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7-02 四川梓潼县建筑工人工伤，老板拒绝赔偿，没钱治病，网上求助 

CLB就此访问了：四川省梓潼县总工会（法律保障部）、绵阳市总工会（办公

室） 

 

第一通电话：四川省梓潼县总工会 法律保障部 小何 

梓潼县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梓潼县工会法律保障部吗？ 

梓潼县总工会：啊？你打哪儿？ 

ＣＬＢ：你这是县总工会吗？ 

梓潼县总工会：你找哪个县总工会？ 

ＣＬＢ：是梓潼县总工会吗？ 

梓潼县总工会：嗯嗯，您好，请问有啥事？ 

ＣＬＢ：你这是法律保障部是吧？ 

梓潼县总工会：嗯嗯。你说。 

ＣＬＢ：你好，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梓潼县总工会：嗯嗯。 

ＣＬＢ：有个事儿想请问你们一下，就说是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建筑工人叫贾晓

洪，他在你们这儿许州镇小学新建教学楼工地干活呢，在 6月 29 号就摔倒出事

故，结果腿骨折。现在他在医院，在许州镇中心医院卫生院住院，老板不给付

医疗费，想问一下工会可不可以去帮他，代表他跟这个老板去谈一下这个事儿

呢？ 

梓潼县总工会：首先第一啊，他这个信息是报导在哪儿的，你们是在哪个网站

上？ 

ＣＬＢ：啊？ 

梓潼县总工会：就是说他这个信息是从哪个网站上报导来的，我们想去看一

下，然后去了解一下情况。 

ＣＬＢ：他这个是在那个……是什么啊，是那个，天涯，我这是在天涯网上面

看到的。他刚刚今天下午两点钟，他还在发出一个最新的帖子求助。就是他没

有来咱们工会找过吗？ 

梓潼县总工会：他没有。 

ＣＬＢ：哦，那咱们这边像这种建筑工人怎么加入工会啊？ 

梓潼县总工会：加入工会，他要在他的户籍所属的辖区加入。 

ＣＬＢ：要在户籍所在地加入啊？ 

梓潼县总工会：嗯，对。 

ＣＬＢ：那如果像做这种小工程，如果不是在户籍所在地发生的事故，那就算

是户籍所在地有没有，那工会怎么能帮到他呢？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3&startDate=2020-07&endDate=2020-07&eventId=2020101312203872956


梓潼县总工会：这个问题目前嘛，我们如果是他发生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肯

定如果他是跟我们工会打了电话或者是跟我们求助的，我们肯定是会第一时间

介入这个事情。也会第一时间和他用工的单位和他联系、了解情况。这个是我

们肯定会要做的事情。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确实没看到这个帖子啊。 

哦。 

（暂时切断：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梓潼县总工会：喂，您好，不好意思，我跟你说我这个电话有点问题，我刚刚

拨过来我又打不通。 

ＣＬＢ：没关系，可能是电话线路有问题。是这样，我就不多耽误你的时间。

他现在住在这个许州镇中心卫生院啊，可不可以你们工会去打电话到卫生院去

找到他，帮他看看了解一下情况啊。 

梓潼县总工会：我想问一下他有没有留电话号码？ 

ＣＬＢ：他没有留电话号码，我只是看…… 

梓潼县总工会：他的微信呢？ 

ＣＬＢ：他叫贾晓洪。 

梓潼县总工会：贾晓洪？ 

ＣＬＢ：贾是贾宝玉的贾。晓是拂晓的晓，洪是洪水的洪。 

梓潼县总工会：好的，行。我马上委托他们把我们区那边，让我们区问一下这

个事情。请问你电话号码多少，我们再跟你回个话。 

ＣＬＢ：汇报不敢当，我们再交流这个事情。我区号是 852，我电话是

27802187。 

梓潼县总工会：852-27802187。行，我们把这个事情我们了解了，我们再跟你

回话可以不？ 

ＣＬＢ：好的，谢谢。因为他这儿说的好像是挺急。因为已经是第四天了，他

欠了七百块钱的医疗费，他说如果没钱的话就要让他老婆把前几天卖油菜籽的

八百块钱拿来付 700块钱欠医院的钱。所以这个听起来很急。而且他还说如果

这个腿以后要是治不好的话，他这个家怎么办。就说是如果咱们工会能够帮上

忙，就是帮他不只是医疗费啦，还有就是养伤期间的工资啊，什么工伤认定啊

什么之类的，要是能够帮忙给做下来，这样就事关一个家的生活啊，不止

是…… 

梓潼县总工会：请问你们那边是中国劳动保障部啊？ 

ＣＬＢ：不是不是，我们是中国劳工通讯。 

梓潼县总工会：哦，中国劳工通讯。 

ＣＬＢ：我们其中的一个工作内容就是，在网上看到这些求助的这些工人个案

的话，就帮他们找当地咱们的工会。看看如果他们没找过工会，或者也不知道

工会的话，那我们就帮他介绍到咱们工会来。就像现在这样，我把这个个案介

绍到咱们县工会，然后县工会如果尽快能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放心一下，就是

工会会帮他，就不要自己家里老婆卖油菜籽的钱也给拿出来付医疗费。 



梓潼县总工会：但是有个事情，这个事情我们工会要去核实他们那个。但是实

际的情况我们肯定要了解一下，然后之后再给你回话。然后就是核实了，我们

也会联系相关的部门然后把他的事情给他那个啊。 

ＣＬＢ：好的好的，那谢谢你了。 

梓潼县总工会：我们就是会尽我们的力量，能够帮他处理就帮他处理。如果确

实是……因为工会没有这么多的权，没有权，知道吧？ 

ＣＬＢ：那咱们工会改革去四化、增三性，哪里职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

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 

梓潼县总工会：是啊是啊。 

ＣＬＢ：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工会站出来说话，总比民工自己说话要有用点

啊。 

梓潼县总工会：嗯，我就是说，我到时候给你回话。 

ＣＬＢ：那请问你贵姓啊？ 

梓潼县总工会：我姓何。 

ＣＬＢ：姓何，就是人可？ 

梓潼县总工会：一个单人旁一个可的何。 

ＣＬＢ：怎么称呼啊？ 

梓潼县总工会：你就叫我小何就是了。 

ＣＬＢ：好的，谢谢你了小何。希望贾晓洪这个工人在工会的帮助下，能够得

到他应有的权利吧，听起来很急。 

梓潼县总工会：好。 

ＣＬＢ：那多谢你了，我过几天再打来电话，再问一下，好吧。 

梓潼县总工会：好好，没事，我们这个情况马上处理啊。 

ＣＬＢ：好的，谢谢你了。 

梓潼县总工会：没有没有，再见。 

ＣＬＢ：再见。 

 

 

第二通电话：梓潼县总工会 法律保障部 小何 

梓潼县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小何吗？ 

梓潼县总工会：对，你好。 

ＣＬＢ：您好，我之前打过电话给你的啊。 

梓潼县总工会：哎，您好。 

ＣＬＢ：您好，中国劳工通讯啊，还记得吗？ 

梓潼县总工会：记得，记得，你们那个事情我们都给他都处理好啦。 

ＣＬＢ：处理好了？他的工伤认定有没有提出申请啊？ 



梓潼县总工会：他这个，因为他这个他不属于这个，我们给他转到那个区的法

律援助中心去了。然后他那边全部要走程序，他们那边法律援助中心的事。 

ＣＬＢ：哦，你把他转介到你们县的法律援助中心啊？ 

梓潼县总工会：他的户口所在点是在区那边，知道不？ 

ＣＬＢ：他的户口所在地？他不就是你们梓潼县的人吗？ 

梓潼县总工会：他是梓潼县，但是有户籍属在地的辖区管啊，晓得不？ 

ＣＬＢ：哦，那不是你们县级工会应该是……才有免费的法律援助吗？ 

梓潼县总工会：不不不，他那个的话，只有到他户籍所在的相应的法律援助中

心去。好不？ 

ＣＬＢ：我是说咱们工会的这个援助啊。 

梓潼县总工会：不不不，他不属于工会的法律援助中心对象。 

ＣＬＢ：我是说，因为他现在的情况是要尽快提起工伤认定申请啊。就是我也

是看《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有一个清楚的规定，就是说如果老板拒绝在 30

日内提出申请工伤认定的话，那工会可以在一年内向用人单位所在地劳动保障

行政部门提起工伤认定申请。那工会是不是可以履行这项职责呢？ 

梓潼县总工会：我给你解释嘛，第一他这个事情，他电话没有给我们留。我们

当天你跟我们说了这个事情，我们当天下午加班加点，把他这个事情给了解

了，也去调解了。人家也都去看了他。他的情况跟我们说了。说了过后，我们

这边问了他一系列情况，但是他不符合我们工会的法律援助对象。第一个是他

不属于农民工，二个他不是我们工会的会员。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最终调解不

成。调解不成，我们就给他转到了区的法律援助中心。 

ＣＬＢ：哦，后来我也找到了他的电话号码。我上次打电话（给你们时）我没

有他的电话号码，后来我找到他的电话号码跟他也聊过。他也提到，非常感

谢。就是其实你们工会当天就找到他。而且他说什么，你们工会找到他，介入

以后呢，老板那边的态度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他其实是很感谢工会的

啊。我也觉得工会的介入非常有效。所以就跟他…… 

梓潼县总工会：但是啊，第一，我跟你解释啊，虽然我们介入有效，但是我们

部门有些东西你晓得，我们没有执法权，我们只能去调解。所以说他这个事

情，当时我们给他就转到法律援助中心去了嘛。至于后头嘛，包括那个人的电

话号码我们也给他了。他要去走那个程序，知道吧？ 

ＣＬＢ：明白明白。其实我们也不是说想要工会有执法权去强迫老板做什么，

其实工会也没有这个可能。我其实跟他聊过以后啊，我以前不知道情况是什么

样，我跟他聊过后呢，我看到他现在最紧急的事情可能是要申请工伤认定。不

是要咱们工会给他出工伤认定，也不是要工会出面强迫老板给他什么什么。那

工会就是，《工伤保险条例》的十七条不是规定了工会的责任吗？ 

梓潼县总工会：他不属于我们这一边。首先第一，他不属于我们工会的对象，

我们没法子。晓得不。 

ＣＬＢ：这个小何…… 



梓潼县总工会：我们工会，我们工会只有这么大的权。所有的都在我们这儿，

我们没有办法。那我们前几天为了这个事情，我们都跑到乡镇上去了，晓得

不。乡镇那边的我们都去了，知道不。 

ＣＬＢ：我明白，小何。你是咱们这儿法律保障部的，所以我想，那个《工伤

保险条例》十七条你应该比较熟悉吧？ 

梓潼县总工会：我觉得啊，如果你想说这个事情，我建议可以到人社局的劳动

仲裁大队去。那里是最快的。 

ＣＬＢ：对，我知道，这里说的是，工会组织可以代表职工向劳动保障行政部

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就是法律规定的是，咱们工会有这项职责啊，要代表工

人去提出申请啊。至于说批准不批准申请，那是劳动行政保障的事情。但是工

会要履行这项职责啊。小何，我有没有理解错啊？《工伤保险条例》是这么规

定的。 

梓潼县总工会：我跟你说嘛，他这个，如果他要提出这个，他直接跟法律援助

中心的那个律师提啊。因为我们跟他联系了的，把电话都给他留了的。并且我

们也跟那边的律师，就是法律援助的法律工作者，我们把情况跟他说了的，他

给人家直接提出来就是了。 

ＣＬＢ：对，我的意思不是说工会给他找…… 

梓潼县总工会：你要我们这边给他提出，我们没得法子啊，知道不？ 

ＣＬＢ：哦，你们这儿这里……我不是说让工会履行法律援助的责任，或者是

劳动局的责任。就是说，工会可不可以就履行工伤保险条例的工会职责呢？ 

梓潼县总工会：我们这个没有办法，他这个应该走那边的，让他直接走。 

ＣＬＢ：他又是农民工，他又受了工伤…… 

梓潼县总工会：他不是农民工，他不是农民工。 

ＣＬＢ：他不是农民工，那他是什么啊？ 

梓潼县总工会：他第一他又不是农民工，因为我那天问了他的，你晓得不。他

并且都没有加入到我们工会。我们这边没法介入。如果他拿得出来依据，我们

能够干涉的，我们肯定给他干涉。就是因为他不属于这一类，我们都给他拉不

进来，好不？我们只能给他转到区政府那边去。 

ＣＬＢ：你说他不是工会会员，所以他不是农民工，是这个意思吗？ 

梓潼县总工会：他不是农民工，也不是工会会员，所以我们才把他介绍到区法

律援助中心去了，知道不。 

ＣＬＢ：他是做建筑工人，做这个外墙涂料做了十几年了，怎么…… 

梓潼县总工会：他是私人行为，听的懂我的意思吗，他是私人行为。 

ＣＬＢ：什么行为？ 

梓潼县总工会：相当于啊，他就是给人家私人做事，人家请他去打小工。 

ＣＬＢ：打小工，这不正是农民工的特点吗，就是流动性、短期性的用工。这

不就是农民工吗？ 

梓潼县总工会：他没有东西，那个东西都拿不出来。我们工会这边没法介入这



个事情的原因就是这个，晓得不？ 

ＣＬＢ：你说他没有劳动合同证明他在那里工作吗？ 

梓潼县总工会：对。因为并且我跟你说嘛，因为我们当时给老板打电话了，我

说你们为啥不管人家，他说我也没有请那个啊。 

ＣＬＢ：但是他那个老板并没有否认他在那里干活受的伤啊？ 

梓潼县总工会：关键是，人家现在回答说，我们都不晓得请的是哪一个人。这

个东西虽然我们大家都晓得，他话是这么说，但关键是他拿不出来依据，拿不

出来依据，我们就没有办法介入这个事情，知道不。 

ＣＬＢ：他那个依据，他老板并没有否定他在那里干活受伤啊。就是事实劳动

关系不是有的吗？那如果有事实劳动关系，虽然没有劳动合同，但是…… 

梓潼县总工会：你稍等，我请我们领导给你那个……你这个确实，怎么说呢，

我们一天……我们都忙死了。我晓得，你们看到这个信息，你们想介入，我的

建议是，你们愿意的话，我的建议是，你们直接去劳动仲裁大队，请他们去介

入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最快的。 

ＣＬＢ：我知道咱们工会也忙。你比如说我刚刚看咱们工会网站上说是，五月

底到六月初，咱们工会有两个星期的时间跑去农村，到一个叫灯塔村的地方去

做党支部共建，去跟村党支部一起喊入党誓词。那有花那个时间去做那些事，

不如就是帮助这些有需要的工人申请工伤认定不是更好吗？小何我不知道我说

的是不是外行，就是说，咱们工会跑去农村去扶贫、花那么多时间下那么多力

气，然后是不是能够帮那些工人申请工伤认定啊，这样不是更符合工会的职责

吗？你觉得这个有一点道理吗？ 

梓潼县总工会：我建议啊，你们如果这个事情，我建议你们给相关的部门，给

他们那边去联系一下可以吗？如果需要咱们工会这边该介入的，我们肯定介入

这个事情，好不好？ 

ＣＬＢ：咱们工会不就是工伤认定的相关部门吗？ 

梓潼县总工会：我们没法。我们没法介入这个公证人事情。好不好？ 

ＣＬＢ：但是这个贾晓洪他现在需要工会的代表啊。申请工伤认定，他又在家

养伤动不了。这不是我发明的啊，这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工会

的职责。 

梓潼县总工会：我有事情，你如果那个的话，我们最好给你回电话好吧？你给

我一个电话号码，好吧？ 

ＣＬＢ：那还有一个，对不起，还有一个事情，你刚才提到他不是工会会员，

那可不可以发展他加入工会做会员呢？ 

梓潼县总工会：必须他跟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才能加入我们工会组织。 

ＣＬＢ：加入工会组织的前提是必须有劳动合同啊？ 

梓潼县总工会：对，嗯嗯。 

ＣＬＢ：这可是在工会章程、工会法都没有的规定啊。就是…… 

梓潼县总工会：我们现在农民工必须跟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才是农民工。 



ＣＬＢ：那但是大部分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就是因为没有劳动合同。这

个不是矛盾的吗？你们工会要维护农民工的权益，却给农民工加入工会设一个

高门槛，就是要先有合同才可以，这不是相互矛盾的吗？ 

梓潼县总工会：农民工，他现在打工的话，我们这种，人家肯定会跟他签订劳

动合同啊。我们梓潼县现在也出台了相关的文件，比如说在建筑工地打工，也

是有劳动合同的，你晓得不？ 

ＣＬＢ：那像这种比较普遍的建筑工地老板不跟工人签劳动合同，这些人才

是…… 

梓潼县总工会：我跟你说嘛，像这种人去维权，我们当时就说去梓潼县，梓潼

县的许州镇政府法律援助中心。因为我们确实没有办法，我们就从他们那边想

法子，就是有劳动仲裁这一块，晓得不。 

ＣＬＢ：那咱们县工会可不可以就发展这个贾晓洪现在就加入工会呢？他反正

是个建筑工人，他都在建筑工地工作。 

梓潼县总工会：都说了，他没有跟人签订劳动合同啊，老师。 

ＣＬＢ：那问题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工人才需要工会啊。 

梓潼县总工会：我现在一大堆事情，我确实没办法给你解释。你可不可以给我

留一个电话号码，我再给你回复好吧？ 

ＣＬＢ：好好，我给你留一个电话号码。 

梓潼县总工会：嗯，你请说。 

ＣＬＢ：我区号是 852。 

梓潼县总工会：我那天我给你打这个电话，打不进来。你给我留的这个电话号

码。 

ＣＬＢ：打不进来？ 

梓潼县总工会：嗯，我打不进来。我那天打你那个 8字头的，我们给你拨号，

我听到自动回声，打不进来。 

ＣＬＢ：哎呀，你有没有留言啊？ 

梓潼县总工会：没法。我们这个电话没法拨号。 

ＣＬＢ：就是打不了长途电话啊？ 

梓潼县总工会：你当时给我们留的电话号码，我打不过来，知道不？ 

ＣＬＢ：我这是 852，是香港的电话。你们打不了香港的电话吗？ 

梓潼县总工会：我们打不了。 

ＣＬＢ：哦，所以我又给你打回电话来，就是说两个事，一个是咱们可不可以

乘势发展贾晓洪加入工会，一个是…… 

梓潼县总工会：你能不能改天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我现在一大堆事情，好

不？ 

ＣＬＢ：好的好的，那对不起啊小何，我不是打电话来为难你们。就只是说，

能我们一起帮助这个贾晓洪能有这个工伤待遇，好吧。 

梓潼县总工会：不是，我建议你们这个组织的话，我建议你们应该是跟其他部



门打电话说这个事情，好不好。但我们这边干涉的话，我们肯定要履行我们的

干涉，我们要做。但是不符合的，不在我们这个职责范围的，我们没法去做

的，我们肯定是没法，好吧，请你理解。 

ＣＬＢ：好的，谢谢。那我看看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再打电话回来再麻烦你，

好吧？ 

梓潼县总工会：好的。 

ＣＬＢ：好，谢谢啊，再见。 

梓潼县总工会：再见。 

 

 

第三通电话 四川省绵阳市政务服务热线 12345 

（正在接通，请稍后。9019话务员为您服务） 

绵阳政务服务热线：您好，绵阳政务服务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ＣＬＢ：您好，请问这是 12351 吗？ 

12351，我们这边是绵阳政务服务热线，你反映什么问题？ 

ＣＬＢ：我还以为我打的是绵阳总工会的热线 12351啊，这不是总工会的吗？ 

绵阳政务服务热线：工会他这边是合并在我们绵阳政务服务热线的。 

ＣＬＢ：哦。是这样，想反映一个个案，就是有一个农民工叫贾晓洪他受工

伤，想问一下咱们工会是不是可以代表他去申请工伤认定呢？ 

绵阳政务服务热线：哦，这个贾晓洪我刚才有接到过他的电话啊，他是在梓潼

县受的工伤是吗？ 

ＣＬＢ：对对。 

绵阳政务服务热线：应该是联系到梓潼县工会。 

ＣＬＢ：是这样，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 

绵阳政务服务热线：哦。 

ＣＬＢ：我昨天还有之前也有跟梓潼县工会的法律保障部的有谈过，他们说他

们不能代表工伤工人提起工伤认定。所以我就想这个绵阳市总工会是不是可以

出面帮个忙呢？ 

绵阳政务服务热线：那我这边联系到绵阳市总工会，您咨询一下好吗？因为这

边，梓潼县政府已经记录了这个叫贾晓洪的情况，他稍后会联系到相关部门进

行一个核实处理。那您这边就具体咨询一下工会，看能不能开具他那个叫什么

证明。因为他是进行了一个司法劳动仲裁的途径，说要开一个那个工伤认定证

明，好像是。所以这边您稍等一下啊，我转接过去啊。 

ＣＬＢ：是这样，好。你说是转接到绵阳市总工会吗？ 

绵阳政务服务热线：绵阳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总工会的什么部门啊？ 

绵阳政务服务热线：嗯，办公室。 



ＣＬＢ：好，谢谢。 

 

（绵阳政务热线 12345 与绵阳市总工会办公室接通三方通话） 

绵阳市总工会：喂你好。 

绵阳政务服务热线：喂您好，我们这边 12345，现在进行一个三方通话。有市

民来电咨询，就是关于那个工伤认定书是否能够开具。具体的市民同志您请

讲。 

 

第四通电话 绵阳市总工会办公室 

ＣＬＢ：是这样，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就是有个工伤工人，梓潼

县的，叫贾晓洪。他工伤以后呢找咱们梓潼县的工会，希望工会按《工伤保险

条例》十七条的规定代表他申请工伤认定。但是梓潼县工会的法律保障部说这

不归他们管。所以想问一下绵阳市工会是不是可以出面帮忙他申请啊？ 

绵阳市总工会：您好，您这个得要看具体情况来说。你要当事人把相应的资料

提供给我们这边，我们派相关的部门给您一个答复，您看行不行。 

ＣＬＢ：当然可以。因为这个贾晓洪呢，他是脚骨折、腿骨折，那么他现在，

因为老板不付医疗费，他已经必须得出院，在家里，打着石膏，也不能出门。 

绵阳市总工会：哦，不方便出门？ 

ＣＬＢ：对，而且他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治疗，只是因为没有钱，所以就不能出

门，回家养伤了。那我就想咱们工会是不是按那个…… 

绵阳市总工会：请问你是当事人所请的律师还是…… 

ＣＬＢ：不是不是，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我是在网上看到贾晓洪

的投诉，所以我跟他联系，了解他的情况。也希望能帮他联系梓潼县工会…… 

绵阳市总工会：你有没有当事人的联系方式呢？ 

ＣＬＢ：他的电话是 139XXXXX781。 

绵阳市总工会：139XXXXX781好，行。我们这会已经记下了，我们会与当事人

联系，并按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好吧。 

ＣＬＢ：好的好的，那真的是希望咱们工会能够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十七条

的规定，能代表他申请工伤认定。至于申请不申请得下来，那是另外一回事。

这是工会的一项责任啊，不要让工人失望。 

绵阳市总工会：对，我们会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处理这个事情，您放心。 

ＣＬＢ：好的好的，谢谢。那热线的这位也谢谢你了。 

绵阳市总工会：好的没事再见。 

ＣＬＢ：嗯不客气。 

绵阳市总工会：好，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