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5月 29 日 11时 10分，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县泗南江水电站发生疑

似爆炸事故，共造成 6人死亡、5人受伤。 

——六通电话，致电一个工会 

 

第一通电话：云南普洱市总工会 服务中心 

普洱市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普洱市总工会吗？ 

普洱市总工会：嗯，对，您是哪里？ 

ＣＬＢ：您好，我是来自中国劳工通讯的。 

普洱市总工会：你打 2122409。 

ＣＬＢ：2122409 是吗？ 

普洱市总工会：对，它这是办公室电话。这是中心的，不是办公室的，好吗？ 

ＣＬＢ：我是想找一下负责安全生产的部门，您知道吗？ 

普洱市总工会：你就打刚才我说的那边就行了，那是办公室的总电话，好吗？ 

ＣＬＢ：2122409 是吧？ 

普洱市总工会：对对。好，再见。 

ＣＬＢ：好的，谢谢啊。 

 

第二通电话：云南普洱市总工会 档案室 

普洱市总工会：你好。 

ＣＬＢ：您好，请问是普洱市总工会吗？ 

普洱市总工会：你好。 

ＣＬＢ：喂，是普洱市总工会是吧？ 

普洱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您好，我是来自中国劳工通讯的。就是有一个事想问一下工会。就是

那个 5月 29号的时候，普洱市这边的墨江有一个水电站发生了一个疑似爆炸事

故，然后造成了 6 死 5伤的事件，想问一下工会这边有没有参与事故调查和善

后处理啊？ 

普洱市总工会：哦，你这个问一下办公室，我这里是档案室。 

ＣＬＢ：哦，这个不是办公室的电话吗？ 

普洱市总工会：对，档案室。 

ＣＬＢ：那办公室的电话是多少啊？ 

普洱市总工会：参与了的，你记一下嘛。2139286。 

ＣＬＢ：2139286 是办公室的？ 

普洱市总工会：对，前面加 0879。 

ＣＬＢ：哦，你们这里有没有负责安全生产的啊？想问一下安全生产的。 



普洱市总工会：有的有的。 

ＣＬＢ：这个是找哪里啊？ 

普洱市总工会：就打这个就行。 

ＣＬＢ：也是找办公室，是吧？ 

普洱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哦，好的好的，谢谢啊。 

普洱市总工会：好，再见。 

ＣＬＢ：再见。 

 

第三通电话：114电话查询 

ＣＬＢ：您好，我想问一下普洱市墨江县总工会的电话。 

114 电话查询：请记录，再见。 

114 语音：话务员 2924号为您服务，请记录 4232729。再帮助您报一遍，请记

录，4232729。感谢使用中国电信号码百事通业务。 

 

[多次致电：普洱市墨江县总工会，始终无人接听。] 

 

第四通电话：114电话查询 

[语音：欢迎致电中国电信号码百事通] 

114 电话查询：您好，很高兴为您服务。 

ＣＬＢ：您好，我想问一下普洱市总工会的电话。 

114 电话查询：普洱市总工会？ 

ＣＬＢ：嗯。 

114 电话查询：号码 2122409。 

ＣＬＢ：2122409，这个是什么部门啊？ 

114 电话查询：这个没注明科室。 

ＣＬＢ：哦，有没有负责安全生产的电话啊？ 

114 电话查询：这个没有，安全生产。 

ＣＬＢ：哦，就只有这个电话是吗？ 

114 电话查询：还有办公室，财务，还有主任办。 

ＣＬＢ：办公室的电话可以给我一下吗？ 

114 电话查询：2146867。 

ＣＬＢ：2146867。刚刚那个是什么啊，2122409？ 

114 电话查询：没注明科室。 

ＣＬＢ：哦。还有一个是什么，您说，办公室，财务和什么？ 

114 电话查询：主任，主任办。 



ＣＬＢ：主任办是什么？ 

114 电话查询：主任办公室。 

ＣＬＢ：哦，好吧，可以把主任办公室也给我一下吗，我怕找不到人。 

114 电话查询：2138957。 

ＣＬＢ：2138957 是吧？ 

114 电话查询：对。 

ＣＬＢ：好的，好的，谢谢。 

114 电话查询：不客气，再见。 

 

[多次致电：普洱市总工会办公室查询电话及主任办电话，仍然无人接听。] 

 

第五通电话：普洱市总工会办公室 

[语音：你好，这里是世界茶之源，中国咖啡之都——普洱。北归线的绿洲，一

市连着三国，多民族的家园。天赐普洱，世界茶源。] 

普洱市总工会：您好，市总工会。 

ＣＬＢ：您好，请问是普洱市总工会吗？ 

普洱市总工会：嗯是。 

ＣＬＢ：您好，是这样的，我是来自中国劳工通讯的。然后有一个事儿想问一

下工会这边。 

普洱市总工会：你说。 

ＣＬＢ：就是 5月 29号的时候，普洱市在墨江那边有一个水电站发生了疑似爆

炸事故，造成了 6 个人死亡 5个人受伤，想问一下工会这边有没有参与事故调

查和善后处理啊？ 

普洱市总工会：哦，那个调查组里面有我们的人。 

ＣＬＢ：哦，那就是现在还在进行调查，是吗？ 

普洱市总工会：呃，你这个是问了要干什么用的？ 

ＣＬＢ：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因为我是来自中国劳工通讯的，我们想看看这个

事件工会可不可以去参与…… 

普洱市总工会：要报导吗？要报导的话，这个事要等那个调查结果存到那个省

上，报批下来，然后才能公布的。 

ＣＬＢ：明白明白，不是要找你们了解结果。 

普洱市总工会：你这样问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回答你。 

ＣＬＢ：明白明白，不是说要把这个事的结果告诉我，就是想看一下工会有没

有去参与这个事情。 

普洱市总工会：参与，我们有参与调查，我们在调查组，我们副主席是调查组

的成员之一。 

ＣＬＢ：哦，那您知不知道就是这个水电站有没有工会啊？ 



普洱市总工会：这个水电站，这个水电站有的。 

ＣＬＢ：应该是属于那个…… 

普洱市总工会：它属于墨江县总工会那边。 

ＣＬＢ：哦，如果那些水电工，就是去参与作业的工人，他们要加入工会，是

参与墨江县的工会，是吗？ 

普洱市总工会：对。因为每个县的他都有不同的基层工会嘛。我们这边是市上

的，只负责市级的。但是这个安全事故发生以后，我们是参加到那个调查里面

的。 

ＣＬＢ：嗯嗯，明白。我就是想看看这些工人他有没有加入工会，然后工会能

不能够去参与调查，然后帮忙去善后处理这样子。 

普洱市总工会：这个政府已经统一做了那个调查组，然后每个单位都，每个相

关单位都有抽调那个负责人去。像我们单位是那个副主席去的。但是现在，调

查结果它还在那个，它那个上面的常务会议，是这样的。然后结果还没有，还

没有。 

ＣＬＢ：明白明白。但是应该会追究责任，对吧？就是那个…… 

普洱市总工会：嗯，肯定要追究的这个。 

ＣＬＢ：嗯，省里也很重视嘛，然后应急管理厅也说要落实责任。 

普洱市总工会：对，现在根据这个事情已经发了很多文件了。 

ＣＬＢ：那您这边，就是在普洱市工会这边，水电站的工人一般都会加入工会

吗？ 

普洱市总工会：都会，都会加入的。 

ＣＬＢ：哦，因为我们是了解到《安全生产法》对工会也给了很多监督的权力

嘛，比如说如果发生什么安全事故的时候，工会可以去要求纠正啊，然后可以

提出解决方案，还有就是建议那些从业人员可以撤离危险场所，然后单位要去

处理那些危险的状况，所以就是从这个法律的角度来讲，就是想说，工会是有

这个监督权的。那，但是…… 

普洱市总工会：要不你打这个…… 

ＣＬＢ：啊？ 

普洱市总工会：我们这里有一个劳经部，他负责这一块的，你直接问他那边更

合适。因为要是有什么回答不合适的话，我也……因为我们这边不是特别那

个。 

ＣＬＢ：哦好的，好的。 

普洱市总工会：你打 2189297，917。 

ＣＬＢ：啊？ 

普洱市总工会：2189917。 

ＣＬＢ：2189917 是劳动经济部，是吧？ 

普洱市总工会：劳经部嘛，安全事故就是他们那边负责。 

ＣＬＢ：哦，我可以找哪一位，哪个部长啊？ 



普洱市总工会：你打过去找那个肖翔就好了。 

ＣＬＢ：哦，好的好的。那您这边是什么部门啊？ 

普洱市总工会：我这边是办公室。 

ＣＬＢ：哦。他们是负责关于安全生产事故，比较清楚的？ 

普洱市总工会：他们部门负责安全和责任这一块。 

ＣＬＢ：哦，其实我是还想大概了解一下，关于这个水电站的安全事故这边，

在普洱市这边是不是有一些比较好的预防这种安全事故的经验这样子？ 

普洱市总工会：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这个你问一下我给你的那个部门电话。 

ＣＬＢ：好的。 

普洱市总工会：因为他，安全事故什么之类的是他们部门负责。 

ＣＬＢ：都是由他们部门统一来做的？ 

普洱市总工会：都是由他们部门负责。 

ＣＬＢ：好的好的，那谢谢你了。 

普洱市总工会：好，不客气。 

ＣＬＢ：好，再见。 

普洱市总工会：再见。 

 

 

第六通电话：云南普洱市总工会 劳动经济部 

普洱市总工会：喂，您好，工会。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普洱市总工会的劳动经济部吗？ 

普洱市总工会：您好，嗯。 

ＣＬＢ：您好，我是来自中国劳工通讯的。 

普洱市总工会：嗯，好。 

ＣＬＢ：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事故，就是 5 月 29号的时候，普洱市墨江那边有个

水电站发生了疑似爆炸事故，然后造成了 6个人死亡 5个人受伤，然后想问一

下工会这边有没有去参与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这样子？ 

普洱市总工会：参与了，参与了，我们全程参与了。 

ＣＬＢ：就是现在工会有参与去帮忙，就是追究责任，然后提出一些处理意

见，是吗？ 

普洱市总工会：都参与的。 

ＣＬＢ：那您了解这个水电站的职工他们有加入工会吗？ 

普洱市总工会：这个，你，要不，我给你一个手机，你直接问一下我们那个负

责全程参与的。 

ＣＬＢ：哦，明白，我不是要问到追究具体什么结果，是想问一下安全事故在

工会这边有没有一些什么经验做法可以去了解一下？ 

普洱市总工会：做法？ 



ＣＬＢ：就是比如说发生了这种安全事故…… 

普洱市总工会：因为我们这边成立了专项调查组嘛，我们工会也不是牵头的，

只是参与的，参与调查的。主要是参与进去那边。 

ＣＬＢ：应该是应急管理厅那边去牵头成立了一个调查组是吗？ 

普洱市总工会：牵头是我们这边的市政府，我们市政府组织成立了一个调查

组，然后我们工会，应急，之类的同行之类的，是这样。 

ＣＬＢ：然后就是因为《安全生产法》也是给了工会很多这种监督的权力嘛，

就是可以去监督安全生产嘛。 

普洱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比如说，如果发生危险的话，可以去组织人员撤离危险场所啊，或者

提出解决建议的方案这样子，对吧？ 

普洱市总工会：对对对。 

ＣＬＢ：所以想看一下在普洱市这边，对于这种安全生产的事故，一般是有一

些什么样的预防措施呢？ 

普洱市总工会：预防措施啊？ 

ＣＬＢ：嗯。 

普洱市总工会：呃，可能我们工会这边可能参与的不太多，我们这边主要是参

与和监督，然后是像什么安全生产月啊，安康杯之类的，主要是通过安康杯这

一块来做的。 

ＣＬＢ：哦。那有没有可能也发动一下一线的企业工会，他们应该也要去参与

到这个监督里面去，是不是啊？ 

普洱市总工会：不好意思，麻烦你再说一遍，没听清。 

ＣＬＢ：就是那个一线的企业工会，比如说发生了这种安全事故之后，像水电

站的工会，他是不是也应该去参与到这个事件的…… 

普洱市总工会：肯定参与的，肯定参与的。 

ＣＬＢ：对，就是不止是市一级或者县一级的工会，还有那个企业工会，他们

平时对于安全生产的预防是怎么样进行监督啊？ 

普洱市总工会：一般工会他都有一个安全生产监督员，这一块然后我们市上，

市面上每个企业工会都有这么一个，然后就由他具体负责。然后，一般安全生

产这一块，工会这边也是，就是像他们每个企业工会也是，他们也是直接跟党

政对接的嘛，直接跟行政对接的嘛。 

ＣＬＢ：哦，其实如果每个企业都有一个监督员的话，他发生了事故的时候，

他也不一定每个人都在现场，是不是啊？ 

普洱市总工会：那肯定不可能都在。 

ＣＬＢ：对对，他一个人不可能知道所有的地方是不是完全安全的，是吧。 

嗯。但是一般他还是有个……像安全生产，我们这边，工会这边主要还是……

普洱市总工会：其实我们可能就是，比如说企业工会啦，企业工会的话，我们

可能主要是举行安康杯，然后我们每年跟他们进行安康杯，这一块来做的。 



ＣＬＢ：嗯，就是培训职工的安全意识方面，是吧？ 

普洱市总工会：对，对。 

ＣＬＢ：但是除了培训职工的这种安全意识的话，有没有可能就是鼓动职工他

自己也加入监督的队伍呢？比如他应该自己是最在乎他自己安全的嘛。但是可

能有些职工，比如说像这个水电站，现在说是疑似爆炸嘛，有可能是有一些违

规点火啊，或者是用手机啊什么的违规操作，可能是这样子啊，这可能跟职工

的不在意有关系。这个的话是不是反映出工会可能还需要考虑怎么样更好地发

动职工，（让他们）更好的有这个安全意识，或者是一些管理得好一点的更好的

监督制度啊？ 

普洱市总工会：一般的，像我们这边重点的、高危的行业这些，我们也是跟他

们签了责任书的，就是工会这边。但是可能像有些是突发意外事故，可能是确

实是没有办法。 

ＣＬＢ：嗯，就是工会跟每个企业都签了责任书的，是吗？ 

普洱市总工会：也不是每个企业，只是像高危企业那些。 

ＣＬＢ：哦。那如果发生了……还是发生了这种意外啊，虽然很少，但是偶尔

也会发生一下，那对于签了责任书的企业来说，他会有一些什么责任要去承担

呢？ 

普洱市总工会：我们工会这边主要还是监督，然后像比如说评优啊、推优啊这

一块，可能如果你发生安全事故的话，我们工会这边可能就不再推送了嘛。因

为像追究责任，我们也没有这个权力啊。 

ＣＬＢ：哦。不过那个《安全生产法》里好像是说工会有蛮多监督的权力还有

追究责任的权力的啊。 

普洱市总工会：呃，一般也就是，比如说确实是发生了安全事故，安全事故可

能也是跟职工啊、跟企业这边有纠纷的话，我们可能也会介入。要不然的话，

要追究的话，一般都是安监这边，应急管理局那边。一般安全生产事故，我们

也是安委会的成员嘛，他也是每次……我们也都参加。然后像每一年，他们安

委会和我们签函，就是要求我们和每个企业对接起来嘛。 

ＣＬＢ：哦，不过如果企业他还是出了意外，然后工会其实也拿他没有办法，

是不是有点这个感觉？ 

普洱市总工会：对啊，确实没有办法。 

ＣＬＢ：那工会毕竟是上级工会嘛，有没有可能去追究一下企业工会的监督的

责任呢？ 

普洱市总工会：什么？ 

ＣＬＢ：就是追究一下企业工会的责任。因为企业工会，他应该也是按照这个

《安全生产法》，去承担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这个主要（责任），对吧。然后

呢，他如果是没有做到比如说发现工厂的生产里边有安全隐患，没有做到足够

地提出意见和组织人员撤离的话，是不是其实企业工会也可以被追究一下责任

啊？ 



普洱市总工会：也会啊。但是一般我们这边也就是，可能在年终做一个通报啊

之类的。或者是如果是特大的话，可能会做一下通报，通报批评。 

ＣＬＢ：通报一下那个企业工会？ 

普洱市总工会：嗯，更多是因为我们这边也没有这个职能嘛。 

ＣＬＢ：哦。因为其实我们是在想，就是这些安全事故虽然说不希望他发生，

但是他还是经常有发生的可能性嘛。所以不知道这个工会这边能不能够从上往

下地时候，就是去监督一下各级工会，他们有没有做好监督的权力。然后，甚

至是可以主动去追究一下不同层级的工会的责任呢？特别是像企业工会，他本

来是应该有安全员啊，然后他应该是跟企业的管理层有定期地去了解企业的这

些安全措施做得是否到位，然后他可以发动一线的职工去举报一些不合理的安

全行为嘛，对吧。他是最应该了解企业的安全状况的。所以，但是如果他这个

地方疏忽了，没有，然后走了个过场，那一旦出现了意外，就是这种死亡、伤

亡的事件是比较大的，会引发省级来追究责任的嘛。其实像最重要的一步，我

觉得是不是还是应该要从企业这一级开始，从企业工会抓起。如果企业工会疏

忽了隐瞒了，那就要追究，就是市一级的工会就可以去追究他们的责任，甚至

是对他们的领导人进行一些追责啊，这样子啊？ 

普洱市总工会：暂时我们这边好像，这个业务支持的职能是应急那边在操作。

因为我们也没有这个职能，我们基本上也就是监督，然后参与，就是这个样

子。 

ＣＬＢ：因为我刚刚了解，就是普洱市这边工会也是一直在开展这个安康杯

啊，然后这种竞赛啊，安全生产的这种培训对吧。但是对于这种，就是具体监

督责任的落实，具体每一级工会他是不是可以被追究责任，然后如果出了错他

要被问责的话，那他才会比较重视，而不只是参加一下培训、参加一下竞赛就

完了嘛。对吧？ 

普洱市总工会：嗯。 

ＣＬＢ：那这个方面就是监督责任的落实，工会有没有什么对策啊？ 

普洱市总工会：这个可能要等我们，我再跟领导汇报一下，再看一下是不是。

因为确实是，你说的，比如说我们要追究下级部门、下级工会的责任，然后追

究这个企业工会的责任。但是他这个企业工会，他好像，我们这边追究责任，

也好像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能追究的嘛。 

ＣＬＢ：就是感觉工会的角度，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责任可以追究？ 

普洱市总工会：嗯，我们没有什么实质的，比如说你工会，你发生了安全生产

事故，就把你撤掉之类的了，好像也不能这样子啊。 

ＣＬＢ：明白，明白。不过可能可以这样子吧，我只是外行提个建议啊。像发

生了这种安全事故嘛，一方面应急管理这方面都很着急，然后去，然后也组织

了工会参与事故（调查）。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本身就会对要负责的企业方追究他

们的责任，对吧？ 

普洱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然后工会是会去维护这些死亡啊、受伤啊的职工的这种合法权益。但

是另一方面就是，有没有可能从这种事故入手，就是去看一下这个水电站的这

些工会。因为正好有这个事故嘛，那工会就可以比较顺理成章地介入这个水电

站的工会，去跟他们的企业了解一下，有没有可能就是以这种事故为借鉴，然

后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普洱市总工会：这个肯定可以。这个肯定，在今后一段时间，我们都会在全市

工会进行，按这个给他们讲解啊，然后进行预防啊之类的，这肯定会做的。 

ＣＬＢ：对。就是因为您刚刚说的也是一个事儿，就是虽然《安全生产法》提

供了这些工会有监督的权力和很多监督的范围，但是没有说给他一个好像执法

单位一样的，可以执法的地方。 

普洱市总工会：没有执法的。 

ＣＬＢ：不能说把哪一个人就拉下台，或者是哪个出了问题就把他给撤掉，确

实是不行。但是我觉得另一方面，从这种事故出发的话，就是可以去考虑能不

能从职工的角度，工会去发动一下说那些加入了工会的职工，然后对他们进行

更多的培训，然后鼓励他们去进行民主的监督嘛，然后把这个，确保这个工厂

或者是这种生产场所的这种安全生产工作得到落实。就是不仅是培训那些工会

的，企业工会啊，或者是县市级工会的人啊，而且是普通的工人啊，让他们去

可以从自己一线的生产场所去监督。然后有什么事情就汇报给上级工会，然后

有什么隐患的话可以及时地去提醒和解决。 

普洱市总工会：这个也是，我们也就是事故之后也是会发到每个工会去跟他

们，就是跟进这个安全生产月，然后再结合这个事故，然后全市都已经发下去

了每个工会这样子。 

ＣＬＢ：主要是我们担心，虽然今年也在做安全生产月，然后每一次安全生产

事故都有很多应急部门和其他部门参与调查。但是我们还是也都知道，安全生

产是预防为主嘛，对吧，而不是解决和善后为主。 

普洱市总工会：嗯嗯。 

ＣＬＢ：所以我也不是说，事情到底怎么解决的要追根到底。而是想知道有没

有可能工会在预防的角度里边能多做一些？就是哪怕那个叫什么，做了很多无

用功，但是总比发生一起了之后，大家都要追究的好。是吧？感觉是这样子

的。特别是…… 

普洱市总工会：是啊。呃，首先我这边还没有确定他们电站是否成立工会，或

者要不你给我个电话，我这边问一下？ 

ＣＬＢ：他这个水电站啊，我们也了解了一下，他其实是一个国企去成立的，

08年就竣工了。然后就是发电的这个水电站他是属于国企，国家电力投资集

团，还有云南滇能一起建的泗南江水电站。 

普洱市总工会：哦，因为像他们国企这边，我们工会也很少去管。 

ＣＬＢ：哦？ 

普洱市总工会：因为他们是，这种我们地方工会都不去管他们，他们是省管啊



之类的。 

ＣＬＢ：哦，就是直接属于省总管的，是吗？ 

普洱市总工会：像国企，就基本上都是省管，我们地方上的很少。 

ＣＬＢ：就是感觉工会不太好……市工会不太好介入这种国企的企业工会，是

吧？ 

普洱市总工会：一般像央企、国企，我们都很少去，除非是他们划归镇级了，

划归我们所有市级管。 

ＣＬＢ：但是那个地方的工人应该还是本地的吧？还是普洱市为主的吧？ 

普洱市总工会：呃，这个也不一定啊。 

ＣＬＢ：这个也不一定啊？就是像那个水电站的工人，我觉得他应该不是外地

来的吧？ 

普洱市总工会：像之前那肯定是我们这边的，但是领导的队伍肯定，不一定

是。因为他工会都有指导的，他不对我们嘛，如果是国企的话。 

ＣＬＢ：明白，明白，领导的话可能是有上边调来的。 

普洱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但是水电站的普通工人，像这个下井去操作这种，死亡、受伤的十几

个工人，我觉得应该还是普洱当地的工人为主吧？ 

普洱市总工会：肯定是我们这边的。 

ＣＬＢ：对对对。因为如果从工人是本地的角度来讲的话，他本身就可以归你

们普洱市工会管嘛，对吧？他不应该说只能由水电站的直属工会才去管吧？ 

普洱市总工会：哦。 

ＣＬＢ：或者说，如果您去找这个水电站去聊他们能不能加强安全监督，然后

他跟您说，我们这个由省总管，或者甚至由央企的那个国家总工会来管的话，

那其实您也可以去跟他们去聊一下，就是说这些工人是我们本地的嘛，那这些

工人我们还是要组织他们加入工会嘛。那从这种属地管理的角度来讲的话，还

是可以有一个由头可以去介入嘛，因为毕竟还是你们普洱市总工会最接近这个

地方的工人，而不是那个央企啦或者省总啦。 

普洱市总工会：嗯。 

ＣＬＢ：所以我只是想，如果可以一方面，就是这些普通的水电站工人也好，

然后容易发生安全事故的工人也好，他们如果可以加入工会，然后工会就有一

个可以出头，替他们去维护他们的权益；还有另一方面就是，组织这些一线的

工人去进行一些对于安全生产的监督啊，一有什么隐患就要报给工会，然后要

求。这样子呢，当这个工人他报了这个隐患的话，我想每一级的工会他也不敢

去隐瞒吧。他隐瞒的话，工人也可以上报给你们嘛，上报给普洱市工会。之后

你们再可以更方便地向下一级工会追责了啊，是吧？ 

普洱市总工会：嗯。 

ＣＬＢ：就是如果把这个监督体系可以完善一下的话，是不是可以对这种预

防，工会的预防职能可以……虽然没有那么多实权，但是可以更好地发挥起来



这样子。 

普洱市总工会：这边倒是，这个问题，我们就是每年也是，因为执行安康杯竞

赛嘛，像好多企业，他们也是每个月举办一次，在做安全生产这一块的。我们

也是经常下去，也会去检查嘛，也是有参与和监督权的这一块。 

ＣＬＢ：噢哦。 

普洱市总工会：但是确实是，一般像省里过来嘛，就是像那些容易发生灾害的

企业，好像就是没有发生这种（事故）。我们也是，去一次说一次，然后每次都

要跟他们签责任书。然后像这些安全生产知识竞赛啊之类的，劳动竞赛啊之类

的，我们都在做的。 

ＣＬＢ：明白，明白，你们也做了不少的工作。 

普洱市总工会：谢谢。 

ＣＬＢ：不过这个安全生产真的是，像习近平在四月份也特别强调了嘛，真的

是怎么抓都不过分，是吧？就是对安全生产…… 

普洱市总工会：嗯是。我们也是在安全生产月嘛，也是正在这种。 

ＣＬＢ：嗯，当时习近平就说要“层层压实责任”，就已经开始把这个责任往一

层一层的去考虑了。然后李克强又说，要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的三年行动，

这主要就是要建立一个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体系。那这个方面其实我觉

得，到时候可能对工会来讲，工会本身就有一个监督的权力在这里，那工会又

可以去追究这个责任。可能接下来的话，在安全生产事故方面，工会的，工会

可以借用像习近平的这个讲话和李克强的三年行动部署嘛，然后可以更好的去

主动地去怎么在企业里部署一下这个监督的层层压责任，然后落实这个管理监

督体系吧。我想看是不是，你们这边是不是可以就这个机会，水电站的这个事

故，然后看看怎么样，从水电站这个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容易发生事故的这种

企业也好，打开这个局面啊？ 

普洱市总工会：应该是可以的吧。 

ＣＬＢ：对，我们也都是希望说，一方面工会可以有更多的权力，可以去更好

地代表一线职工嘛，因为毕竟一线职工也没有其他的人可以代表了，对吧？ 

普洱市总工会：嗯。 

ＣＬＢ：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这种安全事故是越少越好，所以就是看看怎么能

够（预防）。所以一旦发生了之后，一方面当然知道工会会参与调查，但是也想

知道有没有可能以后可以预防这个发生，就是更好地落实这个监督吧。 

普洱市总工会：这个肯定会的。 

ＣＬＢ：所以我也就贸然地提了一些建议，不好意思啊。 

普洱市总工会：没有没有，这个应该的，正在做着的我们也是。 

ＣＬＢ：好的好的，如果可以的话，也希望您可以去跟部门的同事啊、或者是

去反映一下，讨论一下。 

普洱市总工会：对，我跟我们的领导汇报下。 

ＣＬＢ：看看能不能够去追究一下下级工会的责任，然后能不能够把这个普通



职工的监督义务、监督热情调动起来，由他们来，除了工会之外，工会也可以

依靠这些职工群众嘛，对吧，去更好地监督事故现场。然后（工人）不仅是自

己提高意识，如果发生了什么危险的话，他们就可以马上向不同级别的工会举

报，然后上级工会就可以马上去介入，会比那个……当然平时的这个你们安全

生产月啊、安全培训啊、安康杯啊这些都很重要啦，但是在事故现场的还是最

了解的是一线工人嘛，是吧。 

普洱市总工会：嗯，行，我跟领导汇报，看看能不能提出一些积极的措施。 

ＣＬＢ：好的，好的，如果这样就太好了。我们也只是就这个事件来贸然找工

会了解一下情况，然后贸然提了一些意见，不好意思啊。 

普洱市总工会：没有，谢谢谢谢你。 

ＣＬＢ：那您是这个劳动经济部的部长吗？ 

普洱市总工会：嗯，我是这边的负责人。 

ＣＬＢ：哦，可以请问你贵姓吗？ 

普洱市总工会：免贵，我姓肖。 

ＣＬＢ：姓肖，好的，好的。跟您聊了一番话，也了解了很多，就是普洱这边

其实也是在挺努力地想去解决这个事故，应该说想去解决这些隐患吧。 

普洱市总工会：嗯嗯，这个没问题，这肯定是在做的，所有的都在努力的。 

ＣＬＢ：是，是，是。希望你们这边……因为现在好像也是夏天汛期也快到

了，万一水电站，或者是类似的有些隐患，也是可能再发生的，是吧。 

普洱市总工会：嗯嗯。 

ＣＬＢ：好的，好的。希望你们也可以从水电站的这个事故开始，再去多做一

些工作吧。 

普洱市总工会：好的好的，一定。 

ＣＬＢ：好的，那就打扰了，谢谢啊。 

普洱市总工会：没有，没有，谢谢来电。 

ＣＬＢ：再见啊。 

普洱市总工会：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