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5月 21 日上午，湖南长沙梅溪湖一在建工地塔吊施工作业时发生折
断倒塌事故。 
——二通电话，致电二个工会 
 

第一通电话：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总工会窗口 

长沙市总工会：喂，您好，岳麓区总工会窗口。 

ＣＬＢ：请问是岳麓区总工会吗？ 

长沙市总工会：是的。 

ＣＬＢ：您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长沙市总工会：中国劳工通讯？ 

ＣＬＢ：对。就是关于咱们这儿这个梅溪湖有一个工地的塔吊发生折断倒塌事故，

是 5月 21号发生的，想问一下咱们工会有没有参与这个事故调查呢？ 

长沙市总工会：你稍等啊。这个…… 

ＣＬＢ：啊？ 

长沙市总工会：稍等，稍等一下。 

ＣＬＢ：好的。 

（等候，和同事咨询） 
长沙市总工会：您好，那你要咨询的是工伤的问题吗？ 

ＣＬＢ：不是，就是想了解一下咱们区工会有没有参与这个事故的调查？不是按

规定应该是工会应该参与事故调查吗？ 

长沙市总工会：稍等，我给你一个我们工会办公室的电话，您打这个电话咨询。 

ＣＬＢ：请问您这里是什么部门？ 

长沙市总工会：我这里是在窗口的，是在岳麓区行政审批的大厅里面的窗口，主

要是负责群众的那些贫困资料提交的这些的。 

ＣＬＢ：你这个是，工会就像职工服务中心的窗口？ 

长沙市总工会：对，我在窗口的。 

ＣＬＢ：那咱们区工会负责安全生产的部门是哪个部门呢？ 

长沙市总工会：您稍等。 

ＣＬＢ：好的，谢谢。 

长沙市总工会：你记一下啊，这个电话是工会办公室的，但我不确定是不是你说

的安全生产。 

ＣＬＢ：好的。 

长沙市总工会：88999185。 

ＣＬＢ：8899185？ 

长沙市总工会：三个九。 

ＣＬＢ：哦，88999185？ 

长沙市总工会：是的。 

ＣＬＢ：哦。那咱们工会有没有负责基层工作部呢，就是负责工会组建的有没有

啊？ 

长沙市总工会：负责基层工作的啊？ 

ＣＬＢ：就是好像咱们岳麓区有那个建筑工会联合会是吧？ 

（换人接电话） 
长沙市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喂，就是咱们岳麓区有没有那个……好像有一个建筑行业工会联合会是

不是啊？ 

长沙市总工会：嗯，是的。 

ＣＬＢ：那我可能到那边去了解一下比较好，因为这个是建筑工地的事故。请问

您这儿有没有建筑工会联合会的电话啊？ 

长沙市总工会：我有那个建筑工会工作组的电话号码。你记一下。 

ＣＬＢ：好，您说。 

长沙市总工会：18XXXXXX816。 

ＣＬＢ：18XXXXXX816，这是哪里呢？ 

长沙市总工会：姓曹，这是建筑行业的工会工作者。 

ＣＬＢ：姓曹是吧？ 

长沙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哦，建筑行业工会联合会？ 

长沙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好的好的，那谢谢你了啊，再见。 

长沙市总工会：好的不客气。再见。 

 

 

第二通电话：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联合会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您好，请问是建筑行业管理科吗？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是的，请讲。 

ＣＬＢ：您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就是有个事儿想问一下，咱们

这儿 5月 21号，梅溪湖这边有一个工地塔吊折断倒塌这个事儿啊。喂？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喂，请讲，是哪个项目？ 

ＣＬＢ：是在梅溪湖这边啊，你们岳麓区有一个工地塔吊发生折断倒塌，想问一

下咱们这边调查的情况怎么样啊？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哦，在建项目塔吊的一个事故是吗？ 

ＣＬＢ：对对，这个调查有结果了吗？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你稍等一下啊，你这个的话，要找我们另外一个部门。 

ＣＬＢ：是哪个部门呢？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质安站。你等一下啊，我把电话给你啊。 

ＣＬＢ：好，谢谢。 

（等候）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你那个主要是什么项目？是一个梅溪湖，他那边有很多在

建工地嘛，你是什么项目？ 

ＣＬＢ：其实我也是在媒体上、在网上看到，就是 5 月 21 号发生了很大的一个

事故，就是塔吊折断了，这个而且也有人伤亡，就想了解一下。其实我是看到咱

们建筑行业管理科是负责，一个是建筑业民工的权益保障和管理，还有一个是安

全事故的调查处理。所以，其实我是想了解一下咱们这边塔吊司机的工会，还有

建筑行业工会他们组建的情况啊。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哦，首先他这个项目，因为我们这一块的话呢，是分为岳

麓区的项目跟湘江新区的项目。如果是岳麓区监管的项目呢，肯定是那个要管理



的。然后如果是湘江新区监管的项目的话呢，就直接由湘江新区监管了，我们是

没有职权的。 

ＣＬＢ：哦。你是不是说湘江新区跟你们岳麓区是平行的，不是隶属的关系？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呃，他们的级别会要比我们高一点。 

ＣＬＢ：那这个梅溪湖这个工地发生的塔吊折断倒塌事故，这个事儿你是说那边

可能归新区那边管吗？还是……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对，可能归那个湘江新区管。现在我不知道你是哪个项目，

然后我们这边有管理在建工地的那个部门，有负责这一块的部门。 

ＣＬＢ：我以为这个，因为在查那个行政区划的时候说这个梅溪湖……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可能留的电话留的我们科室的，是吗？ 

ＣＬＢ：没有，梅溪湖这个街道是归你们岳麓区管的啊。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嗯，街道是由我们岳麓区管。但是这些在建工程它的特殊

性，它不一定是由我们岳麓区住建局来管理、我们来监管。他是分不同的主管的，

主管部门的。 

ＣＬＢ：哦，就算是这个工地在你们岳麓区，也可能是归另外一个区管？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对对对，哪怕他的所在地是在岳麓区的辖区范围之内，但

是也可能是由湘江新区监管的。 

ＣＬＢ：哦，那这个有意思啊，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为什么

在你们地盘上的这个工地，什么安全生产啊，民工的权益保障啊什么的，反而不

归你们这儿管？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嗯，他是有这个划分的，这个划分的根据可能会要问一下

上面的部门了。 

ＣＬＢ：所以，你们这个岳麓区建筑行业管理科没有听说还有介入这个塔吊折断

倒塌的事故调查？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首先我们建筑行业管理科，我们管理的是建筑企业，如果

是我们所管理的建筑企业下面就是发生了这些安全事故，我们是会要去调查的。

然后我们这边也分一个在建项目的管理，然后在建项目的管理又是有另外一个部

门负责的。 

ＣＬＢ：哦，你们这儿是管在你们岳麓区登记注册的建筑企业？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是的，建筑企业，对。 

ＣＬＢ：那在你们岳麓区登记注册的建筑企业，如果跑去广东去施工的话，那是

不是也归你们这儿管啊？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他这个企业他是由我们管的，如果他是在岳麓区注册的企

业，是的。 

ＣＬＢ：那如果他们发生了安全事故什么之类的，那如果在广东那边发生这些事

故，你们岳麓区也要去那边去调查啊？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他那边的话，是由所在地的在建，主管部门，那边有项目

的主管部门。 

ＣＬＢ：哦，就像你们这儿有在建工程的主管部门一样的？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对对，我们有分不同的部门。如果你是要问这一个项目的

话，我给个电话号码给你，然后你问一下那边，看这个项目是不是他们监管的，

好不？ 

ＣＬＢ：好的，谢谢谢谢。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88889208。 



ＣＬＢ：88889208，这是叫什么部门？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质安站。质量的质，安全的安。 

ＣＬＢ：哦，质安站。质量的质。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对。 

ＣＬＢ：那也是咱们区住建局里面的？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对，是我们局里面的，我们局里面不同的部门，管在建工

地的，如果你是有这些关于在建工地这些在建项目的这些事情，你可以问下他，

好不？他可能会解答得清楚一些。 

ＣＬＢ：好的，谢谢。那咱们区的建筑行业工会联合会，是不是也在咱们住建局

这边啊？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对，建筑行业工会联合会是在这边。 

ＣＬＢ：那请问您这儿有他们的电话吗？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哦，建筑行业工会联合会，你就可以……你跟我说就可以

了，工会这一块。 

ＣＬＢ：哦，您是负责工会的啊？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嗯，对。 

ＣＬＢ：哦，那请问您是不是杨映红啊？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不是，不是，那是我们的主席，那是我们的工会主席。 

ＣＬＢ：哦，那其实我是找对人了。就是我其实想了解一下，咱们工会有没有参

与这个事故的调查呢？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首先我们是针对我们自己管理的这些建筑企业，它所成立

的这些项目工会。如果他是那个，那个项目他的那个总承包他是我们这边的建筑

企业工会，然后这个项目他又成立了项目工会，我们肯定是要管理的，是要去调

查的。但是，如果他们这两者都不符合的话，我们是没有这个权限去管理的。 

ＣＬＢ：哦，所以要符合两个条件，一个是在你们这儿注册的，还有一个就是在

你们这儿注册的公司在你们这边开工的？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就是公司要在我们这边，然后那个项目也是要由公司监管。

就是由公司管理的一个工地，然后又成立了项目工会。 

ＣＬＢ：哦，那如果要是外省的建筑公司？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外省的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建筑工地，他在全国范围之

内，就是这些项目工会，只要是成立了项目工会，都会要就是……如果出现了欠

薪的行为，都是可以来找我们来维权的。 

ＣＬＢ：对，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到你们这边，这个建筑行业工会从 2011 年就成

立了。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对，11年开始成立，是的。 

ＣＬＢ：对，而且在《工人日报》上还有挺大的一篇报道，就是说“哪里有工地，

哪里就有工会”。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欠薪，对对对，是的，是这样子的。 

ＣＬＢ：那你们这儿这个工会，咱们说回到塔吊这个事故啊，那你们这儿的塔吊

司机有没有专门的司机工会啊？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哦，那没有。这一块的话，他可能……这个司机工会那没

有。我们是针对一个项目为单位。就是企业下面，他会有项目工会嘛。项目工会

的话，他就相当于工会小组和分工会的这种形式的存在。就是你这个项目，你自

开始，就是开始正式施工开始，你就可以人员进入啊，然后你的那些基本的条件



符合之后，你就可以申报。然后申报这个项目工会之后，就是你在一个周期，就

是这个建筑已经完工了，完工了以后他就会撤销。是这样子的，相当于一个工会

小组的一个形式。 

ＣＬＢ：哦，那申报是由参与建设的工人申报呢，还是？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就是我们是要求，只要是我们这些企业啊，企业他有这些

项目，然后我们都会要求他们报这些项目工会。我们有条件的，就是你是什么样

的，是房建项目啊，还是道路工程，这些我们会有规模的。 

ＣＬＢ：哦，那也就是说是由项目部，公司方面来申报？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对对对，他们来申报。 

ＣＬＢ：哦，那像那些塔吊司机啊、钢筋工啊、抹灰工啊、水管工啊什么这些的，

各个不同的工种，你们这儿的建筑行业工会有没有分工种的一些分会啊？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那没有，不会分的那么细的。因为像有些工种的话，我们

是以那个项目为单位。就是以项目工会为单位，我们就是统管。就是你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工会里面包含了所有的这些工人，这些民工。就是哪怕，因为像有些的

项目他可能，那些班组啊，可能电工啊他可能进去两三个月啊，可能他就完工了，

他就出去了，然后又换了什么架子工啊，什么砌筑工啊，这样子的。所以他的流

动性是很大的。你不可能说，按每一个工种再去成立一个工会。 

ＣＬＢ：哦，那就是，是不是我这样理解是不对啊？就是如果假如说，张三这个

农民工他是一个水管工，他进入这个甲工地去干了三个月，然后就入了甲工地的

项目部工会，就成为会员了。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是的，是的，是的。 

ＣＬＢ：然后，他干了三个月以后，他就离开了这个工地，那他的会员关系呢？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会员关系的话，这一块的话，我们之前也探讨过，因为现

在我们都是要求入系统的。就是他在其他的地方，如果有接收的另外一个地方，

他有这个条件也可以设立这个项目工会的；或者他去了企业，相当于是企业的职

工了，也入了工会的，是可以把他的这些信息可以把他转出去的。就是我们会有

一个系统，有一个会员系统。 

ＣＬＢ：哦，那假如三个月以后，他去了另外的一个项目工地，而那个工地没有

项目工会，那他怎么办呢？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他目前就是会面临一个转不出去的这个状况，是吧，你是

说他，就是因为他在我们这边成立的（工会）有这个会员籍，但是他又跑到另外

的地方去做事了，是吗？ 

ＣＬＢ：对，就是到第二个工地去，然后那个工地没有项目部工会，那怎么办呢？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嗯，我们这一块也是在探讨这一个问题，看这个会员籍到

底是怎么样去处理。因为像现在的话，我们这边也不存在说，就是说，他一个班

子走了，他就没有接收（的工会了）。有些可能他是按企业来的。因为像劳务公

司嘛，他就是劳务派遣嘛，他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做完了，再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做，但是他总共都是由这个劳务公司去管理的，所以也不存在说，就是说……除

非他是到外地去了，或者是去另外的其他的（行业）去了，不属于我们建筑行业

这一块了，我们就管理不到了。 

ＣＬＢ：那所以我下一个问题就是，假如说他从你们岳麓区，比如说从长沙去到

其他的地方去到外省去打工了，那他的会籍自然就没有了吗？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我们现在的话，还没有一个系统说，能够就是说把他转移

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去。但是，他只要是我们这边，他项目这种确认会员的有记录



的，就是别的地方来调查的话，他确实是我们这边的会员，也是承认的。但是他

的项目如果撤销之后，意思就是他这个分工会就不存在了嘛，所以他的会籍的话，

就还是有一个转移的这个方面的问题还在那里。我们还在那里寻求一种解决的方

式。因为像有些的这些会员籍，他不是说有一个什么全国联通啊这样子咯。 

ＣＬＢ：那有没有这个必要，或者说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建筑工人，因为他的流

动性比较强啊，就是一个工地一个工地的走。那有没有可能，他是其实就是做个

人，比如说在你们区的建筑行业工人联合会，就是说在个人入会，然后一次入会、

终身会员这种的？哪怕他到其他的地方去，他也是会员，他就不经过项目部工会

加入工会。这个有这个可能吗？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呃，这一块的话可能会不太好管理。因为首先像这种农民

工的话，他可能很多都是跟着班组一起来的。可能就是那种地方上的，可能就一

起来的，一个班组来的。他们都比较听这种班组的班组长的这些话嘛。然后就是

也会传，就是通过这些微信啊，告诉他们一些工会他们可以为自己维权。但是如

果要他们个人申请的话，估计他们就有很多，他会……不会愿意自己来申报。 

ＣＬＢ：所以，那……就是说，工人，你的意思就是说工人加入工会的意愿不强？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就是还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虽然我们是做了这么多

年的努力啊。然后，他现在的话，其实还是有蛮多人还是知道了工会。但是你说，

像他们的话，流动性这么强的话，就是说，这种会籍能够给他们带来的好处，确

实（不多）……因为像我们这一块的话，不像其他的地方啊，可能就是你有会员

证，你可以享受公共设施的便利，什么坐公交啊，可能什么去图书馆啊，去哪里

有一个优惠，或者去景点有优惠，像我们这一块就是还是没有的，所以对于他

们…… 

ＣＬＢ：那如果咱们建筑行业工会，如果让这些农民工，就是说电工也好，抹灰

工也好，架子工也好，让他们知道，就说是你加入工会，我工会呢就确保你进工

地之前都有……第一是有劳动合同，第二是有工伤保险啊什么失业保险这些的，

那加入工会就有这些社保，有这些保障。那这些是不是可以作为咱们工会这个吸

引工人加入工会的一个比较大的吸引力啊？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嗯，像现在的话，我们这一块的话，不仅仅是我们工会这

一块啊。像现在这个《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那个上面就写的很清楚的。就

是像每个工地上面，其实对于保障农民工的合同、工资啊这一块其实是要求都是

很细致的。就算是他不通过我们这边，他就是在工地上面也是受到约束的，就是

一定要给他们签合同，要给他们买保险，要给他们按月足额发工资。这一块他们

是有保障的，哪怕他们不通过我们这边，他也是可以这样子做到的。 

ＣＬＢ：对，在法律上是这么规定的啦，但是我们都知道啦，我也是跟全国各地

的很多建筑工地的公司啊、还有工会啊，也聊这个事。其实，在建筑工地上，工

人真的有劳动合同的是不多的。那一旦出了事以后，包括工伤啊、包括被拖欠工

资啊，一旦发生这种事，没有劳动合同，很多时候，包工头和公司就会赖帐，就

是拖着。所以咱们这儿建筑行业……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你走公检法啊。你只要是在他们那里做事的，你有这些根

据，然后确确实实是在那里做事的，然后他拖欠工资的，他是可以维权的。现在

维权的手段还是很大的，就是很多的，就是人社也有，然后住建也有，我们工会

也有。这种维权其实还是会比之前有了很多种的方式。 

ＣＬＢ：对，我的意思是说从避免啊，从工会集体协商、集体谈判这个角度来说。

就是说咱们工会能不能保证就是说，比如在岳麓区这边的建筑工地的所有的工人，



你只要加入工会，我工会就代表你，跟那个企业方、跟老板签集体合同，然后你

就要有你的劳动合同，你就有所有的这些保障。咱们岳麓区的这个建筑行业工会

有没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在我们这儿不会有拖欠工资的事儿，在我们这儿

不会有没有劳动合同的事儿？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对呀，像我们，只要是成立了项目工会的，我们是基本上

是实现了没有什么欠薪的行为的。就是他们欠薪是可以，就是来投诉的，来跟我

们说的。而且我们是要求我们的项目工会上面是公示了他们工会主席的那个……

项目工会主席的那些信息啊什么的，电话啊，包括我们这边的一个维权的电话，

都是留在那个地方的，而且还要是在他们显眼的地方，就是他们经常……要么住

的地方啊，要么是食堂啊，要么就是公共区，就是要求这样子的，设立牌子的。 

ＣＬＢ：哦，对不起啊，我有好多问题。我的理解对不对啊？就是咱们现在项目

部工会这个想法，就说是把工会设置在有项目、有施工的现场，然后一旦要是发

生侵权、发生拖欠工资，马上工人就可以找到工会，工会就可以动起来？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是的啊，可以，可以。而且现在…… 

ＣＬＢ：这背后的逻辑就是，没有了项目，那工人也就不会发生这个拖工资的事

儿，侵权的事儿……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对啊，你没有了项目，你没做事的话，你不存在说……你

没有主体了，谁拖欠工资呢，是吧？ 

ＣＬＢ：对，所以现在的项目部工会，主要的这个针对性是在这里，就是有项目、

有施工，才有侵权。没有项目，没有施工，也就没有侵权。所以这是设置项目部

工会背后的一个考虑？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是的是的，你没有一个主体的话，你没有一个场地，你没

有一个需要他们，需要民工做事的地方，你就不存在说拖欠他们工资侵权嘛。然

后安全生产这一块嘛，也不会发生了。然后其他的，就是……像他在另外的，他

们可能不做这一行了是吧，那就不是我们所能够管理到的了。 

ＣＬＢ：刚才你提到就是现在还有一个会籍转移的问题，就是一旦到了第二个工

地、或者是去到了外市、外区、外省，那么会籍的转移现在还是一个没有找到办

法的一个问题。那么，有没有可能从项目部工会的这个现在这一步，再往前多走

一步，就是让这些工人，无论你到哪一个工地、到哪一个区，只要你是建筑工人，

你就一直都是会员。你进入那个工地，马上就是，这个你有什么事就马上可以找

工会。就是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嗯……像有一些的，如果是像岳麓区这一边的，就是由我

们这边的企业工会，就是他下面设置的这些项目工会啊，这些工人，他到任何里

面的项目工会，他都是会员，这个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如果他去了其他的地方，

可能他也是建筑行业，但是他那边并不由我们能够管理到的地方，例如…… 

ＣＬＢ：就是在岳麓区以外？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对，可能在岳麓区以外，然后我们管理不到的地方，然后

我们管理不到的项目，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保证他们能够享受到工会的这些福利

啊、这些待遇啊。然后像有些都，他可能并不会设立项目工会，可能他是其他区

的，可能我们管不到，所以我们就不能强制的要求他们设置项目工会。因为我们

没有这个行政权的。 

ＣＬＢ：那这个可惜了，因为你们岳麓区的建筑行业工会联合会听起来是做得很

成功，就是说在每一个项目工地都有工会，是吧？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嗯，就是说只要是我们……对，这几年我们其实设置的项



目工会还是挺多的，就是也确实是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些福利，然后也确实是

帮助到了很多人。 

ＣＬＢ：那你们已经做出这么一个有效的、一个成功的模式，就是项目部工会，

“只要有项目就有工会”，那为什么你们长沙市总工会，或者是湖南省总工会，

没有把你们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联合会的经验在全省推广开呢？就是做到，不只

是做到岳麓区有项目就有工会，而且是在长沙市，而且在湖南省，只要有项目就

要有工会，这样不就可以做到这个，最少在湖南省全省范围内，工会会籍就实现

会籍的自动转移吗？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其实像省内的话，怎么说呢，像我们的这个经验的话已经

是推广到全国了，不仅仅是全省了。但是有很多地方可能是因地制宜，他并不能

像我们一样。因为像我们的话，确实，我们管理这些民工也好，管理项目也好，

我们是依托于住建局的，因为他们是对项目有这个管理权，对企业有管理权。你

如果……你这种主管部门、行政部门，你不能……就是取得他们的支持的话，其

实工会开展活动是，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你要多方配合，你要多方的，一个

是企业方，一个是那个主管部门方，然后你还有一个就是工会，这几方是要联动

的。并不是说，我工会想去做一个什么事情就能够推得动的。 

ＣＬＢ：哦，所以说你们这边的经验，就是成功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是，住

建局作为政府的行政部门，他对这个建筑企业有这个管辖权，所以他如果要是通

过行政的这个一些强制力要求项目部必须建工会，那这些项目部说的什么一点，

也不敢不建。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不是不是，我们是做到应建尽建，不是强制性的。然后第

二个的话，我们就是是依托，就是要取得他们的支持。为什么是支持，不是强制。

就是，我现在是主管部门支持我们做这个事情，我们要在全区推广这个项目工会，

好，住建可能就把这些企业召集起来开一个会，然后可能就推广、宣传、然后就

是支持企业在这方面做这些东西。然后像我们的话，你如果像企业的话，你设立

了项目工会，然后像我们每年的这些什么，工会的评先评优啊，最美劳动者啊，

我们都可以推选的，是这样子的。你不能说，强制性的说什么，你住建要他设立

工会就设立工会，那不可能的，还是有个前置条件的。 

ＣＬＢ：对对对。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就是要三方，要企业方也要配合，然后要住建这边也要支

持，然后工会这边也要支持。就是要几方，就是要获得几方的支持，才会有推动

的这个力量咯。 

ＣＬＢ：对，按照《工会法》规定，“工会是由工人群众自愿结合的群众性组织”，

他不能强制性的。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是的，你不能强制。 

ＣＬＢ：那有没有如果要是一些项目部或者是公司他不愿意建工会的，那怎么办

呢？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像基本上我们目前没有说碰到不愿意组建的，没有碰到过。 

ＣＬＢ：那太棒了，那太好了。其实我们在全国各地其他的省市了解到的情况，

其实跟你们的情况，怎么说呢，差不多是完全相反。就是在项目部哪怕能建立起

工会起来，但是项目部的工会，其实有也等于是没有，就是挂个牌子而已，所以

还会经常发生这种拖欠工资的事儿。但是在你们这边，有项目部工会，就一定会

有工会的作用在那里，拖欠工资就不会发生？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是的，像我们的话，像我这个电话，首先我们这一块的话，



像拖欠农民工工资啊，就是你有这种，有这种……哪怕你现在的项目，只要是岳

麓区的项目，你如果也有这种没有成立这个项目工会的哦——我是说别的区

的……别的企业在岳麓区的项目，如果你有这种拖欠工资的行为的话，我们也是

会要就是去帮他积极去解决的。就是现在像农民工这一块的这个，因为他们最主

要的问题就是工资，这是最基本的。你连工资都保障不了他们，你其他的怎么保

障呢，是吧？一个是工资，然后一个是他们住宿的条件，一个是他们生产条件的

一个安全性，然后一些职业病的防治，这都是最基本的东西。你像你连最基本的

东西你都解决不了，你还在……那怎么去给他们，就是去关爱他们，是吧？然后

去给他们维权呢，是吧？ 

ＣＬＢ：对对对。那谈回到刚刚这个会籍这个事儿啊，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就说

是作为一个方法可能去解决会籍的这个转移，或者是不需要转移的问题——就是

说，这个如果要是凡是在咱们岳麓区进工地干活的工人，无论你是什么工种，你

必须加入工会才能进工地干活，而不是说，你这个只要有项目部你就要建工会。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确保所有进入工地的工人都是先加入咱们岳麓区的建筑行业

工会联合会，成为会员了。换句话说，你有会员证，你才能在我岳麓区从事这个

建筑行业的这个从业，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没有。首先，你说的这一块的话，怎么说呢，不太严谨的。

因为你不能说我有会员我就能够在这里做事，我没有会员我就在这里做不了事。

因为像很多这些项目的话，他可能他刚开始开工、他可能没办这些证的时候，他

是不需要通过我们的。我们根本就没有渠道知道这些项目，他有没有工人，或者

他招了什么工人，我们是不知道的。就是说，所有的项目，他并不需要向我们这

里报备，主要是前期报备的这个流程不在我们这边，我们是没有一些渠道、我们

没有一些什么网站，或者是能够查到这些项目他们会招哪些人。 

ＣＬＢ：哦，所以，我的意思是从那个，不是从那个项目的角度啊，而是从这个，

如果把咱们建筑工人加入工会的会员，把他能够尽量地锁住，把他固定下来。就

是说这个工人，他个人入会了以后，他可以到甲公司、乙公司、丙公司，都做都

可以，但是呢，他无论到哪个公司，就算那个公司没工会，他也是我建筑行业工

会联合会的会员。那么是不是有可能用这个方法，就是也配合项目部工会的做法，

就能两条腿走路，就把这个会员的资格、会员的身份、会员的会籍给锁住了呢？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像有些的，你也知道，像这个工人他的流动性很大的，他

可能今天他是做农民工，他是在项目上做工人，他可能明天他就去公司里面去做

管理层。这个是说不清的。就是他可能在这里项目已经完结了，但是他是这个项

目的会员，他去了其他的企业，企业成立了工会，我们就要入系统。入系统的话，

如果录到了他的信息是重复的，他就可以办理这个转移，就是（会员关系）转到

这个企业是可以的。 

ＣＬＢ：哦。所以，那真是听你一番话，真是学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啊。

特别是咱们岳麓区这边建筑行业工会联合会，我在网上看到说，从 2011 年建会

起来，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尝试，建筑行业加项目工会的这种模式。这个我在全国

各地其他地方从来没有听说过有项目工会居然可以做成功的，这是第一次，我听

到这个是做成功了的，真的是很难得。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我们这边因为是首创嘛，就是最开始是我们这边开始搞的

这个项目工会，然后就会有其他的省份啊、其他的地方，过来学习、来借鉴我们

的这个经验。但是每个地方他可能因地制宜，他的条件的那个设置可能并不一样。

然后一个企业的配合程度啊，然后这些可能其他工会的重视程度啊，他就是有各



方面的因素，可能就会做得跟我们不太一样。但是大家都是为了这个事情，可能

在不停地摸索。因为我们也是花了这么多年，然后来摸索的这样的一条路。然后

未来还是会有这些，我们现在就是难以解决的这些问题喽，看未来，看怎么样去

看解决这些问题。 

ＣＬＢ：对对对。那谈到这个安全生产的培训啊，安全生产培训的责任应该是在

企业那边吧？就现在的情况。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安全生产的培训，我们现在是有相当于三级的一个教育，

就是企业对项目，项目对班组，班组对民工。 

ＣＬＢ：哦，那我就有另外的一个想法，我总是有好多这种可能不着调的想法啊

——就是有没有可能咱们工会这边，比如说建立塔吊司机分会、钢筋工分会、抹

灰工分会、水管工、电工分会等等这些。那如果我们工会建立起，把这个工会建

的这个，建筑工会联合会建的把它分得细一点，就是每一个分会呢，针对自己的

工种的工人做，把这个安全生产培训的部分由工会拿起来，这样来专门的，比较

聚焦的来做。就是你只要是工会会员、你进入这个工地，你就是已经做过安全生

产培训了，那是不是……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不行，不行，不行，不能这样子。就是每到一个项目，他

都会有岗前培训。你不能说，你在这里会员你培训了，你去一个工地，你就不培

训，这是不允许的。这是任何安全生产的教育方面是不允许的。就是你每到任何

一个项目工地，哪怕这个项目已经可能没多久就完工了，你去到另外一个工地，

哪怕你是在工会进行的培训，你还是一样的，要在项目上面做培训，这个是有规

定的。 

ＣＬＢ：那也就是说，比如说一个电工，他在这个工地干了两个月，进厂之前他

做了比如说几个小时的培训，就是半天的培训。然后他到第二个工地，三个月以

后出来，到第二个工地，他还要再做一个培训？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就是每个工地的情况不一样嘛，你工地这个地形的复杂程

度啊，然后他的工程这个施工的这些工艺啊，然后第二个，他可能这个工程的这

些繁琐程度不一样啊，你肯定会要有一个重新的认识、重新的培训啊。你有些是

道路工程啊，道路工程他可能要求的东西不一样啊；你有些是房建工程啊，房建

工程他的要求又不一样啊。你不能说，我这次在房建搞了一个培训，我下次去市

政工程，这些什么道路工程我就不搞培训了哦。 

ＣＬＢ：哦，我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是因为我过去有过这个机会，到欧美的一

些建筑行业工会到那里去这个了解过、观察过。就是他们那边，其实是把建筑行

业各个不同的工种，包括道路啊、包括住建楼房这种施工呢，就是他们工会，建

筑行业工会是把这个安全生产的培训负责拿下来的。就是说，你必须做完工会的

培训，你才能进到现场去工作。那当然，像你刚才说的，不同的工程就有他特别

的这项工程的特别的东西。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对，特殊性。 

ＣＬＢ：那就是说，工会这类的培训呢，是把普遍性的工种，安全生产注意的要

点都给培训了。但是，到了某个项目的特殊性的时候呢，那就减轻了企业重复培

训一些这个惯常的项目的这些重复性。那工会有没有可能拿起这些他属于是通常

的、重复性的培训，只是把具体项目的特殊性的部分留给企业来做呢？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像我们这一块，像行政部门包括这些工会咯，我们是每年

要组织那个安全生产培训的，就是集中性的安全生产培训的。就是安全生产培训

的话，就针对这些比较常见的这些安全性的安全事故啊，警示啊，都这些方面的



知识，进行培训，是一个统筹的一个大块的。然后那种分细的话，是每个项目根

据每一种实地来进行那个具体细分的。就是我们是要求，像企业的话，项目可能

一个月要进行几次安全生产的培训。因为安全，像这种工地上面啊，他这种工程，

他肯定安全无小事。安全教育这个是贯穿整个的，就是从一个工程的开始到结束，

他是贯穿整个区间的，他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你不能说你要想去减少这些。

因为你知道人的记性，你肯定是不同的通过这些不断的培训啊，或者隔多久进行

一些安全生产的小知识的一个测试啊，或者是培训啊，你才能巩固这些知识，你

并不是说我培训一次就够了。而且他面对的这些情况，可能有这种突发的情况，

是以前没有的，没有培训到的，是吧？可能又会重点培训，你肯定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说一次就代表了另外的，你就可以省事。其实这个东西是不能省的啊，安

全这块不能省的。 

ＣＬＢ：不好意思打扰你啊，这么长时间，我真是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次终于跑

到了，碰到了这个项目工会加建筑行业工会的始发地，真的是很难得，谢谢你了

啊。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没有，不客气。 

ＣＬＢ：请问你贵姓啊？说了这么久还没有请教。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免贵姓曹，免贵姓曹。曹操的曹。 

ＣＬＢ：啊，小曹。你是咱们这个建筑行业工会的，是负责安全生产还是组建的，

还是负责什么工作啊？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我们这边可能负责的比较多，这些都会涉及到，因为作为

一个……我是属于社会化工会工作者，就是专门做工会这一块的。 

ＣＬＢ：哦，就是咱们住建局这边聘请来的社会化工会工作者？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工会，我是工会聘的。 

ＣＬＢ：哦，就是建筑行业工会聘请的？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对。 

ＣＬＢ：那行，实在是太感谢了，学到了很多东西。那好，今天就聊到这里好吗，

以后有什么事再来打扰你，小曹。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好，行。 

ＣＬＢ：好，再见啊。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会：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