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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21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南泉镇江南景园拖欠工资，工人讨薪 

 

第一通电话 滨湖区总工会办公室 

CLB:  喂你好，请问是滨湖区总工会吗？ 

滨湖区总工会办公室:  哪里？ 

CLB:  你好，我是来自中国劳工通讯的，是滨湖区工会吗？ 

滨湖区总工会办公室: 你有什么事情？ 

CLB: 是这样的，我们看到滨湖区南泉镇有一个江南景园拖欠工人的工资，想问一下，这

个事他们来找工会了吗？ 

滨湖区总工会办公室: 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们领导不在，我是刚刚轮岗过来的。 

CLB: 那你这个地方是办公室、还是什么部啊？ 

滨湖区总工会办公室: 是办公室，因为我刚刚过来。 

CLB: 那就是江南景园拖欠工人工资的话，工人可以找哪个地方帮忙吗？在工会这里？ 

滨湖区总工会办公室: 你打 8281吧，你问问法工，因为我不太清楚这一块。 

CLB: 就是 81178281是吗？ 

滨湖区总工会办公室: 对对对对对，怎么你什么，他们什么个意思？ 

CLB: 有拖欠了十几万的工资，就是想看看工会能不能帮到什么这样子。 

滨湖区总工会办公室: 您是哪里啊？ 

CLB: 是劳工通讯的。 

滨湖区总工会办公室: 哦你打 8281，你问问看吧，因为我不太清楚。 

CLB: 我可以找哪一位呢，那个地方？ 

滨湖区总工会办公室: 你打电话先问一下吧 

CLB: 好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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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通电话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CLB: 您好，请问是滨湖区总工会的法工部吗？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对。 

CLB: 你好，我是来自中国劳工通讯的。因为在滨湖区南泉镇那边有个江南景园，拖欠建

筑工人的工资几十万块。然后想问一下工会这边知道这个事情吗？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不知道啊。 

CLB: 没接到这个事是吧？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对呀。 

CLB: 那就是说知道这个事的话，工会这边能不能去帮他们去讨要一下工资呢？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这个可能我们也没法帮他们讨要工资吧。 

CLB: 他在江南景园嘛，应该是属于滨湖区的工会下属的地方，在南泉镇那边，兴隆路东

侧。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你是哪里？ 

CLB: 我是中国劳工通讯的。就是想问一下工会，因为他们被欠了几十万的工资，然后想

问一下工会能不能帮他们去做一些事情这样子。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这个不太清楚了，你这个，他们那边是哪个街道的啊，现在？ 

CLB: 南泉镇街是不是呀，就是江南景苑在南方泉那边，滨湖区南泉镇，但是南泉镇好像

又说镇改街？您清不清楚他应该是属于哪一个的？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他们现在有的好像是，兴隆那边有一部分好像划出去了，不知道

他们那边现在是哪里。 

CLB: 哦。但是应该还是在滨湖区的，这个滨湖区工会，您知道江南景园那个地方的建筑

公司有没有建工会吗？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他建筑工人也不属于这个工会管的呀。 

CLB: 不属于工会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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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对。他这个东西可是工程，工地上的工程嘛，他只有可能就是住

建企业那个的。 

CLB: 您觉得、您是说他应该去属于住建企业下面的工会管。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他也不是专门，他是他们专门有一个“双清双欠”的、讨要工资

的。对，因为他是每年、好像是到年底的时候，会帮他们农民工协调讨薪的。 

CLB: 这个“双清双欠”不是也是工会有一部分在里边也参与的吗？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对，工会也参与的呀。但是他现在都是到每年、都是到年底之

前，都会集中起来就是帮他们讨薪的。 

CLB: 要到 12月份吗、意思是？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反正是年前。估计是要 12月到 1月份那个时候。 

CLB: 对，那个我看到了，但是工人他就是现在，是上个月就发出来了被欠工资，还有就

是他们应该也不知道，就是说在江南景园这个地方，不知道有没有工会能把他们吸纳入

会，然后再去帮他们到年底讨工资呢？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他江南景园，他们有没有成立工会，也不知道呀。  

CLB: 江南景园那个地方……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工会不可能，单靠工会也没有能帮他讨薪的呀。工会只能就是联

合他们，参与“双清双欠”的事。 

CLB: 那工会能不能把这些建筑工人组织入会呢？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组织？他、现在怎么帮？他要看他们这个景园他这边有没有（工

会）。他成立工会了、如果他成立工会了，那才是属于我们工会管的；如果他没有成立工

会的话，我们工会也没有权利管他们的呀。 

CLB: 但是他现在肯定是没有成立工会，如果没有成立工会的话，工人还能来找，工人自

己能来找区总工会吗？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那肯定不行的呀，他要没有工会，我们怎么管他呢，对吧？他最

起码，如果他们成立工会了，所以他是我们工会的会员了，我们工会才会、才可能管着他

们的，对不对？ 

CLB: 但是要是他还不是工会会员，所以工会能不能走出去，把他们拉入会员呢，把工人

拉入工会来呢？ 



4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你现在拉到哪里的工会？是哪里的会员呀？他总不能把他拉到总

工会，做总工会的会员吧。 

CLB: 建筑行业，其实这个问题也很严重，经常是讨薪，在建筑行业这块，像滨湖区总工

会有没有一个建筑行业工会呢？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行业工会、好像现在行业工会呢，他也是街道里面。也不是每个

街道都有的，他就反正，我们现在建筑行业好像还没有这种行业工会。另外我们现在都有

餐饮这些的行业工会。 

CLB: 哦，建筑行业还没有行业工会。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我们就有餐饮还有医药这些行业工会，但这种建筑的好像还没

有。 

CLB:  建筑行业成立工会是有什么特别的困难吗？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具体的也不是在成立工会，我们是有专门的组建工会的部门的。 

CLB: 因为其实现在就是这些工人，他没有被工会组织起来，所以他讨薪的时候他也不知

道应该去找谁。我反而是觉得工会不应该、（工会）应该是说去当工人的娘家人，（工

人）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来找工会嘛。所以希望看看工会能不能够为他们做点什么这样子。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对，工会是作为娘家人嘛，但是现在关键他不是工会会员呀。他

如果是成立了工会、属于工会的会员，工会肯定要（帮他）呀。所以尽管他现在没有成立

工会，但是每年我们也会是，像他那种建设领域的，（做）那种“双清双欠”，现在也是

能帮上的肯定也会帮他们讨薪的，对吧？因为现在看到建筑工人，也确实挺不容易的。 

CLB: 对，其实又绕回来了，因为其实每年年底也会帮他们讨薪，但是有没有可能就是

说，平时就把他们组织起来，这样不用每年年底才去讨薪，平时有什么困难工会就可以帮

他们。因为（工人）就已经是会员了，就可以去顺理成章的帮他们了，对不对？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但是这个东西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他这种建筑领域的这种，欠

薪的这种东西，好像一直也…我们工会其实，对这种建筑行业的，我们一直也是也……他

因为没有工会，我们一般也没有什么就是工作上面的往来的。 

CLB: 如果有工会，其实那个公司不会乱来是吗？你是说？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工会，但是你这个建筑行业，成立工会这个流程，它怎么弄？因

为也不是我们，我这边我也不太清楚。 

CLB: 就是建筑工人要是想加入工会的话，这种事应该去找谁呢，在滨湖区总工会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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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他现在工人加入工会吗？它这个不是工人这样想加入的，它这个

是要一个单位要成立工会呀。 

CLB：哦，要单位要成立工会？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你不是说你哪一个个人想加入工会，我想加入工会就加入它。它

这个是单位去成立工会的。 

CLB: 像这个单位，比如建筑公司的话就比较复杂嘛。他可能有总包，建筑公司，劳务公

司，包工头这种一层一层的，他应该找哪一个单位去帮他加入工会，在区总工会这边注册

呀什么的？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这种我不清楚。 

CLB: 因为真的是挺复杂的，有很多层级，有很多承包，对不对？那关于建筑公司这方

面，就是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已经成立了工会的建筑公司呢？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好像没有。 

CLB: 在滨湖区这边没有建筑公司的工会？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嗯。 

CLB：这样的话，就是工人想加入，也没有建筑工会可以加入，是吧？暂时？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这个可能要要…这个到底是走哪一个部门、怎么办法，这个我也

不清楚。 

CLB: 他应该是，按说最大的应该是住建，建委这边吧？就是它下辖的那些建筑公司这样

子，是不是？然后那些公司去成立工会，如果按照您刚刚说的这个逻辑，就是公司先去成

立的话，对不对？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但是你说的这个东西…我也没法回答你。 

CLB: 那…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了，工人有这个诉求，他工资被欠，然后他又想加

入工会，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加，那这个样子怎么办呢？就应该去找谁呢？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我也不知道。  

CLB: 您这边不知道是吗？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嗯。 

CLB：那您这个法工部是负责什么的？因为是刚刚办公室说（电话）转过来，所以其实我

也不太清楚说能够负责到讨薪方面的什么，法工部是做什么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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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我们法工就是这个企业里面就是法律监督方面，反正我们一般都

是在他们企业这边的。 

CLB: 那除了企业的法律监督，还有组建工作吗？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组建工作不在这一块。（我们）不管, 不是管组建的。 

CLB: 那你们这边有没有专门负责组建的同事呀？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他们今天都出差了。 

CLB: 今天办公室没有其他的同事了？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对对对。 

CLB: 那您说能不能这样子呢，关于这个讨薪、工人的讨薪，能不能让他来找咱们滨湖区

总工会帮忙解决呢，暂时？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不用找总工会，他们要找讨薪嘛，也到，也应该是在住建局啊，

也不是属于总工会啊，也不应该找总工会啊。 

CLB：住建局企业……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他们应该、这些农民工，他建筑工人讨薪，他应该知道他找谁的

呀。 

CLB: 对，他是，他们在江南景园 108 号那里拉横幅嘛，就是在那个盖的房子那里，等于

是在建筑地方那里。 但是就是说，其实遇到这样的事情，工会应该也会说、在了解了之

后，是不是要主动的去帮助这些工人呢？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这个东西我现在也没法回答你。 

CLB: 你们也比较忙是吧？有没有可能去打个电话，给江南景园那边看看，问问他们能不

能把工资帮忙发放这样子？免得到了过年的时候才去帮他清理欠薪这样嘛。工会这边应该

可以？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我们也没法那个。 

CLB: 工会不能去打个电话，帮忙问一下情况吗？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这个东西不知道。 

CLB: 哦，那您能不能把这个投诉、就是这个事情记录下来，到时候可以商量一下，看看

能不能帮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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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这个，我会跟领导、把这个情况跟领导说。 

CLB: 嗯，那也很好了。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嗯。 

CLB：其实这个方面就是说，因为工会一直在说“工会改革”呀，然后包括去“四化”

呀，我觉得看到滨湖区的工会也是做了蛮多事情的，包括“双清双欠”啦，还有一些其他

的、像您说的餐饮呀这种集体协商。但是就是不知道，在建筑工会，建筑工人的行业工

会，或者建筑工人加入工会这一块，能不能够考虑，工会也有一些作为呢？您觉得呢，您

自己觉得呢？就不用说是（看）那个领导方面什么的意见。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这个东西嘛，当然了哦，他们建筑工人，他也蛮多苦，他应该拿

的哦，是吧。这个东西。 

CLB: 对，他应该是说，比如说他到了咱们滨湖区打工，他就可以加入这里的工会，然后

帮他。如果他出了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诉求，工会就可以去帮他解决，对不对？应该

是可以这样的，我觉得。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但是，我只能把这个情况反映一下，现在也没法回答你。 

CLB: 没事，可以反映一下，兴许就能帮到他也很好。您是法工部的部长吗？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不是。不是。 

CLB: 但是是负责人？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我也不是负责人。 

CLB: 您贵姓呀？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这个就… 

CLB: 哦，就是想到时候如果工人还有什么事的话，能不能再找到工会这边呢？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这个，我不知道呀，因为我们也没有接触过这种事情，就是。 

CLB: 你们什么？没有听太清。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这个事，我也没法回答你，要不你下次等我们领导来了，再打电

话。 

CLB: 行行，好，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关于江南景园的这边，您知不知道他那个地方

的建筑企业有没有工会呀？就是这个怎么知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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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江南景园，但是你现在到底他是属于哪个街道？我要知道他属于

哪个街道，我才可以问得到他的街道，这个单位有没有成立公司呀。 

CLB: 哦，要看到他属于哪个街道？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对，他说他是在哪里的？ 

CLB: 说是在那个兴隆路东侧，那个地方算是属于兴隆街道吗？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兴隆街道那边，现在是太湖新城那边的。 

CLB: 太湖新城，那还属于滨湖区吗？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不是，他现在刚刚…如果是属于太湖新城的话，它现在就是刚刚

划出去了，不属于滨湖区管的。 

CLB: 哦。但是就您的了解，对企业这方面的工作了解，就是目前是没有其他建筑公司有

注册工会的，对吧？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嗯。 

CLB：那可能就是他应该也没有（工会），就说就算是在滨湖区可能也是没有（工会）

的。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嗯。 

CLB：那还是，如果工人要找工会，还是只能来滨湖区总工会了。因为没有企业工会呀，

对不对？就是没有这样的建筑企业工会嘛。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额… 

CLB：只能说希望如果下次工人来找到工会的话，可不可以至少听一下他们的诉求，然后

看看怎么邀请他们加入工会呢？您觉得、这方面您觉得可以吗？我不是故意给您出难题

啊。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这个要看，要他们组建工会的那个部门，他们…他们才清楚。 

CLB: 那应该等下次组建部的人回来了，我们再问一下，看看可不可以帮到他们加入工会

吧。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好的哦，感觉能帮到他们是最好的。 

CLB: 对，特别希望能帮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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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是这样，平时，就是没有过年，平时就是看他们一天到晚也挺辛

苦的。一年忙到头，你说拿不到钱也是、实在是…。 

CLB: 是啊是啊，而且他这个地方这种建筑工地的性质通常都是一定要做完了，或者是做

到一定的阶段了，才开始给他们工钱，或者是到年底嘛。然后他平时一年到头都没有的，

没有工钱可以拿回家。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嗯。 

CLB：关于这个建筑工人的加入工会，其实有什么意见、就是文件可以把他们加入工会

吗？您了解吗？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不了解呀。 

CLB：啊？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我不了解。因为我们跟他们（工人）是，平时接触也少，就我们

一般的法工都是跟企业有的时候接触，跟他们（工人）真的是没什么接触的呀。 

CLB: 那去大企业里边、大企业里也可以做这个事情呀，就是让企业去成立工会嘛。能不

能去到大的建筑企业去，让他们成立工会呢？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这个他就要去看建筑、建筑工地方，他愿不愿意成立工会呢？这

个主要是要跟他们去、要他们去成立工会。关键你成立工会了，他们可能成立工会，

（但）因为他这个建筑工人、他可能做一段时间、他就会走了，对吧？他不像企业、有的

他会长时间的在那里做。 

CLB:  对。对。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所以说，好像这么多年，没听说建筑工人都加入工会，他们好像

就是做几天、做一个工程，他这个。 

CLB: 哦，那对于这些，比如说在无锡打工的建筑工人，那就是工会，除了暂时不能帮他

们加入工会，但是有没有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其他福利呢？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这个东西，怎么去跟他们提供什么福利呢？ 

CLB: 好像了解的，比如说什么保障工伤保险啊这一类？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你这个工伤保险嘛，它也…一般的人要工伤那个嘛，也都是企业

帮职工参保的哦。你这个怎么，无缘无故你没法去跟他参保的哦。 

CLB: 您刚刚不是说法工部不是监督这些企业的法律的嘛，法律做的到不到位，是不是？

工人这一块是不是也应该是在这个监督下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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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他现在关键是他没有工会啊！我也不太清楚它到底怎么个弄法

呢？ 

CLB: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如果没有工会的话，是不能去监督这方面的，不能做法律

监督的。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不是，不是没有这个就不能做法律监督。你这个…他这个建筑工

人的事情，你最好要问到那个住建局那边，他们可能会跟建筑工人有接触啊有什么的。 

CLB: 住建局是吧？住建局。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对呀。我想，可能他们住建局下面，他们对这些工地上面的情况

他们还清楚。因为我们这个，建筑工地——我们不了解他们的情况呀。 

CLB: 但是住建局，他应该是管工程建设这种，设计，施工，项目，采购呀这种大的方面

吧，而工人的事不应该是来找工会嘛？就算是建筑工，我是这么理解的。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呵呵） 

CLB：因为住建局它是一个像是政府部门，但他是管着说，所有的工程建设合同呀，工程

量啊，项目啊，这种生产，包括生产、流通、销售的环节吧。但是他就不会说把精力全部

放在工人这一块。而工人的权益，工人的利益，甚至工人的权益受损，没有工资，应该是

工会相关的啊。您是不是这样子觉得呢？您觉得这样子应该是对的吧？但、因为我也不是

很了解，住建局能帮到工人什么呢，您觉得？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反正。你就现在说工会能帮到他什么，我也

不太清楚。 

CLB: 好吧。我还是想说希望工会能不能够努力的把他们拉入工会，把建筑工人拉入工

会，然后帮他们维权这样子。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你说这种拉入工会，怎么拉法？ 

CLB: 因为这样子，拉入工会之后，像法工部这种法律监督就也有了可作为的地方嘛，对

不对？企业的工会建立好了，那就可以去监督，他的工资，至少工资要按月发放吧，不能

够拖到年底了还没发、让人家去讨薪这样子吧？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这个好像也不是，我们现在能一下子能帮他们解决的事情哦。现

在他，他如果要成立工会的话，他们可能早就该成立工会的哦。 

CLB: 对。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关键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它这个建筑工地嘛，也多的。 

CLB：能不能就在建筑工地上成立，“无锡市建筑工人总工会”，比如说这样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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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这个东西你问我，我怎么回答你呢？成立工会的事情也不是我说

了算。 

CLB: 因为一般，其实您刚刚也说了，一般都要那个街道、或者说是那个，要公司、单位

说要成立工会，对吧？但是建筑公司他，其实建筑工和这个建筑公司是有一定的冲突的

呀，或者是中间插了很多环节。那应该是工人有意愿想加入……《工会法》规定工人想加

入工会就应该能够加入工会嘛，所以工人现在要是有这个意愿的话，我觉得工会是不是能

够帮他们想一些办法？就是不一定非要等公司先去成立工会吧，您觉得呢？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这个只能把它做一个那个，这些要多方面地，打听打听，了解了

解。这个建筑工人他，对吧？这个也是一些问题。 

CLB: 对，确实是个问题。确实也没有看到很多地方说我们有建筑工人工会，我们有建筑

行业工会。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是的。 

CLB：可能不只是无锡滨湖区的工会遇到这个问题，大家所有的…就算是没有工人讨薪的

地方，应该也有这个问题。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对，估计都没有这种建筑工地的工会，这个东西。因为他们的流

动性比较大，可能是…而且他们所待的工地，他不会一直就待在这个工地上做呀，他会、

可能会换其他地方去做。 

CLB: 对。所以其实这个地方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说，因此就让工会没有办法作

为了。反而工会可以就是说，要绕开企业、去把这些工人加入到建筑工会里。因为，企业

它的这个项目是短期的嘛，是周期性的嘛。比如说一段时间就完成了，他就走了，也不在

这个地方了。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嗯。 

CLB：（企业）他肯定就不愿意在这个地方，就说“我来申办一个工会，然后我的会员是

几百上千人”，这样他走了之后还得交钱呐，我觉得。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哦。 

CLB：所以应该是工会可以，我觉得可以用行业工会的角度，去绕开这种公司的部门，绕

开这个公司先建会。然后，让他们去、建筑方面、直接去发动建筑工人，把建筑工人纳入

到咱们无锡市总工会的下面。这样子，他不管到哪个地方，在无锡市打工的话就都属于这

个建筑工会啊，这样不就是扩大了工会的力量嘛，然后不会受限于这个公司的流动性嘛。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这个我真的没法回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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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  没关系，没有，我也是一个探讨的角度。因为现在全总也发了很多号召嘛，就是

说，像八大群体入会呀，农民工入会都有一定的目标任务，我相信建筑工人入会也快

了……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那他、全总他发这个，那他们要是有了什么文件，怎么建筑工人

应该怎么，我们肯定是根据他们一级一级的文件来怎么的。因为这个事情嘛，它全总这边

它可能要弄一个什么文件，这个建筑工人怎么成立工会。你现在叫哪一个区里把这个建筑

工人拉到工会，它怎么可能呢？ 

CLB: 嗯，全总现在应该还是没有说，特别单独点出（建筑工）这一块来。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对，他没有点出这一块，对。 

CLB: 那遇到这个讨薪，就只能够去指望“双清双欠”工作组了是吗？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好像目前我了解的就是这样，平时的我都不清楚哦。因为只是参

与过他们的“双清双欠”。所以具体的、他们平时的这个讨薪是怎么的？我不太清楚。 

CLB: 那能不能够，就是工人能不能够随时找到这个“双清双欠”的工作组，去汇报说我

被欠薪了呢？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这个估计，只能他们、只有住建局那边了解吧。因为他们好像都

是。 

CLB: 是得那个住建局发起（“双清双欠”）的时候才可以做是吧？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因为我了解的就是这个，其他的我不太清楚。 

CLB: 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现在、因为现在工人就是已经被欠薪了几十万的工资，那他

现在应该去找到哪个地方去帮他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呢？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呵呵，他们去找谁都可以，我也不知道去找谁。 

CLB: 可以…因为刚刚您说也不一定能来找工会，就是现在工会……好像不是一定能帮到

他的感觉。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嗯。 

CLB：他是应该去找住建部吗？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这个你只能再去问问了，我也不知道。 

CLB: 哦，那现在，那好吧，我们可能会去找一下住建部，但是也希望说等工会这边人齐

了，能不能把这个事也讨论一下。就是在江南景园的这个地方的农民工工资，上个月欠了

几十万的农民工工资，可不可以去了解一下，看看能不能帮这些工人维权？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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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嗯，好的，我会把这个情况反映的。 

CLB: 好好，那就很感谢了，这样的话。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不用，不用，这都应该做的。 

CLB: 那能知道您贵姓吗？就是说，只是说跟工人说一下，我们这边说有一个工会人员的

回复，这样可以吗？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你不要，不要说了吧。 

CLB: 好好，那就先这样，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有一个好的结局吧，这样，谢谢您。 

滨湖区总工会法工部: 好，不客气，好好，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