？ 

贵州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ＣＬＢ：省政府办公厅？ 

贵州省政府办公厅：对。 

ＣＬＢ：对不起，再麻烦您一下。我姓韩，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贵州省政府办公厅：您好。 

ＣＬＢ：您好您好。就是有一个问题或者一个建议，我不知道是不是恰当啊。

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关注煤矿近来发生的两起事故，在他们的调查当中会不会

重点调查工会履责的情况，这个咱们办公厅会不会对这事儿？ 

贵州省政府办公厅：这个我们这里就不太清楚了。 

ＣＬＢ：哦，好的好的，行。那我到那边去问一下。好，谢谢了。 

贵州省政府办公厅：好的，没有。 

ＣＬＢ：再见。 

 

 

第十七通电话 贵州省应急厅 办公室 

贵州省应急厅：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省应急厅吗？ 

贵州省应急厅：对。 

ＣＬＢ：您好，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如果我想了解一下发生事故的

煤矿工会的履责情况，那我应该是找咱们什么，综合协调处吗？还是哪儿啊？ 

贵州省应急厅：对对，综合协调处。 

ＣＬＢ：那综合协调处的电话您这儿有吗？ 

贵州省应急厅：麻烦您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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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好，您说。 

贵州省应急厅：86834302。 

ＣＬＢ：86834302。这个，咱们这儿是应急厅办公室是吗？ 

贵州省应急厅：办公室，对。 

ＣＬＢ：提个建议可以吗？ 

贵州省应急厅：您说。 

ＣＬＢ：这个网站上公布的号码是错的，是咱们省办公厅的电话。 

贵州省应急厅：哦，他们下面那个运维的电话，那个是运维的电话。 

ＣＬＢ：不是，我刚才打了，那个网站公布的综合协调处的电话，86893685，

然后那个是办公厅，省办公厅的电话。然后她说已经不是一次有人打错电话到

这儿来了。 

贵州省应急厅：哦，好的好的，我给他们反映一下这个情况。 

ＣＬＢ：建议把这个号码改了吧，好吧。 

贵州省应急厅：好的好的。 

ＣＬＢ：谢谢啊。 

贵州省应急厅：没有没有，再见。 

ＣＬＢ：再见。 

 

 

第十八通电话 贵州省应急厅 综合协调处 

ＣＬＢ：喂，请问是省应急厅综合协调处吗？ 

贵州省应急厅：嗯对。 

ＣＬＢ：您好，我这里是中国劳工通讯，我姓韩。 

贵州省应急厅：嗯。 

ＣＬＢ：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关于咱们这儿近期发生的两起煤矿事故，一个

是清镇市的利民煤矿，还有就是贞丰县的三河顺勋煤矿啊，就是这两家事故煤

矿有没有工会呢？ 

贵州省应急厅：有没有工会啊？ 

ＣＬＢ：嗯。 

贵州省应急厅：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他们事故调查的才清楚。你打那个煤矿监

或者能源局，他们管行业的，他们要清楚一点，归他们管。 

ＣＬＢ：哦，咱们应急厅不是负责协调事故调查吗？ 

贵州省应急厅：不，煤矿的话是他们煤监局在牵头，现在改名叫矿山安全局

了，是他们在牵头的。 

ＣＬＢ：煤监局啊？ 

贵州省应急厅：嗯，以前叫煤监局，现在叫矿山安监局贵州局。 

ＣＬＢ：矿山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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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应急厅：矿山安监局贵州分局。 

ＣＬＢ：哦，国家矿山安监局贵州分局。 

贵州省应急厅：对对，他们在牵头调查煤矿的。 

ＣＬＢ：哦，这是负责事故调查是他们来协调，是吧？ 

贵州省应急厅：对对，他们牵头，煤矿事故是他们牵头。 

ＣＬＢ：那平时来说，咱们贵州这边煤矿安全生产的管理工作，我在网上看到

是咱们这个应急局（负责）？ 

贵州省应急厅：能源局，能源局和煤监局，是他们。 

ＣＬＢ：是能源局或者是煤监局，不归应急局管啊？ 

贵州省应急厅：嗯，应急局是综合监管，他们是行业管理。 

ＣＬＢ：哦，那综合监管，像你们是包括煤矿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行业，是

归应急局这边的综合协调处，是吧？ 

贵州省应急厅：对，他是综合监管，但是他有具体的行业管理部门。 

ＣＬＢ：哦，那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像其他的行业，非煤行业的这种，如果

发生事故的话，咱们应急局去调查的时候，会不会调查事故企业是不是有工

会，然后工会安全生产履责的这个情况，会不会作为重点来调查呢？ 

贵州省应急厅：这个不清楚他们调查的情况啊。我们这边有一个事故调查统计

处，是他们在调查的。 

ＣＬＢ：哦，你们有一个事故调查统计处？ 

贵州省应急厅：嗯，对。我可以给个电话给你，你问下他们调查的情况。你可

以咨询下他们。 

ＣＬＢ：好，谢谢。 

（稍后） 

贵州省应急厅：86891908。 

ＣＬＢ：86891908，这是咱们…… 

贵州省应急厅：还有你记一个座机，不晓得他们那个座机在用，你都记一下

吧。 

ＣＬＢ：好的。 

贵州省应急厅：86834237，86891636。 

ＣＬＢ：86834237，86891636。 

贵州省应急厅：嗯，你可以打电话去问下他们。 

ＣＬＢ：好的好的，这是什么部门？ 

贵州省应急厅：应急厅调查评估和统计处。 

ＣＬＢ：调查评估和统计处，好，谢谢你啊。 

贵州省应急厅：不客气。再见。 

ＣＬＢ：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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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打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受理举报电话 0851-86891001，无人接听。 

 

 

第十九通电话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 贵州局 

安监局贵州局：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李彬在吗？ 

安监局贵州局：哦李彬在开会，您是哪里啊？ 

ＣＬＢ：您好，我这里是中国劳工通讯，我姓韩啊。是这样，我在你们贵州局

网站上看到有一个征求意见稿啊，就是贵州省煤矿企业安全生产基本要求。 

安监局贵州局：嗯您说。 

ＣＬＢ：今天是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是 3月 15号，所以我刚才就发了一个电

邮到这里留下来的李彬的电邮。 

安监局贵州局：对对对，你发到他邮箱里就行。 

ＣＬＢ：对，是一个 QQ的邮箱。 

安监局贵州局：对对对。 

ＣＬＢ：我刚刚发过去了，所以打个电话来确认一下，就是说我是在截止日期

前是发出去了的。 

安监局贵州局：应该可以的，我们这个是都在收集。没事的，只要你发到他的

邮箱里就可以了。 

ＣＬＢ：好。其实其中一个要点就是说，我看到你们这个基本要求征求意见稿

里面啊，就是没有关于工会的作用啊。但是《安全生产法》和《矿山安全法》

都清楚地规定了工会应该起的作用，所以建议你们在里面加上工会的这个部

分。 

安监局贵州局：那您提的这个建议，肯定最后我们要对于每一位提的建议和意

见，都要给予考虑的。您最好是能把您提的这个建议的出处、依据，就是您的

建议啊，能把出处和依据能附在您的这个建议后面。 

ＣＬＢ：都附在上面了。都附在后面了。 

安监局贵州局：那可以，可以的。 

ＣＬＢ：这个《安全生产法》第七条和第四十一条，还有《矿山安全法》里面

一共是二十几条，一共是有四五条就是在…… 

安监局贵州局：嗯您看这个，主要是这些所有的意见回来之后，我们都会逐条

地进行讨论的。采不采纳呢，肯定就是有讨论的最终的讨论结论，讨论的结果

为依据。 

ＣＬＢ：明白，明白。 

安监局贵州局：主要是针对贵州的这种。目前贵州，因为煤炭这个行业嘛，在

贵州和其他省份不一样嘛。他是我们贵州的一个主打的这个行业了嘛。 

ＣＬＢ：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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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监局贵州局：主要是对煤炭企业的一个基本的要求，还不能说是过高，也不

能说过低。就是结合贵州的实际吧，去出台这么一个，就是要求企业都能按照

这些条件去做的。 

ＣＬＢ：当然、当然。 

安监局贵州局：他不是作为这个，怎么说呢，作为这个执法或者是作为监管执

法的这个。主要是对煤矿的，就是他应该做到的事儿。 

ＣＬＢ：我提的建议跟执法没有直接关系。 

安监局贵州局：嗯，监管吧。 

ＣＬＢ：主要是做好群防群控，预防为主，在生产一线的监督要到位啊。这工

会是，政府职能部门的手是伸不到生产一线的，而工会是可以的。所以如果是

能加上工会的这一条……为什么我有提出来这个呢？其实我是想跟咱们贵州局

这边了解一下，另外一个就是，利民煤矿和三河顺勋煤矿刚发生事故，这个调

查的过程啊。这个，我本来想问一下就是这两家煤矿有没有工会，所以在网上

就查到你们正在做这个咨询，所以就顺便写了一个建议。 

安监局贵州局：嗯嗯，他是民营的企业，目前是个什么状态还不是很清晰。 

ＣＬＢ：哦，那我有一个建议，是不是可以，就是跟这两起事故调查有关的一

个建议。就是能不能把这两家煤矿有没有工会，而工会有没有依据《安全生产

法》和《矿山安全法》履责，作为调查的其中一个重点呢？ 

安监局贵州局：目前你说的这个事情，好像是……民营企业这一方面，我还不

是很了解。民营企业的话，可能有些有，有些并不是强制性地非得要成立工会

吧？ 

ＣＬＢ：对，工会是工人阶级自愿成立的群众性组织。 

安监局贵州局：对对。 

ＣＬＢ：但是呢，就是说，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咱们《安全生产法》和《矿山

安全法》都清楚地规定了工会的监督职能，所以这就涉及到…… 

安监局贵州局：那我想你，这样的话，原来的时候，只要是成立事故调查的

话，有这个工会的人员参加的。那么您去走您工会的那一块，可能了解得会更

清晰一些，因为各个负责的重点不一样。 

ＣＬＢ：工会呢，我了解的就是，通常，到现在为止啊，大部分、全部的情况

都是工会参与调查别人，调查企业，调查当地政府部门或者什么不履责之类

的。但是工会本身有没有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的职责，那工会本身没有变成被调

查的对象。所以我的提议就是，在利民煤矿和三河顺勋煤矿的调查当中是不是

可以开一个先例，就是开始调查工会履责。 

安监局贵州局：那你首先是这样了，你那个工会的话，你在人家那个企业有没

有工会，这一块那你肯定从工会的渠道应该清楚。是不是所有的民营企业都成

立了工会，这是第一。第二的话，你那个工会这一个组织有没有被授权，他怎

么去行使，对于这个民营企业也好，就是这个工会这一块的，怎么去沁进去

的……这一块好像……因为我们不是从事你说的这个，可能是由他们工会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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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工作人员，或者是相关的他们的部门可能才说得清楚。 

ＣＬＢ：对，我明白。但是就是说，让工会自己调查自己、自己处罚自己、问

责自己，恐怕有一点不太合逻辑。所以我就是说，咱们既然这两次事故是咱们

省贵州局牵头做的，那贵州局可不可以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七条规定，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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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会组织职工对矿山安全工作进行监督。就是比如说，贞丰县总工会和清镇市总

工会有没有在本地的煤矿努力建立工会。如果没有的话，那工会涉及到不履

责，是不是要追责。如果有建立工会的话，那工会有没有履行监督安全生产的

职责？所以是不是就是说从这个角度…… 

安监局贵州局：好像您做这个工会的这方面，您是劳工协会的也好，我觉得可

能在这方面，倒是我个人可能是孤陋寡闻，我还没有去看过国家是否针对您说

的这一些，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实施的这些办法。 

ＣＬＢ：这个我刚才念的这个是…… 

安监局贵州局：因为大家都知道，大法是大法。您说的我知道，但是呢，大法

的每一个条款他实际上都是一个原则的。要如果这个条款怎么去实行的时候，

他会配套地有一些实施的办法也好，细则也好，从某个层面上。 

ＣＬＢ：对、对。所以这就要靠工会组织来对大法进行这个，看看怎么样履

责。 

安监局贵州局：这个计划，或者怎么去实施，怎么。但是这一块没有的话，我

想您说的这个好像有点不太好。 

ＣＬＢ：那如果要是说，如果咱们把工会系统作为事故以后问责追责的目标之

一，那如果要是说在这个追责的过程中…… 

安监局贵州局：那可能从我们省，从我们省的这个层面，从省的这个层面来

说，我觉得做不到这个。像您说的这个，可能会从更高的、顶层上吧，可能才

会去想。 

ＣＬＢ：咱们贵州省的煤矿安全条例…… 

安监局贵州局：而且这个呢，我觉得，这个还是应该更顶层的。你从下面来讲

没有什么依据。 

ＣＬＢ：哦，这个《贵州省煤矿安全条例》里面也是，第七条也是规定了同样

的规定，就是说工会要履责的，那既然贵州省的条例…… 

安监局贵州局：您说的这个是对的，他出台这个地方性的法规，他肯定是和上

位的大法是有相关和条款要求的。但是至于这个条款怎么去实施的话，贵州本

身也没有这个配套的这一个什么呢，就是相关的具体操作。 

ＣＬＢ：那至少可以从这两个事故的调查，从追责的角度反推，就是能提出问

题来最少是。如果要是咱们贵州查这两个个案的时候，对当地工会进行问责的

话，那工会可以提出辩解，说我们没有具体的工作指引，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

做。那这样最少提出了问题。 

安监局贵州局：因为现在对于企业发生的这个事故，目前的话，从我们这个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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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来说，我们只是针对这个事故的客观的，他的技术方面的存在的（问题）。还

不是您说的涵盖了很多方方面面的。因为现在对于发生事故之后，现在调查，

他和以前又不一样。你看看那个事故调查的这些国家的相关规定，他由监察委

啊，由什么，看一个事故级别的话，他都有调查组。所以我想呢，你要从我们

这儿来讲，因为我们不是唯一的一个事故调查组。 

ＣＬＢ：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在我们看很多这种事故调查啊，到最后追责的

时候，甚至包括副市长、市长，政府的主管局的负责人都要为这个监管啊、什

么落实不到位要承担连带责任，不止是企业这个层面啊。所以说，那这些政府

的部门负责人，包括市长副市长都追责，那工会不追责？就是最少咱们把工会

追责这个能提到这个案件的调查当中。就是最少反推，提出问题来，就是说工

会怎么履责？那提出问题来以后，那以后上层的制度设计才能有问题，对吧。 

安监局贵州局：您说的这个是可以的。所以说，您可以写一个建议看提交

到……我觉得我们这个部门，您提的这个还真的没有办法去给予你一个（答

复）。 

ＣＬＢ：明白、明白。对对，我明白，我顺便就提一下。因为刚才就煤矿安全

生产跟咱们这儿写了一个建议。 

安监局贵州局：嗯嗯嗯。 

ＣＬＢ：那我刚才这个建议，就是从追责工会开始，提出工会履责的具体的安

排这个问题来，那我应该向咱们贵州这边贵州局的哪个部门提啊？ 

安监局贵州局：这个应该，还不是向贵州局来提。贵州局他只是一个，怎么说

呢，他是一个垂管的这么一个部门，他不属于地方政府的这个……应该这个应

该是从哪个渠道反馈呢？我觉得您像您这个问题能不能从更高的层面，国家矿

山局能不能给他作为一个这个建议啊？ 

ＣＬＢ：我可以试试，我可以试试。不过这两起煤矿事故是咱们贵州局牵头

啊。 

安监局贵州局：因为你给贵州局提的话，贵州局还达不到你说的能够给你给予

一个（答复）。因为你说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给予答复嘛，我认为可能更

高一点的，站在那个上面。因为现在你作为贵州这个，叫贵州局，我们只是国

家局的一个派出机构了啊，已经和过去的不一样。 

ＣＬＢ：明白。我刚才听到就是说，在贵阳市和贵州省他们都说是贵州局在牵

头调查这两起案件。 

安监局贵州局：那他说的那个都是惯性思维，是按照原来的这个模式。大家就

是，肯定发生事故之后，他肯定对于这个主要是针对企业的做没做到位的这方

面调查。您说的这个呢，那涵盖的调查的范围那已经是扩大了嘛，我认为。他

不是和企业的这个，符不符合国家的技术标准啊、规程啊、安全啊的这方面，

好像还没达到。 

ＣＬＢ：所以那咱们贵州局如果调查出来，比如说清镇市的政府部门的负责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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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监局贵州局：那个不是我们，那个不是我们。我们贵州局没有，我们组成的

事故调查不调查那些。那些是由另外的调查。现在，我刚才跟您说过的，调查

组不是一个，事故调查组和过去不一样。 

ＣＬＢ：哦，好几个调查组啊？ 

安监局贵州局：现在调查的，你想吧，监察委。每次发生事故以后，你这个国

家监察委要成立另外的调查组，他才是调查政府的一些部门。 

ＣＬＢ：我刚才问了贵州省应急局，应急局说他们都没有参与调查，而是咱们

贵州局在牵头调查啊。 

安监局贵州局：也不是叫牵头。他这个牵头也是授权给的，是对于企业的这个

调查。您说的那个，那是综合调查调查事故调查。我们局现在不是作为综合所

有方方面面的事故调查组。我这样说您就清楚了。 

ＣＬＢ：所以你们贵州局牵头的调查不会提出比如说，对当地政府部门提出追

责来这些东西？ 

安监局贵州局：不不不不，那肯定是一个综合调查。 

ＣＬＢ：那这是归哪儿呢？ 

安监局贵州局：你这个肯定是一个综合的。那就要看事故的级别，他是原来的

时候他都有，是国务院来调查，还是省里来调查，还是省一级的。肯定，他们

授权。 

ＣＬＢ：好好好，这回，今天又学了好多东西，以为事故发生事故了，调查就

行了，煤监局什么之类的。 

安监局贵州局：不不不。调查他有侧重点的。您这个，就是像业务一样的。（调

查）他主要是针对客观存在的一些技术方面的和事故现场企业方面的。 

ＣＬＢ：明白了，那我再试试吧。我这一圈电话，从清镇市应急局、工信局、

贵阳市、到贵州省…… 

安监局贵州局：对，你问他们，肯定给你答复的是，您说的这个事，他只能给

你这样讲，哎你去找贵州局吧。我们现在贵州局只是我们国家矿山局的一个机

构了。因为体制改革以后，他现在体制改革，您清楚的，我们只是一个派出机

构，您看没看到都没有省字了。 

ＣＬＢ：那我这个等于是，这个是不是应该给国家局提建议，就是表达工会？ 

安监局贵州局：对。你可以站在你这个层面，你跟国家局的，他办公室也好，

什么也好。您是站在另外的一个角度嘛。您说贵州发生这些事故，您可以把您

刚才说的这个，跟他们去反馈。我觉得还合适一些，对吧。 

ＣＬＢ：好的，好的，谢谢您的建议。我明天，今天已经下班了，我明天打电

话去问吧。 

安监局贵州局：对对对。大家都证明就是从方方面面都关注这些事，我觉得是

好事。大家都齐心协力能把整个的形势稳定也好，从不同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是对的。但是你，有的时候没办法给予你答复，呵呵。好吧。 

ＣＬＢ：好的好的，那谢谢您给的指引。我明天给国家局打电话。请问您贵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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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怎么称呼？ 

安监局贵州局：不客气啊不客气。我也是个人的，纯属个人的哈，不代表单位

的任何给予你的答复。 

ＣＬＢ：明白明白，请问您贵姓啊？ 

安监局贵州局：我姓刘。 

ＣＬＢ：姓刘，好，谢谢。李彬是咱们这儿的负责人吗？ 

安监局贵州局：他是我们这次征集意见的一个主要联系人，和搜集资料的这么

一个联系人。 

ＣＬＢ：行。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啊，再见。 

安监局贵州局：不客气不客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