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8-20 四川省乐山市，一化工厂氯气泄漏，情况未知 

CLB就此个案访谈了：四川省乐山市总工会，四川乐山五通桥区总工会 

 

第一通电话 五通桥区总工会 办公室 

五通桥区总工会：喂，您好，工会。喂。喂，听的到吗？ 

ＣＬＢ：喂，你好。 

五通桥区总工会：你好，哪位？ 

ＣＬＢ：请问您这边是五通桥区总工会吗？ 

五通桥区总工会：是的是的，您好哪位？ 

ＣＬＢ：您好您好，这里是中国劳工通讯打过来的啊。我打过来是想跟您询问

一下一件事情。因为上个星期我在新闻里看到你们这边有一家化工厂不是发生

了氯化氢的一些泄漏嘛，就是想就这个事情问一下工会这方面的事情。 

五通桥区总工会：哦，那个没事。 

ＣＬＢ：就是我最先开始在新闻上看到事情一发出来，当地……我觉得当地领

导还是很重视的，立刻就有区委书记啊，还有应急、环保的部门去到现场看情

况嘛。我想问一下就是当时工会有没有参与这个事后这个调查啊？ 

五通桥区总工会：调查，我们调查什么啊？ 

ＣＬＢ：毕竟是发生在企业里面啊，应该说当时网络上啊或者新闻中，肯定会

有一些，就是民众会有一些想法吧。然后我觉得政府也好，或者环境部门啊，

当时还是很快有一个反应。 

五通桥区总工会：嗯。 

ＣＬＢ：但是我想知道工会这边有没有参与这件事情？ 

五通桥区总工会：有啊，我们当时一直都在。 

ＣＬＢ：那能不能询问您这边具体是做了哪一些工作呢？因为好像我在…… 

五通桥区总工会：这个我没有负责这个事情。 

ＣＬＢ：那如果我想了解一下的话，可以给你们这边工会的哪一个部门打电

话？你们这儿是哪啊？因为我只在……我是在五通桥区的政府的网站上看到工

会是留的这个电话。 

五通桥区总工会：你是想要问哪个嘛？ 

ＣＬＢ：我想问一下比如这些事故发生啊，或者安全生产这边，我们区总工会

是哪一个办公室或者哪边负责的？ 

五通桥区总工会：这个你可以问我们领导。 

ＣＬＢ：哦，那您这边方不方便给他办公室的电话给我，或者您这边电话可以

转过去吗？ 

五通桥区总工会：你是，你跟我说你是哪个部门的？ 

ＣＬＢ：我这边是中国劳工通讯打过来的。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2&startDate=2020-08&endDate=2020-08&eventId=2020082015203196497&addressId=511100&address=%E4%B9%90%E5%B1%B1%E5%B8%82


五通桥区总工会：中国劳工通讯是吧？ 

ＣＬＢ：对对对。 

五通桥区总工会：哦。 

（稍候） 

五通桥区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您好您好。 

五通桥区总工会：那个，你打那个我们那个办公室吧，直接找办公室的电话。 

ＣＬＢ：好，我打办公室的电话，那办公室的电话麻烦您告诉我一下吧，谢

谢。 

五通桥区总工会：对，你找我们领导办公室的电话吧。 

ＣＬＢ：他的电话号码您能说一下吗？ 

五通桥区总工会：3357858。 

ＣＬＢ：3357858，好的。 

五通桥区总工会：嗯对。 

ＣＬＢ：那请问您这边是哪个部门呢？ 

五通桥区总工会：我这边是办公室。 

ＣＬＢ：哦，您这个也是办公室，那我现在去打的是？ 

五通桥区总工会：是领导那边的。  

ＣＬＢ：哦，好的好的。 

五通桥区总工会：好。 

ＣＬＢ：那麻烦你了，谢谢。 

五通桥区总工会：没有没有。 

ＣＬＢ：再见。 

 

 

第二通电话 乐山市总工会办公室 

乐山市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喂，你好。请问是乐山市总工会办公室这边吗？ 

乐山市总工会：喂，你好。 

ＣＬＢ：你好你好。请问是乐山市总工会办公室这边吗？ 

乐山市总工会：嗯，对。 

ＣＬＢ：您好，我这边是中国劳工通讯打过来，就是打给你们这边工会是想询

问一个事情。因为我看到上个星期在乐山市的五通桥区不是发生了一起化工厂

的一个氯化氢泄漏的一个事件吗？就是想电话打过来问一下，工会有没有在事

后参与这个事情的调查啊？ 

乐山市总工会：不好意思，这个事情我不太清楚，你能迟一点点打过来吗？因

为他们正在开会。 



ＣＬＢ：哦，那我大概什么时候打过来啊？ 

乐山市总工会：我看等一个小时以后吧。 

ＣＬＢ：哦，一个小时以后？那我还是打你们这边办公室的这个电话吗？还是

我要打去其他部门呢？ 

ＣＬＢ：嗯对，还是打这个，再见。 

乐山市总工会：再见。 

 

第三通电话 乐山市总工会 组宣部 

乐山市总工会：您好，请讲。 

ＣＬＢ：您好，请问您这边是乐山市总工会的组宣部吗？ 

乐山市总工会：对对。 

ＣＬＢ：您好，我打过来是想问一件事情啊，我这边是中国劳工通讯打过来

的。 

乐山市总工会：中国什么？ 

ＣＬＢ：中国劳工通讯。 

乐山市总工会：哦，行，就是你说话的声音有点小。 

ＣＬＢ：哦，那我说话大声一点。 

乐山市总工会：你请讲。 

ＣＬＢ：因为看到上个星期就是乐山市五通桥区啊，不是发生了一起化工厂的

氯化氢（泄漏），因为洪水的原因嘛，就是洪水比较严重，所以发生了一些泄

漏，所以想打过来问一下工会的一些参与情况。这个是找你们这边吗？ 

乐山市总工会：哦，这个可能要问……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边的信息

是，包括他们公司和他们当地政府的声明都是没有发生泄漏，所以说我们这边

根本就没有这些信息，然后我们市总这边也没有接到他们的一些什么报告啊、

一些什么申诉的。 

ＣＬＢ：哦，但是我看到五通桥区他们当地政府官方的微博啊，应该是在 22号

零点零几分的时候，当时他们是有发一个（消息），就说因为这段时间四川这个

洪水也比较严重嘛，所以在那之前工厂整个或者园区里面也有很多停产了，但

是可能因为一些技术原因或者其他一些问题，然后就还是有少少的氯化氢算是

散播在了空气中。但是，当然那个微博里面也说了，就是那个通报里面也说，

各项指标啊什么都是正常的，都肯定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 

乐山市总工会：对对对，因为当时我们这边作为一个市民，我们也关注这个，

但是当时我们通过官方得到的信息都是没有泄漏，然后环保部这边去，通过我

们了解的信息也是，各项指标正常。 

ＣＬＢ：嗯。除了这个之外，能不能还找您问一些事情啊。因为您这边是总工

会的组宣部这边嘛，所以是不是平时有一些关于安全生产的宣传啊、教育啊也

是您这边会参与或者负责啊？ 



乐山市总工会：这个，但是我没有负责这个，然后他们领导现在在开会，所以

说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ＣＬＢ：那，那您这边…… 

乐山市总工会：要不这样，要不这样吧，要不你……我看看，我重新给你一个

电话行不行，因为我们领导他现在在开会，到时候你可能稍微晚点你打他那个

办公室的电话。 

ＣＬＢ：行行行，那您报一下电话我记一下。麻烦您了。 

乐山市总工会：2139243。 

ＣＬＢ：2139243。 

乐山市总工会：对对对。 

ＣＬＢ：是组宣部这边的领导吗？ 

乐山市总工会：对，他们是我们组宣部的领导。 

ＣＬＢ：嗯，好的好的，谢谢您啊。 

乐山市总工会：行，好，再见。 

ＣＬＢ：再见。 

 

 

 

第四通电话 乐山市总工会 办公室 

ＣＬＢ：您好，是乐山市总工会办公室吗？ 

乐山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您好您好，我昨天有打过来，但是昨天好像你们这边在开会。我这边

是中国劳工通讯打过来的，就是有一个事情想咨询一下你们这边工会。因为上

个星期在乐山市那个五通桥区，有一个化工厂他们有一些氯化氢的气雾散发在

空气中这个事情啊。就是我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工会事后有没有参与调查啊？ 

乐山市总工会：哦，你们是什么单位啊？ 

ＣＬＢ：我这边是中国劳工通讯打过来的。 

乐山市总工会：这样吧，你打一下那个 2133419，好吗？你问一下我们那边经

保部，看他们那边是怎么样说的，好不好？ 

ＣＬＢ：哦，好的好的，2133419，经济保障部是吧？ 

乐山市总工会：嗯对对。 

ＣＬＢ：那麻烦您了，谢谢，再见。 

乐山市总工会：再见。 

 

 

第五通电话 乐山市总工会  



乐山市总工会：喂。 

ＣＬＢ：喂？ 

乐山市总工会：喂，总工会，什么事，请讲。 

ＣＬＢ：您好您好，我这边是中国劳工通讯打过来的，打过来想咨询您一个事

啊，因为我看到上个星期就是乐山市五通桥区这边啊…… 

——电话被挂断—— 

 

 

第六通电话 五通桥区总工会 领导办公室 

五通桥区总工会：你好。 

ＣＬＢ：喂，你好。 

五通桥区总工会：喂。 

ＣＬＢ：您好，请问这边是五通桥区总工会吗？ 

五通桥区总工会：嗯对。 

ＣＬＢ：您好，我这边是中国劳工通讯打过来啊，就是想咨询您这边一个事儿

啊。就是因为我看到上个星期五通桥区有一家化工企业吧应该是，然后有少量

的氯化氢散发到了空气中，因为这段时间乐山市的洪水情况比较严重嘛。所以

我想问一下，区总工会这边有没有事后参与调查啊？ 

五通桥区总工会：这个，这个，应该有吧，有，有人一起去。但是不是我……

工会，因为这个也是我们辖区的企业嘛。 

ＣＬＢ：就是你们这个区…… 

五通桥区总工会：工会有人去。我不是去的那个，我只是办公室的，这边办公

室没有人，我过来接一下。具体的我要问那个…… 

ＣＬＢ：就是说您不太清楚这个事是吧？ 

五通桥区总工会：有这回事。 

ＣＬＢ：就是区工会是有人去…… 

五通桥区总工会：有，有，只是这个事情的负责人不是我。 

ＣＬＢ：那我想知道，因为我了解到五通桥区有好几个那种大型的园区嘛。 

五通桥区总工会：嗯。 

ＣＬＢ：那么我们工会平时是不是也有一些安全生产方面的工作是特别针对园

区的？ 

五通桥区总工会：对对，我们也有安全方面的，还有劳动方面的，劳动竞技方

面的。安全这些方面的培训都有，因为我们每年都要做这个活动。每年都去这

些企业，今年才去了那个福华永祥，这些企业我们都是去了的，有那个劳动安

全竞技这个事。 

ＣＬＢ：您的意思就是说工会会有工作人员去到那个企业…… 

五通桥区总工会：嗯，安康杯嘛。 



ＣＬＢ：噢，安康杯。然后我有在乐山市的工会的网站上看到，好像你们今

年，今年这个安康杯就是特别特别强调工业园区里面的企业都能够比较积极地

参加，是不是说…… 

五通桥区总工会：对，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今年……因为我们前几年不是这个，

常委副主席不是这个，去年才调过来的，去年。因为我也是去年来的。我知道

的就是去年到今年我们比较重视这个安康杯，基本上大型企业我们都做了安康

杯的那个竞赛，才做了那个福华永祥，我们才做了的。 

ＣＬＢ：那这个竞赛的形式您能介绍一下嘛？因为我可能在工会网站上只能看

到文件这些…… 

五通桥区总工会：要不我们把具体的发给你，怎么样？ 

ＣＬＢ：哦，可以的可以的，那您这边，是我留一个邮箱给您或者？ 

五通桥区总工会：你留一个邮箱吧。 

ＣＬＢ：哦，好的好的。 

五通桥区总工会：请问你这里是哪里，我这儿留一个，因为我要交给那边负责

安康杯的那个人。 

ＣＬＢ：我这边是中国劳工通讯打过来的。 

五通桥区总工会：中国劳工通讯啊？ 

ＣＬＢ：对对对。 

五通桥区总工会：你再留一个电话，如果万一这个邮箱发不过我好找你。 

ＣＬＢ：哦，那您记一下，区号是 852，然后 27802187。 

五通桥区总工会：852-27802187，好，行。因为我们最近在抗洪救灾，还有这

个事情也…… 

ＣＬＢ：对对对，我也看到，网站上还有微博上都是…… 

五通桥区总工会：我们这里楼下，我们的办公室也被淹了的，所以很多企业，

我们好多企业，我们这么多乡镇企业都在……因为我们工会的性质不一样，是

针对乡镇企业还有这些职工的嘛，所以最近都在跑外面。所以一部分人……我

们分成好多队的，一部分人负责你说的这个化工的这个事情，一部分人跑乡镇

跑企业这些，天天都没有停过的。这边办公室他们也是下企业去了，还没回

来，我听到电话机一直响，所以接一下。 

ＣＬＢ：哦，那您这边清不清楚，最近在抗洪救灾的话，主要工会这边下企业

是干了些什么？因为我有看到网站上有看到说，有一些补助什么的…… 

五通桥区总工会：首先我们这边有几个比较困难、很严重、特别严重的企业

嘛，我们就发放……他们吃饭都有问题，没地方吃饭，停水停电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我们就补助了那个自救的那个灾后自救的那个生活补助，给他们几个

严重的企业，按人数，按那个大概的人数来分的嘛。 

ＣＬＢ：哦，我看到那个什么福华啊这几家企业也在里边，是吗？ 

五通桥区总工会：嗯对，福华永祥这些大的，因为他们是靠河边，知道吗。因

为我们这个五通桥，你都知道，地图上都看得到的，三面基本上都是那个河，



全部那个河水倒灌进来，我们全部，城里面，城区基本上都被淹了的。 

ＣＬＢ：那我们在安康……假设就是安康杯啊，或者平时这些就像安全生产的

这些教育活动也好啊，宣传活动也好啊，或者是检查也好，有没有特别针对就

是我们乐山这个地形，比如说他真的水很多，或者夏天他就是容易下很大雨，

所以有一些特别的防范措施？ 

五通桥区总工会：讲是讲过，但是这一次真是百年难遇的一次。我奶奶八十几

岁了，她都说第一次这么大的水。 

ＣＬＢ：哦。 

五通桥区总工会：这些方面都提过。因为我们从去年慢慢开始，就是基本上每

天都是下企业。我们不像有些工会都在办公室办公比较多嘛，我们就是经常都

是跑企业，尽了责任的。每个人是负责哪些片区，经常都在外面跑的。所以我

们经常都跟那些工人聊嘛，这些方面都有提到过。 

ＣＬＢ：那您觉得您跟工人聊天的时候，工人有没有反应什么他们在这个…… 

五通桥区总工会：其实我们这边的工人都对这些待遇啊、这些方面都挺好的，

很少有意见。还有这些说企业什么。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当地人，因为我们都是

工业区嘛，当地人比较多，他就比较满足，不用去外地上班，知道吧，他们都

住自己家里面。 

ＣＬＢ：哦，就是当地解决这个就业的问题？ 

五通桥区总工会：对，当地解决比较多。当地解决比较多，他们就是意见都很

少的。很少有什么意见。 

ＣＬＢ：那如果具体到这个，比如说工作安全啊上面，因为我看到乐山市啊，

或者说五通桥区这边，很多就是化工厂比较集中嘛，然后规模也比较大，应该

来说…… 

五通桥区总工会：这个也是我们工会，不止我们工会，我们也是经常下去了

解，跟那些工会主席啊，工会工作人员啊，还有职工，我们都聊过。这些方面

都会经常说，知道吗，特别是安全。你都知道，五通桥性质不一样嘛，安全这

方面我们是很重视的。 

ＣＬＢ：那您刚才说这个工会主席是说是企业里面也有工会吗，或者说园区里

面有工会？ 

五通桥区总工会：企业里面都是有工会的啊。 

ＣＬＢ：哦，当地企业都是有工会的是吧？ 

五通桥区总工会：对。我们都是下去是跟这些企业的工会啊，职工啊，都有

的，都有工会的，都碰头。 

ＣＬＢ：那像我们这一次，上个星期涉及到这个永祥化工企业多硅晶，他们也

是有工会的，对吧？ 

五通桥区总工会：有工会的。他们工会还完成的比较好，还比较配合我们的工

作。 

ＣＬＢ：哦，就是比较积极是吗？ 



五通桥区总工会：对，他们针对职工，就像我们，不是每年都有那个工资集体

协商吗，他们都是站在职工的方面考虑的。他们上面的那个协商代表都是站在

职工的方面考虑的。 

ＣＬＢ：那这个协商代表是他们从，就是自己工厂的工作…… 

五通桥区总工会：选的，投票选的，职工选的。所以我们都是对职工福利这

边，都是肯定是偏向于职工的，在工资协商这方面。 

ＣＬＢ：那就是说我们……这个是五通桥区的企业都有工会，还是整个乐山市

这个企业基本上都有工会啊？ 

五通桥区总工会：企业基本上都是有工会的。就是比如说，25人以上的他就是

自己成立工会嘛；25人以下的，要不就是跟乡镇成立那个联合会，要不就是自

己再成立一个工会。基本上都是有的。 

ＣＬＢ：那我们有什么行业或者说整个园区这样性质的工会吗？ 

五通桥区总工会：园区今年还在弄，就是快递行业，我们现在还在正在进行。 

ＣＬＢ：就是我们之后可能快递的行业，或者说园区也会建一些？ 

五通桥区总工会：嗯，估计慢慢慢慢，就会往这个方面来。这个行业的，我们

马上慢慢就弄起来了。已经正在进行当中。本来就是……本来年初的时候就已

经开始弄了，因为疫情，疫情完了你看，现在又遭到这种事情。正在弄，也

是，那个疫情稍微松两个月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又在开始了。 

ＣＬＢ：理解理解，就疫情完了之后好像没多久又有洪水啊，一直有别的事

情…… 

五通桥区总工会：嗯对，今年真的是有点难啊。 

ＣＬＢ：嗯，好的好的。 

五通桥区总工会：那我就叫那边那个负责的那边把那个就是你说的那个安康杯

的那个事发给你，对不对。 

ＣＬＢ：好的好的，那谢谢您啊。 

五通桥区总工会：没有没有。 

ＣＬＢ：那麻烦您了，麻烦您了啊。 

五通桥区总工会：反正最近，工人的安全这些我们真的是比较上心的，我们这

一届的工会主席真的是对工人这边比较好。我们自己平时都往下面跑，针对的

就是工人这些。你看我们最近不是洪灾吗？我们这几天都在下去安置点，就是

有些职工啊，就像有些村民啊，他不是房子被淹了嘛，没办法住了，就在统一

的集中，每一个乡镇他都有一些集中安置点，知道吗，我们就会下去慰问，送

一些东西。像吃的喝的啊，我们就是去看望嘛，清理这些道路我们都在做嘛。

所以现在办公室人也比较少。 

ＣＬＢ：哦，就是基本上都出去了？ 

五通桥区总工会：对，现在好多不开门了，现在就是两三个人在这里负责。 

ＣＬＢ：那这个，就像您刚才说的救灾的问题啊，工会肯定有参与，肯定也有

别的部门参与。 



五通桥区总工会：嗯对。 

ＣＬＢ：那工会在里面有什么特殊的角色吗，或者是怎么样，还是说更偏向企

业这方面的援助？ 

五通桥区总工会：更偏重是这个职工方面。职工我们现在也在统计他们家里面

受损的情况。看报上去，上面怎么商量一个方案再说咯。我们现在正在统计，

每个受灾的群众，受灾的职工都打电话，问一下那个人具体情况，还有拍的照

片，我们来审核，就比较严重一点的，就先针对这方面的来说喽。 

ＣＬＢ：哦。然后基本上补助他们的都是，就是真的可能吃饭啊什么的都有需

要…… 

五通桥区总工会：真正有需要的，不是说就是倒一个围墙啊这些什么的。真正

有需要的，他确实有的是家里面没法住了，裂开了的那种，是真的没办法住人

了，先解决这部分。 

ＣＬＢ：您刚才说这一届的工会副主席啊，您说的是五通桥区总工会的副主席

吗？ 

五通桥区总工会：五通桥区常务副主席，现在正在带领我们弄嘛。他都是亲自

下去的。他都没在办公室。你现在打的电话就是他这个常务副主席办公室里的

电话。 

ＣＬＢ：对对对，因为昨天…… 

五通桥区总工会：刚刚你是不是之前也打了一遍，因为这个机器有问题，我们

接起来没有声音，接起来没有声音，我就赶紧拿了另外一个电话换过来。刚刚

换过来没一会儿，就听到你打电话来了。 

ＣＬＢ：哦，谢谢你。 

五通桥区总工会：他也出去了，他也去乡镇了，就是去集中安置点，就是那个

受灾比较严重的安置点。我们常务副主席也下去了的。 

ＣＬＢ：那您这边，因为我看……既然洪水如此严重的话，那企业复工复产这

边有一个大概什么进程啊？ 

五通桥区总工会：这边现在大概情况就是自救期间，因为好多机器他都受损

了。 

ＣＬＢ：那这个复工，或者说企业再进行生产是不是还…… 

五通桥区总工会：尽快，也要给他那个缓和期嘛。现在他自救期间嘛，职工基

本上在帮忙清理那个厂区的那些嘛。 

ＣＬＢ：那工人这段时间应该就是开不了工嘛，工资这方面呢？ 

五通桥区总工会：但是工资是照常发的，我们已经下去走访，跟企业交代过这

个事情了。工资是照常发的，不会拖欠这一部分。他这段时间的工资也是算进

去了的，工时，白天，他不是厂区里面他一般分班制嘛，但是也是统一集中到

白天班，白班。 

ＣＬＢ：就是这段时间他们还是会去……工人还是会去工厂里面清淤啊什么

的？ 



五通桥区总工会：对，工资我们已经跟那个企业的工会了解过了，是正常发，

按时，也是跟平常没变。 

ＣＬＢ：哦好的，好的，那谢谢您。 

五通桥区总工会：这些方面都是真的……现在就是这些事情完成得还不错的。 

ＣＬＢ：好的，那也辛苦你们了。 

五通桥区总工会：没事没事，那谢谢你们关心了啊。 

ＣＬＢ：好好，谢谢你，再见。 

五通桥区总工会：谢谢谢谢。那我就叫负责安康杯的同事回来了把具体的发给

你。 

ＣＬＢ：好的，好的，谢谢。 

五通桥区总工会：谢谢，再见。 

 

 

第七通电话 永祥股份有限公司 

永祥股份公司：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这边是永祥股份吗？ 

永祥股份公司：您好，哪位？ 

ＣＬＢ：您好，您好我这边是中国劳工通讯打过来的，就是…… 

——电话被挂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