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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通电话 全国能源化学地质工会 张先生 

能源化学地质工会：喂您好，哪位？ 

ＣＬＢ：喂，请问是能源化学地质工会吗？ 

能源化学地质工会：对。您好，哪位？ 

ＣＬＢ：您好，我姓韩，我这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能源化学地质工会：怎么了？ 

ＣＬＢ：就是关于今年那个 2月底 3月初，5天内在贵州发生两起煤矿事故这个

事儿，造成 21人遇难。想问一下咱们能源化学地质工会有没有参与调查啊？ 

能源化学地质工会：具体的事故调查，全总，全总那个劳动与经济工作部，他们

有一个叫职业健康处，哦不，劳动安全处，他们来负责那个啥，参与相关的调查，

我们这儿不参与。 

ＣＬＢ：所以咱们这个分工就是，能源化学地质工会是不参与这个事故调查，是

吧？ 

能源化学地质工会：呃，因为我们是属于驻会产业工会，一切分工的话是根据全

总的分工来。 

ＣＬＢ：所以安全事故的调查是归全总那边劳动和经济工作部？ 

能源化学地质工会：对对。 

ＣＬＢ：哦。那我有一个假设是不是存在啊，就是按说咱们能源化学地质工会会

负责，比如说像能源化学地质行业的安全生产的一些平时的监督什么之类的，就

是基层工会的这种安全生产监督工作，这个应该是咱们的工作范围吧？ 

能源化学地质工会：这是我们工会工作的一项。但是中国的工会体制是以地方总

工会为主，所以更多的是以地方总工会他们去负责主体工作，我们只不过是协同

领导，协同指导，说是指导，只是一个指导，工会指导。具体的工作分工的话，

是由地方总工会来进行。 

ＣＬＢ：哦，是这样。因为我在，过去这个事故发生快一个月了，我就是找这个

贞丰县总工会和清镇市总工会，问这个事故煤矿是不是有工会，以及工会安全生

产监督履责的情况。那工会部门呢，让我找市政府宣传部门，那我在贵州省内的

县、市、省各级政府呢都问过了，但是都说是事故煤矿是不是有工会，应该问工

会自己。所以那像这种情况，那个基层工会就不愿意说这个事故煤矿到底有没有

工会、还有工会履责的情况。那市政府、县政府、省政府都说，应该回去问工会。

那咱们这属于能源化学地质工会范畴的下属或者是地方工会，那是不是可以帮忙

了解一下这两家事故煤矿有没有工会呢？ 

能源化学地质工会：因为建会这一块的职责，国内还是以地方总工会为主，建会

这一块的主责是在地方总工会。您知道吗？现在我们产业工会的话，我们是驻会

产业工会，跟这个建会这一块，我们，具体后面涉及到经费的上缴啊什么的，都

是通过地方总工会的。所以我们这儿不直接参与这个企业的建会，尤其是您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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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煤矿啊、地方企业的，地方煤矿的建会工作。所以如果您想了解，这个涉

事煤矿的工会的组建情况，最直观的是找当地的县总工会，或者是市总工会——

根据这个企业的规模。因为企业规模较小的话，可能会直接县总工会就掌握。如

果稍微大一点的话，可能会直接归市总工会或者甚至省总工会来直管。 

ＣＬＢ：明白明白，谢谢指点。那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能源化学地质工会，您刚

才说的，应该是有对各地方能源化学地质工会，或者是这个，特别是安全生产监

督履责的情况进行指导，对吧？ 

能源化学地质工会：对对，指导指导，只能说一种指导，给他们指导。但是具体

的工作可能是，还是由地方总工会来完成。 

ＣＬＢ：那具体这个指导，是怎么指导呢？怎么落在……怎么启动？就是说从咱

们国家，中国能源化学地质工会，这个角度来说，比如说像贵州省能源化学工会，

要给他们做出指导的话，那以什么方式进行指导啊？ 

能源化学地质工会：那比如宣传、文件、然后调研，以这种形式。因为具体的活

儿这一块，那还是涉及到地方政府、安监局这一块，然后地方的总工会负责去抓。

产业工会这一块我跟你说过了，现在中国工会的体制是以地方总工会为主。什么

为主，你就知道了。我们更多的是指导，您也知道是指导，指导的话真的您也知

道是什么意思啦。 

ＣＬＢ：明白明白。其实，不过指导当然有不同的程度啦。可以像，我在咱们网

站上看到，有做安康杯的竞赛啊等等这些。那我就想说，就是咱们是不是现在工

会改革，去四化、增三性，那面对这个现实问题，要以解决问题为指向，而不是

走形式。现在都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吧？所以这个很重要。那我们作为

能源化学工会，是不是可以就是说，比如说对地方，像贵州省能源化学工会，像

这种他们有没有在这种煤矿的大县大区能确保企业有工会，这方面是不是可以有

一个专项的指导啊？ 

能源化学地质工会：跟你说了，建会这一块主要是地方总工会来推。你知道了吗？

因为我都跟你说过很多次，这是目前现行的国内的工会的领导框架，或者说是工

作体系。建会这一块，就是由全国总工会、省总工会、市总工会、县总工会，就

这样一级一级，由地方总工会为主。 

ＣＬＢ：对，这正是我想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咱们煤矿行业，特别是能源化学，

特别是煤矿行业，这个建会，我们建会的目标是为了，比如说避免安全生产事故

啊、群防群控啊等等的这种安全生产监督，当然还有这个矿工的利益等等的。所

以（建会）是为了实现工会的履责，和真正的工作到位。那这个从咱们能源化学

工会来说，就是说针对煤矿行业的用工方式，还有他的生产方式，生产组织方式。

等等。那这些在地方工会来说，是不是他有很多不同的行业，那咱们作为全国的

能源化学地质工会，是不是可以比较专门的，就这个行业特色——特别是煤矿行

业，向地方总工会发出一种就是煤矿行业企业工会建立的一种方法啊、标准啊、

履责的这种指引等等的？是不是可以有这么一个专项的动作啊？ 

能源化学地质工会：每年我们的各个文件会议都强调这一块的，建会工作。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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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建会职责不是在我们这儿。您知道了吗？ 

ＣＬＢ：我明白明白。 

能源化学地质工会：职责的话，建会是必须通过地方总工会，通过地方总工会这

个渠道去建会的。 

ＣＬＢ：对，我记得 19年的时候…… 

能源化学地质工会：我们只能是工作上要求，然后文件上要求。但是具体建会工

作的开展这一块，毕竟我们也没有这个权限。 

ＣＬＢ：明白明白。这个我头几天看到习近平在 19 年的时候给官员画像，其中

里面说到，“以文件会议落实文件会议，搞形式主义，形成了顽疾”。那咱们全国

能源化学地质工会发出这种文件来之后，向地方工会啊，地方的行业工会发出文

件来，那怎么样有没有跟进？就是说保证他们不是以文件会议落实文件，而是真

正地要，比如说要到地方抽查几个煤矿，特别是中小型煤矿，不是国有煤矿，那

有没有工会，工会怎么履责，是不是可以做这方面的跟进，避免这种文件落实文

件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呢？ 

能源化学地质工会：我们每年都有啊，每年都有通过调研了解啊。但是您说国内

现在这么大，是不是…… 

ＣＬＢ：明白明白。那可不可以就是说，贵州省今年 2月底 3月初这 5天内两起

煤矿事故造成 21 人遇难。那咱们全国能源化学地质工会能不能以这个作为一个

切入点，就是更积极更主动地参与到这两个煤矿事故的调查里面？特别是要查一

查这两家事故煤矿有没有工会，是不是可以以这个作为一个契机就把这个给动起

来呢？当然全国这么大…… 

能源化学地质工会：那我建议，因为这个事故处理这一块确实不是我们的职责。

我建议您可以致电全国总工会劳动与经济工作部，他们相关的人员进行应答。因

为我也不能瞎说吧。 

ＣＬＢ：行，我可以试试，我可以试试。但是我们中国劳工通讯毕竟是，怎么说，

可能算是一点外人吧。你们能源化学地质工会毕竟是全总的一部分，是一个体制

里面的。是不是你们内部进行这种沟通，比如说咱们能源化学地质工会，能向全

总的经济工作部提出这个建议呢？就是以这一次贵州两个煤矿事故调查为契机，

就是查一查到底这两家煤矿有没有工会，工会履责的情况怎么样。而且把未来煤

矿事故的调查，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要调查事故企业有没有工会、工会履责的情况，

作为每一次事故调查的重点。可不可以咱们能源化学地质工会从内部也跟全总有

一个这方面的沟通啊？ 

能源化学地质工会：每年这一块我们都会有反馈，都会有跟踪反馈的。这个具体

的，如果您说提出这个建议的话，那只能看后续的这个工作安排，根据调查的结

果，好吧。这个我也不方便回答你。 

ＣＬＢ：我不是让您回答。这样好不好，我们中国劳工通讯给咱们能源化学地质

工会提一个建议，就是咱们是不是能尽快就这次事故，贵州发生这两起事故的调

查，正在调查的过程中，所以趁热打铁，建议全总的经济工作部调查这两家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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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有没有工会。如果没有工会的话，为什么。要有工会的话，有没有履责。所

以，那可不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就算我们一个建议，咱们能源化学地质工会，能

不能尽快地，在现在事故正在调查过程中，就是把工会履责的情况加进去，作为

调查重点，可以吗？ 

能源化学地质工会：那我先记录一下吧。只能这样说，好吧。 

ＣＬＢ：那行，谢谢谢谢。请问您贵姓啊？ 

能源化学地质工会：不好意思啊，我马上要开会了。 

ＣＬＢ：请问您贵姓啊？ 

能源化学地质工会：我姓张。 

ＣＬＢ：姓张。请问咱们周晨主任科员在吗？ 

能源化学地质工会：他那个去开会去了。我马上也过去开会。实在不好意思啊。

再见。 

ＣＬＢ：好好没关系，再见。 

 

 

 

第二通电话：中华全国总工会查号台 

[语音：您好，中华全国总工会查号台为您服务。请问您查哪儿？] 

全总查号台：您好。 

ＣＬＢ：喂，查号台啊？ 

全总查号台：嗯对，您好，查哪儿？ 

ＣＬＢ：请问这个劳动和经济工作部的劳动安全处？ 

全总查号台：您稍等，我看一眼。 

ＣＬＢ：谢谢。 

全总查号台：您记个电话。 

ＣＬＢ：好，谢谢。 

全总查号台：您查询的号码为 68591840，您查询的号码为，68591840。 

 

 

第三通电话 全国总工会 劳动和经济工作部 劳动安全处 

全国总工会：喂？ 

ＣＬＢ：喂，请问是劳动和经济工作部劳动安全处吗？ 

全国总工会：对，我这开会呢。您哪里？ 

ＣＬＢ：哦，那对不起，我一会儿再打。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全国总工会：你是哪里？ 

ＣＬＢ：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想问一下事故调查的一些事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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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总工会：哎你别光事故调查，你想咨询什么事儿？ 

ＣＬＢ：就是咱们贵州今年 2 月到 3 月，5 天内两起重大事故 21 人遇难，想问

一下咱们这个事故调查会不会调查煤矿企业工会，有没有工会和工会履责。 

全国总工会：回头看回头看，我开会呢，回头再说。 

ＣＬＢ：行，好的好的，对不起啊。 

 

 

第四通电话 国家矿山安全监督局 综合司 

国家矿山安监局：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国家矿山安监局综合司吗？ 

国家矿山安监局：嗯您哪位？ 

ＣＬＢ：您好，我姓韩，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就是有个事儿麻烦一

下，就是今年 2 月底到 3 月初，在贵州省呢 5 天之内两起煤矿事故，有 21 个人

遇难。我到咱们贵州局询问事故调查有没有关于企业工会啊、工会履责的这个情

况，那贵州局的工作人员建议我找国家局来询问，不知道我该问哪个部门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工会履责？ 

ＣＬＢ：对，就是一个是煤矿企业履行安监职责，还有地方工会履行安监职责的

这个问题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这个……工会履责。 

ＣＬＢ：对。 

国家矿山安监局：您稍等。 

（稍候） 

国家矿山安监局：您好。这样吧，就是您需要咨询什么，麻烦您来函或者是来件

儿，我们需要一个书面的东西。 

ＣＬＢ：哦，这个《安全生产法》还有《矿山安全法》规定得很清楚，就是工会

应该履责。我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说咱们在事故调查当中会不会调查工会履责的

情况。就是有没有工会，以及工会履责的情况。这个问题很简单，咱们别把简单

的事情弄得太复杂好吗？ 

国家矿山安监局：那您具体就是问事故调查过程中，是吗？ 

ＣＬＢ：对。就是有没有包含这一项啊，就是对工会履责的调查。能不能不要搞

得太复杂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那我们有我们这边的程序规定，您还是就来纸质的。 

ＣＬＢ：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我们这边有我们这边的规定。 

ＣＬＢ：啊这个，现在……哎呀不能这样吧，现在到处反官僚、反形式主义。这

个，这些形式是不是可以不要那么太那什么啊。就是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咱们

在平时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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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矿山安监局：您问的这个问题具体问我，因为我们这儿不负责，所以我也不

太清楚。所以我建议您还是走书面的，到时候我们也会根据相关的问题再批给其

他相关的业务处室。 

ＣＬＢ：哎呀，这个，那我应该去找哪个部门呢？就是关于工会有没有履责的这

个事儿？ 

国家矿山安监局：这个具体的我也不清楚，这不是我们这边负责的。 

ＣＬＢ：哦，那另外一个，我看咱们国家局去年到这家煤矿所在地，事故煤矿所

在地黔西南州，搞过一次安全生产明察暗访工作。那这明察暗访工作有没有包含

了解煤矿企业有没有工会，以及工会履责的情况呢？ 

国家矿山安监局：我还是那句话，您来函，或者是来书面的件。因为我们这儿不

负责这个问题，您如果来函之后，也会比较明确，问题也能很快解决。您现在问

我的话也不太清楚。 

ＣＬＢ：那就算我是一个普通公民，看到这 21 个人死了，就这么死了。工会应

该是按《安全生产法》履责的，如果履责的话，就可能不会发生这种事，最少发

生的可能性会降低。就是说，就算我是一个普通公民，我关注这 21 个人遇难，

21个家庭，那未来还不知道有多少人会遭遇同样的情况。那作为一个普通公民，

我问一下咱们国家矿山安监局，这个工会履责的情况是不是算监督的一部分，那

这也是我公民权利的一部分吧？不能说是我…… 

国家矿山安监局：您稍等稍等，稍等我问一下。 

ＣＬＢ：好。 

（稍候） 

ＣＬＢ：喂？ 

国家矿山安监局：您好。 

ＣＬＢ：您好。 

国家矿山安监局：我这边也具体咨询过，就是还是刚刚那句话。您或者是来函，

或者是来件。我们这边也会给领导看过之后，让具体负责的人给您详细的回答。

因为我们这边是综合司，不负责事故调查也不负责您刚刚说的那个工会履责的。

所以您问我的话，我没有办法给您一个明确的回复。 

ＣＬＢ：明白明白。所以我就是想问一下咱们综合司，就是这个事情我应该去问

哪个部门，我直接去问不就行了吗？ 

国家矿山安监局：我也不太清楚。所以还是等您来函，我们要看领导批在哪里。

您问我我也不太清楚。 

ＣＬＢ：您旁边那位，刚才您咨询那位，是不是就是咱们综合司的领导啊，我能

不能问一下啊？我直接跟领导说说行吗？ 

国家矿山安监局：我已经请示过我旁边的领导了，她也不太清楚，就是还是建议

您来函，我们再往上报。 

ＣＬＢ：我能不能有机会跟咱们领导直接说几句话啊？就是作为一个公民的身份，

关注这 21个人死了，21个家庭未来有可能的悲剧。我能不能麻烦领导跟我说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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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 

国家矿山安监局：不好意思，不太方便。 

ＣＬＢ：好，行。好的，那谢谢你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具体的收文程序，您也可以问一问 4032。 

ＣＬＢ：多少？ 

国家矿山安监局：4032，后四位，就是我们负责收文的那个处室。 

ＣＬＢ：4032，就是也是综合司的？ 

国家矿山安监局：对，但是只是负责收取文件。 

ＣＬＢ：哦。哎呀，您想象一下。如果我是这 21个死难矿工的…… 

国家矿山安监局：我想象，我给您这个回复，是因为我也想对您的回复负责。我

请您也不要为难我，好吧？ 

ＣＬＢ：我不是为难你，我是说，请您想象一下，如果我是其中一个死难矿工的

亲戚或者是工友…… 

国家矿山安监局：我能理解，我可以换位思考，但是我能给您的回复的只有这些。 

ＣＬＢ：我想了解这些事，但是我还要发公文才能知道这些事，这是……我不是

为难你啊，你可千万别误会。我只是说想了解一下咱们事故调查，国家矿山安全

监察局事故调查，有没有工会履责的情况的调查。 

国家矿山安监局：最好的办法就是我刚刚和您说的，来文、来函。 

ＣＬＢ：好。那谢谢你了，不好意思啊麻烦你。 

国家矿山安监局：没事儿。 

ＣＬＢ：好，再见。 

 

 

第五通电话 国家矿山安全监督局 政策法规和科技装备司 

国家矿山安监局：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政策法规和科技装备司吗？ 

国家矿山安监局：对，您好。 

ＣＬＢ：您好，我姓韩，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嗯。 

ＣＬＢ：就是关于咱们 2 月底 3 月初贵州这边 5 天内两起煤矿事故造成 21 个人

遇难啊，想问一下咱们事故调查当中会不会对这个煤矿企业工会，有没有工会以

及工会履责的情况进行调查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事故调查的话，应该暂时不是……是谁在主持，我还不太清楚

呢。 

ＣＬＢ：哦，所以不是咱们这个政策法规和科技装备司参与？ 

国家矿山安监局：对对，负责调查，你要不就问一下贵州省省局那边。 

ＣＬＢ：哦，其实我是问省局那边，就是说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工会履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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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没有工会作为调查的重点进行。他们说，这个话题太大了，要问国家局才

行。他们省局…… 

国家矿山安监局：要不你问那个，问一下那个事故调查司那边，他们负责事故调

查一类的。 

ＣＬＢ：事故调查司，是不是事故调查和统计司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对对，他们应该会解答得更准确一些。 

ＣＬＢ：行，好的好的。那有一个事儿跟咱们这个政策法规和科技装备司有关啊，

就是咱们是负责承担矿山安全监管监察能力建设综合工作的，是吧？ 

国家矿山安监局：能力的话，这个主要是属于，就是我们内部的那个那种。 

ＣＬＢ：对，我明白明白。我意思就是说，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消息就是，其中一

起事故就发生在黔西南州贞丰县。那去年 7 月 11 号的时候，咱们政策法规和科

技装备司的刘军副司长到黔西南州做过一次煤矿安全生产明察暗访工作，那这次

明察暗访有没有邀请当地工会参与呢？ 

国家矿山安监局：这个还不太清楚，要不你问一下那个具体的处室，4134？ 

ＣＬＢ：4134，这个是什么处室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科信处。 

ＣＬＢ：什么？ 

国家矿山安监局：科信处。 

ＣＬＢ：科信处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对，他应该是上次陪领导去的，你可以问一下他们。 

ＣＬＢ：科技的科，信息的信？ 

国家矿山安监局：对对对对对。 

ＣＬＢ：科技信息处吧？ 

国家矿山安监局：对对对。你可以问一下他们这个。 

ＣＬＢ：哦。那通常就是说，因为《安全生产法》和《矿山安全法》都规定了工

会的安全生产监督职责。那通常，咱们安排这种明察暗访也好，明察明访也好，

会不会考虑工会的参与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这个，你问一下具体业务处室吧？他们负责下面明察暗访的那

个，你问他们就可以了。 

ＣＬＢ：咱们这儿是什么处室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综合处。我们是综合处。 

ＣＬＢ：综合处，那在咱们这儿承担矿山安全监管监察能力建设这方面，会不会

把提升工会的监管监察能力包含在里面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这个你也是，他也是下面有具体的业务处室承担这个监管监察

能力建设，你可以问一下那个发展规划处，问一下那个 4024。 

ＣＬＢ：4024，是发展规划处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对，监管监察能力建设的，你要咨询这方面内容的话。 

ＣＬＢ：好的，好，谢谢您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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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矿山安监局：没事没事。 

ＣＬＢ：再见。 

国家矿山安监局：再见。 

 

 

第六通电话 国家矿山安全监督局 科信处 

国家矿山安监局：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科信处吗？ 

国家矿山安监局：是的。 

ＣＬＢ：您好，我姓韩，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刚才综合处那边让我

打电话问这边，就是咱们这儿，关于今年 2月底 3月初贵州两起煤矿事故啊，有

21人遇难。那正好我在网上看到呢，咱们政策法规和科技装备司副司长刘军呢，

在去年 7 月 11 号的时候到其中一起事故的发生地，就是黔西南州，做过一次煤

矿安全生产明察暗访工作。就想问一下咱们刘副司长有没有邀请当地工会参与明

察暗访工作呢？ 

国家矿山安监局：当地工会？ 

ＣＬＢ：嗯。 

国家矿山安监局：您是哪里？ 

ＣＬＢ：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我姓韩。刚才综合处那边同事说，是咱们科信处

安排的那一次明察暗访是吧？ 

国家矿山安监局：是刘司长带队。带队的话应该是有地方的监察监管部门的人员，

还有专家。但是具体带了谁、带没带工会，这个我不清楚，因为那时候不是我跟

着去的。 

ＣＬＢ：那咱们在安排这方面有没有明确地安排出来，就是比如说贵州省啊、黔

西南州啊，应该把工会安排在里面。在具体的安排行程上有没有这方面的清楚安

排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你是说明确必须要有工会人员？ 

ＣＬＢ：对，就是从咱们国家局去明察暗访的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希望，明确表

示地方政府应该把工会邀请进来？ 

国家矿山安监局：明确表示？这个我不清楚。这样吧，这样，我给您一个当时我

们参加去执法人员的电话，然后您跟他问一下当时队伍里都有谁。 

ＣＬＢ：行，好的，好的，谢谢。 

国家矿山安监局：嗯。 

ＣＬＢ：电话多少呢？ 

国家矿山安监局：158-3018-2986。 

ＣＬＢ：15830182986，这位怎么称呼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姓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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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许，是男同事女同事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男同事。许处长。 

ＣＬＢ：许处长？ 

国家矿山安监局：嗯。 

ＣＬＢ：这是哪个处呢请问？ 

国家矿山安监局：就是我们处的。 

ＣＬＢ：哦，好的好的。行，谢谢你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好的，不客气。 

ＣＬＢ：再见。 

 

 

拨打许处长电话无人接听 

[您好，请不要挂机，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第七通电话 国家矿山安全监督局 发展规划处 

ＣＬＢ：喂，请问是发展规划处吗？ 

国家矿山安监局：对，您好，哪位？ 

ＣＬＢ：您好，我姓韩，我这里是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嗯嗯。 

ＣＬＢ：就是刚才综合处的同事说，这个问题应该到这儿来请教。就是关于咱们

这儿贵州省这边 2 月底 3 月初有两起煤矿事故，造成 21 人遇难这个事儿。那我

在网上看到呢，其中一起事故发生地黔西南州呢，咱们这个政策法规和科技装备

司副司长刘军在去年 7月到那个州去开展过一次煤矿安全生产明察暗访工作，想

问一下有没有邀请当地工会参与明察暗访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这个我们不是太清楚啊，我们这儿。 

ＣＬＢ：哦，你们这儿，这个明察暗访这类的工作不是咱们发展规划处？ 

国家矿山安监局：对，不是不是啊。 

ＣＬＢ：那另外一个，咱们这儿，刚才综合处那边说，就是矿山安全监管监察能

力综合建设这部分工作是咱们发展规划处的，那我想问一下…… 

国家矿山安监局：这个跟那个也没关系，跟那块业务也没多大关系。 

ＣＬＢ：跟哪个业务没多大关系？ 

国家矿山安监局：您说的那个什么明察暗访嘛。 

ＣＬＢ：没有没有，我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好意思没说清楚。 

国家矿山安监局：哦。 

ＣＬＢ：我就是说，这里面在咱们平时安排矿山安全监管监察能力建设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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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包含不包含怎么样协助地方工会，特别是企业工会依法履责，就是做企业层

面的安全生产监督呢？ 

国家矿山安监局：这个，目前没有，目前没有。 

ＣＬＢ：没有包含在这里面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对，您说的那个工会，因为我们也不管工会，跟工会也没有……

也没有工会这一块的那个啥。 

ＣＬＢ：我明白，明白，咱们这是矿山安全监察局，不是全国总工会。我的意思

是…… 

国家矿山安监局：这样行不行，老师你这样行不行。你问一下综合部门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这儿是纯单纯的业务处室。 

ＣＬＢ：您是说那个政策法规和科技装备司的综合处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不是，我们是发展规划处，是一个业务部门。 

ＣＬＢ：对，我说的就是业务的一部分。就是咱们在业务上怎么样提升矿山安全

监管监察能力，有没有包含一部分工作比如说培训啊，监察啊，促进矿里面的企

业工会，一线的工会履责。就是进行现场监督的工作，提升现场监督的能力。 

国家矿山安监局：培训这一块不在我们这儿。 

ＣＬＢ：不是培训，就是说在能力提升这方面，咱们这边的工作。我为什么来问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找贵州局那边问了一下，就是说是不是工会的监管作用应该

提升，另外一个就是，在事故调查的时候应该也调查有没有工会以及工会有没有

履责这个问题。那他们说让我到国家局来问。因为《矿山安全法》里面，把工会

的作用呢是放在了第四章“矿山企业的安全管理”里面。他是属于一个具体的业

务部分啊，里面用了五条，从 21条到 25 条，都是谈工会怎么样参与企业层面的

安全生产监督和管理。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咱们国家局这个业务部门，就是负责这

个发展规划的这个处，有没有这方面的安排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我们目前的发展规划，主要是指的这个政府部门啊。企业的，

我们就是说，企业的可能是另外的，有另外的部门负责。 

ＣＬＢ：主要是针对政府部门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对对对。就是比如说，我们监管监察部门嘛，监管监察主要是

政府层面的部门嘛。不知道您问的那个是什么意思。 

ＣＬＢ：咱们政府在监察监管的时候，如果没有在企业一线的抓手，那这监察监

管，无论设计得多完备，不是都会有一个落实的问题吗。工会就正好是在每一个

企业都有工会…… 

国家矿山安监局：您这样，您这样行不行，您如果关心培训的问题，您问问去管

培训的那个业务司，行吗，综合司应该是。 

ＣＬＢ：综合司那边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对。 

ＣＬＢ：那我可不可以提一个建议，就是咱们这边负责安全生产监察发展规划的，

那是不是也可以在咱们这个规划里面加上企业工会在安全生产监督的履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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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把这个也放在咱们矿山安全监察的发展规划里面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规划不是说……规划有些内容不是说想写就写的。他有些规划

是指的，比如说什么执法水平提升啊什么的东西，不是说你说的那个全部的。 

ＣＬＢ：对，不是全部的，但是安全生产这事情是有机的一个东西，他不是说只

是靠政府部门，对吧。 

国家矿山安监局：是。你如果分条分块的话，比如说有些培训是专门针对这些执

法人员的能力提升的，对吧。那你说，这一块肯定不会说去涵盖什么企业的那个

什么培训的。 

ＣＬＢ：那咱们这个发展规划处是针对企业的、还是针对政府的、还是针对工会

的？ 

国家矿山安监局：我们重点还是放在监管监察上这一块的。 

ＣＬＢ：监管监察？ 

国家矿山安监局：你说的那个规划，你说的那个规划啊。 

ＣＬＢ：就是发展规划处，咱们是负责针对政府的吗？ 

国家矿山安监局：你说的那个能力规划主要是政府层面的规划，就是监管监察这

一块的啊。你比如培训执法人员的这种。因为你说的那个太宽了，那涉及面太广，

每个层面也不一样。 

ＣＬＢ：我明白。其实咱们贵州局的同事也是这么说的，说你这个问题太大了，

要到国家局去问。所以我才到了国家局。结果到国家局，也是，太宽了太大了这

个问题。 

国家矿山安监局：因为我们处相对的层面要窄一些，你这个问题还是问问综合司，

综合部门。行吗？ 

ＣＬＢ：问综合部门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对，因为内容比较宽。 

ＣＬＢ：对，我知道内容比较宽。就是您比如说在咱们发展规划处，进行规划的

时候，哪怕是针对省政府啊地方，或者咱们比如说贵州局省局、然后地方局，那

么可不可以包含在，就是说要求地方局把工会监管监察的这个，现场监督安全生

产的这个部分也包含在工作内容里面呢？这样不就可以有一个切入点吗？ 

国家矿山安监局：哦哦，您这算是一个建议类的东西是吗？ 

ＣＬＢ：对，既然咱们现在没有，我就想顺手提个建议，不知道恰当不恰当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呵呵，这个这个……这个东西我们，这样吧，您说的这个工会，

这个东西得那个啥啊，你还是按照政策来啊。但我们不是太清楚这个工会能干些

啥啊，就是能干些什么东西。你得按照政策来。 

ＣＬＢ：这个在《矿山安全法》里面第四章，就是“矿山企业的安全管理”，然

后其中第 21、21、23、24、25条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工会应该做什么。 

国家矿山安监局：这样吧，我们问问。就是培训的也不在我们处、也不在我们司。

还有你说的那个，我们问问，之后，您有时间再打电话行不行，或者你直接就找

综合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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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行，好的好的。那另外一个，咱们国家有中国能源化学地质工会，咱们

这边是不是可以跟这个能源化学地质工会协调一下，看看怎么安排这个呢？ 

国家矿山安监局：那个不是说我们能说的。这个你说……你可以到综合部门反映。

因为那个东西不是我们能定的，那涉及到组织机构的设计了，是吧。 

ＣＬＢ：那咱们从这个发展规划处能不能向咱们的综合部门，综合处啊、或者综

合科、综合司进行一个直接沟通？那我这一外人，我就别在这儿这么麻烦…… 

国家矿山安监局：不是，这样，我们先了解了解你说的这个东西，到底什么情况，

看看其他哪个部门了解这个事儿，行吗。 

ＣＬＢ：行，好的好的。不好意思冒昧在这儿提出这么个建议来，希望……因为

我也是看了《矿山安全法》以后，才觉得这跟监察监管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有

工会的职责在里面。 

国家矿山安监局：没事没事，电话沟通嘛。没关系。没事。 

ＣＬＢ：好的好的，总之就是希望能有效地提升咱们煤矿安排监察监管的这种能

力，然后能发挥群防群控的这种作用。 

国家矿山安监局：是啊，是啊。 

ＣＬＢ：工会是最有效的群防群控的这个，因为他们会员在一线，对吧？ 

国家矿山安监局：嗯嗯。 

ＣＬＢ：行，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不客气。 

ＣＬＢ：再见。 

 

 

第二次尝试拨打许处长电话，无法接通。 

语音：[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第八通电话 国家矿山安全监督局 科信处 玄先生 

国家矿山安监局：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科信处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喂您好。 

ＣＬＢ：科信处是吧？ 

国家矿山安监局：对。 

ＣＬＢ：我刚才上午打过电话来的啊，中国劳工通讯，姓韩。上午给我那个电话，

许处长的电话，一直没人听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哦一直没人接听？ 

ＣＬＢ：对对。 

国家矿山安监局：是不是他在加班啊，或者是他出去检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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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哦。其实我就是想说，咱们这个科信处在安排这次刘司长明察暗访工作

的时候，有没有邀请工会参与这个明察暗访工作呢？ 

国家矿山安监局：这个我真不太清楚。 

ＣＬＢ：那那个像，因为什么呢，就是咱们刘军副司长去黔西南州明察暗访期间

呢，就正好是这次发生事故的贞丰县三河顺勋煤矿被责令停产整改期间，而且原

因是说发现了重大事故隐患。我以为这个刘军副司长可能会了解这情况呢，到这

样的一家煤矿去明察暗访一下，看看是不是真整顿、还是走过场。所以说，这个

就引起了我的留意。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明察暗访，既然是明察暗访，那这种有

没有…… 

国家矿山安监局：你是说这回去贵州帮扶吗？ 

ＣＬＢ：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是这次吗？今年去的这一次吗？ 

ＣＬＢ：不是，是去年 7月 11号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那不知道，我是今年刚来的。 

ＣＬＢ：那我可不可以，我们中国劳工通讯可不可以提一个建议啊，给咱们科信

处，就是未来安排明察暗访的时候，有个建议可以吗？ 

国家矿山安监局：可以啊，可以。 

ＣＬＢ：就是这个……当然，《安全生产法》和《矿山安全法》都规定了工会的

安全生产监督职责了。那特别是《煤矿安全监督条例》里面，第五条里面提到说，

煤矿安全监察应当以预防为主；第六条说，煤矿安全监察应该依靠煤矿职工和工

会组织。所以以后再有这种明察暗访，是不是可以很明确地要求地方邀请工会参

与这种安全生产的明察暗访？ 

国家矿山安监局：行，我回来给领导说一下吧，好吧？ 

ＣＬＢ：好的好的，那麻烦你跟许处长说一下。 

国家矿山安监局：嗯好好好，我给许处长来汇报一下。 

ＣＬＢ：那以后这个明察暗访是不是还是咱们科信处来负责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不是不是不是。不一定他那个党组会议安排谁去。 

ＣＬＢ：那这次明察暗访，因为刘副司长的明察暗访正好去到了那个州，贵州的

那个州…… 

国家矿山安监局：现在，这次不是明察暗访，是对整个贵州省督查帮扶，是局党

委决定的，为期小一年呢，八个月呢，这次没有暗察。 

ＣＬＢ：我知道，我是说上一次，去年 7 月份的明察暗访，那是专门针对安全生

产的。所以说，以后再有这种安全生产的明察暗访，建议就是说，一个是针对工

会，有没有工会和工会履责的情况，邀请工会参加。另外一个就是，特别是针对

停产整顿的煤矿，看看查一查、访一访，是不是真整顿还是走过场。 

国家矿山安监局：那肯定是真整顿嘛，没有走过场现在。国家局去的都是真的。 

ＣＬＢ：那这个发生事故，今年 2 月 25 日这个事故，贞丰县的这个事故，三河

顺勋煤矿。去年 7 月，被发现有重大安全事故隐患，被责令停产整顿一个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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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整顿完成，放行以后，8个月就发生这么大的事故，14个人死了。所以……当

然，不能依此来说他们是走过场、没有真正的整顿。但是，这个会很难令人置信

啊，就是当初 8个月前是真整顿、不是走过场。您说呢？ 

国家矿山安监局：这个我真不大清楚。回头我把这个事跟领导汇报一下吧，我是

上周刚借调过来的。 

ＣＬＢ：对对，特别是新人应该了解一些新的情况啊。就是咱们既然作为国家安

全生产监察局，对吧，就是不能假设所有的煤矿都会做真整顿、而不是走过场，

而是假设最坏的情况，所以才要监察。对吧。 

国家矿山安监局：对对对，您说的有道理。我回头跟我们领导汇报一下，好吧。 

ＣＬＢ：行，好的好的。希望以后咱们矿山安全监察局，能把工会履责的这部分

——矿山有没有工会、工会有没有履责，作为安全生产监察重要的一环吧。好吧。 

国家矿山安监局：好好，好的好的。 

ＣＬＢ：好，谢谢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我回头跟我们领导汇报一下，向领导反映一下。 

ＣＬＢ：请教一下你贵姓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我免贵，姓玄，唐玄宗的玄。 

ＣＬＢ：玄，好，谢谢小玄。 

国家矿山安监局：好，再见。 

ＣＬＢ：好，再见。 

 

 

 

第九通电话 国家矿山安全监督局 煤矿安全监察司 

国家矿山安监局：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煤矿安全监察司吗？ 

国家矿山安监局：您好，您是哪里？ 

ＣＬＢ：您好，我这里是中国劳工通讯，我姓韩。就是关于咱们这儿，在贵州 2

月底 3 月初在 5 天内两起煤矿事故，21 个人遇难这个事儿啊，就是想了解一

下…… 

国家矿山安监局：您是记者，是吗？ 

ＣＬＢ：我是中国劳工通讯，我姓韩，对。那想了解一下地方工会在这个煤矿安

全监察履责的情况，请问事故调查会不会就地方和事故煤矿工会依法履责的情况

进行调查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哦，您好，不好意思，这个不在我们这儿负责。啊。 

ＣＬＢ：您这儿是……喂？ 

——电话被挂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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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通电话 国家矿山安全监督局 事故调查和统计司 综合处 

国家矿山安监局：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事故调查和统计司吗？ 

国家矿山安监局：嗯对，您是？ 

ＣＬＢ：您好，我这里是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我姓韩。 

国家矿山安监局：嗯，好的，您说。 

ＣＬＢ：就是关于这个今年 2 月底 3 月初，5 天内在贵州发生两起煤矿事故啊，

21 人遇难。想问一下咱们国家局组织参与这两次事故调查，会不会就地方工会

和事故煤矿企业工会依法履责的情况进行调查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这方面您给那个调查司打电话，咨询一下他们，好吧？ 

ＣＬＢ：调查处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对，就是电话是 64463018。 

ＣＬＢ：64463018。 

国家矿山安监局：对。 

ＣＬＢ：请问咱们这儿是什么处啊？您这儿什么处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我们这儿是综合处。 

ＣＬＢ：综合处。那像这种通常来说会不会，在咱们事故调查的时候，会不会把

工会履责的情况加进去呢？ 

国家矿山安监局：这方面我也不太清楚。您咨询一下他们那边。 

ＣＬＢ：行，好好好，谢谢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没事没事。 

 

 

第十一通电话 国家矿山安全监督局 事故调查处 

国家矿山安监局：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事故调查处吗？ 

国家矿山安监局：喂？ 

ＣＬＢ：喂请问是调查处吗？ 

国家矿山安监局：嗯对，您讲。 

ＣＬＢ：您好，我这是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我姓韩。 

国家矿山安监局：哦。 

ＣＬＢ：就是关于咱们这儿贵州省 2 月底 3 月初，5 天内发生两起煤矿事故 21

个人遇难这个事儿，想问一下咱们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组织参与这次调查，会不

会就工会履责的情况进行调查呢？ 

国家矿山安监局：这个东西，您得统一找我们矿山监察局那个负责新闻发布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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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去问。这个我还具体不是太清楚。因为这个事故调查，现在正在调查中，我也

没参与。 

ＣＬＢ：哦，那我就是说，通常来说，发生这种事故，特别是煤矿事故，那会不

会把比如说，事故的煤矿有没有工会组织呢，那有工会组织的话，有没有履行《安

全生产法》规定的监督职责呢，如果没有工会组织，那为什么没有工会组织呢，

这种是不是…… 

国家矿山安监局：那个，一般情况下，这个事故调查组的组成啊，都有工会的参

与。就是当地的工会，工会组织人员参与。他们在参与当中，应该会就这方面的

东西，工会有自己的，就工会的组织方面，你说保护劳工权利干嘛的，他们应该

会都去调查。他们工会是调查组的一个组成单位。 

ＣＬＢ：对，我就是说这个，是，工会应该依法参与调查。那么我意思是说，不

是工会参与调查别人，而是工会被调查。 

国家矿山安监局：因为贵州这个事故吧，他肯定是，调查下一级工会肯定是由上

一级调查。我知道您的意思。肯定是有工会的人参与，然后对这个企业的工会，

或者是说当地的工会进行调查。 

ＣＬＢ：哦，那咱们这个从国家局的角度，整体安全生产的，从事故吸取教训，

调查是为了……当然，处罚是一回事啦，处罚不是为了处罚，而是为了未来减少

事故的发生。那从总体安排上，会不会把工会，哪怕是地方工会调查下属工会履

责的情况，作为一个重点来安排在调查的项目当中呢？ 

国家矿山安监局：哎呀您好，这个东西我还回答不了您。这个应该由新闻发言处

和新闻发言人统一回答。 

ＣＬＢ：我说的不是新闻，不是说这件事啊。就是说通常来说，咱们是事故调查

处，通常在安排事故调查的时候，会不会把这个工会履责的情况——就是要求地

方工会在参与调查的时候，不止是调查公司管理方、政府的工作人员、政府部门

是不是有失职不作为什么之类的，而是（也调查）工会自己有没有不作为，这个

有没有清楚的指出来？就是工会参与调查，你是去调查你自己工会组织有没有作

为。有没有这样的清楚指引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这个应该是，组织上成立事故调查组之初，就会设定事故调查

组的各个单位职责。 

ＣＬＢ：哦，那我的意思是说，每一次具体事故，他的这个调查安排职责的时候，

他是根据一个常态下的事故调查指引，对吧，就是有这个标准的。那在咱们这个

事故调查，特别是煤矿事故调查，通常的调查指引上、标准上，是不是有工会履

责这一项？ 

国家矿山安监局：哎呀，这个我，主要是我是借调人员，我不是太清楚这个东西。 

ＣＬＢ：哦，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是说，无论是《安全生产法》还是《矿山安

全法》，都规定了工会在现场安全生产监督的这种责任。而且特别是《煤矿安全

监察条例》里面第五条特别讲，煤矿安全监察应当以预防为主；那第六条又说，

煤矿安全监察应该依靠煤矿职工和工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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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矿山安监局：对，是。 

ＣＬＢ：那就是说，发生事故的煤矿有没有工会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线索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对对对。这个东西，韩局长，我这儿还回答不了您，真的。因

为我刚才回答的是我知道的，我不是太清楚的，我不敢给您乱作回答。因为我是

借调。 

ＣＬＢ：明白明白。一方面是了解一下，另外一方面是探讨啊。因为我们……其

实我是在这之前是给贵州局打过电话的，我就提到工会是不是应该作为被调查的

一个主要对象。那贵州局说，那你要去国家局问，这个题目太大了，我们贵州局

答不了。那我打电话到咱们国家局的几个部门，现在终于找到了这是咱们事故调

查处，所以才问。您不要介意，不要误会啊，我不是来找麻烦的。 

国家矿山安监局：没有没有，我知道知道。也欢迎您对这个矿山事故调查这方面

的关注，感谢您在这方面的支持。 

ＣＬＢ：没有没有，这是我们一起，我们是中国劳工通讯。事故安全直接关系到

千千万万的劳工生命。 

国家矿山安监局：对对对，咱们劳工的。 

ＣＬＢ：那可不可以提一个建议啊？顺手提一个建议，就是您哪怕是借调的，能

不能帮忙记下一个建议呢？ 

国家矿山安监局：行，您说，我记一下。您稍等一下，我拿个本儿。 

ＣＬＢ：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稍等） 

国家矿山安监局：哦您说吧。我记下来。 

ＣＬＢ：好，麻烦你了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对，没事。 

ＣＬＢ：那个《安全生产法》、《矿山安全法》，其实《工会法》《煤矿安全监察条

例》，等等一堆的法律，你提吧，就是都规定了工会在第一现场安全生产监督的

职责。那我就建议呢，是我们中国劳工通讯建议啊，不是我建议，就是说，今后

咱们这个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能不能把这个事故调查里面（加上）其中的重要一

项，就是对事故企业有没有工会、工会有没有履责、怎么履责了，那如果没有工

会的话、为什么没有工会，有工会的话、有没有履责。因为煤矿工会，特别是在

采煤一线，如果能履责的话，咱们国家的煤矿事故——我觉得啊，最少减少一半，

甚至更多。 

国家矿山安监局：那个，我也是从企业出来的，就是在我的企业里吧，都有工会。

因为工会每年还发福利什么的这种，基本上都有工会。 

ＣＬＢ：那除了发福利以外，人命关天的这部分，法律规定的这么多工会安全生

产监督的这部分，才是工会最重要的，对吧。发福利是次要的。 

国家矿山安监局：对，我就是说想提一下，基本上都有工会，咱现在煤矿的。具

体个别煤矿有没有工会，还得就是您说的这个，在事故调查中去看看。 

ＣＬＢ：对，特别是如果有工会的话，工会有没有履责。那更严重，（如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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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却发生这种事情，更应该查一查工会有没有履责。 

国家矿山安监局：对对对，是。韩局长，您是中国劳工通讯，是吧？ 

ＣＬＢ：中国劳工通讯，我姓韩，我叫韩东方。 

国家矿山安监局：中国劳工通讯。行，那我把这个建议反馈给领导。 

ＣＬＢ：行，好的好的。请教一下您贵姓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我免贵，我姓陈。 

ＣＬＢ：耳东陈，是吧？ 

国家矿山安监局：对对对。 

ＣＬＢ：好的好的，谢谢你了。 

国家矿山安监局：没有没有，感谢您对这个矿山事故调查的支持和关注。 

ＣＬＢ：希望没有提出什么外行的建议啊。 

国家矿山安监局：没有没有，对我们也促进我们的工作。 

ＣＬＢ：好，谢谢啊，再见。 

国家矿山安监局：好，也谢谢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