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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案例 4/6 文字稿：六安西客站农班车司机罢工 

2018-10-28 安徽省六安市，客运西站农班车罢工，抗议客运车辆在城乡公交一

体化改革下被迫退出经营权 

——3通电话，1个工会 

 

第一通电话：中国电信号码百事通 

中国电信：欢迎致电中国电信号码百事通，查号请按 1，订机票请按 2…… 

3427号为您服务。 

中国电信：您好，很高兴为您服务。 

CLB：您好，请问六安市总工会的号码。 

中国电信：感谢您的耐心等待，请记录 3383781。 

CLB：3383781。 

中国电信：是的。 

CLB：这个是哪个部门有说吗？ 

中国电信：这是属于办公室的。 

CLB：工会办公室？ 

中国电信：是的，总工会办公室。 

CLB：好，那谢谢你了。 

中国电信：不客气，请问还有其他业务需要咨询吗？ 

CLB：还有一个，请问你们还有交通局交通工会办公室的电话吗？ 

中国电信：交通局交通工会办公室？ 

CLB：对。 

中国电信：正在为您查询请稍后。 

CLB：谢谢。 

中国电信：感谢耐心等待，很抱歉，交通局交通工会办公室暂时没有登记。 

CLB：市交通局也没有吗？ 

中国电信：请问您说的是市交通局是吗，六安市交通局？ 

CLB：是的。 

中国电信：正在为您查询请稍后。 

CLB：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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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感谢耐心等待，很抱歉，六安市交通局暂时没有登记。 

CLB：好，那谢谢了。 

中国电信：不客气，祝您愉快，再见！ 

 

第二通电话：六安市总工会 

六安市总工会：喂。 

CLB：喂，你好，请问是六安市总工会吗？ 

六安市总工会：你是哪里啊？ 

CLB：你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呀，就是想问一下，你们这儿两个多

星期前西客站那边有农班车司机罢工，你们工会有没有参与？ 

六安市总工会：你打办公室吧，我这是纪检组，我搞不清楚你讲的事情。 

CLB：你这是哪里？ 

六安市总工会：纪检组。 

CLB：工会纪检组啊？ 

六安市总工会：对，你打 3383771好吧，问一下办公室。 

CLB：3383771，是吧？ 

六安市总工会：对。 

CLB：那你们这儿有没有维权部啊？ 

六安市总工会：你问办公室吧，具体的我不太清楚。 

CLB：好的，谢谢，再见。 

  

第三通电话：六安市总工会组宣部 

六安市总工会：喂，你好。 

CLB：请问是六安总工会组宣部吗？ 

六安市总工会：啊，你是哪里？ 

CLB：你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 

六安市总工会：哦，你有什么事你说。 

CLB：请问吴阳部长在吗？ 

六安市总工会：不在，出差去了。 

CLB：是这样啊，我们了解到就是说你们这儿，两个多星期前有客运西站农班车

司机罢工，现在你们工会有参与这事吗？ 

六安市总工会：我们没有这事呢，没听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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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没听说啊？这个…… 

六安市总工会：我们这儿没有出现这个事情啊。 

CLB：没有出现这个事啊？ 

六安市总工会：你是哪里啊？ 

CLB：我是中国劳工通讯。你们六安市交通运输局也已经就这事发出过一个通告，

这在网上都很多图片啊什么的。就是关于城乡公交一体化，这些司机会退出经营

权，他们不满意所以罢工了。这你们没听说过啊？ 

六安市总工会：没有呢，我们没有听说这个事情。我们是有城乡公交一体化， 

但是没罢工啊。我们这的城乡公交一体化都实施了啊，都运营了啊，我看新闻有

播报，都是正常的嘛，没有罢工。 

CLB：但是你们六安交通运输局的公告里边还说到，在 11 月 20 号前，也就是说

明天以前主动退出经营权的（司机）会有奖励。然后，应该有很多司机是对退出

经营权应该有所保留或者是不满吧？因为在罢工的网上有图片啊，资料什么之类

都有的。 

六安市总工会：那我没有留意，我们市总工会没有接到什么有工人到我们工会来

的，没有，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事情。 

CLB：你们工会没有接到公交司机的反应…… 

六安市总工会：没有，没有人家来举报，没有上访，没有。 

CLB：你们六安这边农班车司机有没有工会呢？ 

六安市总工会：没有吧。那我不知道，好像农班他都是私人企业，原来好像没有

工会组织。交通运输局它是有工会组织的。你说的那个是私人业主，是吧？那原

来都没有建立工会组织，他们都是私人的，现在好像我看新闻有说进行整合了，

农班车就一元都能坐到底站了，都比较方便市民嘛，我看新闻上没听说有罢工呢，

还什么上访我也没听说过。 

CLB：对，方便市民是一回事啊，但是作为农班车司机、作为劳动者，工会代表

他们的利益，就是说在方便市民的同时，工会怎么样代表他们保障权益，这是另

外一个话题。就是说他们这些公交车司机或者是农班车司机他们有… 

六安市总工会：他们没有建立工会组织，你说的那些都是私人企业主，我们这没

有什么农班车工会。没有。 

CLB：私营企业主是怎么回事啊？ 

六安市总工会：你说的农班车他们都是自己跑私人运输的，他们没有工会组织，

它也不属于什么我们工会哪一个单位工会管。它是私人企业，它没建立工会组织。 

CLB：没建立工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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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市总工会：你说的农班车它是零散的私人个体经营户。 

CLB：是他们这些司机没建，还是咱们六安总工会没有去建？ 

六安市总工会：他们没有一个单位我们怎么建呢？这个我也说不清……他是私人

的。 

CLB：可现在不是说八大群体，包括连私人跑…… 

六安市总工会：八大群体我们才开始搞… 

CLB：连跑货车的私人的卡车司机，工会都要吸收他们入会的。 

六安市总工会：对，你说那个是事实，有些地市是搞了，我们六安就才开始搞。

还没开始搞。就是文件，就是有这个思路。八大群体，你说的是的。因为省总要

求我们啊要建立八大什么……我看，我们部长不在，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们六

安就准备下一步工作就在做这个工作，你说的什么八大群体建会。 

CLB：那这些农班车司机最后一体化并到公交车公司里面了，是吧？ 

六安市总工会：这个具体我真不知道，他们最后怎么变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在新

闻我看到了，说什么农班车通了，什么一元，我看我们六安新闻有的。但你具体

说他们什么上访，我真不清楚。因为他们这些群体也没建立工会组织，他们也不

会到我们工会来去上访的，所以我们工会不晓得。你说的那个八大群体建会啊，

我们今年省总才启动这个工作，我们六安市下一步就准备在筹备这个工作。还没

开始搞，下一步有这个工作思路。因为我们前两天领导开会，我听他在会上讲的，

八大群体什么入会什么组建工作。 

CLB：那，这些农班车司机在一体化以后，他们有些人应该就加入到公交公司做

司机了吧，是不是有这种安排的可能啊？ 

六安市总工会：这个我真不清楚，这个应该是他们交通运输局负责的。具体怎么

去安抚他们，安排他们，我也不清楚。你说什么叫他们主动退出经营权有奖励，

这个我真不清楚，我也不能乱说，我也没看到这方面新闻。 

CLB：哦，这么大一件事，你们六安这可能是很大的一件事啊，就是 10 月 28 号

发生的，就是说你们工会都不知道啊。 

六安市总工会：我只看到新闻说城乡通公交车了，一元能坐到底站。我当时还觉

得这挺方便的。我就看了这个。 

CLB：您有没有想过一元坐通了司机们怎么办呢？这个权益的问题？市民方便是

一回事，但是作为司机、作为劳动者，他们的权益保障工会有没有想过怎么办呢？ 

六安市总工会：因为他们不是我们工会的会员，所以我们也没听说，我又是办事

员，我怎么关注到这事情呢？我们部长出差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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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那倒是。从这个角度说，这些农班车司机不是工会会员，是不是咱们工会

的工作没做到啊？ 

六安市总工会：我认为政府会给他们安抚好的，不会不管他们的。 

CLB：但是，政府管是一回事，但是工会呢，工会怎么去代表他们呢？一旦要是

他们的权益没有保障好，那工会是不是应该主动去吸收他们入会，然后代表他们

呢？ 

六安市总工会：估计下一步，你说的什么八大群体啊，这个入会搞好以后，如果

他们愿意加入工会，那不就是加入了吗。就是我们单位有这个，因为省总啊有这

个工作计划，好像是马鞍山市都已经率先搞起来了，我们六安市就准备在搞这个

组建工作。你说八大群体我就知道，有这个印象。因为我们部长不在家，我开会

听我们家领导说过什么八大群体入会了。我是办事员我也搞不清楚…… 

CLB：我知道我知道，就是说从工会的工作角度来说，因为你刚才好几次提到就

是说上边省总的安排来工作，但是不是更应该根据劳动者，比如说班车司机的权

益需求来安排工作，而不一定是根据省总的工作安排工作呢？ 

六安市总工会：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省总有这个工作安排，就是说下一步有这个工

作打算。他在年初的时候就已经说到什么八大群体入会了，然后我们六安市下一

步也就是在准备组建八大群体入会。这个组件八大群体入会，不是像一般的什么

基层单位入会那么简单，它很复杂的。我看我们领导一搞到这里调研、到那里调

研，它很有难度的，不像一般的企业建会那么容易。还有方方面面的。我看我们

单位领导都还到外地调研了，就在前两个月。八大群体入会不是这么简单的。 

CLB：这农班车司机是一回事，那你们六安有没有公交车公司司机工会啊？ 

六安市总工会：我们这公交车（司机工会）应该有吧？我们这是市总工会，你说

那个基层工会他都在市直工会分管，它不是属于我们分管。我们是市总工会组宣

部，我们主管……你说那个具体的（司机工会）组建啊，它在市直工会组建，它

不在我们这组建。 

CLB：你们不是市总工会的组织和宣传部吗？ 

六安市总工会：对，我们这个组建就是全市的统筹安排，但你说具体（的组建工

作）你说我们六安市交通局组建工会，它都是对六安市直工会申报，他不需要我

们批复，我们不管。 

CLB：市直工会跟你们市总工会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 

六安市总工会：关系，它是我们一个部门，就是专门负责我们市本级的工会组建。 

CLB：那你们六安市总工会的组宣部，如果不做工会组建的话，你们做什么呢？ 

六安市总工会：我们那就多了，那业务太多了。你问我，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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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对，我在网上看到最近你们在做六安市创建文明行业活动，这个市政府？ 

六安市总工会：这个也是的。 

CLB：那这是六安市政府的一个活动，怎么办公室设在你们工会组宣部这儿呢？ 

六安市总工会：那它就设在我们办公室，设在我们组宣部。 

CLB：但这是政府的工作计划，不是工会的工作啊。 

六安市总工会：那我也不知道，你问我一个办事员，我怎么知道呢？我只知道办

公室设在我们这儿，我们现在就在搞这事，然后各个县区都要往我们这报，然后

我们再会同文明办，我们再开展评比工作。 

CLB：所以你们六安市总工会的组宣部一共有多少人呢？ 

六安市总工会：就两个人，一个部长带一个我。 

CLB：你们这两个人然后现在…… 

六安市总工会：我们部长出差去了，我是办事员。 

CLB：那现在你们有多少时间是放在文明行业活动里边了？ 

六安市总工会：人家单位还没申报呢，我们就是刚刚文件才下发下去。我们要开

什么领导组成员单位会……那都是我们部长跟领导去汇报，我也不清楚，反正程

序是很复杂的，我们要开这个会那个会，然后在会上要讨论评比方案。就是刚刚

这个评比方案才落实好。 

CLB：这一方面那边罢工，这边又咱们组宣部这边又是替市政府又办这些活动，

这不是……这让人听起来好像觉得咱们组宣部没事干似的。 

六安市总工会：就是这个文明行业办公室设在我们组宣部。 

CLB：那具体工作是不是也得你们干呢？ 

六安市总工会：我们具体我们也干，然后我们单位这，人家要是材料报来了，我

们要会同文明办一块。不是说就我们，我们这个部就两人，我们两个人怎么办，

对吧……我们还要会同文明办几家单位，成员单位在一起，还要上会研究讨论，

然后再一块综合评比，不是讲我们，我们这组宣部就我们两个人，我们怎么评…… 

CLB：你们就这俩人，那边组织的工作应该还很繁重吧？ 

六安市总工会：我们主要抓大的，比如说我们全市要组织，组建工会多少家，我

们要督促各个县区去加强组建。我们就两个人，我们不是具体负责去开展组建工

作，但是我们要下达这些任务，摸清各个县区，它都要对我们报啊。 

CLB：这些工作已经听起来挺繁忙了，怎么又去做政府的文明行业活动办公室这

些协调的事呢？ 

六安市总工会：那它就是多少年，文明办公室就设在我们这儿，我们也没办法，

就跟我们这儿的劳动模范评选一样，它办公室也设在我们六安市总工会，知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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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像这些文明行业活动，这个能不能推出去，让政府自己搞；工会自己搞自

己的组织工作呢？ 

六安市总工会：这个不是我们办事员想怎么搞我们就怎么搞的，我们办事员只管

工作，知道吧？ 

CLB：那倒是。 

六安市总工会：那个都是领导的事情，我们也不清楚。我们总工会还有劳动经济

什么技能大赛，组委会、办公室都设在我们工会，不是说只有文明行业评比，还

有劳动模范提名，政府的劳动模范，都是在我们这，都是在我们六安市总工会。 

CLB：这就把，听起来把工会组织工作的时间全都给占了。 

六安市总工会：不是组织的，那个是在经济部，不在我们部，我们就是有个文行

办。你说的这个文行办，我们今年也是才过来，我们这个部室调整，我们原来在

经济部，现在轮岗，轮到这个组宣部。我们才来接手，都不到一年，我们的工作

都都很生疏，你说这个文明行业我们都是几年才开展一次，正好我们这来今年赶

上这个，所以文明行业什么评比、表彰的一些办法都是重新制定的，制定也是我

们部长制定的，我是办事员。 

CLB：刚刚全总十七大刚开，习近平给全总领导班子讲话，说要求“哪里的职工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 

六安市总工会：对。 

CLB：你们这儿的农班车司机现在有权益的问题，形成了争议，但是你们这儿市

总工会的组宣部却在做政府的文明行业创建活动，这不是…… 

六安市总工会：我跟你说，我是办事员，我不知道，也许领导知道，也许领导他

工作有什么安排，他也不跟我办事员说，他是跟部长说，知道吧？所以也许我是

不知道。今天你说的什么农班车罢工，我真的没听说。也许我们部长听说了，他

没告诉我呢？ 

CLB：所以你们这儿，只有两人…… 

六安市总工会：也许我们领导他有什么工作，他不会跟我办事员去、安排我干，

他绝对是安排部长。部长我不知道，我是办事员，对吧？ 

CLB：那倒有可能。 

六安市总工会：我知道的话，我绝对不会说不知道的。我是不知道。 

CLB：请问您这有没有劳动和经济工作部的电话呢？ 

六安市总工会：劳动和经济部啊，劳动经济部他们都到省里面去开会去了，我有，

但他们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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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如果麻烦你把电话给我，我等他们回来给他们打个电话，聊聊这个事呢，

就是公交一体化对司机的影响，那么工会有什么计划代表这些司机去跟公司交涉、

谈判什么的。 

六安市总工会：你是哪个单位的？ 

CLB：我是中国劳工通讯。 

六安市总工会：那你都能查到我的电话，你还能查不到他们电话吗？ 

CLB：114 没有这些细节的电话呀，您可以给我一个他们的电话吗？手头方便的

话。 

六安市总工会：我不是不方便，因为我不知道你具体是哪个部门，因为我这号码

显示你这个来电也是乱七八糟的，什么 08什么什么，都没有区号。 

CLB：这是电脑系统的电话，便宜的电话，长途电话。 

六安市总工会：我看你这个来电都是号码都是乱七八糟的…… 

CLB：所以你方便把他们的电话给我，我和他们聊一聊吗？ 

六安市总工会：我估计你跟他们聊，他们领导也不在，也是办事员，也聊不出什

么所以然。 

CLB：哦，那权益保障部呢？ 

六安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都在外头培训，我们现在省里面年底工作比较忙，今

天下午才走。 

CLB：工作再忙，这种劳资纠纷…… 

六安市总工会：我给你，你可以打个电话，估计也是办事员在，因为他们分管领

导跟部长就是今天下午才去出差，你问权益保障部，好吧？ 

CLB：好的好的。 

六安市总工会：我来跟你说一下吧。 

CLB：好的谢谢。 

六安市总工会：权益保障我来看一下啊，3383772。 

CLB：3383772。 

六安市总工会：啊不对啊，它是多少…3383773。我们这儿因为部室调整啊，它

号码都乱七八糟的。应该是 3383773。它是权益保障部。 

CLB：那行。你们这边工会改革进行的怎么样啊？ 

六安市总工会：你问我，我是办事员，我真的不知道，而且我还是聘用的，知道

吧？ 

CLB：什么叫聘用的？ 

六安市总工会：就是我们是聘用人员，还不是在职的办事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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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谁还不是聘用的啊？ 

六安市总工会：你说，我们单位很重要的事情能跟我们说吗？ 

CLB：聘用是什么意思？聘用不是就是拿工资…… 

六安市总工会：就是社会化工作者知道吧？ 

CLB：社会化工作者不也是工会的工作者吗？ 

六安市总工会：就是你问的有些大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 

CLB：那如果大的事情不知道，就是工会的大的政策方针不知道，那你们怎么工

作啊？ 

六安市总工会：你说的事情，他们领导只会跟部长这一级开会，开会他们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你说什么八大群体入会，因为我在会上，前两天我们省总在电视

电话会，当时我去了，我听到这个事情，然后我们领导说，下一步的重点工作是

组建这个，所以我才知道。平时我们不知道，他是跟部长他们之间工作交流，我

们办事员就听部长的，部长叫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知道吧？ 

CLB：那部长不也是聘用的吗？ 

六安市总工会：部长怎么是聘用的？部长是公务员，部长怎么是聘用的？我们是

社会化工作者，我们每个部都是配一个社会化工作者。社会化工作者就是干一些

比较零零散散的事情。大的，比如说像开会什么啊，那都是部长去，我们单位人

少，一个部就一个部长带我们一个社会化工作者。 

CLB：你说的聘用人员是相对于公务员身份、公务员待遇编制的？ 

六安市总工会：不是公务员身份。 

CLB：就是你们的部长是有公务员身份的、有编制的，你们社会化工作者就是没

编制的？ 

六安市总工会：没编制。 

CLB：那有没有签合同呢？ 

六安市总工会：那签合同，劳动合同都要签的。 

CLB：社保之类的都有？ 

六安市总工会：那都买，那怎么会不买呢？他都维护我们职工合法权益，还不帮

我们买吗？ 

CLB：所以…… 

六安市总工会：就是说你问的有些事情、工作，我们也许不知道，就是说你说这

什么罢工，也许主席们知道、部长们知道，但是到我办事员，我不知道。 

CLB：但是就我的理解，你们办事员，具体做工作的人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们

不知道，怎么开展工作啊？打个比方，习近平说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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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所以你要出去工作的话，有时候当需要你站出来替

工人说话的时候，你总不能说“我不知道，部长知道，那让部长去说吧”？那到

时候问起责来你也跑不掉。 

六安市总工会：我跟你说，也许这个权益部知道，因为权益部就是保障权益的，

我们是组宣部。组织、宣传，知道吧？我刚才跟你说，你不信，你可以打个电话，

我估计最多，他是办事员在。也许他们权益保障部知道呢，因为他们是维护合法

权益的，我们是组织宣传，好吧？真的不好意思。 

CLB：没有没有，是我不好意思。 

六安市总工会：没事，我觉得，你问我我都回答不上来。 

CLB：不好意思，我没有要为难你的意思。 

六安市总工会：我知道，我回答不上来，我感觉我的心里都……你说我都什么都

不知道……也许你问权益部，他们知道，因为权益部是维护职工权益的。 

CLB：你们的公开信息做得不错，网上都有这些资料。只是电话号码没有。 

六安市总工会：是吧。 

CLB：请问您在进工会工作前，是在哪里工作啊？ 

六安市总工会：我原来在我们纺织厂，我们下岗了，然后我们工会帮我们的。因

为我们原来纺织厂是一个很规范的一个工会组织，当时企业改制，等于工会是照

顾我们国有企业职工，给我们安排到这的。 

CLB：那原来在纺织厂也是做工会工作吗？ 

六安市总工会：原来在纺织厂，对，是的。 

CLB：是……可以问一下，是工会主席吗？ 

六安市总工会：不是的，就一般的工作人员。 

CLB：所以当初下岗的时候，工会是不是在保障下岗工人权益方面也蛮有作为啊？ 

六安市总工会：对，当时它参与了企业改制，当时参与改制，我们也是考进来的。

我来工会都很多年了，我都十年了。 

CLB：十年了还是所谓聘用人员啊？ 

六安市总工会：那当然了，因为你这个身份就是这个身份， 

CLB：什么身份啊？ 

六安市总工会：你是无法改变的。 

CLB：身份、身份，做工会工作都是一个身份，就是代表工人权益做工作，这还

有什么不一样？ 

六安市总工会：不一样啊，那他们有编制的，那经常开会、领导安排任务啊，他

都是跟部长开会，我们都是听部长给我们安排。部长跟我们说下一步有什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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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我们才知道；不知道、不跟我们说，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工作也许视

野比较狭窄。 

CLB：别这么说。 

六安市总工会：你说领导要出去调研，他都是带部长去调研。我只知道前两个月

就是八大群体入会啊，我们工会主席都是带部长，还有要组建的几家什么什么，

准备组建的几个单位带到外地去考察，他都要考察的。你说考察什么？我们也不

清楚。所以我们办事员只管干一些零零碎碎的，部长叫我们干、我们就干，部长

说了我们才知道，不说我们都不知道。而且这个部室我们才来，我原来不在这个

部，我原来在经济部，专门为劳模服务的，属于搞服务的。这个业务我还真的不

熟，组织啊、宣传啊我都是才过来，都糊里糊涂的。 

CLB：不过可以的话，我也建议你有空去看看人民网、新华网，看看特别是全总

的网站。 

六安市总工会：你说的我记了，我有空我来看一看，平时要关注一下，是吧。 

CLB：特别是习近平最近给全总领导班子集体讲话啊，就是 10 月 29 号，这里边

特别是讲到，就说是“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

话”，所以习近平的讲话是讲得非常直截了当的，而且对工会的工作有很多的要

求，很大的压力，如果光是说社会工作者，所以都是部长的事，这恐怕不行啊。 

六安市总工会：你说的我要积极的听取，下一步我要多关注一些。 

CLB：对，哪怕工作当中可能不去开会，可是自己可以看看报纸，了解一下总工

会改革的一些情况，还是有用的。 

六安市总工会：对，是的，你说的很对，谢谢你！ 

CLB：不好意思打搅你。 

六安市总工会：没事，谢谢你！ 

CLB：再见！ 

六安市总工会：好，再见！ 

 

第四通电话：六安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 

六安市总工会：喂，你好。 

CLB：你好，请问是六安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吗？ 

六安市总工会：你是哪一位？ 

CLB：你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请问这是权益保障部，是吧？ 

六安市总工会：你不问过了吗？你有什么事你说。 

CLB：请问方伟伟部长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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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市总工会：你找他有什么事啊？ 

CLB：是这样，是想了解一下你们权益保障部有没有参与客运西站农班车司机罢

工这件事。 

六安市总工会：什么客运西站？ 

CLB：就是 10 月 28 号有农班车司机罢工这事，关于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革利益的

一些问题。 

六安市总工会：是六安的吗？ 

CLB：对。 

六安市总工会：他这个工作，前两天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去。 

CLB：那你们权益保障部就是，出这种事，就是罢工啊什么之类的，是不是也属

于你们的工作的一部分？ 

六安市总工会：罢工这个事情……我们这边是搞的是劳资关系这一块，都是分，

一般都是跟人社在一块，搞联合的这种活动。 

CLB：对，但是如果出现这种罢工，一定是有权益的纠纷了吧，那你们权益保障

部在出现罢工纠纷的时候会不会出面代表工人呢？ 

六安市总工会：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如果我们这边知道有损害职工权益的时候，

我们这边肯定……他建立工会组织的话，我们肯定会出面的，但他这个事情我还

真不知道。 

CLB：你们这儿农班车司机有没有工会啊？ 

六安市总工会：农班车司机？我们这边行业工会的，只有一个出租车的，农班车

的倒不知道。 

CLB：出租车司机反而是有工会？ 

六安市总工会：对。而且我们这边有城区的出租车司机的，就是我们在市区的，

县一级的我不知道，但我们市区的出租车行业我们是有工会的。 

CLB：那公交车司机呢，有没有工会呢？ 

六安市总工会：我们这边的公交是公交公司有工会。 

CLB：那你们这边权益保障部跟公交公司工会，涉及到公交司机的权益的时候，

是不是有这种工作上的？ 

六安市总工会：我们跟公交司机是联系的非常密切，哦不，是跟那个公交公司，

跟公交公司我们联系的非常密切。 

CLB：那现在城乡公交一体化以后，公交司机在权益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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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市总工会：你说的那个农班啊，我跟你说什么情况，根据我们地方的这种…

可能全国各地都有这种情况啊：我们这个农班他等于是自己承包的线路，基本上

每一个班车他自己就是一个老板，我们这边一般都是这样的，都是承包制的这种。 

CLB：就是自己买一辆客车，承包一条线，然后交多少钱…… 

六安市总工会：对对对。你说他这种罢工了，可能是现在搞城乡一体化，就是说

我们正规的公司自己采购车的找司机，就去跑线路，可能触犯了这种（农班车司

机的利益），我猜测的情况啊。因为我们这边之前也有过，就是承包的线路，慢

慢慢慢地被这种正规的公交给取代掉的情况，我估计也有可能这样，据我所知都

是这样的。 

CLB：因为我在六安交通运输局的公告里边也看到，里面说如果要是在 11 月 20

号，就是明天以前要是签字了的话，就可以在招聘公交驾驶员的时候，对符合条

件的可以优先聘用，那也就是说这些人他们有自己的车子原来…… 

六安市总工会：我们这边因为以前地方比较穷一些，所以没有办法去大量地铺开

搞这种公交，所以早期的公交，特别这种城乡的一条一条线，一般都是别人自己

买的车，他按规定在那跑。公司国有的一般可能就是一个车站，这种农用的巴士

很少就属于这种企业的，一般都是合作关系的比较多一点。 

CLB：那如果说起来公交司机，就是说你们交流比较多的，就是说公交司机。 

六安市总工会：我们跟公交公司联系得比较多，因为他… 

CLB：从权益上来说，这些公交司机他们在权益保障方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六安市总工会：公交？我们这边公交都还好啊，因为我们六安的公交公司搞的还

是很不错的，公交和汽运这两个公司搞得还是很不错的。 

CLB：所以像劳动合同、社保、五险一金什么都有吧？ 

六安市总工会：对，如果他是通过公交公司招的，这个基本上是没问题的。 

CLB：所以每年一度，有没有工会，比如说权益保障部，代表这些司机跟公交公

司集体谈判，然后签订一年一度的集体合约呢？ 

六安市总工会：我们这边情况是这样的，我们这边就是像这种公交公司属于市属

的国有企业，这种规范化的国有企业，我们这边的集体合同都是有的。 

CLB：都是有的？ 

六安市总工会：对，我们这边覆盖不到的都是一些什么企业？都是一些规模特别

小，一些私有企业，这种我们不好覆盖到。特别是那种人数少，企业就是那种、

还有一些利润不高的企业，这种我们就这一块不好开展。像这种大的国有企业，

我们这边都是搞的。 

CLB：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比较难搞的这些，那最难搞的是什么行业呢？ 



14 

 

六安市总工会：最难搞的行业？最难搞的一般是一些餐馆啊什么一类的，因为它

本身流动性比较大，有可能很多情况下他都干不了一年，所以有很多这种情况。

推也不好推，有很多餐馆他也没有工会组织，然后餐馆本身经营很多都…它自身

存在的时间很多都，一般都不是太长，所以他…人员又不是很固定，所以这个就

比较难一点。但是，就是大的，我们六安以前市属的有宾馆，那种比较正规的我

们都（没问题）。凡是企业成型有规模的，一般我们都搞，但那种、特别是小的

企业，特别难搞。 

CLB：那像这种八大群体入会，特别是要针对这些流动性比较强的这些劳动者，

那你们工会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可以把八大群体入会给搞好呢？ 

六安市总工会：我们八大群体是搞了，今年我们这个组宣部、就是组织宣传部他

们在搞了，但是又面临一些问题。比如我随便举个例子，其中有一个是物流行业

的，就是物流行业司机。我们后来我们这边有个传化物流，后来我们去发现，它

也是存在这种情况，物流公司没有车，司机呢？车都是司机的。然后他们之间就

也是这种，它不是劳动关系，它中间是，它等于是承包关系，所以这个搞起来又

比较麻烦。 

CLB：所以那物流司机是其中的八大群体之一，但是因为没有劳动关系，所以就

没法组织。 

六安市总工会：对，我们这边很多。我估计别的地市也有这种情况。我们开始以

为，物流园嘛，就是一家企业嘛。我们一进去发现，物流园又分成很多那种门市，

就一间一间的物流公司。物流公司老板是个光杆司令，然后他是接了活给这些司

机，司机虽然是他们公司的，但他们之间几乎多数都不存在这种劳动关系。还有

一个快递也是的。快递有很多是怎么回事呢？他也是的，他承包了一个片区，比

如快递员，快递员说我承包了这个片区，然后自己家里面人去送快递，所以他不

太像是一个那种正规的企业的劳资关系。 

CLB：哦，那这个就跟蛋生鸡、鸡生蛋，这谁先谁后的问题。如果工会有没有可

能切入，把这种劳动关系先给逐步的通过一段时间把它明确化，然后再进入这个，

就好办了呢？就是说，现在的劳动关系不明确，所以这个组织、把他们组织进来

入会也不容易，那能不能先把劳动关系明确了呢？ 

六安市总工会：我们快递也是搞了这个快递行业的工会，也是搞了。当时是邮政

公司给我们牵头的，他也是跟司机、很多你说的这种八类人群的这种情况，他很

多都有这种关系，就是说我跟你，我不是给你打工，我是承包你的就这样。然后

他自己等于也是一个小老板，你说他是职工吧，他自己本身就是个小老板，他注

册个公司采用代理的方式，所以这个也是比较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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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那怎么办呢？工会面对这情况怎么落实啊？怎么去扩大啊？ 

六安市总工会：我们就是，我们工会面临的时候我们尽量就是，还是（看到）有

一些企业，它也是有一定规模的。你像有一些快递行业，他不见得就是非要搞什

么分包啊。你看有一些，像顺丰这一类的，就是企业它的辐射比较广一点的，就

是劳资关系明确一点的，我们这边的活动就还是有一些开展。 

CLB：那谈到劳动关系明确的这部分，和刚才说的那种劳动关系不明确的，这哪

一部分（企业）在这边占大多数啊？ 

六安市总工会：我觉得吧，我们这边这个工作不好推，还是跟企业有关。因为企

业、小企业的家族化太严重了，多数是这种情况比较难搞。 

CLB：那像顺丰这一类的，还有其他的这些…… 

六安市总工会：顺丰他们从总公司到下面都还是比较正规的，而且我们有邮政的

牵头，所以这个他们还是比较正规。 

CLB：所以顺丰那边是有建立工会的吗？ 

六安市总工会：对。我们还有一个困惑是这样，就是我们搞了集体合同，但是它

真的有没有执行？有一种流于形式的一种担忧吧。我跟别的地市也交流过，他们

说他们也有一些这种情况。 

CLB：那像顺丰这样的大公司应该是有组建工会吧？ 

六安市总工会：有，他们总公司有，然后他们本身也有工会，但是人到我们每个

地方人又特别少，所以我们把所有的快递公司搞起来。我们通过邮政牵头搞了一

个他们行业的一个工会，区域行业的工会，等于说我们六安市的快递行业搞了一

个工会，就是这样。因为它人太少，三五个人，有可能有的快递公司三五个人都

不到，就两口子。 

CLB：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啊，我听起来啊。就是说如果按公司建会的话，像你

讲的一个公司三五个人形不成什么，但是如果在一个行业的话，快递行业呢可能

就有好几百人…… 

六安市总工会：对，还有出租车公司，我们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六安有好几十家

出租车公司，出租车公司它本身一般只有资质，他不参与运营。出租车司机也是

自己买的车子自己跑，他们每年就是向出租车公司交一些审车费，或者交一些管

理费就行了，他本身也不构成这种劳动关系。所以我们也只能把六安市区的，我

们在城区搞了，就把这些出租车司机搞一块，通过那个出租车管理所牵头，我们

就搞了一个工会。但是这个农用巴士的，反正我们这边是没搞。因为他农用巴士

的隶属关系有可能是在县里面，老板是在县里面，然后我们暂时还没有搞他们那

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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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所以你刚才提到物流这方面的工会，行业工会，现在运行的怎么样？就是

说六安的物流行业工会，是不是把大部分的物流的从业员都纳入工会了呢？ 

六安市总工会：快递的，快递的我们是搞了；物流的，今年我们物流的主项目是

搞过，但是因为我们这边来了一个国内比较知名的物流公司，叫做传化物流，估

计你们也听过。他们那个物流就比较有规模，后来我们这边人过去了，后来发现

他很多都也是司机（认为）“我自己买一辆车子，我自己当老板了，我也跟公司、

他也不给我发工资，我就是说他搞信息费，我自己（收）运费，中间它没有劳动

关系”，所以这个工作可能也只能是推动在表面上，不太好推动。我们这边、我

们六安可能受经济条件影响，没有那种说我一个公司有几百辆车子，雇几百个驾

驶员的情况，我们这边没有。 

CLB：那些快递员呢，快递员的行业工会现在搞的不错吗？ 

六安市总工会：快递员行业工会我们在搞。快递员因为有些家庭比较困难，我们

帮扶这一块搞得非常多。 

CLB：那像快递员的权益呢？比如说工作时间、劳动强度、安全保障、劳动合同、

还有社保缴纳什么之类的，这些有没有完善呢？ 

六安市总工会：你说的这一块，我们这边目前就是说，这个行业的工会是搞起来

了，但是因为他不太好大面积的把这个权益明确。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怎么回事呢？

比如我们一家人人口比较多，可能有七八个，爸爸、儿子、然后儿媳妇，可能有

七八个，然后我们就找到快递公司说我们要承包这个区域。就是说他们一家人就

是搞成了这种家庭作坊式的，我们这边很多都是这样，所以明确权益不太好。你

说老子跟儿子之间（不太好明确权益），而且他自己本身又有股份，比如他爷俩

搞了个点，然后他又有股份，你这个就比较难，后来你发现工人也是他自己的家

庭成员，就是这种情况比较多。所以说，我们想去推动他们的集体合同什么的就

比较麻烦。 

CLB：所以说，如果在表面上能做到八大人群入会并不难，但是真的是要进入到

权益层面、权益保障层面，其实是需要有很多的功夫的，不能一概而论。 

六安市总工会：对，其实很多时候它受行业的一些特色，或者行业特点的影响，

它有一些工作它确实是不好开展的。 

CLB：对。不过听你刚才说，快递员行业工会算是建起来了，总的来说有了这个

会以后，然后下一步该怎么做，总比我们…… 

六安市总工会：我们 2016年都已经给他们建起来了。 

CLB：希望借着这个中国工会十七大，可以最后令到具体的行业工会可以有所发

展吧，总之是，建会是为了谈判、为了权益，而不是为了建会而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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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市总工会：对。 

CLB：行。请问贵姓啊，跟你请教这么久。 

六安市总工会：我姓吴，口天吴。您是打电话是有什么事呢？ 

CLB：就是关于你们这儿这次罢工的事，也想就这个情况也了解一下六安这边工

会改革的情况，包括八大群体入会呀、代表员工谈判啊、组织等等这方面的，想

了解一下。所以有好多东西，像刚才你说的，你们这边的快递员的工会已经建起

来了，这个我还是不知道的。 

六安市总工会：对，我们出租车也做起来了。 

CLB：对，就行业工会 

六安市总工会：我们出租车的也搞起来了，然后还有一些是物流行业，物流跟快

递我们分两块的，因为它性质不太一样。 

CLB：对，这行业工会搞起来，第一步走出去了，然后慢慢的，行业谈判、行业

保障啊等等这些才有可能。要不的话，如果只是在总工会这边，然后没有行业作

为。比如说你们总工会的权益保障部，总工会的组宣部，你不能每个行业都跑去

（管），因为每个行业有每个行业的特别的情况……所以说，我真的是觉得你们

这儿，刚才听你说这一番话受益匪浅，就是说行业工会已经开始作为一个重点在

发展了，这是一个好事啊。 

六安市总工会：对，因为它有一些它不成规模的，集合起来它才能成规模。 

CLB：对对对，那谢谢了，小吴。 

六安市总工会：不客气，再见。 

CLB：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