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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开平县木恩卫浴倒闭，拖欠工人工资 

 

第一通：开平市总工会维权部 

CLB：请问是开平区总工会的维权部吗？ 

维权部：对。 

CLB：想跟您了解下事情，请问您现在方便吗？ 

维权部：你是维权人信访吗？因为我们那个部长他今天休假了，因为这个法律的

事情我不太了解。你要咨询的话，可能要下星期一早上九点多的时候才可以。 

CLB：没关系，我先说，然后您看您了不了解好吧？ 

维权部：好好 

CLB：您这里是负责水口镇那边的工会的事情吗？ 

维权部：我们的这边分管的不是水口工会，帮扶那边分管的才是。 

CLB：在网站上写的是维权部分管水口辖区内的直管基层工会呀。 

维权部：哦，不是我们内部之前又重新分工，现在是帮扶那边管了。 

CLB：哦，那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听过木恩卫浴呀？ 

维权部：木恩？没有。 

CLB：没有呀，就之前他们有被拖欠工资三四个月没发。 

维权部：哦，他们拖欠工资三四个月没发吗？ 

CLB：对呀对呀 

维权部：现在也没有发是不是？ 

CLB：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工会这边了不了解，然后工人有没有来找过工会。 

维权部：呃。。。。。应该没有吧，最近好像没有上门信访的。 

CLB：哦，就你们不知道是吗？那如果。。。他们可以来这边找工会吗？ 

维权部：可以的 

CLB：是找哪个部门呢？ 

维权部：维权部 

CLB：就找你们维权部？他们是水口第四工业园的，也是可以找维权部？ 

维权部：对，没问题。因为这些关于工人…你们那里有成立工会吗？ 

CLB：没有 

维权部：关于欠薪的情况是我们维权部管的 

CLB：那你们会怎样帮工人呀？ 

维权部：因为我们具体要看你们什么情况，还有看你们有没有社保呀，或者是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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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要你自动退职还是你自己退职的？因为怕有些工人是被骗了或者怎样。因为要

根据实际情况给他们意见。 

CLB：就是所有的员工都有三四个月没发工资。 

维权部：哦，群体，你们可以选一个代表过来。不过，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会有

点不同，因为之前的个别的情况会有点不同，我建议如果你们是欠薪的话，下星

期一过来，跟我们那个部长详细聊一聊。看看怎么追回之前的工资。因为好像拖

欠得越久，因为好像有些法律会过期。所以希望你们还是尽快过来。 

CLB：那，就是你了不了解这个公司的工会组建情况啊？ 

维权部：因为我也不是办这块业务，所以也不太了解。 

CLB：不好意思，怎么称呼您呀？ 

维权部：我姓谭 

CLB：谭，那你是主要在这个维权部负责的是？ 

维权部：呃，你是哪一位？你是来咨询什么的？ 

CLB：我就是来了解一下事情啊，我是中国劳工通讯。 

维权部：你也是被欠薪了吗？ 

CLB：哦，我就是在网上看到这件事情，然后我想了解一下… 

维权部：哦，我知道，你有没有被欠薪 

CLB：我没有呀 

维权部：你没有，就是那个卫浴有欠薪对不对？ 

CLB：对呀对呀 

维权部：那你是代表他们员工过来的吗？ 

CLB：不是，我在网上看到这样的消息，然后帮他们问一下，就想工会可以帮上

他们忙的话，我可以联系下工人来找工会嘛。 

维权部：可以可以 

CLB：因为工人是不了解这些程序的 

维权部：对对，我们下个星期九点的时候过来 

CLB：那他们要准备些什么吗？ 

维权部：准备厂牌呀证明你在卫浴工作过的东西呀，他们欠薪，他们是现金发的

还是那些银行发的工资，如果有银行发的工资就尽量把那个银行流水账打过来，

证明下他们那个工资大概是发多少。 

CLB：那之后呢？之后工会会怎样去做呀？ 

维权部：因为…根据，就是详细了解过之后。我们就建议他们大概先去找工商局，

可能先去找工商局打一个营业执照，然后去人社局那边根据自己的薪金水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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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提起劳动仲裁。 

CLB：哦，那工会会不会帮他们代表他们去找雇主啊？ 

维权部：哦，我们是建议，我们是提建议的。 

CLB：只是提建议，就不会去代表… 

维权部：那我们给他们告诉他们大概怎么做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CLB：那有没有想过是帮他们去集体协商呀这些？ 

维权部：嗯…集体协商我不大清楚，因为我不是分管这边的 

CLB：那是哪个部门可以分管这些？ 

维权部：这是我们部长，我们部长在做的。 

CLB：那部长是星期一才在是吗？ 

维权部：对对因为他今天休假了，所以你问我，我的知识是比较贫乏，所以我是

帮不了你 

CLB：那你主要是做什么？ 

维权部：呃，你是来帮他们维权，为什么一直在问我是在做什么 

CLB：对呀，就是要了解工会怎么可以帮他们呀 

维权部：因为这样，我不了解，所以我们部长才能帮忙，所以我恳请你们星期一

过来 

CLB：好的好的。谢谢。 

  

第二通：开平市总工会工会组织/宣科部 

CLB：你好，请问是开平工会的工会组织/组建部吗？ 

组宣部：对 

CLB：我是中国劳工通讯打过来的，我想问下您有没有听过木恩卫浴？他们的老

板拖欠了工人三四个月工资。 

组宣部：这个… 

CLB：在水口第四工业区的木恩卫浴 

组宣部：那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呢？ 

CLB：我在网上看到了，想了解这个事情工会知不知道？ 

组宣部：那你为什么要了解呢？你是哪里的？ 

CLB:我是中国劳工通讯。 

组宣部：这个，这个因为我这是组建的，我这个不太了解他们 

CLB：哦，我想问下这个厂有没有工会呀？有没有组建工会呀？ 

组宣部：额，什么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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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木恩卫浴。木头的木，恩是… 

组宣部：没有的 

CLB：没有工会吗？ 

组宣部：对 

CLB：没有工会，那你们会去帮忙组建吗？ 

组宣部：这个看他们的需求咯。因为我们之前一直都是跟镇街有沟通的，但是他

们一直都是没有这个回事的，没有跟我们说呀 

CLB：不好意思，跟什么有沟通？ 

组宣部：镇街工会 

组宣部：我们每一年都有组建的任务，然后有那个任务给镇街工会去跟他们相关

的企业沟通的，然后他们都一直是没有报那个工会上来的 

CLB：为什么呢？ 

组宣部：没有说这个企业要组建工会这样子？ 

CLB：为什么呢？就是镇里面没有？ 

组宣部：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很难说呀，每个企业的老板的想法不一样呀，我们

强迫不了啊 

CLB：但是咱们工会这边是看老板的想法还是看工人的想法呢？ 

组宣部：嗯…一般他们有意愿来成立工会的话，我们一般都会跟他们成立的，这

个肯定不会拒绝他们。但是有些老板，你跟他说十次八次，说一百次，他说不成

立就是不成立。 

CLB：那有没有跟工人说过呀？ 

组宣部：跟工人说过？这个就跟镇街那些工会的工作人员去跟他们了解看看他们

有没有去咯，有时候我们也了解一下这样子。 

CLB：哦，那你说的镇街，是镇里面的工会还是什么？ 

组宣部：是我们下一级的工会 

CLB：那有没有下一级工会的电话呀？可以给我采访一下 

组宣部：你主要是想采访什么呀？ 

CLB：水口镇的工会的电话有吗？ 

组宣部：哦，这样吧，如果你要了解的话，我先问下他们是不是确实有这个企业

存在好不好？ 

CLB：好的好的，那我什么时候方便打电话给您呢？ 

组宣部：迟一下吧，迟半个钟头吧 

CLB：好的，另外我想问下就是你们那边号称是中国的卫浴重镇，对不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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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浴之城，你们有没有卫浴工人的行业工会呢？ 

组宣部：有 

CLB：有的？ 

组宣部：水暖，我们叫水暖 

CLB：水暖工会吗？ 

组宣部：水暖行业工人会 

CLB：水暖行业工人会吗？ 

组宣部：嗯。 

CLB：是由谁来牵头组建的呀？ 

组宣部：是镇街那边的组建的 

CLB：那是主要在水口镇吗？还是很多其他各镇都有的？ 

组宣部：不是，就是水口镇有这个 

CLB：只在水口镇吗？ 

组宣部：对，这样吧，我先了解一下吧，好不好。 

CLB：好的好的 

    

第三通：开平市总工会工会组织/宣科部 

CLB：喂，你好，我刚才打过来，我是…… 

组宣部：喂，你好，这样吧我先跟你说一下，因为我刚才打过电话问我们镇街工

会那里，他们已经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他们那个公司已经破产了，之后我们，就

是政府那边已经发了一部分工资给工人，现在就是政府那边有一部分的工资有补

上去的，然后公司的财产现在在法院那边拍卖。我这边就是这些了。 

CLB：那镇的工会做了什么呀？有怎么帮到工人吗？ 

组宣部：工会那边就是去调解咯。 

CLB：嗯 

组宣部：肯定要去调解呀，了解情况，还有就是跟他们说一些这些情况啊，让他

们情绪方面呀就是稳定一下这样子，政府会帮他们解决咯。 

CLB：那就是工会，怎么说呢？ 

组宣部：这样吧，因为关于工会的问题，因为他肯定是没有成立工会，因为他们

是水暖行业的那个工人会纳入里面去的，就是他们没有正式来成立工会这回事，

没有成立独立工会，但是他们纳入那个覆盖那里去了。 

CLB：就是公司没有成立企业工会是吧？ 

组宣部：独立的企业工会没有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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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你说独立工会，搞得我懵了一下。就是，是企业里面的工会是吧？ 

组宣部：因为水口那边的情况就是，因为他们那边水暖行业嘛，就是很多很多小

型的个体户那种，所以就是不是每一间小企业小个体户都会成立独立工会的。 

CLB：因为这个木恩的话，我看他也不算小呀，因为有差不多 100 个工人呢，一

般的话有 25个工人… 

组宣部：额…这个可能是根据目前的有关的资料吧，现在水暖行业全球经济影响

之后，他们很多企业都是关闭还有员工裁员的，这个问题会比较严重的，在我们

这边。 

CLB：所以就是说那边的劳资纠纷也比较严重吗？ 

组宣部：额…劳资纠纷不一定严重，但是我就是说那个裁员呀，那个厂的规模呀，

会减少很多人的。 

CLB：嗯，那就是针对这样的情况，企业可能经营的情况变坏呀，然后裁员，那

工会这边有没有一些预备的工作，准备的工作去怎样帮助到工人呢？事先的防备

工作。 

组宣部：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有纠纷的话，我们肯定会上去处理这样咯，反应上

来的我们肯定会去处理。 

CLB：那预防类的这些 

组宣部：我们有这个维权部的，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去解决关于劳资方面的上

访啊还有其他的问题这样的 

CLB：我的意思就是说，刚才您说的是事情发生以后工会肯定会积极的介入嘛，

对吧？ 

组宣部：肯定会，镇街那边有上报上来，我们肯定会介入的 

CLB：对，那就是… 

组宣部：如果上一级解决好的话，我们就不需要这样，因为是一级级过来嘛 

CLB：嗯，所以不好意思，所以我应该打电话去镇一级的工会对吧？ 

组宣部：对，因为我只是组建的。 

CLB：那您方便给我镇工会的电话吗？就是更了解这个事情的人 

组宣部：这样的话，你能够查一下吗？你上下网查一下看看他们政府的电话。因

为我刚好出来办点事。 

CLB：哦，这样子，跟您聊了那么久，我都不知道您怎么称呼呢？ 

组宣部：我姓张 

CLB：是组建的部长吗？ 

组宣部：我是组建部的办事员而已，我也不大了解相关的条例是怎样的，我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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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些组建的工作。可能有时候我解释得不太清楚，或者不是很明确的，有些话

不是很明确。 

CLB：没有没有，挺好的。就是，我就想问你们这一级的工会是做了哪些组建的

工作呢？还是都是让镇里面先去组建？比如说行业工会的话，也是镇一级的行业

工会是吗？ 

组宣部：镇一级的行业工会，也有我们上面一级的，也有行业工会，其他的。因

为这个行业方面的也不是很多。 

CLB：那这个行业工会主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呀？ 

组宣部：行业工会…他们也是那个工作内容呀，比如说组建这个工会为员工呀谋

福利？？内容呀，我也不太清楚。 

CLB：你也不太清楚？那谁会比较清楚这些事呢？就是你的同事 

组宣部：如果维权方面的，我们这里有维权部。 

CLB：但是我是比较想了解这个工会组建方面的，因为听上去好像你说小企业比

较多的话，感觉就是工会组建这一块具体到企业工会这块可能组建得不是很理想，

是吗？ 

组宣部：对 

CLB：那你们的组建任务是怎样子的呀？ 

组宣部：我们是按照江门下达的任务来组建的，然后，完成他们任务。如果他们

有其他的想过来成立的话，我们也会帮他去成立这样子咯，然后就是指导一些他

们程序呀这样子。 

CLB：那你们今年的任务是怎样？或者去年的任务是具体怎样子？ 

组宣部：那个是按照我们省那边下达的任务来定的，我们广东省每年都有的 

CLB：那具体到你们开平市总工会，今年的任务是要组建多少企业工会呢？ 

组宣部：几十家 

CLB：几十是…？大概呢？ 

组宣部：一时一时的，我们去年是 50家，今年是 27家。就是按江门那个分配下

来咯。 

CLB：27 家，那现在的完成情况是怎样？比如说去年就完成了 50 家吗？ 

组宣部：现在怎么说呢？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老是催他们去成立工会，

然后跟镇街的负责工会工作的人员去解释问题，跟他们说你们一定要。但是他们

依然有他们的困难所在这样子咯。如果不完成的也没有办法就这样。 

CLB：那不完成的话也… 

组宣部：有些就是去了很多次，老板就说，他不是说企业经营不好就怎样，他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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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营很好，交税呀，这些对政府部门有关的任务，他们都会处理得很好，但是

对工会这一方的话，他就说我就是不成立，就是这样。 

CLB：那会不会，给我感觉是，会不会找错对象啦？就是这里面去找的是老板，

CLB老板要不要成立工会，那是不是这里面其实是不是应该去找员工呀找工人会

不会容易一点呢？ 

组宣部：就是我们有一个员工的动态方面的了解，我们已经安排了相关的社会化

工会工作者有任务给他们叫他们直接去了解员工的意愿呀，问他们意愿还有诉求

呀这样。都有这个调查的。 

CLB：因为我觉得就好像是有点本末倒置的感觉，就是去问老板，老板肯定不愿

意你们工人组织起来呀，肯定不愿意工会来掺和我厂里面的事情嘛。毕竟工会的

权利义务还是蛮多的嘛，对不对。 

组宣部：说到底，实话，我们这边的老板呀，还有员工方面的意识不是很高那种，

没有意识到工会对他们有用或者作用，可能意识不到帮助他们的作用。 

CLB：对 

组宣部：这个不是你不提他们，他们的意识也是一个问题来的 

CLB：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工会也要加强对员工方面的宣传嘛，宣传工会的好

处呀，更实际得让他们知道… 

组宣部：有呀，我们都做得很好，我们有工会的网站、微信号，每年我们都组织

企业员工的活动呀，拔河呀还有区域运动会呀，还有其他的培训啊，我们都有这

些工作的。 

CLB：对对对，我看了你们的网站了，你们网站做得非常好，就整个广东省内的

网站，你们开平市的工会网站是非常完美的，各种方面的信息都有。 

组宣部：我们不断的更新的。我们有很多活动，包括镇下面有活动也要报上来我

们这里发表的。 

CLB：那如果你们完成不了任务的话，有没有什么后果的呀？ 

组宣部：哈，我们任务也不是说完成不了，我们尽量完成。 

CLB：那如果换个角度，不是把他看成是任务呢？而是看成是加强工会的组织力

量呢？这样会不会更好一点？ 

组宣部：这个问题，我想说也不行。确实我们这方面那个力量不是很大，然后下

面的人对我们工会的认识还是不够，我觉得是这样。 

CLB：因为可能我觉得是双方面的嘛，就是当然从你们的网站可以看得出你们的

努力，或者是你们的一些成果，但是更多需要的是工人的认可嘛，对不对。现在

也在讲工会改革，那工会是要更加接地气，更加和工人在一起嘛对不对。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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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一天到晚在加班赚钱也不知道工会能帮我干嘛或者工会是什么也不知道。那

工会方面可能是…… 

组宣部：其实这个，不是我们不努力，因为他们确实是这样，有些？？已经成立

了工会，然后他们企业没倒闭或者没撤销的情况下，他们都没有帮他们撤销这个

工会，我不是有特殊的情况我都不会帮他们撤销的。 

CLB：可能是要看工会组建了以后，组建工会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完成任务，还

是有进一步的更进一步的履行工会的职责呀？ 

组宣部：组建工会的目的，我们就想因为这个他们有交工会经费是吧，纳税的时

候就交了工会经费，他们交了不成立工会，那我们会督促他们，跟他们说你们交

了工会经费，因为有返还的嘛，因为他们不组织工会的话，那钱是没办法返还给

他们，然后作为员工的福利去搞活动呀这样子，跟他们解释了，但是他们情愿就

是，有十几万已经交了工会有返还，他们就说我们不要了，就是这样。我们有做

工作的我们有下去的。 

CLB：可能里面还涉及除了返还的经费外，还涉及每年的那个工资集体协商呀或

者工人的维权帮扶这块，更多的是持续性的，而不是成立后完成了一个任务，然

后晾在那里，那可能工人就会觉得工会……那就是有工会的企业每年会不会有工

资集体协商啊？ 

组宣部：有呀 

CLB：这个你们有任务吗？ 

组宣部：有呀 

CLB：那是怎样 

组宣部：但是这个工作不是我干的 

CLB：所以你不太清楚是吗？ 

组宣部：嗯，不太清楚 

CLB：那你们是… 

组宣部：这个事情每个工会都有这样的任务，这边都是这样 

CLB：那你觉得在你们那边的话组建工会或者是完成组建工会的任务是具体怎样

去推动会更好点？ 

组宣部：因为我们这里配置社会化工会工作者，我们会放到真里面去做专门的工

会工作的嘛，我们会指导他们怎么去跟企业联系呀，还有就是跟他们说工会的好

处，了解一些他们的需求呀，鼓励他们加入工会呀这样子。 

CLB：这个他们是指的谁呀？ 

组宣部：额…我就说我们下面不是有个工会工作者吗？下面镇街里面我们安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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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的工会工作人员嘛，现在我们都这边广东省都要求镇街里面配社会化工作者

嘛。我们是聘请了，基本上每个街都有专业的人员在那边工作嘛。 

CLB：那他们是去企业里面跟谁说呢？跟老板说吗？ 

组宣部：这个老板肯定不会理他。只会跟镇街的，一般的人员都不会理会，这样

我们会跟他们说，跟镇街的工会主席还有那个信息开发的公司，他们去了解哪些

企业新成立了，跟他们了解，叫他们带到企业去了解情况。 

CLB：那社会化工作者，有聘请了多少?他们的背景是什么？是工人还是大学生？ 

组宣部：招聘的，我们是招聘的 

CLB：因为我看其他地区的工会他们是请了大学生，然后有些是说要工人… 

组宣部：这样子我们肯定是有条件的，我们有招聘方案、录取的程序这样子。 

CLB：现在有多少？ 

组宣部：我们这边有 16个镇街，有些镇街比较少企业我们就没有配置，8个。 

CLB：你说镇和街道 

组宣部：因为我这边有镇和街道，所以我叫镇街 

CLB：不好意思，我第一次听到，没反应过来。 

组宣部：所以不一样…… 

CLB：你们有 16个街镇，每个街镇有一个？ 

组宣部：没有全部有，有些比较大的多一些企业的我们就会配置 

CLB：你这个是手机嘛？怎么会在外面？ 

组宣部：因为我组建的就我一个人嘛，我出来的话就会把电话转到我手机上。 

CLB：明白了，那你也太不容易了，出来还要接办公电话。 

组宣部：这个事情是肯定是说的，组建会比较复杂一点，会比较多工作 

CLB：组建会比较多工作？ 

组宣部：嗯，因为我要指导他们怎样去换届，然后指导他们怎样去填好相关的资

料啊，还有办证的资料啊，他们跟我联系，我会发有关的资料给他们去填好，再

指导他们怎样填，比较多的问题。 

CLB：所以你这里是掌握了这里 16个镇街的工会组建的情况嘛，对吧 

组宣部：可以这样说 

CLB：那所以在卫浴厨具行业的这些工厂其实组建情况理想吗？ 

组宣部：肯定不是很理想的啊，因为之前我跟你说的，他们不肯成立，而且你跟

他说一百次他也不会成立，肯定是这样咯 

CLB：他们不成立，他们不成立你说的是企业老板吗？那不成立工会就没有办法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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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宣部：嗯？ 

CLB：就是他们不成立工会就没有办法吗？ 

组宣部：呵呵，你说呢？ 

CLB：我觉得…就是你知道沃尔玛，在全球 

组宣部：什么？ 

CLB：沃尔玛超市，你知道吧？ 

组宣部：哦，我知道！ 

CLB：沃尔玛超市，沃尔玛在全世界是拒绝成立工会的，然后，在中国，中国的

全总让他成立工会了，在中国成立沃尔玛工会，所以是有办法的工会。 

组宣部：那个你给点建议我嘛，我也想呀，我也不是很专业，这个问题我还是想

了解，甚至我解释的问题可能也是不太，跟你说得不是很清楚，我想请教下你呀 

CLB：没有，你说得很清楚，就是刚才和你聊天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可能镇街那

边是以一种完成任务，然后完成上级的任务，你们完成江门市的任务，江门市完

成省里的任务，去跟老板说，可能通过经济呀工商这样的部门一起去跟老板谈，

跟老板谈有什么好处呀可以返还经费，从这个角度去跟他谈的，其实作为正常的

老板一定是不愿意成立工会的对吧，因为无论从工会法或者是工会章程里面，工

会的权力还是蛮大的在工人权益保障这方面，那其实反过来，工会是工人的工会，

其实是工会要组建的时候其实应该要去找厂里面的工人呀。 

组宣部：找厂里的工人？把工人发动起来去成立工会这样吗？ 

CLB：听不清？ 

组宣部：就是跟厂里的工人沟通，然后他们请求起来成立工会这样子吗？ 

CLB：对呀，因为上级…… 

组宣部：那这样的话，会不会这样起哄上去的话，跟老板沟通不行的话，那就发

生一些问题的话，那后果我觉得还是蛮严重的吧？ 

CLB：不是呀，你工会是有一个正当的地位的呀在中国，上级工会是可以指导下

级成立工会的对吧？下级工会是可以由上级工会指导完成组建的，对吧？ 

组宣部：可以 

CLB：那工人只需要证明他是在这个厂里面工作，然后经过一定的程序，有一定

的筹备后，就可以加入工会成立工会的对不对？ 

组宣部：这样吧，我知道员工有这个权利，问题是他成立工会的程序上面必须有

得到厂方行政部门的同意，他们要盖章的嘛。 

CLB：对，但是… 

组宣部：那如果老板说，我不同意你们盖章去成立工会，又怎样？遇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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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 

CLB：你查一下工会法里面，如果是阻扰组建工会的话，会有什么后果。 

组宣部：那个，是个参考的是吧？ 

CLB：没有，工会法是一个法律呀，是有效力的法律呀，我们作为工会的工作人

员是要信仰工会法，工会法赋予你的权利，你是要去利用/使用的嘛。 

组宣部：我了解这个情况 

CLB：那不可能是因为老板不愿意成立而成为工会不能顺利组建企业工会的绊脚

石嘛。 

组宣部：这样吧，这个问题我就不跟探讨了，因为我们一直的工作就是按照上级

工会的考核和任务来完成有关的任务的，我们有时间再探讨一下吧。 

CLB：好，谢谢你。 

组宣部：不客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