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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案例 2/6 文字稿：宿州萧县美团外卖骑手罢工 

2018-10-02 安徽省宿州市萧县，美团外卖骑手集体罢工，抗议被拖欠工资 

——5 通电话，2 个工会 

 

第一通电话：宿州市总工会 

CLB：喂您好，请问是宿州市总工会吗？ 

宿州市总工会：哦，哪里？ 

CLB：请问是宿州市总工会吗？ 

宿州市总工会：是的是的，你哪里啊？ 

CLB：我是中国劳工通讯打过来的。 

宿州市总工会：哪儿？ 

CLB：中国劳工通讯。 

宿州市总工会：中国劳工通讯？ 

CLB：对，就是有点事情想要请教工会。 

宿州市总工会：啊？ 

CLB：我在网上看到，上个月的时候在宿州萧县，有美团外卖骑手罢工，抗议被

拖欠工资的事情，这个事… 

宿州市总工会：你是在哪个网上看到的？ 

CLB：这个是在微信的公众号，萧县当地的一个公众号上。 

宿州市总工会：没有，没有。 

CLB：哦，那就是这些外卖骑手他们没有来找过工会，是吧？ 

宿州市总工会：这个消息我们都没有听到过。 

CLB：哦，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比如说，外卖骑手来找工会的话，工会可以帮他

们来讨薪吗？ 

——电话被挂断—— 

 

第二通电话：宿州市总工会组织部 

宿州市总工会：喂您好 

CLB：请问是宿州市总工会组织部吗？ 

宿州市总工会：啊是的。 



2 

 

CLB：您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电话过来。 

宿州市总工会：什么通讯？ 

CLB：劳工通讯。 

宿州市总工会：劳工通讯，哦，什么事 

CLB：就是有件事情想请教工会这边。我在网上看到十月份的时候宿州市萧县，

有美团外卖骑手罢工，抗议被拖欠工资的事情，这个事情工会这边知道吗？ 

宿州市总工会：这个我不太清楚，我这边刚来不久。要不，你现在是什么问题，

你跟我说，我跟领导汇报一下。 

CLB：我想问一下，就像美团外卖骑手这种，咱们宿州这边现在有工会了吗？ 

宿州市总工会：这个应该是，你得联络他们分管的那个萧县总工会吧 

CLB：那萧县总工会…… 

宿州市总工会：它发生在萧县的话，应该是萧县总工会那边来处理。 

CLB：哦，那萧县总工会是有电话吗？ 

宿州市总工会：哦您等一下啊 

CLB：嗯 

宿州市总工会：你记一下他们的办公室电话，057—2208151。 

CLB：2208151。 

宿州市总工会：他这个是叫时频，就时间的时，频繁的频。 

CLB：姓时，是吗？ 

宿州市总工会：对对对，就是办公室主任。 

CLB：然后我想问一下，因为我在宿州市总工会的网站上看到过，咱们宿州市总

工会是召开过八大群体入会这个推进会的，所以就想问一下，在市总这边有没有

做关于外卖骑手这方面的组织工作呢？ 

宿州市总工会：嗯，你等一下啊。 

——（找了另一个人接听）—— 

宿州市总工会：喂您好 

CLB：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在宿州市总工会的网站上看到过，咱们宿州市总工会

是召开过八大群体入会推进会，我想问关于外卖骑手这一块，就是网约送餐员，

咱们有做过组织工作吗？ 

宿州市总工会：这个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也是，也属于刚来，这是之前的工作。

但是外卖这一块好像是有的。 

CLB：那是和…… 

宿州市总工会：你有什么问题吗？你是想入会，还是想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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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我是想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八大群体的组织的状况。 

宿州市总工会：就是有哪些信息，是吧 

CLB：就是像外卖送餐这一块，他们是… 

宿州市总工会：我知道，就是包不包括外卖送餐员，是吧 

CLB：对对对 

宿州市总工会：要不然你过一会再打电话，我得找一下，我现在也不能立刻答复

你。你过半小时打电话，行吗？ 

CLB：好的，谢谢 

 

第三通电话：宿州市总工会组织部 

宿州市总工会：喂您好  

CLB： 你好，我是刚刚打电话过来问宿州市的…… 

宿州市总工会：啊对，有（送餐员）那个群体，有包含那个群体。 

CLB： 那现在就是宿州市的网约送餐员现在有工会了吗？ 

宿州市总工会：没有工会。我看我之前同事做的，好像没有人入会。您这一块是

问这个有什么用，是什么原因问这个东西？ 

CLB： 就是我们这边看到全总这边现在进行工会改革，然后下发了这个文件。 

宿州市总工会： 嗯，你是哪个单位的？ 

CLB： 中国劳工通讯。 

宿州市总工会： 劳动通讯？这是什么单位？ 

CLB：劳工通讯。 

宿州市总工会：你是外地的是吧 

CLB： 对对对。 

宿州市总工会： 你是哪个地方的？ 

CLB： 在香港。 

宿州市总工会： 那你问这个是做什么？ 

CLB： 就想问一下这个网约送餐员入会，落实到地方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宿州市总工会： 要不然你问一下我们省总工会吧，可能比较全面一点。因为我

们这个确实是地方，可能还需要时间去推进，不是一天一天，一两天…… 

CLB： 就想问一下，现在有没有开展工作呢？然后是到一个什么…… 

宿州市总工会： 肯定是在开展，它这个八大群体是在开展，但具体什么情况我

不太清楚。因为我是，也是这个月才刚接手这块。 

CLB： 那你们开展的话，是怎么开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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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州市总工会： 不是，我想问一下，你问我们这个？因为我们这儿好多事情，

不是说……它是属于，就是工作方面的，不是说你问我什么，然后我就要告诉你。

有时候属于工作，有可能还是涉密的东西，所以说…… 

CLB： 像这个工会组建，是不可以公开的吗？ 

宿州市总工会： 对，反正是，因为，你最好……要不然你可以跟我们领导对接。

我们领导安排我说，需要提供哪些部分资料。我们不能说随便把什么资料就给别

人提供，对不对？而且我也不了解你的现在这个信息，什么身份，具体是谁，你

打个电话就过来了，就问我这些，对吧？ 

CLB： 因为我看到你们总工会，市总工会的网站上是有发布关于八大群体入会的

新闻的，所以这个应该就是本来就是一个公开的信息啊？ 

宿州市总工会： 是，是。那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打电话问我们宿州呢？ 

CLB： 就是因为看到了网上有宿州市的外卖…… 

宿州市总工会： 你想问什么，是对你的工作，或者是你写材料需要用到，还是

什么呢？ 

CLB： 就是看到你们宿州市的外卖骑手有被拖欠工资。 

宿州市总工会： 还是说你想借鉴我们这儿的什么经验，还是什么？我不知道

你…… 

CLB： 对对，就是想问一下你们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经验。 

宿州市总工会： 是这样的，你要这样讲我就理解了。是这样的，我看了一下我

们同事之前做的那个表格。他是有八大群体，但是可能这个网络送餐员这一块，

今年新发展，没有发展工会。 

CLB： 对，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网约送餐员它又是一个新的行业，然后他们工

人也是零散、很松散的，所以…… 

宿州市总工会： 我们现在是没有发展工会，我看这一块的记录说。 

CLB： 所以就是想问一下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去把他们组织起来？ 

宿州市总工会： 目前我也是不太清楚。但是其他像货车司机啊，像护理工，还

有什么房地产啊，我知道，我看到这上面有数字。但是具体怎么组织的，我也跟

你说不清楚。因为我没有经手这一块，我自从来到这儿，三个星期以来，也没有

接触这一块。 

CLB： 哦，就是八大群体里面，其实有一些已经是开展得有成果了？ 

宿州市总工会： 有这种，有网约送餐员，但是可能在我们这个城市发展得不是

太好。 

CLB： 但是比如说，像货车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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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州市总工会： 对，但是你问我，比如说我们有货车司机，但是你问我有什么

经验，我也说不上来。因为我没有经手啊，我没有去接触这一块的工作，你明白

吧？我以前不是干这一行的。 

CLB： 明白了，明白了。 

宿州市总工会： 明白了吧？因为我就刚接手，遇到工作然后我才去处理。如果

遇到之前的，你说，我都没有做过，我怎么会有什么经验？我什么经验都没有。 

CLB： 对，因为就是，我打到组织部这边的话，然后我就想的是你们专门管这个

工会组建的，所以就想问一下你们这边的经验。 

宿州市总工会： 嗯是，对。但是我没有经验，因为我是刚来的。我以前是做会

计的，你要我有什么……这是几个月之前的事，我也搞不清他们有什么经验。 

CLB： 啊是这样。 

宿州市总工会： 对，我觉得，或者你问一个，就像我们这边合肥，或者说芜湖，

那种大城市，他们可能在这一方面，就是推进这块，可能跟以前……它本来就是

负责这一块的，现在还负责，人员没变动的话，我觉着可能可以给你讲得比较详

细。因为你问我，我确实不知道。 

CLB：好的好的。 

宿州市总工会：对，我可能得研究几天，研究个两天我才能……研究看看我同事

之前的材料，我才能给你说点什么。但是你现在问我，我也不知道。 

CLB： 谢谢，辛苦了辛苦了。 

宿州市总工会： 你明白了吧，我确实不太清楚。 

CLB： 是。那我看到这个，宿州市总工会网站上，货车司机是已经成立了，就是

一个韵达运输公司在这儿成立了工会。 

宿州市总工会： 那应该是吧，我不太清楚。你问我什么，我都得去查资料，因

为我没有经历过。 

CLB： 那好的，麻烦你了啊。 

宿州市总工会： 不客气啊。 

CLB： 谢谢，再见。 

 

第四通电话：宿州萧县总工会办公室 

CLB：喂您好，请问是萧县总工会吗？ 

萧县总工会：喂对的，总工会。 

CLB：您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电话过来。 

萧县总工会：从哪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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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中国劳工通讯。 

萧县总工会：劳工通讯？ 

CLB：对，就有件事情我想请教一下萧县工会这边。我在网上看到，就是上个月

在萧县有美团外卖骑手罢工，抗议被拖欠工资。这个事情咱们工会这边知道吗？ 

萧县总工会：我不知道啊，你能知道不？ 

CLB：这个事就是他们在网上把这个事情报导出来了，那就是这些外卖骑手没有

来找过工会，是吧？ 

萧县总工会：嗯，没有。 

CLB：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外卖骑手在萧县这边有没有组织工会啊？ 

萧县总工会：组织工会？我没有，要不然你打 2208159好不好，你问一下他有没

有组。在我印象中好像没有。 

CLB：2208159？ 

萧县总工会： 2208159 对，你问一下美团有没有组织工作。在我印象中好像没

有。 

CLB：因为现在说八大群体入会，不是包括他们网约送餐员吗？ 

萧县总工会：你问一下他们，工作正在开展呢，我不知道具体的详细的情况。你

打这个 2208159。 

CLB：好的好的，谢谢啊。 

 

第五通电话：宿州萧县总工会组宣部 

CLB：喂您好，请问是萧县总工会吗？ 

萧县总工会：哎对是。 

CLB：您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过来。有个事情想请教工会这边。我在网上

看到，上个月在萧县有美团外卖骑手罢工，抗议被拖欠工资。这个事情工会这边

知道吗？ 

萧县总工会：我这边是组宣部，工会组宣部。可能得问一下办公室吧。 

CLB：哦，这个电话就是办公室那边告诉我的。我想问一下，萧县的外卖工人现

在有工会组织吗？ 

萧县总工会：外卖，现在，暂时好像是没有。因为他们太…比较零散，都是个人

单独去成立的，就是组织的那种。 

CLB：因为现在这个，全总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不是下发了一个，推进货车司机

等群体入会的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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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县总工会：嗯，是有这个。 

CLB：这里面这个八大群体不是也包括网约送餐员吗？ 

萧县总工会：对，是有这个。 

CLB：然后安徽这边又是首批试点单位，所以就想问问，比方说，在网约送餐员

这边做得怎么样呢？ 

萧县总工会：嗯，这个群体比较特殊，就是推进有点慢，但是也有在进行。 

CLB：那他们主要的困难的地方是在哪儿呢？ 

萧县总工会：就是他们没有属于哪一个具体的部门，然后我们没有办法去找。 

CLB：这个没有属于哪个具体的部门是指的是？ 

萧县总工会：就像有的、就像货运啊就是属于交通局这种，然后… 

CLB：哦是这个意思。 

萧县总工会：对，现在就像美团，也不知道他总部具体是……现在不知道怎么找

他们。然后，而且他们那边的，毕竟那些私人的企业主很难，……就是说，就算

是工会这边的工作，他们一般不是很支持，你应该知道。 

CLB：等于说一个是不知道他应该属于哪个部门，再一个是… 

萧县总工会：如果说知道具体属于哪个部门的话，会好加入一些。然后但是如果

他只是一个私企，如果经营者不同意入会的话，那也是很难加入工会的。 

CLB：等于说现在也是需要企业这边的协助。 

萧县总工会：对，因为包括我们现在弄的这个一函两书也是这样。如果企业他们

自己不、没有这个意识想入会的话，还是很难入会的。因为毕竟企业是属于他自

己的呀。 

CLB：对对对。我看到在湖北天门，他们就是找了一个美团的天门代理商，跟这

个叫做筱冉科技有限公司，在这个公司里面成立了这个工会。等于说安徽这边是

不是也是差不多的思路，就是要比如说，找美团在当地合作的公司，然后向他们

做宣传工作，然后来成立工会呢。 

萧县总工会：对，是的。肯定要宣传到位。不然的话他对这个一点意识也没有。

就像你要问他加入工会，他会问你，工会是什么？ 

CLB：那这个向企业做宣传工作，现在已经在开展了吗？ 

萧县总工会：对，现在已经在开展了。 

CLB：那在当地公司，已经跟公司去接触了是吗？ 

萧县总工会：对，因为这个其实，领导…就是你可以问一下我们领导…这个因为

我们就是接触的话，也是领导会看能不能找一些跟他们熟悉的官员，然后去找他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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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哦，是这样开展的。那主要，比方说，雇主这边是有什么顾虑吗？还是说

单纯地不了解工会是怎么回事？ 

萧县总工会：因为他们认为，加入工会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吧。 

CLB：哦，那一般这样的话要怎么样去沟通呢？ 

萧县总工会：一般我觉得应该是政府部门介入会好一点。 

CLB：这个就主要是靠政府部门跟这些企业先沟通。 

萧县总工会：对，要不然他们……因为工会对他们来说，就是没有实际的、直接

的那种联系。 

CLB：那有没有考虑过，就是直接，比如说像外卖骑手，因为他们才是将来会成

为工会的会员，向这些骑手们… 

萧县总工会：你要是给这些，就是这些个人单独去说的话，是特别难。因为他们

也是，不是，就是经常…或者是，怎么讲呢……他们更不理解这一块，就算了解

了，他们也会想让你找公司。 

CLB：哦，那不了解的话，就是应该让他们多了解，因为加入工会还是有不少会

员，就是会员的权利啊各方面，还是挺好的。 

萧县总工会：对，现在我们县里面，普遍入会，反正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就是这

一块，基本上有单位的，基本上能做到全覆盖吧。 

CLB：现在已经能做到全覆盖了，是吗？ 

萧县总工会：主要是有单位的。但是像美团这样的呢，它比较散，而且做的人呢，

他不是经常做，就是经常会做一段时间不做了，这样的事情比较多。 

CLB：就是他们这一行也是，不是一个很稳定的工作，他可能会离职啊什么的。 

萧县总工会： 对对对，这样的情况比较多，相对于其他企业。 

CLB： 那针对他们这种行业的特征，工会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萧县总工会： 这个应该是，就正在协商。因为像工会很多工作，还是政府支持

一点，比较好做一点，不然的话人家不会理我们的。 

CLB： 我注意到全总的文件里它有提到，要有产业工会的协力，来帮助八大群体

入会。它提到这个网约送餐员，其实是中国国防邮电工会、和中国财贸轻纺烟草

工会，这两个行业工会来负责。那在萧县这边的话，是这样有行业工会？ 

萧县总工会： 到下面呢，我们萧县这边有金融工会联合会，餐饮业工会联合会，

住建工会联合会，就建筑业，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那个。当时也是，这个文件下来

也认真看了，就是，没有属于具体哪个行业。 

CLB： 就是现在落实到地方的话，其实地方是不知道到底…… 



9 

 

萧县总工会： 就是没有具体的。就像是，中央那边是有具体的部门，你刚刚也

讲了那两个。然后到我们这边，下面就，你刚刚讲的烟草这一块，我们萧县的烟

草业，就完全不会参加工会的。 

CLB：那比如你刚刚提到餐饮业这一边，他们可以负责吗？ 

萧县总工会： 他们才不会，他们不是官方的，就算成立了工会，也不是官方的。

就像那个金融业工会联合会，还稍微好一点，因为金融业工会联合会它是因为有

人行（中国人民银行），人行在的话，人行对下面的银行稍微有一点点灌输作用

吧。餐饮业是一点也没有。 

CLB： 因为这个网约送餐员它也是一个新的事物，新的行业。那等于说，到了萧

县这边的话，行业工会是很难发挥作用的，是吗？ 

萧县总工会： 对，真的是。不像……如果有一个上面可以领导他们的，就像人

行那样的，就可以。我们这一块，金融业做得很不错。 

CLB： 那还是相对于，类似网约送餐员这一块，其实不知道是什么部门，什么产

业工会，能够有一个…… 

萧县总工会： 因为之前也找过交通局那边，然后他们那边也只是零散的，客运，

这样的。这一块他讲不归他管。然后人社局那边我们也找过，然后他们讲也不归

他们管。 

CLB： 那这样各个部门都推的话，那这个怎么解决呀？ 

萧县总工会： 现在就看领导怎么安排，然后下一步实施计划吧。 

CLB： 哦，那像这种就实际上，工人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就已经发生了权利被侵

害的事情，那这样的话，工会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萧县总工会： 这个因为，有些事情，他可能没有到我们组建部这边，然后我不

太那个（清楚）……就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楼下其实有那个法律援助中心的，

可以到我们楼下法律援助中心然后来找。也有保障部，然后也可以找他，如果有

需要法律这一块，可以找他们。 

CLB： 等于说，这些外卖骑手还是可以来找工会，然后工会可以给法律援助啊之

类的帮助。 

萧县总工会： 是的，然后有很多地方，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有官司这一块的，

都可以直接到我们楼下找那个法律援助中心，我们可以给他提供律师。 

CLB：那就是在组宣这一块的话，其实主要的困难就是这个（外卖骑手）不知道

是归什么部门，然后公司那边对于工会是有他的顾虑。 

萧县总工会： 对。 

CLB： 然后工人又比较的零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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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县总工会： 而且如果政府支持的话……因为这一块工作，到县里面的话，没

有真正的政府哪个部门说支持。然后工会怎么讲，也不是那种职能部门吧，就是

算是那种。 

CLB： 但是这个，工会因为，工会本身就不是职能部门，它本来就应该是一个代

表工人利益的组织嘛。那么…… 

萧县总工会： 可能还是宣传不够到企业那边。毕竟私营企业他们一般就是想好

好地生产经营，没有想得太多。就不是很想加入工会，给他们自己找麻烦。 

CLB：那就是对于企业这一边的宣传，还需要有更多的工作来做。 

萧县总工会： 对。像美团这个，其实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他具体在哪里。然后，

其实他们每天都在街上送餐，也是很想让他们加入工会。就是召集，现在可以召

集。 

CLB： 对，其实这些外卖骑手，他们就是到了餐点的时候会很忙，但是比如说非

用餐时间的话，其实在街上，他们经常也就是骑着车，穿着制服，就停靠在路边

这样。这种时候工会有没有想过，比如说可以去跟他们宣讲一下，什么是工会啊，

加入工会的好处啊，之类的。 

萧县总工会： 哦，这个回头可以跟领导讲一下。因为之前的方式都是找一个组

织人，看能不能把他们组织起来。因为就算找他们自己的话，也不会说能成立。 

CLB： 如果工人有意愿想要成立的话，那这样也？ 

萧县总工会： 这样我们这边会非常积极地沟通，就是跟他们那边的企业去沟通。

但肯定还是要去找他们那个单位的领导。 

CLB：嗯好的好的，我了解了。希望你们也能多像，就是因为，最主要还是工人

的组织嘛，最主要还是希望这些外卖骑手他们真的能够了解工会、然后去加入工

会这样。 

萧县总工会： 好。 

CLB： 好，谢谢你啊。 

萧县总工会： 没事没事，好，谢谢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