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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始终认为，工会是工人自己的组织，要把权力交给工人，让工人自己说

了算。”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在接受《中国工人》杂志采访时如是说
1
。

2012 年初，深圳市总工会确立了“民主选举产生、规范化运作、向职工群

众负责”的基层工会工作思路，随后即在 163 家千人以上企业推行了基层工会的

直选。这标志着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又把中国工会改革带进一个新的

阶段。社会和媒体的眼光都聚焦于深圳工会，我们也期待着改革为基层民主的实

践带来曙光，一直留意着事态的发展，可是后来我们一直无法得知改革的进展。

深圳市工会直选的消息再次进入我们的视野，已经是一年后深圳欧姆电子厂要求

罢免工会主席之事。

最近一两年来，无论是从各种媒体的报道还是现实中，我们看到工人越来越

重视自身的组织权，尤其是在一些劳资纠纷中，工人更加主动地要求工会出来维

护自己的权益，工会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已成为共识。深

圳市总工会在基层工会中推行民主选举的思路是好的，对工人与社会来说都意义

重大。

作为 163 家工会直选的典范——欧姆工会
2
的直选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也被寄予了厚望。但就在欧姆工会直选后不到一年的 2013 年 2 月，工会的 106

名会员联名向上级工会提出要求，罢免不久前被他们选举出来的工会主席，工人

在联名信上斥责：“直选出来的工会主席不仅不能维护工人的权益，反而站在资

1《中国工人》2013年，第 5期
2
2012 年 3 月底，深圳市欧姆电子厂的 700 多名工人因不满公司涨薪方案发起罢工。工人提出的十二条诉求

中，除了对工资制度、管理等提出整改要求外，他们明确提出公司现有工会不能代表工人，要求改选工会。

2012 年 5 月欧姆工会进行了改选，众多媒体均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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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立场压迫工人。”这次“罢免事件”中，深圳市总工会也通过媒体表态：市总

工会力挺欧姆工会
3
。一个月后，欧姆工人要求罢免工会主席的提案被否决。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排山倒海的批评声，有否定工会直选的，也有同情工会

主席的。欧姆电子厂工人罢免工会主席的行动，因得不到市总工会支持而告失败

以外，一度也让我们对深圳市的工会直选感到失望。可是，工人的行动和诉求却

让我们惊呀。短短一年，工人对工会的认知，从工会应当由工人选出来，代表工

人，到不满工会工作表现，不满工会主席不称职，要求罢免，工人的工会意识和

权利意识的成长速度如此迅速。不禁让我们产生很多疑惑：深圳市总工会推行的

163 家工会直选落实情况如何？163 家基层工会直选是如何操作的？在直选后企

业工会如何运作？工会直选对工人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工人们如何看待自己的

工会？欧姆工会罢免事件仅让我们获得一些零碎的片段，真实的情况我们却难以

知晓。

为了探究以上问题的答案，了解现实中工人与工会的关系，工会直选对工人

的影响，我们认为必须要深入到工人中，才能获取现实中工会运作的第一手资料。

在 2013 年暑假期间，我们来自全国 9所高校的 12 名同学以普工的身份，面试进

入了其中的 5家工厂。在厂内的一个多月时间，我们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在

每家厂均获得相当数量的工人访谈材料，力求所获信息客观和全面。（见表 1）

调研结束后，我们决定将调研的结果以报告的形式发布，希望通过我们的报

告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到当前企业工会的运作情况；同时让更多人，尤其是工人群

体能够重视并牢牢地抓住工会；各级工会能够将工会工作做扎实，真正成为工人

的组织。如果报告能对工人的工作和生活产生好的影响，对工会改革，对基层民

主的建设有所帮助，我们将十分欣慰。

3
南方都市报 2013 年 3 月 5日 SA31 版：市总工会力挺欧姆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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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调研的 5家工厂名单及基本信息

工厂名称 地址 主要产品 工人

数量

访谈

人数

深圳市百泰珠宝

首饰有限公司

深圳市盐田区北山

道北山工业区

黄金珠宝首饰 约 1,500 33

爱普生技术 (深

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第五

工业区西侧

打印机 约10,000 25

深圳市福群电子

有限公司

深圳龙岗区布吉镇

坂田村新布龙公路

168 号

硬盘支架等 约18,000 43

美高塑胶金属制

品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坪地

镇康明路 10 号

家居用品 约 700 49

深圳市高新奇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

区 67 区留仙一路高

新奇科技工业园

手机 约 2,000 61

http://www.baidu.com/link?url=KXNJQoTHOdCEoZNBC4qB5TZ0ZLmfEfmiJlH_hBzDLauV9l-uwmsDLDhZvqA63qVrGrQejftTbB0wkFsmRort9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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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方法

我们此次调研，先从网络及深圳市直选工会的相关报道中挑选出 18 家基层

工会
4
，并尝试面试进厂，最后因为工厂招工的限制，我们只能进 5家。

此 5家基层工会都称得上深圳市的“标兵”工会，在各级工会系统的评比中

都多次获得奖项。我们认为他们的条件也可以做为深圳工会的直选典型，窥见改

革的面貌。

在问卷调研和进厂体验观察之间，我们最后选择了后者，我们希望深入和全

面地呈现这一真实现状，能对现实产生更大的帮助。我们通过进厂作为工人的第

一身份，体验工会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对基层工会的运作进行观察，同时大范围

地对工人进行访谈。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面向进行观察和访谈：

1）基层工会的选举现状；

2）工人面对的权益问题，工会是否能够回应；

3）工会的运作状况；

4）工人对基层工会的态度与评价。

深圳市总工会主席罗莉表示：“工会的生命力在于群众化和民主化，它是工

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基层工会开展工作要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

中去’的指导思想。
5
我们认为，先了解现实，认识群众，才能知道如何才能到

群众中去，才能做好基层的民主建设。

4其余 13家工会分别来自理光（深圳）工业发展有限公司、先端精密金属制品（深圳）有限公司、海量存
储设备有限公司、艾美特电器（深圳）公司、冠旭电子有限公司、亚荣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桑

达国际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光华印刷有限公司、捷开通讯（深圳）有限公司、天鹏盛电子有限公司、

莱尔德电子材料（深圳）有限公司、日立金融系統（深圳）有限公司、百事可乐5罗莉在 2013年 7月深圳市总工会举办的“全市优秀企业工会主席论坛”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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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发现

一、五家“标兵”工会

我们调研的五家工会都是有媒体报道或在工会系统评比中多次获奖的，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这五家工会应该是深圳市工会系统内比较优秀并得到上级工会认

可的基层工会。其中百泰珠宝首饰厂的工会还是深圳市推行 163 家工会直选的重

点示范单位
6
。

表 2：部分工厂及工会获得的部分奖项

工厂名称 获奖情况（或媒体报道）

深圳市百泰珠宝首饰有

限公司

2010 年获全国总工会“模范职工小家”荣誉称号，

2012 年被评为“广东省和谐劳动关系示范企业”。

2012 年 5 月获“深圳市先进职工之家”

爱普生技术（深圳）有

限公司

2010 年度“全国模范职工小家”称号

2011 年获“中国最佳企业公民”称号

深圳市高新奇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13 年 7 月，高新奇工会获“全国双爱双评先进企业工会”

称号

除了在网络上搜集到以上信息，在我们进厂过程中还发现了更多被陈列出来

的工会获奖的牌匾，它们被陈列在了会议室或封闭的工会活动室内。

6《中国工人》2013年，第 5期

http://www.baidu.com/link?url=KXNJQoTHOdCEoZNBC4qB5TZ0ZLmfEfmiJlH_hBzDLauV9l-uwmsDLDhZvqA63qVrGrQejftTbB0wkFsmRort9_


7

图 1：隔着玻璃拍摄高新奇工会活动室内的工会奖状

图 2：百泰厂综合楼会议室内拍摄百泰工会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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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会运作状况

1.直选落实状况

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工会是职工自己的组织，

工会组织要想有所作为、发挥作用，首先就是要民主选举工会班子，只有工人

自己选出来的班子他们才会认，一定要把选择权交给工人。”欧姆电子厂的工会

直选，从推选工人代表，到推选工会委员候选人，到选举，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此举令得工厂大部分员工都知道工会的存在，同时工人也不同程度地参与到选

举当中，这有利于工人的工会意识提升，我们认为这也是欧姆工人可以短短一

年便认识到工会主席工作不称职，并行动起来要求罢免的原因。

但调研中，我们了解到这五家基层工会的选举状况让人担忧，要么根本没有

选举，要么选举只是走过场，程序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只有 1家工厂被访的少数

工人表示他们参加了工会的选举过程，其余 4家厂的被访工人表示没有参加过选

举，甚至不知道工会是否进行过选举。具体情况分为下几种：

1.1 工人是否知道工会有选举

5家工厂中，福群和高新奇的所有工人都表示不知道工会是否有选举。福群

的 43 名被访对象全部不知道工会是否有选举；高新奇的 61 名被访工人中只有 1

名工会委员知道工会有选举，但他说在选举过程中“委员选举的话一般 7,8 个人，

没什么条件。没有开全体会议，给个选票填就行”。

美高厂内没有工会宣传栏，我们没能见到有关工会选举的公告，更没能从工

人那里得到任何有关选举的信息，工人表示不知道什么时候进行的选举，也没有

参加选举。我们从深圳龙岗区工会的网站上找到了美高工会选举的报道并配图
7
：

7http://www.lgzgh.org/detail.aspx?cid=11793

http://www.lgzgh.org/detail.aspx?cid=11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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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2 日上午，位于坪地街道的深圳市美高塑胶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员工代表

齐聚一堂，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公司工会成立以来的第二次工会代表换届选举大

会，各部门课长级人员和基层员工代表共 100 多人参加。本次选举采用不记名投

票，通过选举，工会代表选举产生了十三名委员，并由委员选举产生了主席、副

主席、女工委员等。”

图 3：龙岗区总工会对美高工会选举的报道配图及说明

针对以上报道和配图，结合我们实际观察，我们不禁要问：

a、本来应该是选举主体的工人为什么都不知道 4个月前进行的工会选举？

b、报道中说“各部门课长级人员和基层员工代表共 100 多人参加”，为什

么“各部门课长级人员”要独立于员工代表参加选举？

c、龙岗区总工会对美高公司工会换届选举的报道配图中，配图的说明是:

“美高公司领导向新当选工会主席交接工会章”。难道工会章不是由上届工会

委员会保存而是由公司领导保存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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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会员代表的产生

我们从爱普生厂内工会宣传栏上看到：爱普生工会在 2013 年 5 月 21 日召开

了 2013 年度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暨换届选举大会，在这次选举中产生了 18 名第三

届工会委员会委员。在我们访谈的 25 名工人中，部分工人知道这次选举，但对

于具体的选举过程工人都不清楚。我们没能找到工会会员代表了解详细的过程，

一位加入工会 4年的女工告诉我们：“选举的时候拉长
8
叫部门里的人点十个人，

叫他们出来参加选举，去投票。一般都会投给拉长，他们再一起去投。”

类似的说法在另一位自称“入工会很久，都不知道多少年了”的女工那里得

到了证实，她说：“不是每个工会成员都可以参加选举，有些人比较清闲的所以

就去了，像我们这些生产线上的人你走得了吗？”

基层工会的会员代表应该是一个工会的中坚力量，会员代表需要充分地掌握

会员的意见，并带到会员代表大会，影响工会的决议，同时将大会的决议传达给

会员。但是像爱普生厂这样，在最基本的会员代表选举这个重要的环节都没能按

照法定的程序规范操作，很难想象工会代表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工会所形成的

决议能够体现会员普遍的意志。

1.3 直选程序

5家工厂中只有百泰厂的少数工人能够说出来自己参加了工会的选举。据当

时参加了选举仪式的工人介绍，参加选举的主要是新入职的员工，他们是被组长

叫去参加工会主席选举的。“投票在三楼！厂里让去的，工会主席就是那个任什

么，他在那里演讲，戴个眼镜，是个研究生。”“工会主席是任某某，胖胖的!我

8在工厂生产中，工人们称每条产线的管理为拉长或线长，称每个班、组的管理人员为班长、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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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过去选的，我们是新来的嘛，反正没事干。”一位老员工也被叫去参加了投票：

“都是新员工去的，他们又不用加班，我没活干我也被叫去啦，其实我才不想

去呢。”

而关于选谁，是由资方“直接选定”后由组长或其他人转达给这些“会员代

表”的。我们问一位工友他是不是就听从指示选了任某某，他说：“当然了，厂

里让选的嘛！” 另一位在百泰已经工作一年的工人介绍：“任某某来了才一年，

是油压厂行政厂长，人家是研究生，工会主席学历要高的，研究生才能当！”当

她投票选举的时候也同样遵循了“厂里指示”。

百泰工会是市总工会推行工会直选重点示范单位，市、区两级工会都“有

针对性地进行直接指导”，但我们在现实中很遗憾地发现，原本是工人的直选沦

为了资方的“直选”。首先，参与投票的大部分工人不是按照程序由基层选举出

来的会员代表，而是临时找来的新员工；而主席由“资方直接选定”，则是对选

举非常恶劣的操控行为。

王同信说：“如果工会组建模式不跟上形势，工会主席由资方指定，民主选

举不能真正落实，就难以代表职工的利益。不敢代表工人说话，难以发挥工会应

有的作用。”以上“老板工会”的批评在我们的调研中得到了证实。

我们不禁要问，市、区两级工会的指导之下，为什么能发生这样的状况。我

们分析认为，市、区领导现在监督的主要是选举工会委员和主席的程序，然而，

有三个漏洞被忽略了：第一，选举筹备委员会并不是由工人中推出来的，工人

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可是这个委员会却有决定选举相关事项及操作选举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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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会员代表的选举存在问题，因为这牵涉到不同的生产小组，选举方法也

很随意，不正规，并没有按不记名投票方式进行，容易被管理层操控；第三，

是工会委员会的候选人提名方法，在欧姆厂，候选人是由最基层员工一层层推

选上去的，而且需要进行公示及公开讲演，可百泰工会的候选人的提名不公开

透明，被企业所操控。

我们认为，导致企业能轻易操控选举结果的更深层原因，是选举前对工人的

工会和选举教育缺乏，包括没有向工人宣传工会直选的意义、工人的权利、选

举的程序、选举的方式等等。

2.五家工厂工人权益状况

王同信说：“工会如果脱离职工群众，就会成为当前工会工作面临的最大危

险，必须要改变这种状态。”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当前五家基层工会都在不同程

度上脱离了工人，未能回应工人面临的问题，我们担忧长此发展，基层工会将会

最终被工人所抛弃，直选改革难往前走。

2.1 工人面临的问题

我们先就我们在该 5家工厂内发现工人遇到的主要问题进行阐述。

表 3：5 家工厂存在的违法或不合理的问题

工厂名称 工厂存在的主要问题

百泰珠宝 1、工资低、工资计算不合法，平时及周末加班无加班费

2、强迫加班，旺季每月上班 28 天，每天 14 小时，甚至通宵

3、不合理管理制度，各种罚款多，做错产品罚款，漏打卡扣 5元，旷工

扣 3天工资

4、不为员工购买社保

5、职业安全隐患严重，粉尘、化学品、噪音无防护用品，在我们进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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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就遇到 3起工人工伤，其中 2起严重
9

爱普生 1、工资低，派遣公司克扣工人工资

2、大量违法使用派遣工，同工不同酬，派遣工进厂需要交 100—300 元中

介费

3、管理严格，如果做出了次品会被骂

4、辞工扣钱，进厂时被告知一个月之内辞工扣 700,2 个月之内走扣 1000

福群电子 1、工资低、工时长，每月工作 28 天，每天工作 11 小时，急转班时只休

息 9小时

2、每天都有工作量，完不成要义务加班，每次大概加 1个小时，每星期

能发生两三次

3、辞工难
10
，辞工需要排队

4、管理严苛，有巡查员抄牌，抄到 3次就解雇，罚款项目多。

美高塑胶 1、工资低，工资计算不合理，计件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2、工作时间长，旺季每天超过 13 小时，甚至通宵加班

3、不合理管理制度，管理态度差，罚款，记申诫扣 20 元，小过 60 元，

大过 180 元

4、社保购买不合理，不给工人买养老保险

5、职业安全隐患严重，噪音、粉尘及工伤危害，我们在进厂期间遇到工

人受工伤

高新奇电子 1、工资低，工时长，旺季经常加到凌晨 1、2点钟

2、克扣工资，请假需要用加班时间补回来，要求提前打卡没有工资，损

坏物料或造成返工要罚款

3、请假难；只能算旷工。旷工需要写检讨，并罚款 100 元。

4、不为员工购买养老保险

5、辞工难，要排队，7月份排到了 11 月份

6、管理严格，上厕所离岗需要离岗证，且几十人只有 1张离岗证

7、职业安全危害：抹机水、焊锡烟尘直接吹散，无防护用品

从上表可以看出，5家厂的工人目前普遍面临的问题是工资低，工时长，工

9均为手指操作机器致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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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的管理制度不合理或违法，工作环境存在严重职业安全隐患但是工人却得不到

足够的防护措施。

我们发现在现实中单个的工人陷入两难的境地，厂方制定了工资和管理制

度，处于弱势的个体工人只能无奈接受，根本没有与资方讨价还价的能力，工人

们又有着强烈想要改变现状的愿望，他们迫切需要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工会去

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

2.1.1 工资低、工时长

表 4：5 家厂 7、8 月工资、工时情况

工厂名称 底薪（元/月） 工时 每月平均

实发工资

百泰珠宝 低于法定工资标准 每天工作 10-14小时，每月工作 28
天。最长连续工作 48小时。 1800-3000

爱普生 1714（派遣工） 每月加班 36小时 2200-25002550（转正） 3000 -3300
福群电子 1650 每月工作 26天，每天工作 11小时 3000-3500
美高 低于法定工资标准 每月工作 26-30 天，每天工作10.5-14个小时，甚至通宵 2200-2800
高新奇电子 1600 每月工作 26天，旺季每天上班 12

小时，最晚到凌晨 2点 2800-3600

在所有 5家工厂中，只有爱普生厂的底薪比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略高，其他

都是所谓的“地板工资”——以国家颁布的最低工资标准为基数来发放工资。福

群电子只比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高了 50 元，高新奇只达到了深圳市最低工资标

准。而百泰和美高的工人工资甚至没有达到最低工资标准
11
，这两家厂无论计件

112013年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为 1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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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计时制都没有加班费，他们均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12
。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很难想象工人们每天都要如此长时间的工作，但实际得

到的工资仍然很低，靠加班累积起来的工资勉强够维持工人的基本生活开支，工

人没有多余的钱，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娱乐和发展自己的业余爱好。如果不加班

——事实上工人根本没有选择是否加班的权利——就只能够拿底薪，根本无法维

持基本的生活。

2.1.2 不合理的管理制度

5家工厂都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甚至违法的管理制度。这些管理制度大多以两

种方式对工人形成管制，一种就是形成厂规厂纪，全厂的工人都需要遵守，另一

种是在生产中由基层管理者运用实施的一些规定。

我们进的 5家工厂中都有自己的厂规厂纪，而百泰、福群、美高、高新奇对

员工违反其中的某些条目的都会进行罚款，如在美高厂，对工人的处罚就分为记

申诫扣 20 元，小过扣 60 元，大过扣 180 元；高新奇如果旷工一天要写 1000 字

的检讨还要罚款 100 元；百泰每月进行部门评比，最后一名的部门罚款 100 元由

工人分摊；其他各种罚款的条目非常地多，在此不再列举。而 2013 年 5 月 1 日

起施行的《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 51 条明确规定公司不得对员工进行经

济处罚。

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还有很多不成文的规定，时刻对工人进行着管制。如福

群和高新奇中存在的“上厕所离岗制度”，离岗时间限制在 10 分钟之内；由于生

产产量的压力和品质的要求，工人被严格限制，请假难，不能自由选择加班，占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章第三十六、三十七、四十四条分别对加班时间、计件工作以及加班工
资的计算有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不超过四十四小时，否则用人单位需要根

据加班时间的具体情形支付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 1.5倍、2倍或 3倍的工资报酬。计件工作者同应享
有加班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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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用工人休息时间开会等，类似这些侵犯工人权益的行为在工厂内时刻发生

着。

2.1.3 工伤频发，职业安全隐患严重

工人除了要忍受长时间的工作和严苛的管理外，还要承担在工作中遭受工伤

和职业病的危害。我们调查的 5家工厂都有严重的职业安全危害，但都不能给工

人提供足够的劳动安全保护，在百泰厂和美高厂，我们都目睹了不止一起的工伤

事故。下表列举了几家厂存在的主要的职业安全隐患。

表 5：4 家厂存在的严重职业安全隐患

工厂名称 职业安全隐患和工伤 防护措施

百泰珠宝 1、普遍存在机械压伤、夹伤的危险

2、多个部门在无任何保护措施情况下使用白电油

3、多个部门机械产生噪声

4、碰焊机、火枪有电击和烫伤的危害

一次性口罩对挥发的白

电油无任何防护作用，

无防噪音耳塞，

爱普生 1、全厂站立作业，长时间站立对下肢健康损害

2、 FA 部门机械手测试区噪音测得达 96 分贝

无耳塞

福群电子 1、 FQC 部门在对产品进行检查时需要长时间使用

放大镜，对眼睛视力损害极大

只提供眼药水

美高 1、制一、二、三、铁管课三个生产车间噪音很大

2、电焊粉尘危害

3、切边机蹦出的铁屑曾经打瞎过一个工友的眼睛

4、包装课也容易被网片和铁管砸伤和刮伤，也可

能被叉车压着脚

5、重复动作对身体的损害

6、长时间加班对身体机能的伤害

有简单的耳塞，但防护

效果差，工人不愿意戴

高新奇电子 1、手机测试、打螺丝时噪音 无耳塞、无抽风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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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天连续组装微小零件时对视力损害较大

3、除尘时用到“抹机水”，刺激性大，有工人过敏

4、焊锡无抽风设施，直接吹散到车间内

2.2 五家工会的运作细节

如上所述，这 5家工厂里，工人们面临着这么多迫切需要改善的问题，那么

作为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会可以做什么，又做了些什么呢？

我们再来看看 5家工会的基本运作情况。

表 6：5 家工会基本运作情况

工会名称 运作情况

百泰工会 有工会宣传栏，未见到工会办公室、信箱和热线，经常举办娱乐活动

福群工会 无工会宣传栏，有工会办公室，但从未见开门，无信箱和热线

爱普生工会 有工会宣传栏，未见到工会办公室，过节发放礼品，举办旅游活动

美高工会 无工会宣传栏，无工会办公室，无信箱无热线，无福利及文娱活动。

高新奇工会 有工会宣传栏（但上面仍是 2011 年的信息），有工会办公室和活动室，

但工人从未见开门，有工会信箱但已废弃，会举办文娱活动

2.2.1 没有运作的工会

从上表可以看出，5 家工会中福群和美高工会在平时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运

作，我们在美高厂区内没有见到任何与工会有关的标识或场所，在厂内工作几年

的工人也告诉我们，工会没有举办过什么活动，工人们遇到问题根本不会去找工

会帮助处理。福群工会也是类似的情况，虽然在宿舍楼有一个牌子显示那里是工

会的办公室，但宿管告诉我们：“这个工会的牌子当初还是我帮忙装上去的，从

来没有见它开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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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福利型工会

百泰、爱普生和高新奇工会都有举办一些娱乐活动，如百泰每年有十佳歌手

大赛和篮球赛，爱普生每年定期的旅游活动，高新奇每天晚上的广场舞等等。此

外爱普生工会每年过节都会发放大量的礼物，有工人对我们说“反正一年 24 块

钱不贵，但是你知道他会发多少东西嘛！反正很划算。”

但即使是工会举办的吹拉弹唱也显得很尴尬，工人们每天都要长时间的工

作，很难有时间去参加活动，比如高新奇的广场舞基本都是加班时间少的文职人

员参加。我们问高新奇的一位工友是否看到工会举办过什么活动，这位工友说：

“没见过，你不知道，他们很黑的，每次办活动都是挑我们上班的时候办，我

们根本不知道它做过什么。”

2.2.3 工会与工人的沟通机制

5家工会中只有高新奇和福群有工会办公室或活动室，但两家工会的办公室

和活动室都从未开门过。高新奇在宿舍区有整层的工会办公室、活动室、心理咨

询室等，但是我们在厂内的近 2个月中从未见其开过门或举办过任何的活动。福

群工会办公室据称更是从挂牌起都未开过门。

5 家厂都没有工会热线，只有爱普生与高新奇工会在厂区内有设立工会信

箱，但事实上高新奇的工会信箱位于一个垃圾桶上方，污浊不堪，早已废弃。

我们尝试直接去找工会主席或委员，但是工会主席与委员基本都是管理人

员，平时都在办公室，只有上班时间才能在办公室找到他们。而且我们根本不知

道主席和委员是谁，在哪个办公室，只有旷工才有时间去找，这对于一个在产线

上的普工来说根本就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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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工会不能是摆设

我们调研过后，也对工会直选的产生过不同阶段的看法，深圳市工会直选一

年，作为关心工人群体命运，关心工会民主建设的人，我们应当如何来看待。深

圳直选工会改革才一年，有不足也是正常的，改革需要时间和耐性。

可是，当我们在工厂里跟工人同吃同住，经历同样的苦、同样的劳累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对于这些不作为的基层工会，是从心里面的愤怒。我们认为，工会的

首要职责就是维护工人的权益。现实中工人们面临着一系列的紧迫问题，但是基

层的工会根本不作为，要么没有运作，要么只是给工人发发福利，组织娱乐活动，

这些无关痛痒的事根本不能解决工人的实际困难，不能改变他们在生产中的遭

遇。2013 年 3 月 1 日欧姆工人在给社会的公开信中说：“工会不想着提高我们的

待遇，却用过节时的小恩小惠麻痹我们，而我们因合同问题遭受的损失却是几

十万。”

工人的面对处境如此恶劣，我们能等，可是工人能等吗？如果工会只是把自

己当作摆设，不敢、不想履行自己的职责，不解决工人的困难，不改善工人的待

遇，工人绝不会把工会当作自己的组织，也不会信任工会，甚至会排斥工会，这

将是工会工作最大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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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人对工会认知状况

1．工人不知道工会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对于工人来说，工会似乎是个很遥远和陌生的话题。当

我们和工人聊起工会的时候，许多人的第一反应通常都是迷茫和诧异——“工

会？什么工会？”工会到底是干什么的，厂里的工会做些什么，他们自身是否是

工会会员，大部分人都是不清楚的。许多工人都是通过工会最近的一些福利活动

才知道工厂里有工会，也有一些工人对工会的作用存在严重的错误认识。

表 7 5 家工厂工会认知访谈统计表

工厂名称 访谈总人数 知道什么是工会

的人数13（百分比）
知道厂内有工会

的人数（百分比）

知道自己是工会会

员的人数（百分比）

百泰珠宝 33 1（3.0%） 13（39.4%） 0（0.00%）
爱普生 25 15（60.0%） 25（100%） 23（92.0%）
福群电子 43 7（16.3%） 13（30.2%） 2（4.6%）
美高塑胶 49 5（10.2%） 37（75.5%） 1（2.0%）
高新奇电子 61 7（11.5%） 37（60.6%） 6（9.8%）
5家厂汇总 211 35（16.6%） 125（59.2%） 32（15.2%）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所有 5家工厂中，仅有 16.6%的人知道什么是工会，

59.2%的人知道厂里有工会，15.2%的人明确知道自己是会员。但即使是这样的数

据，也还是有很大的水分在里面，比如有些工人是因为工会近期组织的活动才偶

然知道厂里有工会；甚至有些工人是因为工厂对他们要求在有关部门来检查时就

13此项判断的标准是，如果工人知道工会是工人的组织或工会可以帮助工人维权，即认定为其知道什么是
工会，而不是认为工会是一个政府组织或公司内的一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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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情况说谎而知道工会。

这是我们对深圳工会的第一次调研，我们并没有旧的数据可作比较，因此，

并不能下判断说深圳市的工会直选对工人没有正面的进展，同理，也没法反证。

我们从在过去一些报导和学者的调研中，都显示大部分工人都是不知道工

会的存在，很有多工会只是挂牌子，没有真正设有委员。然而，从工人的访谈中，

我还是可以看到，即使是福利型的工会，其对于开启工人对“工会”的认知，还

是有意义的。但普遍地，他们对工会具体是什么却知晓甚少。具体如下。

1.1 通过劳动技能大赛才知道工会

从上表可以看出，高新奇内 46.3%的工人知道厂内有工会，我们遇到很多工

人都说自己知道工会是因为最近要举办的劳动技能大赛。下面是我们与一位工人

的对话：

“我之前问过好多人他们都说不知道工会，你怎么知道的？”（同学）

“前两天不是有那个比赛嘛，那个比赛就是工会办的啊”（工友）

“你怎么知道是工会办的”（同学）

“部长早上开会的时候说过啊”（工友）

1.2 工厂逼工人说谎应付检查

在美高厂访谈的 49 名工人中，有 37 人都知道厂内的工会，并且多数都知道

是工会的主席是彭某，但是对于其它的，比如说工会做过什么、是否有选举、自

己是不是会员，他们都不清楚。后来有工友告诉我们，在上半年因为有关部门要

到厂内检查，工厂提前陆续组织了培训，还给每位参加培训的工人发了一份“标

准答案”，主要是教大家说谎话，应付检查，如果检查的人问厂里有没有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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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得说“有”；工会是干什么的——必须说“解决职工困难的”，而且要能够

说出工会主席的名字。工人告诉我们“说对了有奖，如果不按厂里教的去说，那

就直接记大过，180 块就没了！”

1.3 对工会有错误的认识

我们发现，在深圳的 5家工厂中，不仅存在着工人不知道工会的情况，而且

有部分工人对工会有错误的认识。他们认为工会是政府或公司的一个部门，或者

是一个发放福利的机构。

比如，爱普生厂的工会每年过节都会发很多的福利，所以导致了部分工人

认为工会就是一个提供福利的机构，一个月交两块钱但是会发很多东西。我们调

研的同学想要找工会反应生产中遇到的问题，于是去询问旁边的工友，工友告诉

她：“工会不管这些事情，只管我们去玩之类的。”另一位在爱普生厂工作多年

的女工说：“外国的工会是维护工人的权益的，代表工人与工厂和政府谈判的。

但是在中国，工会的性质有所不同。我们厂里的工会主要是为工人谋福利的，一

个月交两块钱会费，有时候过节会送点东西。”

有些工人并不知道自己有加入工会的权利，以为加入工会要得到公司的批

准。当我们问工人为什么不加入工会时，一位美高厂的工人说：“人家都没说让

你加入，你怎么加入？”

2、工人不关注工会

造成工人对工会不关注的原因有很多，除了工人不清楚工会的性质，不知道

厂里是否有工会外，有些工人即使知道工会是工人的组织也不关注，但是工人的

现实处境却是每天都要辛勤地劳作，工作压力很大，工资却不高，工人们几乎把

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想要通过加更多的班以便换取更多的工资；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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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目前的工会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很多没有运作，有些运作的也不会涉及到

工人面临的问题，工会的代表和委员也不是工人自己选的，工人不认为工会是自

己的组织，工人并不能够感受到工会与自己的紧密关系。

高新奇电子厂的一位女工说：“我都不知道工会是干什么的，加它做什么？”

几位在福群工作了将近 10 年的技术员说：“我们都不知道工会是干嘛的，天天就

是上班下班，这些事情我们从来不关注。”

美高厂的一位年轻男工则对我们说：“有时间关心那个还不如多关心一下我

们的工资”。另一位百泰的女工说：“我们那么忙，哪有闲心去搞什么工会？”

爱普生厂的一位工人表示：“工会的老大不是自己选的，自己进工会也不怎

么关心这些，就只知道交工会费，逢年过节拿礼品。”

3、工人不相信工会

工人不仅不关心工会，甚至都不相信工会。在福群厂，我们遇到一位对工会

比较了解的工人，当我们问他觉得厂里的工会怎样时，他却跟我们谈起了中国的

工会：“我给你说吧，中国的大部分工会就是个摆设，他即使有工会，他也不会

保护员工的利益，对于员工来说就是压制。”

类似这样对工会极度不信任的工人在我们的访谈中遇到了不少。有工人直接

坦言：“我们是帮他们打工的，他们怎么可能办个工会让我们去找事？”工会本

应是工人的组织，但为什么却得不到工人的信任，除了我们前面提到调研中发现

的那些事实外还有下面 2个原因。

3.1 基层工会干部构成

我们在调研中只完整了解到 2家工会委员的组成，从这两家工会委员的构成

来看，几乎全部都是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现列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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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美高工会委员会成员组成

姓名
14

工会内任职 公司内任职

彭 XX 工会主席 制二课课长

易 XX

李 X

副主席 增管课课长

包一课课长

陈 XX

陈 XX

女工委员 副总助理

采购部部长

杨 XX

韩 XX 等

组织委员 模具课课长

开发课课长

孪 XX

廖 XX 等

宣传委员 QE

包二课课长

表 9:爱普生工会委员会成员组成

姓名 工会内任职 公司内任职

张 XX 工会主席 效率化推进部部长

完成品技术制造部部长

张 XX 副主席 人事部部长

人才开发课课长

*其余 16 名委员中，有 6名课长，8名部长，其余 2人任职情况未能了解到。

欧姆工会在直选产生工会委员会后，有媒体报道称选出的“工会主席为一线

生产工人”，事实上欧姆工会主席在工厂内的任职为一名课长，如果真正有过工

厂工作经历的人一定不会认为课长是一名一线的生产工人。此次调研了解的两家

工会委员会的成员基本为课长和部长级的人物，同样，有过工厂工作经历的人也

一定会明白，在工厂的生产管理体制中，即使是一名基层的管理人员，他与普通

14为保护个人隐私，此处不列出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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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之间的隔阂也是很大的，更不用说课长和部长这样的中高层管理了。

在工厂的生产管理体制中，由于产量、品质、生产现场管理等原因，管理层

与普通工人之间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甚至近乎对立的关系，由于一级压一级的

原因，很多管理层在对待普通工人时都是很严苛的，如果一名管理人员同时是一

位工会委员的话，普通工人脑海中，他作为一名严苛的管理者的形象要远远多于

他作为工会委员的形象。

所以当一个工会内的委员绝大多数都是管理人员组成，由一群管理人员掌

握，而会员代表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
15
，普通的生产工人很难对这样的工

会产生信任。

3.2 基层工会与工人权益

当我们快要结束调研准备辞工离厂时，我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我们也遇到

了辞工不批、工资被克扣等平时其他工人经常遇到的问题，除了跟工厂讲法律、

去劳动局投诉外，美高厂和百泰厂的同学也分别去求助了厂内的工会，结果都没

能得到工厂工会的帮助。

百泰厂的一位同学在好不容易辞工结算工资时发现工资被克扣了一千多元，

在找过人事部仍然没有效果的情况下，同学准备去找工会主席——油压厂的厂长

——就是那个被指定要工人选的主席，身边的工人都认为我们是在开玩笑，当我

们真的找到工会主席要求工会帮助解决的时候，工会主席给的答复是“我们厂内

有厂内的规定”，这个结果并不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拨打了深圳市总工会的投

诉电话，投诉百泰厂工会主席没有起到工会主席的作用，工会不能维护工人的权

益。最终我们在多个政府部门的协调下拿到了应得的工资，后来深圳市总工会还

打电话回访，欢迎我们以后多对他们的工作提建议。

15前文已有描述会员代表根本不存在选举而是由基层管理指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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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1．工会直选改革进步意义

深圳市总工会确立的“民主选举产生、规范化运作、向职工群众负责”的

基层工会工作思路是好的，我们认为深圳市总的理念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反映了

工人的需要。以 163 家企业为试点的基层工会直选一举，在国内更是具有一定先

进性。

工会对工人及全社会的重要性已经不容置疑，我们认为工会的民主建会是

工会“回归本来面目”的必由之路，在今天中国社会面临急剧转型的时期显得尤

为重要，工会直选还只是真正民主建会的第一步，在做到工会由工人民主选举

之后，工会还要承担提升工人权益意识和团结精神、以集体力量维护工人权益

的组织角色，进而使工人能真正分享劳动成果。

2．工会直选改革的障碍

从我们所观察体验到的，现在的深圳工会直选落实状况是不理想的。但是，

当我们置身于工厂，置身于工业区，面对如此庞大的工人群体，我们知道这条路

不容易走。我们总结出工会直选面对的 4大障碍：

2．1 企业干预是工会改革的头号敌人

从几家基层工会的选举、工会干部构成来看，企业从选举的各个层面都牢

牢地控制了选举，确保工会在企业的掌握之中。尤其是在选举筹备委员会及推选

候选人这两方面，都不为工人所知。而企业的这种干预，多数都是暗箱的，而且

是欺瞒着上级工会来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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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层工会不作为

基层工会不作为，或安当一个派发福利的单位，反而不去了解工人所需，

不触及工人的权益问题，工会成了摆设，改革就无法前进。我们遇到的几家工会，

有些工会有自己的公告栏，但是我们从没看过公告栏上有关于工会会议的记录、

工作报告、财务报告等等，导致工人对工会运作一无所知，也无法建立起工人对

工会的信任。基层工会干部如何理解工会的角色和职能，对工会民主建设能否以

工人为本影响重大，这个干部队伍的建设至关重要。

2．3 工人教育不足，无法担当监督角色

这几家工厂，与欧姆厂的工人并没有什么不一样，可是我们却看到直选对

他们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欧姆厂工人从直选中工会意识成长较快，但这 5家工

厂，工人的认识，仅仅是从无到有的认知。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欧姆厂的直选过

程，市总工会协助的宣传教育较多，从选举工会干部的经历中，认知到工会与工

人的关系，工会的职能。虽然他们的运作不理想，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过程。而

这 5家工厂，工人的工会意识不强，对工会职责，以及作为工会会员的权利与义

务等等都不足，因此无法做好基层工会的监督工作。

2．4 上级工会支持和监督力度不足

我们在出厂遇到困难时，曾电话求助于市总工会，也得到了帮助解决了问题。

然而，很多工人都不知道如果不满基层工会可以找上级工会投诉。同时，我们希

望上级工会对直选工会的选举以及选举后工会是否履相关职责，进行有效的监督

和指导，调查出工会干部是不愿意办事，还是不懂得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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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社会监督欠缺

面对庞大的工人群体，及数量庞大的基层工会，要做好基层工会干部及工人

的教育，监督企业，确保直选工会可真正实现工人自主运作，也是我们整个社会

的的责任。可是，社会对于工人民主权利的关注，与工人群体的庞大，及工人群

体面对的问题的严重性，都是不成比例的。我们希望，媒体、工人、还有更多的

像我们的学生，能持续关注和支持工人，能真正建成“民主选举产生、规范化运

作、向职工群众负责”的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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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深圳市总工会的建言

我们 12 名同学经过近 1个月的一线调研后发现，即使是第一步——民主

建会，基层工会走得并不好，部分企业工会还存在很多问题，甚至与深圳市总工

会的工作思路背道而驰。

我们希望，深圳市总工会往后从实际细节入手，扎实推进基层工会的民主

建设，更好地实现深圳市总与广大劳动者的共同愿望。根据调研所得，我们对深

圳市工会直选提出以下建言：

1、希望总工会深入调查上述 5家企业工会的实际运行情况，针对该 5家

企业工会不规范的运作进行整改，并公布结果；协助 5家基层工会，与

企业进行集体协商，改正其侵害工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以维护工人权益。

2、深入基层，对工人进行工会宣传和教育，提高工人对工会的认知。

3、加大对基层工会干部的培训和支持

4、公布 163 家直选工会名单及其工会选举情况，以便社会不同群体对工

会运作进行支持和监察

5、定期公布深圳市总工会推行基层工会民主建设的工作，广泛征求社会

意见

我们来自九高校的十二名同学，将会持续关注与支持深圳市工会直选改革，

也呼吁社会持续关注。感谢在调研中，所有愿意跟我们分享的工人朋友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