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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案例 1/6 文字稿：滁州全椒县出租车司机罢工 

2018-09-10 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出租车司机集体罢工，抗议滴滴打车造成强

烈竞争 

——3 通电话，2 个工会 

 

第一通电话 滁州市总工会权益部曹部长 

 

滁州市总工会：喂您好。 

CLB: 喂您好，请问是滁州总工会吗？ 

滁州市总工会：哎，你哪里？ 

CLB: 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请问你这是权益保障部吗？ 

滁州市总工会：啊，是的。 

CLB: 啊，就是关于你们这儿大概几个星期前，有出租车司机罢工这个事儿，就

你们工会有参与这个事情吗？ 

滁州市总工会：没有啊，没有这个事啊。 

CLB: 没有这个事儿啊？ 

滁州市总工会：啊我们不知道啊。 

CLB: 是在你们这儿全椒县，不是在滁州市这边。就是全椒县。 

滁州市总工会：那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清楚啊。 

CLB: 哦，全椒县是属于你们滁州市总工会管么？ 

滁州市总工会：对，对。全椒总工会是属于我们滁州总工会管，对。 

CLB: 所以，全椒县总工会是滁州市总工会下属的工会？ 

滁州市总工会：对啊。 

CLB: 那全椒县这个出租车司机，集体罢驶的事，你们滁州不会参与吗？ 

滁州市总工会：我们没有，我们市一级市总没有啊。 

CLB: 市总没有参与这个事？ 

滁州市总工会：对对。 

CLB: 那你们这里有没有了解到这个情况呢，就是全椒县工会的处理的情况？ 

滁州市总工会：不知道啊，这个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 

CLB: 所以也没有接到全椒县报上来，他们是怎么参与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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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市总工会：没有，没有。 

CLB: 可是他们在网上，出租车司机在网上发了照片，这都是一个月以前的事情

了。 

滁州市总工会：这我们不知道，不知道。 

CLB: 那是不是了解情况，要到全椒县去了解呢？ 

滁州市总工会：那你们了解一下，对，在全椒县发生你肯定找全椒县嘛。 

CLB: 那您这儿有没有全椒县总工会的电话呢？ 

滁州市总工会：您是哪里啊？ 

CLB: 我是中国劳工通讯。 

滁州市总工会：劳工通讯啊？ 

CLB: 对。 

滁州市总工会：劳工通讯是什么，是杂志吗，杂志社的啊？ 

CLB: 是一个网站，就是关注劳资纠纷，劳动关系的。我们最早是一个杂志，现

在谁还办杂志啊，呵呵。现在变成网站了。所以，那你们全椒县有没有权益保障

部啊，对口的这个？ 

滁州市总工会：有啊。 

CLB: 可以麻烦您给我他的电话吗？ 

滁州市总工会：不是，你们这个是谁让你调查的？我搞不懂。我没搞清楚这个情

况。 

CLB: 哦，我们关注，这个劳动关系，理论上来讲，这个谁关注一下都可以吧？

这种事情。特别是工会改革，都三年多了。 

滁州市总工会：你们是从网上看到的啊？ 

CLB: 对啊，他们在微博上发出来的。 

滁州市总工会：从微博上发出来，有没有真实性，你们有没有确定这个事情？ 

CLB: 所以就来问一下啊。 

滁州市总工会：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滁州我都没有听说这个事嘛。 

CLB: 那，他们有照片的啊，停着的出租车，然后这些出租车司机在马路中间站

着，然后车过不去。所以……但是还是要来确认一下真实性啊，所以就想了解一

下。你们这儿没听说过？ 

滁州市总工会：对。 

CLB: 那全椒县那边会不会更了解呢？  

滁州市总工会：他这个如果不真正的涉及到出租车驾驶员的权益的话，我想他也

不会报到那边去。他如果出租车驾驶员他自己，我们基本上就是有驾驶员要求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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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他联合起来提了一些非法的要求啊，这样的可能也有啊。他不一定叫工会参

与。 

CLB: 这非法不非法是一回事，合理不合理是一回事，但是这些驾驶员，他们聚

集起来、组织起来，提出诉求了，那工会是不是就跟这些事情应该有相关，应该

出面协调呢？ 

滁州市总工会：他是这样的，我们有应急机制啊。他首先找的肯定是人事部门，

劳动部门，对不对，人事部门如果他控制的了，他不需要工会参与，他就没有必

要叫工会参与。这样的啊，解决劳动争议这一块。 

CLB: 这个涉及到驾驶员利益的事，合理不合理是一回事。但是他们不是首先应

该来找工会吗？ 

滁州市总工会：他没找工会，如果他没找工会，我们就不知道啊。他如果直接找

的是人事部门，人事部门他又已经妥善处理了，他就没有必要找工会啊。 

CLB: 那我想问的就是，这些司机，在理论上，是不是应该先来找工会啊？ 

滁州市总工会：他不是你这样说的。我们现在搞得这个八大员入会，现在正在搞

这些。你包括出租车、驾驶员入会这些。还有你这个驾驶员，还有不同的公司，

有的是这个公司，有的是那个公司。那他有的公司成立工会，有的公司还不知道

有没有成立工会。现在人家司机找，他不一定找工会，他可能直接找人事部门。

如果人事部门在处理这个事情中妥善已经处理完了，他没有延续。如果他控制不

了，他肯定要请相关部门参与。他如果不牵扯到，或者说已经妥善处理了，就不

会叫我们工会。 

CLB: 那这样说会不会比较现实，现在因为咱们这边出租车司机工会还没有建全，

所以司机们…… 

滁州市总工会：也不是说没有建全，可能有的成立了，可能有的没有成立。也有

可能有的驾驶员没入会。 

CLB: 那滁州市有没有出租车司机工会啊？ 

滁州市总工会：出租车司机工会的话，现在是我这地方，没有在我的办公室范围，

我不清楚，你要问我们的组织部能清楚一点。 

CLB: 那你们负责维权，权益保障这边，也应该对有没有出租车行业的工会有了

解吧？这么大的行业。 

滁州市总工会：现在行业没搞。 

CLB: 哦，没有出租车行业工会？ 

滁州市总工会：目前没有行业工会，行业工会还没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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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 那你们权益保障部，如果涉及到出租车行业，或者其他行业的权益状况，

你们怎么工作呢？如果没有行业工会？ 

滁州市总工会：呵呵，我跟你说了，他找到我们，我们才会给他维权。他不找我

们，我们怎么给他维权？ 

CLB: 那工会，不是应该走出去吗？ 

滁州市总工会：不是……哎哟，领导，您是在上层吧？不知道我们下面的工作。 

CLB: 没有没有，我不是上层，不敢当，不敢当，我不是上层。 

滁州市总工会：我们作为工会，我们的机关地方，我们走出去的话也是根据你的

工作安排来走出去。不是说你天天都走出去，所有的旁的都不干，那我们一个人

的负担，得多少人来干？我们全总，权益部多少人？我们市总，只有我一个人，

就是这样的编制。 

CLB: 啊？权益部，滁州市总工会权益部，只有你一个人啊？ 

滁州市总工会：只有我一个人是正式编制。 

CLB: 那我在网上看到，你们这个权益部还身兼女职工部，是不是？ 

滁州市总工会：女职工部，牌子是有放在我们这里，但是人不在我们这里。 

CLB: 哦，女职工部是另外有的，是另外有设置的，不是你一个人又负责权益保

障部，又负责女职工？ 

滁州市总工会：就是是一个牌子，他是机构设置的时候是放在一起的，明白吧？

但是他单独有一个女职工部部长，但他不在我这边的办公室。 

CLB: 所以女职工部那边也是一个人？ 

滁州市总工会：对。 

CLB: 那这个你们滁州市总工会，粗略的算，覆盖了多少家企业啊？ 

滁州市总工会：我八个县市区，我企业几千个。 

CLB:几千个，那你一个人负责权益保障部，那你就算是二十四小时一秒钟都不停，

你能干得过来么？ 

滁州市总工会：呵呵，所以你说我们走出去，不是你想象的我们走出去，知道吗？

我们就是说，维权这一块，他找到我们，我们会竭尽全力的维权，把情况搞清楚

给他维权。如果不找到我们，我们怎么，我们去问他，“你们有没有需要维权

的？”，怎么可能嘛你想想。 

CLB: 那如果是调动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就是说职工组织起来，职工自己维权，

然后加强企业层面的工会建设，是不是会…… 

滁州市总工会：现在我们企业，规范企业我们都要求要建立劳动争议调解组织，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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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 在企业建劳动争议调解组织…… 

滁州市总工会：然后企业往上覆盖。现在建劳动争议调解组织也是上面要求的，

我们目前也是在全面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CLB: 我想说的是，你一个人，就不说你们的县区啦，县应该有县总工会，自己

也有组织部。 

滁州市总工会：你这样吧，你详细情况，我现在忙，领导要等我出去。 

CLB: 哦对不起，那麻烦您给我全椒县工会的电话可以吗？ 

滁州市总工会：全椒县工会啊，全椒县办公室。 

CLB: 不好意思，打扰了。 

滁州市总工会：全椒县办公室，全椒县这样，你打那个，沈小波。但他刚干，他

也不一定知道，他部长是刚干的。 

CLB: 沈小波，电话多少呢？ 

滁州市总工会：我只有他的手机号码，138XXXXXXXX，你问问他。 

CLB: 谢谢，请问您贵姓？ 

滁州市总工会：我免贵姓曹。 

CLB: 曹部长，谢谢了啊。 

滁州市总工会：好，曹操的曹。 

CLB:好的，再见。 

 

第二通电话 全椒县权益部沈部长 

全椒县总工会：喂？ 

CLB: 请问是沈小波吗？ 

全椒县总工会：对，哪位？ 

CLB: 对不起打扰了，是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的曹部长给我你的电话啊。您是全

椒县总工会的权益保障部，是吧？ 

全椒县总工会：对，全椒的权益保障部。 

CLB: 就是关于这个，曹部长他说你们全椒县可能更了解情况，就是关于大概一

个月前，你们这里有出租车司机罢工这个事情，你们工会有参与么？ 

全椒县总工会：没有，没有。 

CLB: 工会没参与啊？ 

全椒县总工会：罢工这个事情，我们没听说。 

CLB: 哦，没听说啊？ 

全椒县总工会：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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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 这个，在微博上，他们司机有发出来照片，包括停车都停得到处都是，还

有司机站在路上挡住车这种的，你们都没听说啊？ 

全椒县总工会：没听说这个事啊。 

CLB: 那，全椒县，应该不会太大吧？ 

全椒县总工会：你说的是我们全椒么？ 

CLB: 对，全椒县。他们说全椒县的所有出租车司机罢工了，因为抗议滴滴打车

让他们赚不到钱这个。 

全椒县总工会：哦，这个我没听说，我们全椒县小，有这个事我们应该都知道啊。 

CLB:对啊，我想全椒县…… 

全椒县总工会：参与我们应该都参与的。 

CLB:所以你们工会不知道啊？ 

全椒县总工会：不知道，我们都没听说过这个事。我们全椒县不是太大，有这个

事，要么他们可能是时间短，也就一两个小时。我没听说这个事，假如有这个事

要处理的话，我们应该是参与的。奇怪啊。 

CLB:那你们全椒县出租车司机，有没有工会呢？ 

全椒县总工会：呃，出租车司机，没有。 

CLB: 那你们全椒县，一共有多少出租车公司啊？ 

全椒县总工会：这我，出租车公司就一个。 

CLB: 只有一个公司？ 

全椒县总工会：嗯。 

CLB: 那有没有建工会呢？ 

全椒县总工会：那没有，他都是临时聘用的。他这个出租车公司据我了解，他是

什么性质呢，他这些车子都是个人租这个车子，从这个公司租用，然后他每年交

多少钱给他。都是比较闲散的。 

CLB: 哦，那他租用，也属于是劳动者，也应该组织工会吧？ 

全椒县总工会：组织工会？不是，他们都是不固定，甚至他有，一个月两个月他

不干了，把这个车又让给别人。 

CLB: 那这种情况，我想应该是稳定一点的还是比较多数吧？不稳定的还是少数

吧？ 

全椒县总工会：他不稳定。他这个车都是租的，就是租车你就开出租车，他每年

交给这个公司多少钱。就是这么一个性质。 

CLB: 那比如说，租车的费用，和司机能赚多少钱，包括这个费用是不是合理，

那工会是不是应该代表这些司机跟公司谈判，来设立一个比较恰当合理的租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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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椒县总工会：这个没有，我们没参与过。 

CLB: 哦，那是不是工会有这个需要啊？从出租车司机的需求来讲，如果要是份

子钱太高，自己一个人又谈不下来，那工会出面集体地代表司机去谈判，会不会

比较强有力一点呢？ 

全椒县总工会：哦，你说他们发微博，事情发生是在几月份？我回去查一下。 

CLB: 应该是九月十号。 

全椒县总工会：九月十号？好的，我回去我来问一下。 

CLB: 对。 

全椒县总工会：好的，回去我问一下。 

CLB: 好的。 

全椒县总工会：我是，我是八月份才调到经济保障部的，我对以前的情况不是太

熟，我是刚接任的。是八月份才任命的。 

CLB: 是不是也是工会改革步骤的一部分啊？ 

全椒县总工会：不是改革，是调，不是改革的一部分。 

CLB: 所以你之前没有参加过工会工作啊？ 

全椒县总工会：我以前在工会时间短，我是在工会也只有几个月。加入工会只有

几个月，时间不长，我是去年十二月二十几日才调到工会的。 

CLB: 所以是八月份才调到工会权益保障部这边？ 

全椒县总工会：对，八月份才任命我到权益保障部。 

CLB: 那你们这边全椒县，工会组建的情况怎么样？ 

全椒县总工会：组建是组宣部的工作，你说的是什么情况？ 

CLB: 当然，从组织工会和权益保障有机结合这方面。有了工会不一定自然就有

用，就是说，这两边是怎样协调？组建工会和权益保障？ 

全椒县总工会：这个我刚到这边，实在对不起，我真的不是太了解。我八月份才

到保障部，调任保障部。哎呀。 

CLB: 那你们这个权益，从全椒县这边工会保障工人权益，重点来说，哪部分是

比较重要的？ 

全椒县总工会：我们重要的就是组织法制宣传、培训班。我们的培训班，昨天才

结束。就是工会基层干部的培训班，培训一些集体合同啊，法律知识宣传，还有

很多方面的知识。我们刚结束，几天会议，在县委党校组织的。另外还有签订集

体合同，进社区法律宣传啊。 

CLB: 那参与培训的，都是基层工会，是街道还是企业工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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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椒县总工会：我们一般都是企业主管工会，和基层工会。人数多的，我们要求

他的企业工会主席过来。 

CLB: 所以你们这儿全椒县的企业数目，有多少企业啊？ 

全椒县总工会：大概在一千多。具体数字上次我正在统计，当时他们说这个数字

不一定准确。它有的单位已经不存在了，例如什么电影公司，乳胶化，我上次…

我正在干这些事，我准备把它统计一下。有些单位不存在了，你看乳胶化，电影

公司，还有食品公司，它还在我们的档案里面，我想最近把它给清除。 

CLB: 所以你这个效率也挺高啊，八月份上任，现在培训已经做完了。 

全椒县总工会：啊，培训基层工会，是昨天才结束。 

CLB：那培训基层工会，将会是经常性的，周期性的么？ 

全椒县总工会：是每年一次，每年都要来一次。每年基层工会。 

CLB: 一次恐怕不够吧？你们这儿一千多家…… 

全椒县总工会：一次不够啊？ 

CLB:你们这里一千多家企业，就算清理掉五百家僵尸企业，那五百家企业能留下

来的话，那一次也培训不过来吧？ 

全椒县总工会：就是，我们这些基层工会的培训，主要以主管、以主管级，主要

是以基层工会为主。他有的企业比较小，这个数字，一千家，我们可能保证不了

他每个单位每次都来培训。可能这个有点难度。 

CLB: 这倒也是，不过上任两个月，已经开始做了一次培训，这已经是很不容易

了。请问您这儿，有没有咱们县工会组织部的电话？ 

全椒县总工会：哦，有有。对，我们组织部的部长，以前我就是接替他的工作，

他组宣部的工作和保障部的工作，他都熟悉。 

CLB: 那我看看和这位谈一谈。 

全椒县总工会：你们是省工会的吧？ 

CLB: 不是不是，我们是中国劳工通讯，是一个专注于劳动关系的一个网站，以

前是杂志。 

全椒县总工会：哦好的。 

CLB: 谢谢您了沈部长。再见啊。 

全椒县总工会：好的好的，再见。 

 

第三通电话 全椒县总工会组织部晋部长 

CLB: 喂，请问是晋殷强么？ 

全椒县总工会：你好，你哪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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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 你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滁州总工会权益保障部的曹部长给

我这个电话的。您现在方便说几句吗？ 

全椒县总工会：你讲，你讲。 

CLB: 就是关于，前不久你们这里，全椒县有出租车司机罢工，因为滴滴车的竞

争使他们的收入减少。这个事咱们工会有没有参与啊？ 

全椒县总工会：我不知道这个事，我现在已经不管这方面工作了。 

CLB: 哦？你现在已经不管这方面工作了。 

全椒县总工会：对对，我现在管网络组织方面的工作。权益保障部的工作我已经

不管了。 

CLB: 你现在是在组织部是吧？ 

全椒县总工会：对，对。 

CLB: 我想问一下，咱们全椒县总工会，有没有出租车司机工会呢？ 

全椒县总工会：出租车司机工会啊？我们这一块的，我刚轮岗到这边来，具体我

还不太清楚。 

CLB: 你不是组织部吗？ 

全椒县总工会：对，我刚刚才来，我这个月刚刚才到这边来。 

CLB: 那上一任交接，有没有交接过，比如说出租车行业有没有工会，这个应该

有一些交接吧？ 

全椒县总工会：啊，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他没跟我讲到这个事情。 

CLB: 哦，那你来这儿上任他没有给你交接啊。 

全椒县总工会：对对，我刚刚才过来。刚刚到这边来。 

CLB: 那等于是你，接任全椒县总工会组织部长，等于是什么都没交，要自己摸

索啊。 

全椒县总工会：不是要自己摸索，因为他这边忙，正在办入调手续，具体情况现

在还在进行当中，好不好。 

CLB: 那这个情况，在交接是一回事，可是出现这种出租车司机、也包括其他行

业，如果工会没有健全，没有组织的话，不能等到前任退休交接啊。 

全椒县总工会：这样的，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你这样，打我们办公室吧，由我们

来办公室负责解释这个事情，好不好。 

CLB: 办公室啊？ 

全椒县总工会：对对对。 

CLB：办公室会了解这个出租车司机工会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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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椒县总工会：不知道，因为我正好在搞其他工作。现在一时还没接触到这方面

的工作。 

CLB: 所以你是什么时候上任组织部长的啊？ 

全椒县总工会：我是上个月。 

CLB: 那正好就是上个月出租车罢工，你没有参与，或者是…… 

全椒县总工会：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因为我不管权益保障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

他究竟有没有，我也不管不问，那应该是具体各个部门的事情。 

CLB: 那你在调到组织部做部长之前有没有做过工会工作呢？ 

全椒县总工会：你讲什么意思？ 

CLB: 就说你在上任组织部长之前，是不是也是在咱们工会任职啊？ 

全椒县总工会：对啊对啊。 

CLB: 之前是在哪个部门呢？ 

全椒县总工会：我就是在权益保障。 

CLB: 权益保障部啊？ 

全椒县总工会：对对对。 

CLB: 那应该比较了解出租车司机有没有工会这个事情吧？ 

全椒县总工会：这个，你这样吧，因为你贸然打来电话，有的情况我也不了解。

你应该通过正常的组织关系来了解，你看呢？好不好。 

CLB: 组织关系？打个比方，这么说可能不恰当，如果我要是一个出租车司机，

我想加入工会，那问一下咱们工会组织部长也是应该可以的吧？不一定要经过组

织关系吧。 

全椒县总工会：不是，因为他要是出租车司机要加入工会，他首先属于交通部门

嘛，他不是有主管部门嘛，对吧。他应该通过主管部门，来申请。对吧。那么具

体的他就要问嘛，我们就叫他通过主管，主管部门，基层单位来处理。 

CLB: 那我们就假设啊，对不起啊。 

全椒县总工会：没关系没关系。 

CLB：假设我是全椒的一个出租车司机，那我现在想问一下，我作为出租车司机，

怎么加入工会呢？那我应该怎么加入呢？ 

全椒县总工会：你出租车司机不是属于交通局吗，我们这块属于交通局啊。交通

局，他应该到交通局具体的来咨询。交通局他要是指向能成立的工会，比如你出

租车司机成立了工会，他可以从他那儿来申请。我们现在出租车正在搞八大人群

入会。这一块呢正在做这方面的事情。 

CLB: 什么？八大人群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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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椒县总工会：对对对。 

CLB：那还是说到刚才的事情，如果我要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我现在问起来，晋

部长你会建议我去找县交通局咨询我应该怎么入会吗？ 

全椒县总工会：对，因为这块他要是加入，出租车司机不是有公司在管理嘛，他

应该通过出租车公司啊。如果出租车公司要是没成立工会，他要想成立工会组织

的话，首先他要向主管部门申报，对吧？主管部门然后到我们这儿来，他要是没

成立工会，他要打报告到我们县总工会，我们县总工会，要是看到他具备成立的

资格，肯定会批准的。对吧。 

CLB: 那刚才那边给我说，你们全椒县只有一家出租车公司，那么这一家出租车

公司，他有没有工会，晋部长你了解么？ 

全椒县总工会：你这样，我查一下，好不好。 

CLB: 好的，行。那还有一个，如果要是没有工会的话，咱们县总工会是不是可

以主动出击到企业去建工会，而不需要通过交通局呢？ 

全椒县总工会：可以啊。我们肯定要通过就是……比如说，这边的出租车公司积

极要求成立工会组织，那我们肯定要和他的主管部门联系。哪怕去到下面，指导

他们成立工会组织，这都是可以的。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CLB: 你说是出租车公司方面积极要求建工会，还是出租车司机积极要求建工会？ 

全椒县总工会：工会组织，应该是以一个单位为组织成立的事情，而不是以某一

个工人为要求成立的组织吧。一般他是出租车司机，都要求出租车公司成立工会

组织的话，那么具体反映到我们这里，我们可以要求公司，我们可以协助、配合

他这个出租车公司成立工会组织。但是我们首先，我们要跟他的主管部门一道。

对吧。 

CLB: 但是晋部长，我是外行啊，据我了解，这个工会法和工会章程里面写的是，

“中国的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不是公司愿意不愿意组建

工会的事，应该职工的意愿嘛不是。 

全椒县总工会：呃，中国工会，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工会组织，是在党的领导

下。对不对，他首先要在党的领导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CLB: 对，但是他不应该是在公司的领导下。就是说，应该是职工自愿结合嘛，

不是吗？ 

全椒县总工会：对，但是（职工）自愿结合的话，他要有一个单位啊。对吧？你

是中国劳工部的，对吧？ 

CLB: 中国劳工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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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椒县总工会：你对这方面很熟悉，你这样吧，你跟我们的办公室具体的谈，好

不好。你采访，你可以通过正规的渠道。过来采访，我们可以完全接待你的。 

CLB: 我就有点不明白，为什么要公司有意愿，才能申请建立工会呢？这明明… 

全椒县总工会：我没有讲公司要有意愿，就是职工有意愿的话，可以，完全可以

成立。不过，就是职工有意愿成立工会组织的话，不能马上就可以成立了。他需

要以一个单位来成立，对吧？ 

CLB: 那咱们县工会，可不可以？ 

全椒县总工会：不能以一个群体成立吧？我们工会的组织，不能以一个群体来成

立，对吧。 

CLB: 工会组织就是职工群众的群体组织啊，怎么不能以一个群体来成立工会呢？ 

全椒县总工会：但是他要有一个单位，他要有一个性质吧？ 

CLB: 如果要是职工直接选举工会，直接向县总工会登记、报批，是不是就可以

不用通过单位领导公司什么的，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呢？ 

全椒县总工会：你这样吧，你通过正规渠道采访吧，你看好不好？我也不知道你

是不是这个组织的。 

CLB: 是不是正规的，都不重要，就算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也是… 

全椒县总工会：因为我才到这边来，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好不好？ 

CLB: 好的好的，对不起打扰你了，晋部长。 

全椒县总工会：没关系没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