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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2015 年 11 月，习近平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深改组第 18 次会议，通过了“全国总工会改革试

点方案”。工会改革的重点有两方面，一是在工作作风上，要去除总工会“机关化、行政化、贵

族化、娱乐化”的官僚气，即去“四化”；二是在身份上，要增强工会的“政治性、先进性、群

众性”，即增“三性”。 

四年多过去了，总工会改革的成效如何呢？ 

各地各级工会工作人员的官僚作风是否有所改善？工会工作人员的工人阶级感情是否有所

提升？工会当中来自工人群众的干部是否有所增加？来自工人的工会干部是否仍然紧密地联系

着工人群众？各级工会干部协调劳资关系的主动性及能力是否有所提升？ 

工会在主动协调劳资关系、避免劳资冲突方面是否有所建树？在已经发生的工人集体行动

事件中，工会是否有效地扮演了工人利益代表者角色？工会的基层组织，尤其是企业工会组织是

否趋于健全并脱离老板的控制？企业基层工会是否有能力代表工人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 

为回答上述问题，中国劳工通讯从“安全事故地图”和“工人集体行动地图”中，定期选

取一些事件，并就此致电事件发生地总工会及相关企业工会。通过这些对话，将中国工会的实际

状况呈现在工人、工会干部、工会工作人员和政府决策者面前。我们希望，一方面，鼓励各级工

会领导和工作人员，走出工会“象牙塔”，主动进入到劳资关系中去，代表企业工人通过集体谈

判争取和维护权益。另一方面，鼓励和引导各行各业的广大工人，走进各地工会这座并不神秘的

“象牙塔”里，积极参与到工会改革中来。同时令政府决策者更加了解工会的重要性，及工会改

革所需的空间。 

简单说，我们希望防止这次工会改革，再次沦为假改革。 

 

二零二零年八月（第十二期） 

工会监督安全生产 

中国一向有采取措施来保护职工生命安全，出台了相应的法律和规定，特别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其中第七条规定：“工会依法组织职工参加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民主管理和

民主监督，维护职工在安全生产方面的合法权益”；第五十二条规定：“工会…发现危及从业人员

生命安全的情况时，有权向生产经营单位建议组织从业人员撤离危险场所，生产经营单位必须立

即作出处理。工会有权依法参加事故调查，向有关部门提出处理意见，并要求追究有关人员的责

任。” 

2020 年 4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安全生产摆到重要位置，强调“层层

压实责任，狠抓整改落实，强化风险防控，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同一个会议上，李克强指出将全面开展《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 

http://gkml.samr.gov.cn/nsjg/tzsbj/201902/t20190219_290623.html
http://gkml.samr.gov.cn/nsjg/tzsbj/201902/t20190219_2906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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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安全事故频发，工会应当依法进行监督，工会完全大有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八条）这三部法律，明确规定了工会在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中的“职责” 

“权利”和“义务”。为了维护职工的合法劳动权益，法律赋予了工会对企业安全生产进行监督

的权利，工会行使安全生产工作的监督权利，才能履行保护职工劳动安全的义务。既然监督企业

安全生产是工会的一项职责，那么，履责就是强制性的。如果工会不履行监督责任，无论有没有

发生事故，工会都应该因为没有履责而被问责。就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向企业提出“要求”“建

议”和“意见”，则是工会的权利。企业可以选择接受或不接受工会提出的这些“要求”、“建议”、

意见“。工会提出相应的“要求”“建议”和“意见”，才履行了安全生产的监督责任。 

本期，我们重点关注各地方总工会如何落实工会安全生产监督责任。具体而言，工会在安全

事故预防、监督和事后处理当中是否有发挥作用，上级工会是否能够追究未履责的基层工会责任，

是否能够对工会干部和工会主席及时问责，是否能够发动工会会员在工作现场监督安全生产。为

此，我们从“安全生产地图”中选取了八起事故案例，就这八个事件我们联系到所在地的地方总

工会。 

 

一、安全事故中，工会在哪里？ 

工会改革去“四化”（即去除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所针对的是各级工会领导

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官僚作风和态度问题。换句话说，工会改革去“四化”，就是要提高各级工会

日常工作的效率。 

工会改革增“三性”（即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所针对的是各级工会领导干部和工

作人员对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感情淡漠、不具备代表工人利益进行谈判的能力以及脱离工人群众

等问题。换句话说，工会改革增“三性”，就是要使全体工会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在政治上，

必须全面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工人阶级的阶级情感；在能力上，能够代表工人通过与

企业雇主集体谈判争取和改善权益；在合法性上，各级工会领导干部既要从工人群众中来，又要

永远不脱离工人群众。 

 

八个安全生产事故当中，地方总工会工会改革的状况如何呢？ 

1 四川会东桥梁工地塔吊倒塌 

2 安徽宣城在建工地塔吊倒塌 

3 湖南长沙在建工地塔吊倒塌 

4 杭州富阳在建工地塔吊倒塌 

5 广东龙川工地坍塌八死一伤 

6 云南墨江水电站爆炸六死五伤 

7 安徽灵璧三名工人井下死亡 

8 湖南双峰县物流站火灾七人死亡 

https://www.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4%BA%8C%E6%9C%9F-%E7%AC%AC18%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5%9B%9B%E5%B7%9D%E4%BC%9A%E4%B8%9C%E6%A1%A5%E6%A2%81%E5%B7%A5%E5%9C%B0%E5%A1%94%E5%90%8A%E5%80%92%E5%A1%8C
https://www.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4%BA%8C%E6%9C%9F-%E7%AC%AC28%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5%AE%89%E5%BE%BD%E5%AE%A3%E5%9F%8E%E5%9C%A8%E5%BB%BA%E5%B7%A5%E5%9C%B0%E5%A1%94%E5%90%8A%E5%80%92%E5%A1%8C
https://www.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4%BA%8C%E6%9C%9F-%E7%AC%AC38%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6%B9%96%E5%8D%97%E9%95%BF%E6%B2%99%E5%9C%A8%E5%BB%BA%E5%B7%A5%E5%9C%B0%E5%A1%94%E5%90%8A%E5%80%92%E5%A1%8C
https://www.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4%BA%8C%E6%9C%9F-%E7%AC%AC48%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6%9D%AD%E5%B7%9E%E5%AF%8C%E9%98%B3%E5%9C%A8%E5%BB%BA%E5%B7%A5%E5%9C%B0%E5%A1%94%E5%90%8A%E5%80%92%E5%A1%8C
https://www.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4%BA%8C%E6%9C%9F-%E7%AC%AC58%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5%B9%BF%E4%B8%9C%E9%BE%99%E5%B7%9D%E5%B7%A5%E5%9C%B0%E5%9D%8D%E5%A1%8C%E5%85%AB%E6%AD%BB%E4%B8%80%E4%BC%A4
https://www.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4%BA%8C%E6%9C%9F-%E7%AC%AC68%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4%BA%91%E5%8D%97%E5%A2%A8%E6%B1%9F%E6%B0%B4%E7%94%B5%E7%AB%99%E7%88%86%E7%82%B8%E5%85%AD%E6%AD%BB%E4%BA%94%E4%BC%A4
https://www.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4%BA%8C%E6%9C%9F-%E7%AC%AC78%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5%AE%89%E5%BE%BD%E7%81%B5%E7%92%A7%E4%B8%89%E5%90%8D%E5%B7%A5%E4%BA%BA%E4%BA%95%E4%B8%8B%E6%AD%BB%E4%BA%A1
https://www.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4%BA%8C%E6%9C%9F-%E7%AC%AC88%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6%B9%96%E5%8D%97%E5%8F%8C%E5%B3%B0%E7%89%A9%E6%B5%81%E7%AB%99%E7%81%AB%E7%81%BE%E4%B8%83%E4%BA%BA%E6%AD%BB%E4%BA%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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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会改革 

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娱乐化：没有发现。 

贵族化：大部分工会工作人员态度诚恳，贵族化改善良好。 

机关化：大部分工会工作人员机关化改善良好。 

行政化：大部分地方的总工会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安全生产事故有所了解。部分工会工作者

表示，工会有参与安全事故的调查和处理。部分工会认真履行工会监督安全生产的责任，这些工

会主动介入安全生产事故处理、监督企业落实安全生产，是一大进步。 

 

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 

各级工会去“四化”，可以改善工会工作人员的效率，但不能建立工会的身份。而工会的身

份，则体现在工作人员的政治性（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人阶级情感）、群众性（来自工

人群众，不脱离工人群众，永远把自己当成工人的一员）、先进性（有能力代表工人争取利益最

大化）。 

大部分地方工会工作人员的谈话中，仍然感受不到他们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值得一提的是，普洱市总工会在增强先进性方面走在了全国工会的前列。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联会工作人员在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方面走在了全国工会的前列。

工作人员小曹对工人状况有真诚了解，对工会职能有深厚认识，也有意愿和行动代表工人，并维

护工人的权益。 

安徽省灵璧县总工会在增强政治性、先进性方面走在了全国工会的前列。看起来，灵璧县总

工会的工会改革进展不错，下一步应该考虑的是，如何通过建立工会对安全生产进行问责的制度

性机制，预防和阻止安全事故的再度发生，也为工会改革探索出一条可复制推广的经验之道。 

 

三、观察与印象 

⚫ 部分地方工会仍将工会定位于宣传角色，以宣传部门的工作方式监督企业落实安全生

产，徒有形式而无实质内容。 

⚫ 有些地方工会既不了解本地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也不参与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工

会在预防安全生产方面存在严重失职，在事故发生之后依然无所作为。 

⚫ 部分地方工会虽然参与了安全生产事故调查，但强调工会只是应政府要求参与，只能

辅助参与。有些地方政府部门——特别是应急管理局和住建部门，成为安全生产的主

体单位，而工会则顺理成章地逃避了监督安全生产的责任与问责。 

⚫ 更有部分工会，认为安全生产完全是企业的责任。工会既不参与安全生产培训，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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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监管企业落实。这些工会对于安全生产体现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工作态度，

工会监督安全生产严重失职。 

⚫ 部分工会工作人员虽然有心履行工会监督安全生产的责任，但认为体制束缚了工会的

能力。这些工会对于工会身份角色存在误解，抱怨法律仍然不够完善、工会没有执法

权，因而工会难以对未能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的地方工会和工会主席们进行问责。 

⚫ 属地管理成为工会不作为的挡箭牌。部分地方强调从调查安全事故、到组织工人加入

工会，都需要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结果是工会就算知道了发生了安全事故、也知道

涉事企业的工人未加入工会，却可以躲在属地管理的招牌下不作为。 

⚫ 部分地方工会的工作人员仍然以从事保密工作的心态回应外界对于工会履责的质询，

理直气壮地拒绝接受问责和监督。 

⚫ 大部分地方工会仍然未能主动监督安全生产，工会未能调动一线职工和基层工会作为

工作现场的第一监督人。也因此，工作场所仍然未能消除安全生产隐患，安全事故频

繁发生，安全生产监督难以有效落实。 

⚫ 各地地方工会几乎都没有组建起行业工会。大量行业工人仍然被排斥在工会组织的保

护之外，他们难以获得诸如安全生产培训、工伤意外保险、工会代表维权的多重保障。 

⚫ 部分工会宣传“八大群体入会”、建筑企业建会，但结果是令组织入会成为了形式工程

和给上级交差的量化指标。流动的建筑工人、中小企业的物流工人等各行各业的工人

仍然游离在工会组织之外。 

⚫ 几乎所有发生安全事故的企业工会都未能履行安全生产监督责任，但这些工会均没有

在事故发生之后被问责追究。 

⚫ 从企业工会到地方工会的各级工会干部本应落实工会监督安全生产的责任，但他们均

没有履责，也没有因此受到问责追究。 

 

虽然工会强调安全生产重于泰山、预防安全事故重要，但实际工作中，工会的安全生产培训

流于形式，工会履行安全生产监督责任的效果很差。在各地发生的安全事故当中，履责不力的各

级工会和工会干部也都没有被追责。工会缺位，各地仍然频繁发生安全事故悲剧，却始终没有建

立起制度性的工会问责机制，来预防和阻止安全生产事故继续发生。 

 

值得称赞的是： 

广东河源市总工会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的维权部门有参与调查工地安全事故。 

湖南娄底双峰县总工会在物流门店火灾事故之后，引以为鉴，参与到应急局等单位组织的消

防安全大检查、大排查中去，通过排查发现了一些安全隐患和培训不到位。 

云南普洱市墨江县发生六死五伤的水电站安全事故之后，普洱市总工会派出工会副主席，全

程参与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普洱市总工会的工作人员也认同，工会应该履行安全生产监督责任。 

灵璧县总工会经济部的工作人员对于工会职责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就安全生产监督方面，工

作人员强调工会可落实“建议权、监督权、检查权”。灵璧县总工会工作人员认同，基层工会对

于安全事故的发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此外，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岳麓区建筑行业工联会工作人员小曹对工会的职能有非常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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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对建筑工人的生存状况有真诚的同情与把握，工会日常也努力通过提供服务来为工人们

解决基本问题。建筑行业工联会对于安全生产方面也很重视。 

 

四、工会的行动能力与行动意愿 

就各地发生的多起安全生产事故，各地工会没有对工会会员进行有效的安全生产培训，无法

预防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工会监督工作场所安全生产的行动能力存疑。 

不过，有部分工会通过主动行动体现了工会的行动能力和行动意愿。例如，在发生一起井下

作业三人死亡事故之后，安徽省灵璧县总工会主动向应急管理局申请，希望参与事故调查和善后

处理。 

此外，部分工会在我们的建议之下，均体现出一定的行动意愿。 

普洱市总工会劳动经济部负责人虽然没有想过相关工会和工会人员如未对安全生产监督履

责也应该被追责，但认同工会工作可以考虑这个方面，并表示会和领导探讨。针对发动普通的工

人加入工会，并让工人从一线生产场所去监督安全生产的建议，负责人也赞同并会跟领导汇报，

“看看能不能提出一些积极的措施”。 

灵璧县总工会经济部的工作人员也认同，工会对于安全生产意外的发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

任。如果基层工会和工会干部履责不利，是可以考虑对他们进行追究责任。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联会多年来以项目建会为原则组织工人入会，但一直无法解决会籍存续

和会籍跨区转移的问题。我们建议，行业工会可以转化思路，在项目工地组建工会之余，能够改

为以工人为基础，组织工人个人入会，将会员的资格、会员的身份、会员的会籍给锁住。工会工

作者虽然不太认同，但表示工会会一直探索难以解决的这些问题，希望未来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令人遗憾的是， 

1 扶贫成为了部分地方工会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四川省凉山州总工会和会东县总工会都有

工会工作者们下乡扶贫。工会扶贫可能能缓和贫困问题，却加剧了工人权益被侵害、安全事故频

繁爆发，也令工会更加脱离工人群众。 

2 尽管我们一再建议安徽省宣城市总工会应考虑工会如何落实安全生产监督责任，工会应

该尽快组织未能入会的建筑工人加入工会，我们也就此向工会提出一些具体的操作建议，但宣城

市经济保障部的工作人员始终不为所动。 

 

五、对工会改革的建议 

建议中华全国总工会： 

1 要求各地工会将工会安全生产监督履责作为事故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发生事故之后，工

会应该第一时间到事故现场和工人中间进行调查，各级工会应该对与事故相关的工会负责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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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工作人员进行追责。 

2 总工会在各省成立建筑业行业工会、水电行业工人工会、物流行业工人工会等行业工会，

由工会代表会员，通过集体谈判，确保省内所有行业雇主必须先与工人签订覆盖行业工人、解决

劳资纠纷、涵盖安全生产培训的集体合同，以及为工人登记缴纳工伤保险，工人才能开工。 

3 建议各省总工会停止由企业雇主启动建会、工人被动入会的做法，由总工会进入各大行

业，组织动员工人个人直接入会。通过打造能令会籍存续、会籍流动的身份认证系统，方便工人

一次入会、终身成为工会会员。 

 

建议各省建筑业行业工会、水电行业工会、物流行业工会： 

探索和完善建立行业工会的方法路径，根据行业用工特色，发展合适的入会形式，目标是方

便行业的集体谈判，解决各行业缺乏劳动合同、缺乏社保、常年存在劳资争议、工人很少加入和

留在工会的老问题。同时，由行业工会代表会员，落实安全生产培训，确保企业为工人登记缴纳

工伤保险，并通过年度集体谈判确保所有行业工人受到劳动合同的保障。 

 

建议各地地方总工会： 

1 工会应该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责任，借鉴各地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平时做好安全生产

培训，调动基层工会和一线职工的安全生产监督意识，监督一线工作场所的安全生产状况，预防

工作场所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在事故发生之后，工会应该尽快展开调查，代表和维护职工权益。 

2 工会应该对地方工会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责任的情况进行问责考核，如果地方工会不

履责，应有问责的机制。对于履责不力的基层工会，地方工会要坚决追究其责任；对于相关工会

的工作人员、工会主席，应及时进行追责。 

 

建议各地政府： 

不要再安排扶贫工作给当地工会，务必令工会工作尽快回到组织工人加入入会、代表工人集

体谈判、监督企业安全生产等主业上来。 

 

建议各地工人： 

1 工人应该找当地工会申请加入工会，得到工会会员身份的保障。 

2 在权益受损的时候，工人应该第一时间去找工会，要求工会代表工人和维护工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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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第十二期 

第 1/8 个案例：四川会东桥梁工地塔吊倒塌 

一、安全事故中，工会在哪里？ 

安全事故： 2020 年 5 月 14日

下午，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

县大崇镇一在建桥梁工地塔吊施

工作业时发生折断倒塌事故，有人

员伤亡。 

地点：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 

行业：建筑业 

公司名称：中交路建 

企业性质：国有企业 

事故类型：结构事故/机械事

故 

 

致电详情： 

我们致电给二个地方总工会 

— 凉山州总工会（组织部、权益保障部、基层工作部） 

— 会东县总工会（办公室、权益保障部） 

 

地方总工会对安全事故的参与： 

 

https://www.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4%BA%8C%E6%9C%9F-%E7%AC%AC18%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5%9B%9B%E5%B7%9D%E4%BC%9A%E4%B8%9C%E6%A1%A5%E6%A2%81%E5%B7%A5%E5%9C%B0%E5%A1%94%E5%90%8A%E5%80%92%E5%A1%8C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2&startDate=2020-05&endDate=2020-05&eventId=2020051811340018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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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联系到四川凉山州总工会的组织部、权益保障部、基层工作部，会东县总工会的办公室

和权益保障部，工作人员均接听了电话，工作态度不错，贵族化改善良好。 

凉山州总工会组织部的工作人员不了解这起发生在本地的安全生产事故，建议我们联系权

益保障部了解情况。权益保障部的工作人员表示，官方渠道没有这个事故的消息，工会没有参与。

工作人员同时提出，由于三人以上的伤亡才归州工会管，该事故有可能只是县级工会在参与，并

提供了会东县总工会的联系方式。基层工作部的工作人员同样没有听说过此事，也不了解事故所

在地的工人有没有加入工会。工会目前只有她一个人，其他负责组建工会的同事整个星期全都下

乡扶贫去了。 

会东县总工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不清楚这起发生在本地的安全生产事故，建议我们联系具

体的经办人，也就是权益保障部，来了解情况。权益保障部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具体负责这

一块的工作人员下乡去联系贫困村了，其他工会同事都不了解情况。 

凉山州总工会和会东县总工会的行政化仍然严重。 

 

增“三性”方面： 

从凉山州总工会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我们没有感受到对工人的阶级感情（欠缺政治性），没

有感受到工作人员对工人实际工作生活状况的了解（欠缺群众性），没有感受到工会工作人员有

能力和意愿代表工人通过谈判维护和争取权利（欠缺先进性）。 

从会东县总工会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我们没有感受到对工人的阶级感情（欠缺政治性），没

有感受到工作人员对工人实际工作生活状况的了解（欠缺群众性），没有感受到工会工作人员有

能力和意愿代表工人通过谈判维护和争取权利（欠缺先进性）。 

 

观察和印象： 

对于发生在本地的在建工地塔吊倒塌意外事故，凉山州总工会和会东县总工会尚未参与事

故调查和善后处理。 

令人遗憾的是，扶贫成为了工会工作者的主要任务。从凉山州总工会到会东县总工会，各级

工会部门都有工会工作者们下乡扶贫。在四川省这样的地方，工会本身的人员配置就少，主要的

干部还经常要下乡扶贫。凉山州工会基层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表示，今年要完成脱贫任务重，工会

工作者都得去帮扶村，一去数个星期，而留守工会的是刚调来部门的工作人员，对于具体工会事

务并不清楚。扶贫成为了地方工会的主要任务，这令工会无法从事组建工会、集体谈判、监督安

全生产等主业工作，工会扶贫也许能缓和贫困问题，却加剧了工人权益被侵害、安全事故频繁爆

发的问题，也令工会更加脱离工人群众。  

工会不仅在事故发生之后无所作为，对于预防安全生产方面更存在严重失职，这主要源于工

会对于自身的身份和职能存在错误认知。凉山州总工会虽然会因应急管理局的邀请，时不时参与

安全生产事故调查。但工会强调，调查处理也需要应政府要求才行，“调查事故是由应急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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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我们参与的，我们就过去”，工会安于辅助角色，缺乏主动行动。凉山州总工会更进一步指

出，“安全责任是企业是主责，我们工会只是宣传政策”。实际上，安全生产重在预防，一方面要

靠生产经营单位对其安全生产工作负责，另一方面，更要靠工会履行安全生产监督责任，两者不

可或缺。凉山州工会对此职能却认识不清。 

凉山州总工会仍将自己定位于宣传角色，以宣传工作的方式监督安全生产，徒有形式而无实

质内容。工会改革已经快五年了，但地方总工会仍然没有改掉身份认同的误区，工会仍然抱着宣

传工作者的身份不放，带着宣传的心态面对劳资利益冲突爆发、企业安全事故频繁。工会作为工

人利益的代表者和工人的组织者，应该淡出宣传角色，积极参与到组织工人入会、发起集体谈判、

落实工作场所安全生产监督这些工会职能中去。 

属地管理似乎成了工会不作为的挡箭牌。凉山州总工会权益保障部的工作人员表示，从调查

安全事故、到组织工人加入工会，工会都需要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行事。发生安全事故之后，需

要按照人员伤亡来划分权限等级，“分县、州、省三级调查”，只有三人以上伤亡事故才会到州工

会一级。工人也不可以直接加入凉山州工会。凉山州总工会只是管辖下面的很多工会，“州总工

会是行政主管部门嘛，我们只有机关工会”。属地管理原本是希望工人能够找到最近的工会组织，

加入工会、由工会代表工人维护合法权益，但现实中，工会通过属地管理把工人推开在工会大门

之外。工会组织的主观能动性也一并丧失。 

此外，凉山州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对外界的询问也有些敏感，在应对对工会履责的问询时，工

作人员虽然提供了一定的答复，但进一步的谈话之后就要求我们联系宣传部门，如果宣传部门同

意才再回答问题，最后挂断了电话。这种敏感的工作心态对于工会改革的负面影响非常严重，令

工会工作人员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接受问责和监督。 

三、工会改革建议 

1 建议凉山州工人，应该主动找工会，一是有事找工会求助，二是进场开工前找当地工会申

请加入工会，得到工会会员的保障，监督工会依法履行安全生产方面的监督责任。 

2 建议凉山州政府，不要再安排扶贫工作给当地工会，务必令工会工作尽快回到组织工人

加入入会、代表工人集体谈判、监督企业安全生产等主业上来。 

3 建议凉山州总工会，应要求地方工会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责任，如果不履责应有问责的

机制。事故发生之后，工会应了解各级工会履行安全生产监督责任的状况，并将之作为事故调查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履责不力的基层工会，上级工会要及时进行问责，对于相关工会的工作人

员、工会主席应进行追责。同时，工会应以安全生产事故为借鉴，要求各级工会发动工会会员，

监督一线工作场所的安全生产状况。 

4 建议凉山州总工会，成立建筑业行业工会。由行业工会代表会员，落实安全生产培训，确

保企业为工人登记缴纳工伤保险，并通过年度集体谈判确保市内所有建筑工人受到劳动合同的

保障。 

5 2018年 10月 29日习近平同全总新一届领导班子讲话时强调，要加强对工会干部的教育、

管理、监督。建议河源市总工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应该秉持接受监督的态度，对所有涉及工会作为

的询问都应该尽量作答。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5%BB%BA%E7%AD%91%E8%A1%8C%E4%B8%9A%E5%B7%A5%E4%BC%9A%E5%BD%92%E4%BD%8D_190121_final.pdf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10/29/c_11236310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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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解读仅代表 CLB 的立场，欢迎点击链接就访谈文字稿作出不同解读。） 

  

https://www.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6%87%E5%AD%97%E7%A8%BF1_8%E5%9B%9B%E5%B7%9D%E5%87%89%E5%B1%B1%E5%B7%9E%E6%A1%A5%E6%A2%81%E5%B7%A5%E5%9C%B0%E5%A1%94%E5%90%8A%E5%80%92%E5%A1%8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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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第十二期 

     第 2/8 个案例：安徽宣城在建工地塔吊倒塌 

一、安全事故中，工会在哪里？ 

安全事故： 2020 年 5 月 18 日，位

于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境内的一个在建

工地发生一起塔吊倒塌事故。该项目名为

“金达花园三期”，据了解是一个安置房

住宅项目，建设单位为宣城经济技术开发

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事故发生在下午一

点多钟，当时工地现场一个塔吊突然倒

塌，有工人受伤被送到了医院。 

地点：安徽省宣城市 

行业：建筑业 

公司名称：安徽敬亭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民营企业 

事故类型：高处坠落/结构事故 

 

致电详情： 

我们致电给一个地方总工会 

——宣城市总工会（经济保障部） 

 

地方总工会对安全事故的参与： 

 

https://www.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4%BA%8C%E6%9C%9F-%E7%AC%AC28%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5%AE%89%E5%BE%BD%E5%AE%A3%E5%9F%8E%E5%9C%A8%E5%BB%BA%E5%B7%A5%E5%9C%B0%E5%A1%94%E5%90%8A%E5%80%92%E5%A1%8C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2&startDate=2020-05&endDate=2020-05&eventId=2020051918170609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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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联系到宣城市总工会经济保障部，工作人员接听了电话，工作态度不错，贵族化改善良

好。 

宣城市总工会经济保障部的工作人员听说过这起发生在本地的安全生产事故，强调工会有

参与事故调查。不过，工作人员强调，目前事故调查的原因还需要保密。 

宣城市总工会的行政化仍然严重。 

 

增“三性”方面： 

从宣城市总工会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我们没有感受到对工人的阶级感情（欠缺政治性），没

有感受到工作人员对工人实际工作生活状况的了解（欠缺群众性），没有感受到工会工作人员有

能力和意愿代表工人通过谈判维护和争取权利（欠缺先进性）。 

 

观察和印象： 

对于宣城市这起造成人员的安全生产事故，宣城市总工会表示工会有参与事故调查。不过调

查结果仍未出来之前，工会不能讲是因为什么原因。 

宣城市总工会在预防安全生产方面存在严重失职，在事故发生之后依然无所作为。宣城市总

工会经济保障部的工作人员对于安全生产体现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工作态度。带着这种工作

态度，工会既不会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责任，也不会对企业工会和地方工会培训和落实安全生

产监督的履责情况进行监督。安全生产重在预防，一方面要靠生产经营单位对其安全生产工作负

责，另一方面，更要靠工会履行安全生产监督责任，两者不可或缺。然而，宣城市总工会却坦承

工会完全没有开展任何安全生产培训。工会认为安全生产的责任全部都在企业，“他属于哪个企

业，等于就是那个企业负责。”而监管则由住建部门来负责，“建筑工地他那儿有行业监管”。工

会将原本属于份内事务的安全生产监督责任推开，结果是，工会和会员未能监督工作场所的安全

生产隐患，工地安全事故始终频繁发生。 

工会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建会指标任务——如“八大群体入会”而宣传企业建会和工人入会，

结果却令组织建会成为了形式工程，甚至阻止了真正有需求的工人加入工会。面对刚刚发生了安

全事故的建筑企业，宣城市总工会既不清楚涉事企业是否有成立工会，也不清楚工地上的工人有

无加入工会。但当我们提议工会正应该此时前去建筑工地组织工人加入工会时，工作人员却表示，

当前工会的建会工作是以发展八大群体入会为主，“入会，现在等于是八大群体，那个快递员啊

什么的，现在主要发展那个”。结果，真正有需求又未能入会的建筑工人仍然被排斥在工会组织

之外。 

工会仍然沿用依靠企业建会的原则，发展工人会员变成了要企业申请建工会。宣城市总工会

强调，“你跟下面的工人讲那个是没用的，你要老板同意建立工会那才可以的。你那个单位，如

果老板不同意了，你要怎么建立工会呢？”工会本应是工人的组织，工会应该代表和维护工人的

权益。但在地方工会操作当中，组织建会需要企业同意才能建会。这种做法本末倒置，绕过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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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将工人推开，违背了组织工人加入工会的初心。而依靠企业同意才建立起来的工会，既没有

工人的参与与支持，也不了解工人的需求，即便成立了工会，工会也跟工人无关。 

遗憾的是，尽管我们一再建议，宣城市总工会应考虑工会如何落实安全生产监督责任，工会

应该尽快组织未能入会的建筑工人加入工会，我们也就此向工会提出一些具体的操作建议，但宣

城市经济保障部的工作人员不为所动，并以有其他工作要忙而结束了谈话。 

三、工会改革建议 

1 建议宣城市工人，应该主动找工会，一是有事找工会求助，二是进场开工前找当地工会申

请加入工会，得到工会会员的保障，监督工会依法履行安全生产方面的监督责任。 

2 建议安徽省总工会，应监督地方工会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对于未能履责、安全事故

频发的各级工会和工会干部要进行追责。 

3 建议安徽省总工会，停止由建筑企业雇主启动建会、工人被动入会的做法，由总工会进

入工地组织动员建筑工人个人直接入会。 

4 建议安徽省总工会，应立即成立建筑业行业工会，由工会代表会员（工人），通过集体谈

判，确保省内所有工地，雇主必须先与建筑工人签订劳动合同，以及为工人登记缴纳工伤保险，

工人才能进入工地开工。 

  

（以上分析解读仅代表 CLB 的立场，欢迎点击链接就访谈文字稿作出不同解读。）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5%BB%BA%E7%AD%91%E8%A1%8C%E4%B8%9A%E5%B7%A5%E4%BC%9A%E5%BD%92%E4%BD%8D_190121_final.pdf
https://www.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6%87%E5%AD%97%E7%A8%BF2_8%E5%AE%89%E5%BE%BD%E5%AE%A3%E5%9F%8E%E5%9C%A8%E5%BB%BA%E5%B7%A5%E5%9C%B0%E5%A1%94%E5%90%8A%E5%80%92%E5%A1%8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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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第十二期 

      第 3/8 个案例：湖南长沙在建工地塔吊倒塌 

一、安全事故中，工会在哪里？ 

安全事故：2020 年 5 月 21 日上

午，湖南长沙梅溪湖一在建工地塔吊

施工作业时发生折断倒塌事故。据网

友称，该塔吊是在拆除爬架的过程中

塔机标准节断裂发生倒塌事故，具体

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地点： 湖南省长沙市 

行业：建筑业 

企业性质：未知 

事故类型：高处坠落/结构事故 

  

 

致电详情： 

我们致电给二个地方总工会 

——长岳麓区总工会（窗口） 

——长沙市岳麓区建筑行业工联会（办公室） 

 

地方总工会对安全事故的参与： 

 

 

https://www.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4%BA%8C%E6%9C%9F-%E7%AC%AC38%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6%B9%96%E5%8D%97%E9%95%BF%E6%B2%99%E5%9C%A8%E5%BB%BA%E5%B7%A5%E5%9C%B0%E5%A1%94%E5%90%8A%E5%80%92%E5%A1%8C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2&startDate=2020-05&endDate=2020-05&eventId=202005281104502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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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联系到长沙市岳麓区总工会服务窗口，长沙市岳麓区总工会建筑行业工联会，工作人

员均接听了电话，工作态度不错，贵族化改善良好。 

岳麓区总工会服务窗口的工作人员没有听说过这起发生在本地的安全生产事故。工作人员

提供了工会办公室的电话，建议我们找办公室了解情况，也提供了建筑行业工会联合会的电话。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联会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听说过这起发生在本地的安全生产事故。不过，

工作人员表示，因为在建项目归工会另一个部门管，建议可以向质安站查询。 

岳麓区总工会和岳麓区建筑行业工联会的行政化和机关化改善良好。 

 

增“三性”方面： 

从岳麓区建筑行业工联会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我们感受到对工人的阶级感情（体现了一定的

政治性），感受到工作人员对工人实际工作生活状况的了解（体现了一定的群众性），感受到工会

工作人员有能力和意愿代表工人通过谈判维护和争取权利（体现了一定的先进性）。 

 

观察和印象： 

对于这起工地塔吊倒塌造成的安全生产事故，岳麓区总工会服务窗口和岳麓区建筑行业工

联会办公室都不了解情况，不清楚工会有没有参与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岳麓区建筑行业工联会工作人员小曹对工会的职能有非常深厚的理解，

对建筑工人的生存状况有真诚的同情与把握，工会日常也努力通过提供服务来为工人们解决基

本问题。岳麓区建筑行业工联会从 2011 年开始就推动区内项目工地建立工会，受到工人日报的

表彰，“项目工会像磁铁，有吸引力”；到 2020 年时，工作人员小曹指建会工作并不是虚的，区

内项目工地都建立了工会，“基本上我们目前没有说碰到不愿意组建的，没有碰到过”，可以说做

到了哪里有工地，哪里就有工会。此外，工作人员小曹很了解建筑工人常面临的问题，“一个是

工资，然后一个是他们住宿的条件，一个是他们生产条件的一个安全性，然后一些职业病的防治，

这都是最基本的东西。”而工会工作者也致力于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 

    值得赞扬的是，建筑行业工联会对于安全生产方面也很重视。工作人员介绍，工会平时对安

全生产会有一些统总的基本培训，而每一个工地都需要在上岗前对工人进行单独特别的安全培

训。工会认为这样的安全培训是“三级教育，就是企业对项目，项目对班组，班组对民工”，而

且“安全无小事，不能想着减少”。 

    岳麓区建筑行业工联会组建工会的方法仍然是建筑企业建会、工人自愿入会，同时也没有细

分不同工种的行业工会。在岳麓区，建筑企业成立项目工会，首先需要企业申报，符合条件就可

以成立工会小组；而当项目完结之后，工会也就可以撤销。虽然岳麓区工会多年来成功推动了项

目工会的成立，并试图将经验推广到全国；但这一操作遗留的多个问题至今无法解决：第一，岳

麓区成立项目工会也需要住建部门等行政部门的支持，“我们管理这些民工也好，管理项目也好，

我们是依托于住建局的，因为他们是对项目有这个管理权，对企业有管理权”。然而，小曹也很

http://media.workercn.cn/sites/media/hngrb/2015_09/16/GR02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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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如果其他地方的工会没有外力可以借用，工会很难单独成功发力；第二，跨区和跨省的建

筑企业无法被区一级成立的工联会覆盖到，“我们管不到，所以我们就不能强制的要求他们设置

项目工会。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行政权的” 。第三，项目工会总会完结，届时建筑工人的会籍存

续是个大问题。即便一部分工人转移到有工会的企业去了，“转移的这个方面的问题还在那里。

我们还在那里寻求一种解决的方式。因为像有些这些会员籍，他不是说有一个什么全国联通的这

样子”。这些年来，工会也一直无法解决省外/区外转移会籍的问题。虽然已经探索多年，但区与

区之间、省与省之间仍然无法建立一套统一的系统，也就难以实现工人加入一次工会、会籍终身

有效。 

归根结底，这些问题主要出在所成立的项目工会是以企业单位建会为原则，而非工人个人入

会为基础。项目是短暂的，而工人才是长久的。工人只有一次性会籍是不够的，工人愿意延续会

籍甚至终身加入工会，方能令工会长存。当前，虽然建筑行业工联会力行多年的项目工会也能替

工人提供服务、也保障了在项目工作的工人权益，但这始终不是长久之计。以项目工会为基本操

作会导致，当项目完结、工人流动到其他企业或工地，原本的项目工会也就瓦解。工人不会带着

会籍走，一部分的工会会员因此流失，而另一部分工会会员就算转移到了有工会的企业，不一定

会办理转移会籍的手续。我们建议，行业工会可以转化思路，在项目工地组建工会之余，能够改

为以工人为基础，组织工人个人入会，将会员的资格、会员的身份、会员的会籍给锁住。当工人

带着流动的会籍，从一个工地流动到另一个工地，项目工会就不会仅仅是一次性的存在，只要工

地工人有会籍，工地工会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延续。 

 

三、工会改革建议 

1 建议岳麓区工人，应该主动找工会，一是有事找工会求助，二是进场开工前找当地工会申

请加入工会，得到工会会员的保障，监督工会依法履行安全生产方面的监督责任。 

2 建议岳麓区建筑行业工联会，尽早将工会安全生产监督履责作为事故调查的重要组成部

分，到事故现场和工人中间进行调查，对与事故相关的工会负责人和工会工作人员进行追责。 

3 建议岳麓区建筑行业工联会，停止由建筑企业雇主启动建会、工人被动入会的做法，应

由工会工作人员进入工地组织动员建筑工人个人直接以个人身份加入产业工会。探索一次入会、

终身会籍，实现建会以工人为基础而非项目为单位。 

 

（以上分析解读仅代表 CLB 的立场，欢迎点击链接就访谈文字稿作出不同解读。） 

 

 

 

  

https://www.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6%87%E5%AD%97%E7%A8%BF3_8%E6%B9%96%E5%8D%97%E9%95%BF%E6%B2%99%E5%9C%A8%E5%BB%BA%E5%B7%A5%E5%9C%B0%E5%A1%94%E5%90%8A%E5%80%92%E5%A1%8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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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第十二期 

      第 4/8 个案例：杭州富阳在建工地塔吊倒塌 

一、安全事故中，工会在哪里？ 

安全事故： 2020 年 5 月 21 日下午富阳

高桥附近一在建工地塔吊施工作业时塔机标

准节断裂发生倒塌事故，具体事故原因还在调

查中。 

地点：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行业：建筑业 

企业性质：未知 

事故类型：高处坠落/结构事故 

 

致电详情： 

我们致电给一个地方总工会 

——富阳区总工会（经济服务部） 

 

 

地方总工会对安全事故的参与： 

 

 

https://www.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4%BA%8C%E6%9C%9F-%E7%AC%AC48%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6%9D%AD%E5%B7%9E%E5%AF%8C%E9%98%B3%E5%9C%A8%E5%BB%BA%E5%B7%A5%E5%9C%B0%E5%A1%94%E5%90%8A%E5%80%92%E5%A1%8C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2&startDate=2020-05&endDate=2020-05&eventId=202005281112345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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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联系到富阳区总工会，经济服务部的工作人员接听了电话，工作态度不错，贵族化改善

良好。 

富阳区总工会经济部的工作人员没有听说过这起发生在本地的安全生产事故。工作人员表

示，“我们有一个事故调查群嘛，他如果出事的话，群里面都会发通知，让我们去调查的”。但这

起事件目前并没有邀请工会参与调查。经济部部长也表示，富阳区很多事故工会都有参与调查，

这一起还需要查询过后才能了解情况。 

富阳区总工会的机关化、行政化改善良好。 

 

增“三性”方面： 

从富阳区总工会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我们没有感受到对工人的阶级感情（欠缺政治性），没

有感受到工作人员对工人实际工作生活状况的了解（欠缺群众性），没有感受到工会工作人员有

能力和意愿代表工人通过谈判维护和争取权利（欠缺先进性）。 

 

观察和印象： 

对于发生在本地的在建工地塔吊倒塌意外事故，富阳区总工会尚未参与事故调查和善后处

理。 

富阳区总工会还没有意识到工会应该依法监督企业安全生产。工会对于自身职能存在认知

错误。富阳区总工会在预防安全生产方面存在严重失职，在事故发生之后依然无所作为。富阳区

总工会负责安全生产的经济部部长强调，虽然工会经济部会应当地应急管理局的要求，参与平时

的安全生产培训，发生事故后参与事故调查处理，但工会只是应政府的要求参与，调查由应急局

牵头，而工会的作用是辅助性的，“协调的，协助的”。 

工会监督安全生产沦为了宣传工作，工会实际上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工作态度对待安全

生产预防监督。富阳区工会自己未能履行安全生产监督责任，也就更加无法监督下级乡镇工会和

企业工会，确保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从区工会到企业工会，工会的安全生产监督仅仅停留在知识

竞赛和安全生产月宣传，但这些活动依然由应急局牵头，联合三方“卫健局，应急管理局和区总

工会”来开展。工会自身与安全生产监督责任脱离的结果是，各级工会既未能在事故发生前对工

会会员进行足够的安全生产培训，也没有在事故发生后及时到工厂和事故发生地了解情况，代表

和维护工人的权益。因此，当询问到富阳区就预防安全生产事故的过往经验时，工会经济部部长

承认，“没有什么很好的经验”，而且工会仍然一直在“吸取大的经验教训”。 

归根到底，富阳区监督企业安全生产成为了政府执法部门全权负责的任务，而工会成功逃避

了负起监督安全生产的责任，工会干部也避免了被追究责任。工会经济部部长多次表示，工会“不

是职能部门，所以就是协助一下”。实际上，富阳区总工会认为，安全生产在企业里有专门的安

全生产部门负责，在政府层面有专门的安全生产部门负责，而工会“只不过是宣传、引导他们去

做好这项工作”。最终，一切预防安全事故、调查安全事故、追究企业责任，都是由应急局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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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负责处理。工会经济部部长还提到，区政府会对建筑行业进行年终考核，如果出了一起安全事

故，就会从优变成负优，“年终考核你全部都废掉的，就是考核你不会排在前面了”。涉事单位也

会受到惩罚，特别是企业内部“管安全的，法人代表他们都要撤职的，都要判刑的”。工会成功

地把自己置身于安全生产事外，于是，从企业工会到地方总工会，没有一级工会会被问责，没有

一个工会干部、工会主席会被追责。 

三、工会改革建议 

1 建议富阳区工人，应该主动找工会，一是有事找工会求助，二是进场开工前找当地工会申

请加入工会，得到工会会员的保障，监督工会依法履行安全生产方面的监督责任。 

2 建议杭州市总工会，应要求地方工会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责任，如果不履责应有问责

的机制。对于履责不力的基层工会要及时进行问责，对于相关工会的工作人员、工会主席应进行

追责。同时，应要求各级工会发动工会会员，监督一线工作场所的安全生产状况，多管齐下，预

防和阻止安全生产事故的频繁发生。 

3 建议杭州市总工会，成立建筑业行业工会。由行业工会代表会员，落实安全生产培训，确

保企业为工人登记缴纳工伤保险，并通过年度集体谈判确保市内所有建筑工人受到劳动合同的

保障。 

 

（以上分析解读仅代表 CLB 的立场，欢迎点击链接就访谈文字稿作出不同解读。）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5%BB%BA%E7%AD%91%E8%A1%8C%E4%B8%9A%E5%B7%A5%E4%BC%9A%E5%BD%92%E4%BD%8D_190121_final.pdf
https://www.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6%87%E5%AD%97%E7%A8%BF4_8%E6%9D%AD%E5%B7%9E%E5%AF%8C%E9%98%B3%E5%B7%A5%E5%9C%B0%E5%A1%94%E5%90%8A%E5%80%92%E5%A1%8C%E4%BA%8B%E6%95%8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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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第十二期 

      第 5/8 个案例：广东龙川工地坍塌八死一伤 

一、安全事故中，工会在哪里？ 

安全事故： 2020 年 5 月 23

日中午，广东省龙川县麻布岗镇

一在建工地顶层发生一起脚手架

坍塌导致施工人员坠落的事故。

经搜救人员全力搜救，8 人经抢

救无效死亡，1 人轻微伤正在医

院治疗。目前，事故调查正在有

序进行。 

地点：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 

行业：建筑业 

企业性质：未知 

事故类型：高处坠落/结构事故 

 

致电详情： 

我们致电给二个地方总工会 

— 龙川县总工会（办公室） 

— 河源市总工会(办公室,组宣部,维权部)  

 

地方总工会对安全事故的参与： 

 

https://www.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4%BA%8C%E6%9C%9F-%E7%AC%AC58%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5%B9%BF%E4%B8%9C%E9%BE%99%E5%B7%9D%E5%B7%A5%E5%9C%B0%E5%9D%8D%E5%A1%8C%E5%85%AB%E6%AD%BB%E4%B8%80%E4%BC%A4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2&startDate=2020-05&endDate=2020-05&eventId=2020052510464383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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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联系到河源市总工会办公室，龙川县总工会办公室、组宣部和维权部，工作人员均接听

了电话，工作态度不错，贵族化改善良好。 

龙川县总工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没有听说过这起发生在本地的安全生产事故。办公室不清

楚工会有没有参与调查，并表示无法回答安全生产相关的制度问题。工作人员要求我们联系负责

此事的分管领导——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但黄副主席的电话始终无法拨通。 

河源市总工会的工作人员听说过这起发生在本地的安全生产事故。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拒绝

接受采访，要求我们联系市委宣传部。河源市总工会组宣部的工作人员表示此事由维权部跟踪，

建议联系维权部了解情况，并提供了维权部的联系电话。河源市总工会维权部的工作人员表示此

事是由他们部门负责，主任有参与调查，工会工作者没有被问责。 

河源市总工会和龙川县总工会的行政化仍然严重。 

 

增“三性”方面： 

从河源市总工会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我们没有感受到对工人的阶级感情（欠缺政治性），没

有感受到工作人员对工人实际工作生活状况的了解（欠缺群众性），没有感受到工会工作人员有

能力和意愿代表工人通过谈判维护和争取权利（欠缺先进性）。 

从龙川县总工会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我们没有感受到对工人的阶级感情（欠缺政治性），没

有感受到工作人员对工人实际工作生活状况的了解（欠缺群众性），没有感受到工会工作人员有

能力和意愿代表工人通过谈判维护和争取权利（欠缺先进性）。 

 

观察和印象： 

对于这起造成八死一伤、引发省住建厅挂牌督办的安全生产事故，龙川县总工会办公室并没

有参与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 

值得赞扬的是，河源市总工会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的维权部门有参与调查此事。 

    龙川县总工会在预防安全生产事故方面存在失职，在事故发生之后依然无所作为。作为事故

发生地所在的龙川县总工会，收到询问时第一想到的是这类事情应由政府负责。“这件事应该是

麻布岗政府他们当前调查的事儿”。这反映地方工会逃避监督安全生产责任，把安全生产全权交

给地方政府。事实上，安全生产有企业、工会、政府、立法部门多项角色共同参与，而不仅仅是

政府行政方单独的责任。按照《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规定，工会要依法监督安全生产，维护职工

的合法权益。事故发生前，工会应该预防事故发生；发生之后，工会应该积极维护受影响的员工

权益、调查事故发生原因、阻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尽管发生了严重的安全生产事故，各地工会负责人没有一人被问责，企业工会、县市工会也

都没有被上一级工会问责。根据河源市纪委监委发布的消息，这起因违法用地导致的模板支撑坍

塌事故当中，有 5 名公职人员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其中 2 人属国土

资源领域公职人员（含退休 1 人）；2 人属发生事故的麻布岗镇领导，另有 1 人属该县纪检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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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但是，追究安全事故责任时，没有一个工会工作人员或者工会干部被追责。同时，因数天

内连发四起安全事故，当地住建部门被广东省住建厅挂牌督办，为期 3 个月，全市所有在建工程

项目被要求全面进行检查。再一次，无论是企业工会还是县市级总工会，没有一个工会因为落实

安全生产责任履责不力而被追究，没有一个工会因此被要求全面进行检查和整治安全生产工作。 

    河源市的建筑工人仍然被排斥在工会组织的保护之外，他们难以获得诸如安全生产培训、工

伤意外保险、工会代表维权的多重保障。河源市总工会组宣部坦承，目前建筑工人入会仍然是个

难题，特别是乡镇工会仍然薄弱。只有较大型、人员比较固定的建筑企业，才早早组建好了工会。

而大量的农民工建筑工都没有加入工会。工人未能加入工会组织，后果是工会缺乏工人在工作场

所对安全生产的实时监督，工人出意外之后，工会既不知情、也不能及时代表工人维权和预防事

故再度发生。 

河源市总工会办公室对外界的询问过于敏感，以一种类似于做保密工作的心态应对对工会

履责的问询。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表示“我们这边不单独接受相关的采访”，要求联系宣传部门，

最后挂断了电话。这种保密和敏感的工作心态对工会改革的负面影响非常严重。带着这种心态，

工会工作人员便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接受问责和监督。 

 

三、工会改革建议 

1 建议河源市工人，应该主动找工会，一是有事找工会求助，二是进场开工前找当地工会申

请加入工会，得到工会会员的保障，监督工会依法履行安全生产方面的监督责任。 

2 建议龙川县总工会，尽早将工会安全生产监督履责作为事故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事

故现场和工人中间进行调查，对与事故相关的工会负责人和工会工作人员进行追责。 

3 建议河源市总工会，停止由建筑企业雇主启动建会、工人被动入会的做法，应成立市建

筑工会联合会，由总工会进入工地组织动员建筑工人个人直接以个人身份加入产业工会。 

4 建议河源市总工会，成立建筑业行业工会，由行业工会代表会员，落实安全生产培训，确

保企业为工人登记缴纳工伤保险，并通过年度集体谈判确保市内所有建筑工人受到劳动合同的

保障。 

5 2018年 10月 29日习近平同全总新一届领导班子讲话时强调，要加强对工会干部的教育、

管理、监督。建议河源市总工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应该秉持接受监督的态度，对所有涉及工会作为

的询问都应该尽量作答。 

 

（以上分析解读仅代表 CLB 的立场，欢迎点击链接就访谈文字稿作出不同解读。）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5%BB%BA%E7%AD%91%E8%A1%8C%E4%B8%9A%E5%B7%A5%E4%BC%9A%E5%BD%92%E4%BD%8D_190121_final.pdf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10/29/c_1123631014.htm
https://www.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6%87%E5%AD%97%E7%A8%BF5_8%E5%B9%BF%E4%B8%9C%E9%BE%99%E5%B7%9D%E5%B7%A5%E5%9C%B0%E5%9D%8D%E5%A1%8C%E5%85%AB%E6%AD%BB%E4%B8%80%E4%BC%A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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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第十二期 

        第 6/8 个案例：云南墨江水电站爆炸六死五伤 

一、安全事故中，工会在哪里？ 

安全事故： 2020 年 5 月 29日 11 时

10 分，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县泗南江水电

站发生疑似爆炸事故，共造成 6 人死亡、

5 人受伤。据当地初步消息，泗南江水电

站是在 5 月 29 日上午对大坝通风洞（电

站泄洪道前端）开展清淤作业过程中发生

疑似爆炸事故的。 

地点：云南省普洱市 

行业：重工业 

公司名称：泗南江水电站 

企业性质：国有企业 

事故类型：爆炸  

 

致电详情： 

我们致电给一个地方总工会： 

——云南普洱市总工会（服务中心、档案室、办公室、劳动经济部） 

 

地方总工会对安全事故的参与： 

 

 

https://www.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4%BA%8C%E6%9C%9F-%E7%AC%AC68%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4%BA%91%E5%8D%97%E5%A2%A8%E6%B1%9F%E6%B0%B4%E7%94%B5%E7%AB%99%E7%88%86%E7%82%B8%E5%85%AD%E6%AD%BB%E4%BA%94%E4%BC%A4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2&startDate=2020-05&endDate=2020-05&eventId=2020060110451422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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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联系到普洱市总工会，服务中心、档案室、办公室、劳动经济部的工作人员均接听了电

话，工作态度不错，贵族化改善良好。 

普洱总工会办公室和劳动经济部的工作人员都听说过这起发生在本地的安全生产事故，工

会有参与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工会副主席是调查组成员之一。不过事故调查的具体结果还要等

省里报批后才能公布。 

不过，普洱市总工会各部门的电话号码并不好找到。网上公开的电话是由服务中心接听，其

后提供的办公室电话其实是档案室的工作人员接听，档案室提供的办公室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而

通过查询电话找到的办公室电话也多次无人接听。费了好一番功夫，最后我们才成功联系到办公

室。此外，我们多次尝试联系墨江县总工会，但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普洱市总工会的机关化、行政化改善良好。 

 

增“三性”方面： 

从普洱市总工会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我们没有感受到对工人的阶级感情（欠缺政治性），没

有感受到工作人员对工人实际工作生活状况的了解（欠缺群众性），感受到了工会工作人员有能

力和意愿代表工人通过谈判维护和争取权利（体现了一定的先进性）。 

 

观察和印象： 

值得赞扬的是，对于这起造成六死五伤的水电站安全事故，普洱市总工会派出了工会副主席，

工会全程参与了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工会工作人员认同，工会应该履行安全生产监督责任。 

全国各省、市、区县、街道、工业区分别设立工会组织，一方面增加了工会内部的沟通障碍，

另一方面各级工会更可以“属地管理”为由推脱责任。发生事故的水电站属于国企，存在工会，

但普洱市总工会跟企业工会没有工作联系，对企业工会如何监督安全生产也并不了解。普洱市总

工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认为，该水电站属于墨江县总工会管；劳动经济部的工作人员则认为可能

归省工会管，“国企，就基本上都是省管，我们地方上的很少”。 

尽管发生了严重的安全生产事故，各地工会负责人没有一人被问责，企业工会、县市工会也

都没有被上一级工会问责。据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通报，“事故发生后，云南省委书记陈豪，省委

副书记、省长阮成发立即要求普洱市、墨江县全力开展救援工作，抢救受伤人员，做好善后工作；

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同时要求省应急管理厅加强指导，迅速查清事故原因，切实落实

安全生产责任和措施，依法追究责任。”然而，在追究安全事故责任时，没有一个工会工作人员、

工会干部因此被问责。在追究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力时，无论是企业工会还是县市级总工会，没

有一个工会因为履责不力而被追究，也没有一个工会因此被要求进行全面检查和整治安全生产

工作。 

普洱市总工会工作人员认为工会没有执法权，对于监督安全生产所能起到的作用有限。“像

追究责任，我们也没有这个权力”。平时工会虽然重视安全生产，会通过安全生产月和安康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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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竞赛来宣传安全生产意识，高危企业需要签署安全生产责任书，企业里也各有安全员。但工会

工作者意识到，这些都不能阻止企业不再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工会也无法对企业进行惩处，往往

只是通报批评，以及“评优啊、推优啊这一块，可能如果你发生安全事故的话，我们工会这边可

能就不再推送了嘛”。其实，工会并不是行政执法单位，不需要通过执法权来对安全生产进行监

督。工会抱怨自己没有执法权，其实是认为“有了行政执法权才可作为”。但作为工人利益的代

表者，工会不需要通过行政执法的方式，而是可以通过组织工人、代表工人、赢得工人信任并被

授权进行集体谈判的方式来保障工作现场的安全生产，让集体合同、工伤意外保险得到落实。 

令人欣慰的是，普洱市总工会劳动经济部负责人虽然没有想过相关工会和工会人员如未对

安全生产监督履责也应该被追责，但认同工会工作可以考虑这个方面，并表示会和领导探讨。针

对发动普通的工人加入工会，并让工人从一线生产场所去监督安全生产的建议，负责人也赞同并

会跟领导汇报，“看看能不能提出一些积极的措施”。 

 

三、工会改革建议 

1 建议普洱市工人，应该主动找当地工会申请加入工会，有事找工会求助，工作时确保能够

得到工会会员的保障，监督工会依法履行安全生产方面的监督责任。 

2 建议普洱市总工会，以这次安全事故为开始，组织水电行业工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工会，

成立水电行业工人工会。同时，对于存有事故隐患、安全培训不到位、工会监督安全生产不力的

企业，市级工会应追究出相应的企业工会和工会工作人员的责任。 

3 建议普洱市水电行业工会，由行业工会代表会员，落实安全生产培训，确保企业为工人

登记缴纳工伤保险，并通过年度集体谈判确保市内所有水电工人受到劳动合同的保障。 

 

（以上分析解读仅代表 CLB 的立场，欢迎点击链接就访谈文字稿作出不同解读。） 

 

 

 

 

  

https://www.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6%87%E5%AD%97%E7%A8%BF6_8%E4%BA%91%E5%8D%97%E5%A2%A8%E6%B1%9F%E6%B0%B4%E7%94%B5%E7%AB%99%E7%88%86%E7%82%B8%E5%85%AD%E6%AD%BB%E4%BA%94%E4%BC%A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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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第十二期 

      第 7/8 个案例：安徽灵璧三名工人井下死亡 

一、安全事故中，工会在哪里？ 

安全事故： 2020 年 5 月 30日 7 时 30

分许，湖北省航道工程有限公司所属岳罗

河劳务队（湖北海鑫达劳务有限公司）在

灵璧县灵城镇实施倒虹吸井作业时，1名工

人进入井内模板拆除施工时晕厥，之后 2

名工人自发下井抢救时也发生晕厥情况，3

人均重度昏迷，送医抢救无效死亡。初步

判断为井下沼气中毒导致。 

地点：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 

行业：维修养护 

公司名称：湖北省航道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企业 

事故类型：气体或化学品泄漏 

 

致电详情： 

我们致电给一个地方总工会 

——灵璧县总工会（办公室、组宣部、保障部、经济部） 

 

地方总工会对安全事故的参与： 

 

https://www.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4%BA%8C%E6%9C%9F-%E7%AC%AC78%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5%AE%89%E5%BE%BD%E7%81%B5%E7%92%A7%E4%B8%89%E5%90%8D%E5%B7%A5%E4%BA%BA%E4%BA%95%E4%B8%8B%E6%AD%BB%E4%BA%A1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2&startDate=2020-05&endDate=2020-05&eventId=202006081332240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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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联系到灵璧县总工会，组宣部、保障部、经济部的工作人员均接听了电话，工作态度不

错，贵族化改善良好。 

灵璧县总工会组宣部和经济部的工作人员都听说过这起发生在本地的安全生产事故，工会

表示已经申请了参与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由于该建筑公司和这批工人均来自外省，并没有加入

灵璧县总工会。但工会已经主动联系了应急管理局，争取一起调查原因，拿出解决方案。 

灵璧县总工会的机关化、行政化改善良好。 

 

增“三性”方面： 

从灵璧县总工会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我们感受到对工人的阶级感情（体现了一定的政治性），

没有感受到工作人员对工人实际工作生活状况的了解（欠缺群众性），感受到了工会工作人员有

能力和意愿代表工人通过谈判维护和争取权利（体现了一定的先进性）。 

 

观察和印象： 

值得赞扬的是，对于这起造成三名工人死亡的井下作业安全事故，灵璧县总工会采取了主动

行动，工会已向应急管理局申请，希望参与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工会工作人员高度认同，从企

业工会到地方总工会，各级工会都应该履行安全生产监督责任。 

灵璧县总工会经济部的工作人员对于工会职责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就安全生产监督方面，工

作人员指出，工会有“建议权、监督权、检查权”。工会平时会通过安全生产竞赛、技能竞赛来

培训工人，培训基层企业工会，不定期对工作场所进行安全检查。工会也通过各种活动联系企业，

“和这里的基层工会经常性地进行开展对话工作”，确保企业落实安全生产预防责任。如果企业

不执行，工会还可以到“人民法院进行申请。”灵璧县总工会提到，当地的一些法律如《安徽省

劳动保护监督检查管理条例》有效地促进了工会监督企业安全生产，预防企业发生安全事故也成

为了工会常态化的工作。  

灵璧县总工会工作人员认同，基层工会对于安全事故的发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基层工

会无法履责，需要追究相关工会的责任。就预防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县工会平时会与基层企业

工会保持联系，“企业工会你就是企业和职工、还有对上级工会，它就是桥梁和纽带，起到缓冲

的作用。对于事故的发生，就是灭火的作用”。同时，县工会也提到，对于发生事故的相关工会，

上级干部可以进行追责。“假如说他如果瞒报的话，我们也是会对企业工会的主席进行批评的，

如果瞒报、不上报”。假如工会主席不能胜任，县工会会建议重新选举工会主席。 

不过，工会人员也意识到，由于一些制度的限制，目前上级工会对于基层工会进行问责的能

力仍然十分有限。“有些法律呢，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对于这一些基本工会的工会主席呢，我

们只能说通报批评，或者交接，进行整改”。看起来，灵璧县总工会已经走在了工会改革的前列，

下一步应该考虑的是，如何通过建立工会对安全生产进行问责的制度性机制，预防和阻止安全事

故的再度发生，也为工会改革探索出一条可复制推广的经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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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灵璧县的安全事故绝非偶然，过去五年我们已经见过太多次类似的事件发生。当工人

在有限空间作业中毒，其同事会赶去援救，然而援救的同事也常常因中毒而死亡。中国劳工通讯

的“安全事故地图”自 2015年 1 月以来已经记录了 29 起这样的案例，通常在此类事故中，如同

灵璧县案例一样，往往由派遣公司派遣的外来工人从事有限空间作业，而非由更熟悉工作场所安

全操作的本厂工人来操作。我们建议，要落实监督企业安全生产和预防安全事故发生，工会不仅

仅要覆盖企业内的本地工会会员，同时也需要组织和代表这些外来的派遣工人。他们在本地进行

作业却缺乏工会代表，在事故发生前没能获得足够的安全培训，在事故发生之后也更加无助。 

 

三、工会改革建议 

1 建议灵璧县工人，应该主动找工会，一是有事找工会求助，二是进场开工前找当地工会申

请加入工会，得到工会会员的保障，监督工会依法履行安全生产方面的监督责任。 

2 建议灵璧县总工会，对于履责不力的基层工会进行问责，对于相关工会工作人员进行追

责，并发动基层工会和会员监督一线工作场所的安全生产状况，多管齐下，预防和阻止安全生产

事故的再度发生。 

3 建议安徽省总工会，成立建筑业行业工会。由行业工会代表会员，落实安全生产培训，确

保企业为工人登记缴纳工伤保险，并通过年度集体谈判确保市内所有建筑工人受到劳动合同的

保障。 

 

（以上分析解读仅代表 CLB 的立场，欢迎点击链接就访谈文字稿作出不同解读。）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5%BB%BA%E7%AD%91%E8%A1%8C%E4%B8%9A%E5%B7%A5%E4%BC%9A%E5%BD%92%E4%BD%8D_190121_final.pdf
https://www.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6%87%E5%AD%97%E7%A8%BF7_8%E5%AE%89%E5%BE%BD%E7%81%B5%E7%92%A7%E4%B8%89%E5%90%8D%E5%B7%A5%E4%BA%BA%E4%BA%95%E4%B8%8B%E6%AD%BB%E4%BA%A1.pdf


29 

 

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第十二期 

V      第 8/8 个案例：湖南双峰物流站火灾七人死亡 

一、安全事故中，工会在哪里？ 

安全事故： 2020 年 6 月 17日上午 10 时

许，湖南省双峰县永丰街道某小区一个临街

的物流中转门店发生火灾。现场搜救出 7 人，

经送医院紧急抢救无效死亡。目前，公安机关

已控制涉事企业实际控制人王某。事故原因

正在调查当中。 

地点：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 

行业：仓储/物流 

企业性质：民营企业 

 

致电详情： 

我们致电给二个地方总工会 

— 娄底市总工会（维权服务部） 

— 双峰县总工会（办公室） 

 

地方总工会对安全事故的参与： 

 

https://www.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4%BA%8C%E6%9C%9F-%E7%AC%AC88%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6%B9%96%E5%8D%97%E5%8F%8C%E5%B3%B0%E7%89%A9%E6%B5%81%E7%AB%99%E7%81%AB%E7%81%BE%E4%B8%83%E4%BA%BA%E6%AD%BB%E4%BA%A1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2&startDate=2020-06&endDate=2020-06&eventId=2020061814203659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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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联系到娄底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和双峰县总工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均接听了电话，工

作态度不错，贵族化改善良好。 

娄底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的工作人员没有听说过这起发生在本地的安全生产事故，认为此

事可能归双峰县总工会管，建议联系办公室了解情况。对于物流公司是否有组织工人入会，工作

人员表示不清楚，认为这要去问组织部，但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全都出差了。 

双峰县总工会的工作人员听说过这起本地物流门店火灾事故，但工会认为这事儿不归工会

管，只是个别人在门面搞展销活动，工会对此事故没有任何参与。 

娄底市总工会和双峰县总工会的行政化仍然严重。 

 

增“三性”方面： 

从娄底市总工会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我们没有感受到对工人的阶级感情（欠缺政治性），没

有感受到工作人员对工人实际工作生活状况的了解（欠缺群众性），没有感受到工会工作人员有

能力和意愿代表工人通过谈判维护和争取权利（欠缺先进性）。 

从双峰县总工会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我们没有感受到对工人的阶级感情（欠缺政治性），没

有感受到工作人员对工人实际工作生活状况的了解（欠缺群众性），没有感受到工会工作人员有

能力和意愿代表工人通过谈判维护和争取权利（欠缺先进性）。 

 

观察和印象： 

对于发生在本地的物流门店火灾事故，娄底市总工会和双峰县总工会尚未参与事故调查和

善后处理。值得赞扬的是，双峰县总工会在此事故发生后，有引以为鉴，参与到应急局等单位组

织的消防安全大检查、大排查中去，通过排查发现了一些安全隐患和培训不到位的情况。 

令人遗憾的是，在就此事件寻找工会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很难找到工会的正确联系方式。工

会网站提供的电话号码拨打是空号。通过查询，我们得到娄底市总工会、双峰县总工会的联系电

话。可惜，娄底市总工会电话接通后即遭挂断，后来多次致电，或是无人接听，或是直接挂断。

而双峰县总工会在听到事故相关询问后，直接挂断电话。我们找到 114 查询，查询得到的电话号

码有的是空号，有的电话打过去被告知部门不对，需要重新联系正确的工会部门。最终，好不容

易才找到娄底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和双峰县总工会。可想而知，如果是利益受损的工人想要寻找

工会求助，或者工人向工会投诉安全生产落实状况，工人也要费好一番周折才能找到工会的电话，

还不一定能够找到愿意接听电话的工会相关部门。 

双峰县总工会对此事故有所了解，但工会认为事发企业不算物流公司，也和工会没有关系。

因此，工会对此事完全没有参与。可以想象，工会也没有组织企业工人加入工会。事故中死去的

多名人士，在事故发生之后也得不到工会会员应有的保障。 

双峰县总工会宣传组织八大群体工人入会，但实际上建会工作成为了形式化的过程。工会举

行入会仪式，只是完成了建会的量化指标与任务，却没有组织起为数众多的物流行业工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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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可以看到，双峰县总工会也在推进包括物流行业在内的八大群体入会工作，并以图文并茂的

方式宣传“集中入会启动仪式”；但从涉事物流门店既没有成立企业工会、相关工人也没有加入

工会可以看出，大量的行业工人仍然被排斥在工会组织之外。集中入会仪式只是向上级展示工会

成绩，而并没有将真正有需要的工人广泛地组织起来加入工会，更加无助于解决行业劳资冲突问

题，也无助于工会监督企业落实安全生产和预防安全事故。 

如果时光能倒流；如果双峰县将举办集中入会仪式的时间精力花在组织物流行业工人入会、

成立物流行业工会，可能会避免悲剧发生，可能一切会大有不同；如果，发生火灾的物流企业工

人在事故发生前就通过双峰县总工会加入了物流行业工会；如果这些工人在开工时就签订了劳

动合同，也购买了工伤保险、意外保险；如果他们在开工前受过安全生产培训；如果他们知道工

会和会员依法可以监督企业安全生产，对于存在隐患的工作场所，企业应该有所作为，否则工会

可以组织从业人员撤离危险场所；如果…也许这次事故根本就不会发生，或者起码在发生之后，

工人和家属们的法定权益能够受到应有的保障。 

 

三、工会改革建议 

1 建议娄底市工人，应该主动找当地工会申请加入工会，有事找工会求助，工作时确保能够

得到工会会员的保障，监督工会依法履行安全生产方面的监督责任。 

2 建议娄底市总工会，以这次安全事故为开始，组织各类物流行业的工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工

会，成立物流行业工人工会。同时，对于存有事故隐患、安全培训不到位、工会监督安全生产不

力的企业，市级工会应尽快追责，对于履责不力的基层工会应进行问责，对于相关工会工作人员

进行追责，并发动基层工会和会员监督一线工作场所的安全生产状况。 

3 建议娄底市物流行业工会，由行业工会代表会员，落实安全生产培训，确保企业为工人

登记缴纳工伤保险，并通过年度集体谈判确保市内所有物流行业工人受到劳动合同的保障。 

 

（以上分析解读仅代表 CLB 的立场，欢迎点击链接就访谈文字稿作出不同解读。） 

 

 

 

 

https://k.sina.cn/article_2687386043_a02e41bb02000o6cg.html
https://www.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6%87%E5%AD%97%E7%A8%BF8_8%E6%B9%96%E5%8D%97%E5%8F%8C%E5%B3%B0%E5%8E%BF%E7%89%A9%E6%B5%81%E4%B8%AD%E8%BD%AC%E7%AB%99%E7%81%AB%E7%81%BE.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