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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20 日 20 时 25 分许，青岛市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双元
路拓宽工程项目当晚收工后，发生意外事故，导致 3名工人昏迷，经抢救无效死
亡。 

---四通电话，二个工会 

 

 

第一通电话：山东青岛市城阳区总工会办公室 

城阳区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是城阳区总工会吗？ 

城阳区总工会：您好，是城阳区总工会。 

ＣＬＢ：是这样子的，我这边是中国劳工通讯打过来的，然后就是在上个月的…… 

城阳区总工会：你是哪里？ 

ＣＬＢ：中国劳工通讯。 

城阳区总工会：中国劳工通讯，哦，你好。 

ＣＬＢ：你好。是这样子的，上个月在咱们城阳区的双元路拓宽工程项目发生了

一起意外事故，有三名建筑工人就死亡了。不知道咱们工会知道这个事情吗？ 

城阳区总工会：应该知道这个事情。 

ＣＬＢ：就是工人来找过工会，还是咱们工会去到现场了呢？ 

城阳区总工会：没有工人来找工会。 

ＣＬＢ：是在事故发生之后，咱们工会去到现场去做了了解吗？ 

城阳区总工会：具体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因为我这是办公室，我不是业务部门。 

ＣＬＢ：那我应该…… 

城阳区总工会：你想了解什么情况？ 

ＣＬＢ：就想了解咱们工会有没有介入这个事件呢，就是有没有去到事故现场参

与调查和善后呢？ 

城阳区总工会：这个具体的事情我可以帮你咨询一下业务部门，因为我，现在我

也不是很清楚这个事情。 

ＣＬＢ：那如果这个事情，我应该问哪个部门会比较清楚呢？ 

城阳区总工会：我给你问，我给你咨询下，给你回电话，行吗？ 

ＣＬＢ：给我回电话啊？ 

城阳区总工会：嗯，可以吗？ 

ＣＬＢ：嗯，也可以。 

城阳区总工会：好啊。因为我得看一下是哪个科室负责这个事情，然后给你回电

话。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 

ＣＬＢ：我这儿是 85……要不然，我再…… 

城阳区总工会：我这儿有你的电话号码，我可以看到。 

ＣＬＢ：你有我的号码，是吧？ 

城阳区总工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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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好好。那如果我想问工会组建的情况，我应该打去组织部，是不是啊？ 

城阳区总工会：稍等一下啊。 

ＣＬＢ：好的。 

（和同事说话） 

城阳区总工会：您好，我现在找个电话给您，您问我们生产部行吗？ 

ＣＬＢ：什么部，我听不清。 

城阳区总工会：生产部。 

ＣＬＢ：不好意思，可以大声一点吗，不好意思。 

城阳区总工会：我说我给你我们生产部门的电话，你打这个电话可以吗？ 

ＣＬＢ：生产部门，是吗？ 

城阳区总工会：对对对。 

ＣＬＢ：好的好的，你给我。 

城阳区总工会：你记一下号码可以吗？ 

ＣＬＢ：噢，可以呀，你说。 

城阳区总工会：87866281。 

ＣＬＢ：87866281。就是这个事情问生产部会比较清楚，是吧？ 

城阳区总工会：对，因为我们办公室它不是具体的业务部门，对这个也不了解。 

ＣＬＢ：哦，那如果组建的话也是问这个生产部吗？ 

城阳区总工会：你最好去问一下吧。 

ＣＬＢ：好的好的，那谢谢你了啊。 

城阳区总工会：不客气，再见。 

ＣＬＢ：再见。 

 

 

第二通电话：山东青岛市城阳区总工会生产部 

城阳区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是城阳区总工会吗？ 

城阳区总工会：嗯，对。 

ＣＬＢ：我这边是中国劳工通讯打过来的。 

城阳区总工会：哪里？ 

ＣＬＢ：中国劳工通讯。 

城阳区总工会：哦。 

ＣＬＢ：是这样子的，上个月咱们城阳区发生了一起工程的意外，有三名建筑工

人死亡。那这个项目是在双元路拓宽工程这个项目。 

城阳区总工会：嗯，对。 

ＣＬＢ：不知道咱们工会知道这个事情吗？ 

城阳区总工会：知道。 

ＣＬＢ：哦，知道的。就是工人有来找过工会，还是工会到现场去了解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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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阳区总工会：到现场去了解了。 

ＣＬＢ：就是事故发生后，咱们工会去参与调查和善后了，是吧？ 

城阳区总工会：对对。 

ＣＬＢ：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了呢？ 

城阳区总工会：这个，我找领导给你说吧。 

ＣＬＢ：嗯。 

（换人接电话） 

城阳区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就是我打来想了解一下上个月双元路的项目工程发生了一起意

外，有三名工人死亡了。那刚才您的同事就告诉我，咱们工会有去到参与调查和

善后的工作。所以我想了解一下现在这个事情怎么样了呢？ 

城阳区总工会：你是哪里啊？ 

ＣＬＢ：我是中国劳工通讯打过来的。 

城阳区总工会：中国劳工通讯？ 

ＣＬＢ：嗯，对。 

城阳区总工会：你具体联系那个吧，你具体联系那个应急局那边。 

ＣＬＢ：什么局，听不到？ 

城阳区总工会：应急局。 

ＣＬＢ：哦，应急局。 

城阳区总工会：你现在这个事故还没处理完。 

ＣＬＢ：哦，还没有处理完？ 

城阳区总工会：嗯对，还在调查处理阶段。 

ＣＬＢ：应急局，好的。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个企业就是中交

三路工程局这个公司，有没有企业工会呢？ 

城阳区总工会：你这个吧，你这个等事故调查处理之后，咱们再，你再这个…… 

ＣＬＢ：因为我想了解一下工会组建的问题，是不是也可以在这里问呢？ 

城阳区总工会：你叫什么劳工？ 

ＣＬＢ：中国劳工通讯。 

城阳区总工会：你是哪里的，你是刊物吗？ 

ＣＬＢ：我这边是一个网站，关注工会改革和一些劳资关系的。 

城阳区总工会：我们现在，暂时这样的情况，不接受对外的这个，不对外答复。

你如果需要的话，你通过我们工会组织，通过上级工会。需要了解情况，通过上

级工会，给我们转下来，好吧？ 

ＣＬＢ：嗯嗯，那如果了解工人加入工会的情况，可以简单地跟我讲一下怎么加

入工会吗？ 

城阳区总工会：你可以，因为它，我们部室都有分工啊。你这个，加入工会组织

这些，你可以这样。你是劳工组织的，劳工组织的刊物，你应该对工会里这些相

关的政策或者咨询会很清楚，或者可以网上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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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是不是我可以打去工会的组织部去问啊？ 

城阳区总工会：不好意思啊我们现在很忙，好吧？啊？ 

ＣＬＢ：嗯，好的，谢谢。 

 

 

第三通电话：山东青岛市总工会生产保护部 

青岛市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是青岛市总工会吗？ 

青岛市总工会：喂？ 

ＣＬＢ：是青岛市总工会吗？ 

青岛市总工会：是，你是哪里？ 

ＣＬＢ：我是中国劳工通讯打过来的。 

青岛市总工会：哦。 

ＣＬＢ：是这样子的，就是在上个月的时候咱们这个城阳区啊，发生了一起工地

的意外事故，就有三名工人因为这个事故死亡。那这个项目是在双元路一个拓宽

工程的项目。 

青岛市总工会：啊，这个不是市政府派调查组去了吗？ 

ＣＬＢ：就是市总有派人去跟进这个调查，是吧？ 

青岛市总工会：跟进调查，调查完了已经。 

ＣＬＢ：已经调查完了？ 

青岛市总工会：对，已经调查完了，赔偿都已经赔偿完了。 

ＣＬＢ：都已经赔偿完了？ 

青岛市总工会：对，赔偿完了。 

ＣＬＢ：哦，我主要是打来了解工会…… 

青岛市总工会：你是哪里？ 

ＣＬＢ：我是中国劳工通讯。 

青岛市总工会：中国劳工通讯，哦。 

ＣＬＢ：对对。 

青岛市总工会：早就结束了，这个现在市政府应急管理局那里事务处正在整理这

个材料呢。 

ＣＬＢ：就是市政府的管理处正在整理材料，是吧？ 

青岛市总工会：对，我们调查事故，初步已经调查完了嘛，调查完了以后安抚工

作都已经安抚好了，赔偿都已经到位。都已经签字，我们都已经看了。 

ＣＬＢ：就是咱们工会也有去到现场，去参与这个事故的调查，是吧？ 

青岛市总工会：参与啊，参与啊，必须的啊。 

ＣＬＢ：就是咱们市总去了，是吧？ 

青岛市总工会：对，因为三人上省了吧，三人属于较大事故，较大事故市政府组

成调查组，工会可以参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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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哦。那除了参加这个调查，然后也跟进了工人的赔偿，是吧？ 

青岛市总工会：恩，都看了，都看了。赔偿到位，赔偿到位，赔的比那个正常还

要多呢。 

ＣＬＢ：哦，他们是属于工伤，是吧？ 

青岛市总工会：哪里，是工程的施工过程中的。 

ＣＬＢ：施工过程中发生的意外，是吧？ 

青岛市总工会：这个也是，怎么说呢，也是各种原因吧。各种原因。因为它是中

途死亡嘛。 

ＣＬＢ：哦。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单位它有没有企业工会啊？ 

青岛市总工会：哪里？ 

ＣＬＢ：就是这个项目单位啊，就是这个第三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啊？ 

青岛市总工会：那肯定有啊，单位能没有工会，这么大个企业能没有工会吗？  

ＣＬＢ：哦，他有成立工会的。 

青岛市总工会：它肯定有工会。 

ＣＬＢ：那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工地这些工人他们都有加入工会吗？您了解吗？ 

青岛市总工会：它这个公司在江西，它公司不在青岛。 

ＣＬＢ：它公司不在青岛？ 

青岛市总工会：它是江西的公司，所以你得了解江西那边的情况。好吧。 

ＣＬＢ：你说江西？ 

青岛市总工会：对它是江西的一个公司，在青岛施工，是这样的。 

ＣＬＢ：那您了解这些工人来这边工作，他们大多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啊？ 

青岛市总工会：哪里？ 

ＣＬＢ：就是这些建筑工人啊？ 

青岛市总工会：都是江西人。 

ＣＬＢ：江西的啊？ 

青岛市总工会：公司在江西的，它肯定是江西本地人嘛。 

ＣＬＢ：那您了解他们都加入工会了没有啊？ 

青岛市总工会：这个加入没加入工会，这个这个，因为它没在本地啊，你不能说

查我们这里，我们都不了解。他公司不在青岛注册，我们都不知道他加入工会没

啊。 

ＣＬＢ：哦，那我想了解一下，咱们青岛市啊，这些建筑公司，他们都有建立工

会吗？有成立工会吗？ 

青岛市总工会：这个建立建会自愿发展，成立公司都一般建会嘛。 

ＣＬＢ：您了解这些建会的…… 

青岛市总工会：建会不是我们部门的业务。 

ＣＬＢ：哦。因为我们这边就是有一些工人，建筑工人就跟我们反映了，就是比

如说他们，因为流动性比较大，他们就是有时候跟工地没有签合同，然后这个工

地也没有工会，然后他们想加入工会，不知道应该怎么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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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总工会：加入工会，应该申请，当地申请就行了吧，他这个都有……因为

我们工会不是负责建会的，具体的政策的东西我们不太了解。好吧？ 

ＣＬＢ：哦。就是…… 

青岛市总工会：我们这个部门，不一样，跟我们的业务不一样。 

ＣＬＢ：你们这边生产部不是太了解组建？ 

青岛市总工会：对，我们生产部是搞经济竞赛啊，搞调查啊，这个是我们的。你

建立工会要在基层部啊，基层部建工会。 

ＣＬＢ：就是如果要了解组建工会，要打去基层部，是吧？ 

青岛市总工会：对，对，对。基层部，是这个情况。 

ＣＬＢ：好的明白，不好意思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咱们现在…… 

青岛市总工会：我现在有一个会，我现在有一个会，等开完会以后你方便再打过

来好吧？ 

ＣＬＢ：哦哦，好好，你现在要开会，是吧？ 

青岛市总工会：好好，谢谢你啊，具体建会的情况你可以再问一下基层部。好吧？ 

ＣＬＢ：好的，谢谢啊，再见。 

青岛市总工会：再见。 

 

 

第四通电话：山东青岛市总工会基层工作部 

青岛市总工会：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是青岛市总工会吗？ 

青岛市总工会：对，你是哪里？ 

ＣＬＢ：我这边是中国劳工通讯打过来的。 

青岛市总工会：哦好。 

ＣＬＢ：是这样子的，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建筑工人他想加入工会应该怎么加

入啊？ 

青岛市总工会：建筑工人加入工会是这样的。他这个农民工啊，一般都是在他所

在的这个派出单位，就是这个没建工会的，一般就我们有去过的，就得由他的用

工单位建立工会组织。 

ＣＬＢ：就是在他的单位加入工会，是吧？ 

青岛市总工会：啊？他这个工会会员的条例中，会籍管理条例中啊，他一般都是

跟这个用人的单位建会。有的是能建会的，有的不建会的，有的就是这一片这一

块，来建工会的。有的嘛，一看，这不是能在这个源头能建立工会的，就建立工

会。不能在源头建工会的，就哪里有用工单位、有建筑工地啊、有项目部啊，就

可以建立工会组织。但是，这些全都有签合同的。如果不签劳动合同的话，他这

个加入工会还会有阻碍。是吧，就是不好。这个问题呢，一般由用人单位建会比

较好，就比较好，是这样。然后没建的呢，就推荐用工单位建立工会组织。 

ＣＬＢ：嗯。您的意思就是，一般来说，就还是加入用工单位他们的工地项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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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青岛市总工会：没有建工会的，我们这个负责推荐，就在用工单位建立工会组织。 

ＣＬＢ：明白，明白。然后就是，因为建筑工人他们有反映啊，就是在他们的工

地上，可能用工单位没有工会，那这个时候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青岛市总工会：你看啊，像建筑工地这块是这样的。建筑工地啊，你看，他有的

嘛，他不是单一的系统。他一般都是这样，都是在这个源头上。源头上呢，就是

他们出来的地方，这个你得看在哪个地方，然后就在那里建立工会组织。这就是

根据这个会员的会籍，管理会籍呢，就是你在这个源头上，没建立工会组织的就

建立工会组织。用人单位，指望他们（建会），如果他们没有，我们就在用工单

位建立工会组织。但是用工单位建立工会组织呢，就得依法签订合同，这个最多。

如果说这个还建不了，我们就去社区。我们不是都跟进社区嘛，我们现在都在推

动在社区建立工会，就在社区成立工会组织。就是说，小三元，和这个联合一体，

怎么样来把他们吸纳进去。 

ＣＬＢ：哦，您说的是这个什么建筑工会行业工会联合会吗？ 

青岛市总工会：你看，农民工有输入地和输出地啊。 

ＣＬＢ：嗯？ 

青岛市总工会：我说的意思就是，你看，不是国家按照这个（农民工的）输入输

出地嘛。你看，输入地，比如说，假如是 A地的，A地的出来一帮人，一块儿去

工地干活。在干活的时候，输入地，按照这个会员会籍管理规定呢，输入地就按

照属地管理原则，批复农民工建立工会组织。如果是在输入地没有建立工会组织

呢，我们去年出台了《青岛市工会组织及会员会籍管理办法》，就是说原（输出

地）单位没有建立工会组织的，我们就在（输入地）用工单位建立工会组织。 

ＣＬＢ：不好意思，您可以讲普通话吗？ 

青岛市总工会：哎呀，我这是讲的是方言。 

ＣＬＢ：因为有些方言我听不太明白。 

青岛市总工会：就是说，在用人单位没有建立工会组织的，我们要求用工单位建

立工会组织。 

ＣＬＢ：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有些用工单位他没有工会。 

青岛市总工会：对啊，就是这样，用工单位没有建立工会组织的，然后我们就在

社区。我们今年全部建立社区工会，把全部的社区都成立工会组织。 

ＣＬＢ：社区工会？您说的是社区工会？ 

青岛市总工会：对。就在社区建立工会。 

ＣＬＢ：社区工会指的是联合会吗？ 

青岛市总工会：社区，对。社区我们有，社区都有工会联合会啊。 

ＣＬＢ：那咱们青岛市有没有建筑行业工会啊？ 

青岛市总工会：建筑行业工会我们没有。 

ＣＬＢ：哦，没有啊？ 

青岛市总工会：这个没有。我们都是单独的，组织各个公司（成立）独立的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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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ＣＬＢ：嗯。所以就是说，如果用工单位没有工会的话，工人可以到社区的比如

说工会联合会去加入（工会），是吧？ 

青岛市总工会：对，根据需求。然后呢，如果有需求，我们就把他覆盖。 

ＣＬＢ：嗯。但是有些工人…… 

青岛市总工会：你是哪一个组织的啊？ 

ＣＬＢ：我听不到？ 

青岛市总工会：我说你是哪一个组织的啊？ 

ＣＬＢ：我是中国劳工通讯打过来的。 

青岛市总工会：哦，中国劳工通讯的。你怎么打电话打到我们这儿了？ 

ＣＬＢ：因为之前，就是上个月城阳区发生一起事故意外，有三名工人因为意外

死亡了。所以打来了解一下。这个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他们有没有工

会，您了解吗？ 

青岛市总工会：听不见，哪里？ 

ＣＬＢ：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青岛市总工会：中交？公路？ 

ＣＬＢ：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是个大的企业。 

青岛市总工会：这是个央企吗，啊，这个不是咱市直的。嗯。要是这样的情况你

可以这样，你可以给我们发函来，我们回复好。这么做电话答复，我不知道你什

么意思。 

ＣＬＢ：哦。然后想问一下，如果建筑工人他没有劳动合同的话，那他是不能加

入工会吗？ 

青岛市总工会：你这样吧啊，我说你这样吧，你是在以记者的形式采访呢，还是

在什么呢？ 

ＣＬＢ：什么？ 

青岛市总工会：你是以记者的形式采访呢，还是只是打个电话？ 

ＣＬＢ：哦，没有没有。我只是想了解一下这个加入工会的程序，工人怎么加入

工会，想了解一下，不是采访。 

青岛市总工会：我们工会，加入工会我们有流程嘛。按照流程进行，是这样。 

ＣＬＢ：嗯嗯。就是现在工地有些就是出现没有企业工会，然后没有工会去——

比如说会有哪一级的工会来指导这些工人去跟企业签订合同呢？ 

青岛市总工会：指导工人签订合同？ 

ＣＬＢ：对，如果企业没有工会的话。 

青岛市总工会：你等等啊，你等等。 

（稍等，换人接电话） 

青岛市总工会：喂？ 

ＣＬＢ：喂，您好。 

青岛市总工会：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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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想了解一下，现在有工人给我们反映，比如说他工

地没有工会，然后他应该怎么加入哪里的工会呢？如果工地没有工会的话？ 

青岛市总工会：你是哪里的？ 

ＣＬＢ：我是中国劳工通讯打过来的。 

青岛市总工会：你是，中国总工？ 

ＣＬＢ：中国劳工通讯。 

青岛市总工会：中国劳工通讯？ 

ＣＬＢ：对对对。 

青岛市总工会：你这个部门是哪里的？ 

ＣＬＢ：我这个是关注工会改革和劳资关系的一个网站。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

因为现在建筑工人他加入工会有一点困难，所以想了解一下就是这些建筑工人他

可以怎么更方便入会，怎么更容易入会？ 

青岛市总工会：这个我们现在是这样啊，因为现在建筑工人他一般就是有几种方

式啊。第一他有建筑公司的，这个一般就在建筑公司的所在单位入会。你比如说，

在青岛，你在哪个江苏啊、或者安徽啊哪个建筑公司，他的建筑工人在这儿，就

在所在的建筑公司来入会。第二个渠道呢，就是劳务派遣公司。有的劳务派遣公

司呢，一般是在劳务派遣公司建立工会。但是吧，现在我们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劳务派遣公司吧，相对来说他可能劳务派遣的职能是有，但是他的管理与工会会

员服务的职能比较弱。然后我们也在探讨第三个方式呢，就是通过所在的区，所

在的项目，所在的街道，按照属地，你的这个建筑项目在哪个街道，由街道的工

会联合会——我们现在要求所有的街道建立工会联合会，然后（工人）加入当地

街道的这个工会联合会。他一旦出现工资啊薪酬方面的维权，可以通过联合会，

来维护权利。 

ＣＬＢ：来代表他们去协商，是吧？ 

青岛市总工会：对对。就是现在看起来，有一些理论上的做法比较成熟，但是事

实上操作起来，可能以工人哪样维权方便哪样来。事实上我们最后决定啊，以属

地的社区工联会为主，是比较合适的。 

ＣＬＢ：哦，明白。因为我也了解到，就是很多工地他可能真的没有成立工会，

所以工人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青岛市总工会：工地是不能成立工会的。工地只是一个项目。 

ＣＬＢ：就是用工单位没有成立工会。 

青岛市总工会：用工单位他不能给农民工、给建筑工人成立工会的，他自己的工

人可以。不是他自己的工人，一般他会有什么啊，他和这些（分包公司）第一有

分包协议，分包队伍。第二有这些包工头，包工头带领了一部分农民工，来参与

建设。这些有分包队伍的好处啊，因为他有单位嘛，那加入所在地的工会就行了。

你虽然在外地，但是所在地的工会他也能保障啊，他的保险、工资都在这个单位。

那特别的，就是包工头，你不是单位，带领一部分农民工干工作。我们就在所在

的街道的社区，通过这个项目所在的总包单位，来协调配合。由社区来把这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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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的、零散的农民工加入到社区工会联合会。当然，项目结束了，你加入下一个

项目，那就办个转会入会就行了，办转会就可以了。 

ＣＬＢ：办理转会入会？ 

青岛市总工会：嗯对对对，你到了别的项目，所在街道和所在社区，那再加入另

一个，这个可以办一个转会。 

ＣＬＢ：但是有一个情况啊，就是包工头带领的这些农民工，他们很多时候没有

签劳动合同。那他们还能加入工会吗？ 

青岛市总工会：这个你只有先加入了工会组织，然后才能够通过社区工会联合会

和总包单位来，两方向这个包工头来施压。你没有劳动关系，不行。你必须有一

个劳动合同来约束双方。 

ＣＬＢ：就是说工人首先的必要条件，就是要有劳动合同，他才可以加入工会？ 

青岛市总工会：不，不，不，不是。你首先加入工会，你才能够有劳动合同。现

在你没有工会组织来出面，你怎么叫他签订劳动合同？谁来协助他？ 

ＣＬＢ：哦，明白了。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包工头他带了十个工人来这里干活，

他们都没有劳动合同，但是他们可以去工会联合会，先去加入工会，是吧？ 

青岛市总工会：工人首先加入工会联合会，然后，他要是没有合同，我们联合会

跟这个总包单位协调，要他签订劳动合同，规范用工，维护职工的权益。 

ＣＬＢ：明白，明白。就是这个联合会…… 

青岛市总工会：是这样一种工作，首先要加入工会。没有工会，我们怎么去维护

人家的权益啊，怎么去签订劳动合同啊？ 

ＣＬＢ：就是说工会还是会起到指导建筑工人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职能。 

青岛市总工会：对，这是我们工会的一个工作方式之一啊。劳动合同是维护劳动

者、约束劳动双方的最好的一个什么啊，依法维权嘛。首先你得有个合同。没有

合同，你说你有理，我说我有理，你这个没有依据啊。再一个，《劳动合同法》

里面有规定啊，你和用工单位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那你必须有劳动合同、签

订劳动合同。 

ＣＬＢ：对。那就是说，工人可以先去联合会加入工会先，然后工会来帮助指导

这些工人。 

青岛市总工会：来建立一些制度啊，来维护你的权益啊，来协调你的这些利益啊。 

ＣＬＢ：明白。那您了解青岛市现在这些建筑公司组建工会，建会的比例多吗？ 

青岛市总工会：我现在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们这项工作啊，今年全省，农民工

入会是作为一项重点工作，这里面包含着大量的建筑工人。因为现在建筑工人，

一般农民工居多啊。他们的权益啊，他们的入会建会啊都是一个难点，我们今年

全省列入重点，我们青岛也把它列为一个重点。我们受到疫情影响，今年可能……

本来我们要开一个推进的现场会啊，都筹备好了，但是一直不敢开，因为这个疫

情影响嘛。我们理清了，把农民工这个群体，包括建筑工这一个流动的群体，怎

样来建会，怎样来入会，怎样来维权的这个问题，我们今年基本上找到了一个正

确的、或者说比较明确的一个工作方向、工作思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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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能跟我分享一下这个思路吗？ 

青岛市总工会：这个思路就是，我们以属地化为原则，通过社区工会联合会，项

目所在的社区、园区来建立工会联合会。然后呢，通过总包单位，一般总包单位

都是比较大的、国有的或者是一些大的建筑公司。这两方，因为总包单位他和他

之间是劳动合同关系啊，不是，经济合同关系啊，但是他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

没有总包单位的配合，单靠社区的力量也很难成功。所以说，通过总包单位和社

区两方共同的作用，将这些大量地分散在各个方面的、不仅仅是建筑工人（的工

人们组织入会）。农民工这个群体，实际上很多都游离在工会组织之外，只不过

建筑工地用工多、数量大。然后呢，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来实现我们农民工建

会入会维权的这样一个，突破这样的一个工作难点。我们也要召开现场会，把这

些总包单位和……我们社区建会已经部署下去了，要总包单位来配合，来把那些

分散的、游离在工会之外的分散的这些农民工，全部都推动来建会入会。 

ＣＬＢ：这个联合会已经开始组建了是吧？ 

青岛市总工会：已经开始了，年初就开始了。 

ＣＬＢ：是今年年初开始的？ 

青岛市总工会：对对对。我们这个社区工会联合会的建设已经部署下去了。今年

一定要实现 1234 个社区全部建会。建了会，然后这边总包单位再配合，来推动

这个现场会一开，总包单位来发挥总包的这种优势，来推动农民工，大量农民工

包括建筑工人，全部加入工会。 

ＣＬＢ：嗯嗯。对，那就解决了建筑工人入会难的这个问题了。 

青岛市总工会：不仅仅是建筑工人。建筑工人只是其中一个比较多的一个重要群

体。农民工分散了很多的种类，很多的群体都有。 

ＣＬＢ：对对对。然后我想问一下，现在咱们工会已经全面复工了吗？ 

青岛市总工会：工会全面复工？ 

ＣＬＢ：已经恢复工作了吗？就是之前因为疫情…… 

青岛市总工会：我们机关吗？ 

ＣＬＢ：对对对。 

青岛市总工会：我们青岛市各级工会机关早就已经复工了。我们从年初基本上出

现了轮岗以后，弹性工作制实现了大概得有不到一个月，才三周，我们就全员复

工了。 

ＣＬＢ：那现在咱们工会的主要工作，是复工复产的防疫，还是？ 

青岛市总工会：这个都有，复工，防疫抗疫，复工复产，以及疫情期间引起劳动

关系的这些问题、突出问题，我们已经制定了几种方案，正在落实执行。 

ＣＬＢ：那还有去社区帮助吗？ 

青岛市总工会：什么？ 

ＣＬＢ：之前疫情期间，就是工会工作人员会去社区帮助，比如说测体温…… 

青岛市总工会：这个很多区市的工会干部啊，都被社区啊，当地社区街道抽调，

去到一线去防疫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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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现在还是吗？ 

青岛市总工会：现在还有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撤回来了。 

ＣＬＢ：哦哦哦。 

青岛市总工会：因为你还得搞工会的主职，主业也不能丢嘛。 

ＣＬＢ：对对对。 

青岛市总工会：那段时间，弹性工作制时间，真的好多区市，因为咱们工会是双

重领导嘛，很多区市的工会干部被抽调到防疫抗疫的一线去了。都在社区、街道，

进小区，防疫一线、抗疫一线，有很多人。现在基本上都回来了。 

ＣＬＢ：那咱们工会有没有去到企业，去监督企业的防护措施有没有做到位啊？ 

青岛市总工会：这个我们是以调研和抽检的方式，进行了很多，现在已经在进行。 

ＣＬＢ：就是有去到企业去？ 

青岛市总工会：有有有，我们也抽调了很多。我们下去，通过调研，通过督导的

形式，检查都点面结合地下去，抽检和督导了很多企业的防疫抗疫复工复产，也

通过这个调研发现了很多问题，开展了一些针对性的措施。 

ＣＬＢ：嗯嗯。那咱们工会在过往有代表过建筑工人与企业去谈吗，比如说工伤

保险啊，或者是社保方面的一些集体协商吗？ 

青岛市总工会：你听我说啊，这个建立工会这方面的工作就按照工会的总体部署

在推进。现在主要的关键是，很多这些游离在工会组织之外的这些，我们今年纳

入这个重点工作范围。去年我们一般的这些，能够比较容易建（工会）的，基本

上都建完了。现在我们重点是一些不太容易的这样一些企业的职工，针对这个事

情是今年的工作重点。 

ＣＬＢ：好好，那感谢你啊，我这边了解了挺多的。谢谢。 

青岛市总工会：不客气，不客气。 

ＣＬＢ：您贵姓啊？ 

青岛市总工会：我免贵姓王。你们这个单位是属于哪里的？ 

ＣＬＢ：我们是，我这边是香港的。主要就是关注这些劳资关系啊，还有咱们工

会…… 

青岛市总工会：香港的啊？ 

ＣＬＢ：对对对。就是关注工会改革和劳资关系的一个研究网站。 

青岛市总工会：你这样的采访一般你要通过我们正规的渠道来进行。 

ＣＬＢ：哦哦。其实我不是采访，就是打来了解一下。因为有很多建筑工人他反

映加不了工会，我们就想了解一下。 

青岛市总工会：这个问题永远有，但是我们在逐步地解决。 

ＣＬＢ：好好好，那今天我了解到了很多，感谢您啊。 

青岛市总工会：好好，不客气。 

ＣＬＢ：好，谢谢，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