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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6 日，湖北省大冶市，出租车司机抗议，因新冠肺炎冲击，要
求公司退车、减租 
——三通电话，一个工会 
 

第一通电话 湖北黄石大冶市总工会办公室 

大冶市总工会：喂？ 

ＣＬＢ：喂，您好，是大冶市总工会吗？ 

大冶市总工会：喂，你是哪位？ 

ＣＬＢ：您好，我这边是中国劳工通讯打过来的。就是在 5月 6 号的时候，大冶

市的出租车司机群体停运，然后抗议，他们提出减租，要求补助和调价的诉求，

这个事情咱们工会有参与吗？ 

大冶市总工会：哦，您说的这个事儿是大冶这边的吗？我们这边是大冶市总工会。 

ＣＬＢ：对对对，就是大冶这边的。 

大冶市总工会：您这样，您稍等一下，我让我们另外一个同事接一下电话。 

ＣＬＢ：哦好的，谢谢。 

（换人接电话） 
ＣＬＢ：喂？ 

大冶市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哎，您好，是这样的，咱们大冶市在五月六号的时候，因为出租车生意

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有上百名的司机他们就是集体停运，然后提出要减租啊调

价的诉求，这个事情咱们工会有参与吗？ 

大冶市总工会：没有。 

ＣＬＢ：没有啊，那司机们有来找过工会求助吗？ 

大冶市总工会：啊？ 

ＣＬＢ：就是这些司机有来找过咱们工会求助吗？ 

大冶市总工会：没有。 

ＣＬＢ：也没有啊。 

大冶市总工会：对。 

ＣＬＢ：那咱们工会有听过这个事情吗？ 

大冶市总工会：我们知道是因为他们那个罢工的地方就在我们单位旁边，看是看

到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到我们这边来。 

ＣＬＢ：哦，但是咱们工会也没有说主动去介入吗？ 

大冶市总工会：嗯……你那边是哪里啊？ 

ＣＬＢ：我这边是中国劳工通讯打过来的。 

大冶市总工会：啊？ 

ＣＬＢ：中国劳工通讯。 

大冶市总工会：中国劳工通讯啊？ 

ＣＬＢ：对对对。 

大冶市总工会：是杂志社吗？ 

ＣＬＢ：我们是关注劳工纠纷的一个网站，做研究的。 

大冶市总工会：你们是全总下面的网站吗？ 

ＣＬＢ：不是不是。 

大冶市总工会：哦，不是啊，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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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嗯嗯。 

大冶市总工会：哦，那你是有什么事情呢？ 

ＣＬＢ：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司机有这些诉求，然后就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工会

有没有说介入这个事情，去帮到这些司机去跟这个企业去做一个协商，去解决这

个问题？ 

大冶市总工会：没有，因为他们没有过来跟我们这边。他们自己私人……就相当

于是个人自发的一个行为，并没有找到我们这边来。 

ＣＬＢ：但是有上百位的司机，就是属于比较大的一个群体事件，咱们工会都不

主动去……而且就在旁边，咱们工会都不主动去了解一下吗？ 

大冶市总工会：是这样的，因为他们那个是他们承包跟他们公司的一个纠纷，并

不是说……因为他们那是个人承包的那个车，然后他们要求租金减免啊或者怎么

怎么样的，对啊。 

ＣＬＢ：嗯，因为我是有看到他们也有发出一些求助的帖子，然后也有向央视的

焦点访谈去求助。然后他们就说，就是疫情以来啊，就是咱们大冶市没有相关的

一些对出租车司机的一些帮助，就是一些减免份子钱啊这些政策措施，他们就反

映这些。然后现在他们就…… 

大冶市总工会：他们没有反映到我们这边来，知道吗？ 

ＣＬＢ：哦，没有来工会反映？ 

大冶市总工会：对，对对，没有到工会来过。因为他们经常有……他们这个群体

经常会，一年也要搞几次的，所以他们从来不来找我们，都是他们自己……因为

他们承包那个车，可能也是他们个人承包吧，也不属于那种正式职工，或者怎么

样的。 

ＣＬＢ：哦，那工会没有参与，那比如说政府的相关部门有没有说……？ 

大冶市总工会：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ＣＬＢ：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政府的部门，比如说信访或者是什么部门，会不

会通知工会到现场一起去做协调呢？ 

大冶市总工会：如果他们是以比如说上访啊或者是信访的形式的话，肯定会通知

的，但是他们不是的。 

ＣＬＢ：哦，就只是他们就是走到路上去维权去抗议了？ 

大冶市总工会：也没有啊，他只是把他的车停到那个地方，然后他不营业了，他

也没有什么过激的行为啊，什么都没有啊。 

ＣＬＢ：嗯嗯。如果是工会可以参与的话，会是哪个部门去做这个参与呢？ 

大冶市总工会：我们有专门维权的地方啊。 

ＣＬＢ：是那个维权部吗？维权保障部吗？ 

大冶市总工会：对啊。 

ＣＬＢ：还有一个事情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大冶市现在目前有多少家出租车公司

啊？ 

大冶市总工会：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ＣＬＢ：哦，然后他们，那咱们大冶市政府有没有说推出一些对出租车司机……

就是行业的这些补助政策呢？因为就是疫情以来嘛，交通运输部也鼓励出租车公

司减免司机的份子钱。 

大冶市总工会：你是要采访还是要干什么，你是要报负面的新闻吗？ 

ＣＬＢ：啊没有，没有，没有要报负面。 

大冶市总工会：我现在弄不懂你是什么意思。因为你又不是全总下面的维权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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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啊，也不是需要协调沟通的。你现在问这么多，我主要是不知道你有什么目的。 

ＣＬＢ：就是想了解一下这个问题，咱们工会有没有发挥工会本身的作用呢？ 

大冶市总工会：因为他们没有找过来，你知道吧？ 

ＣＬＢ：但是咱们工会是知道这个事情的，那可不可以就是主动去找这些司机，

去了解一下他们的诉求，然后帮助他们与公司或者是政府做一个协商谈判呢？ 

大冶市总工会：他们就是搞了一天，第二天他们就恢复正常运营了，他们又不是

说一直罢工到现在，对不对？ 

ＣＬＢ：但是问题…… 

大冶市总工会：而且这个问题，他们也没有，包括出租车管理局啊或者怎么样，

他们也没有跟我们这边……没有跟我们这边汇报啊，你这个问题你不可能说，你

去挑起这个事情，对不对？ 

ＣＬＢ：但是工会不是应该了解一下职工的权益是不是得到保障了，是不是问题

得到解决了？ 

大冶市总工会：他们的这种，他们的纠纷应该是他们个人跟公司，比如说我跟你

承包这辆车，他们现在要求这辆车去减免租金。 

ＣＬＢ：嗯。 

大冶市总工会：对啊。他又不是那个出租车公司的正式职工，他是一个个体的行

为。 

ＣＬＢ：但是咱们工会不能帮助这些司机去做一下…… 

大冶市总工会：我觉得这个情况，他现在没有反馈到我们这边来，好吧。你要是

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你要不直接咨询其他的部门，你直接咨询出租车管理局那边，

好吧？ 

ＣＬＢ：那如果我想了解一下，比如说这些司机有没有加入工会？ 

大冶市总工会：或者你通过正规的渠道，正规的途径。你是以哪个单位的部门，

你去跟我们这边发函，你要想了解什么情况，我再跟你说，好不好？ 

ＣＬＢ：那如果正规的部门…… 

大冶市总工会：我又不知道你的目的，我也不知道你要干什么，我感觉你要写负

面报导一样的。 

ＣＬＢ：那您有那个基层组建…… 

——电话被挂断—— 
 

 

第二通电话：大冶市总工会 基层组织部 

大冶市总工会：喂？ 

ＣＬＢ：喂，您好，是大冶市总工会吗？ 

大冶市总工会：喂，你是哪位？ 

ＣＬＢ：您好，就是在 5月……我这边是中国劳工通讯打过来的。就是在 5月 6

号的时候，就是大冶市的出租车司机群体停运，然后抗议，他们提出这个减租，

要求补助及调价的诉求，这个事情咱们工会有参与吗？ 

大冶市总工会：这个事情，你问一下那个电话啊。 

ＣＬＢ：哪个电话？ 

大冶市总工会：8763431。 

ＣＬＢ：8763431。这是什么部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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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冶市总工会：维权服务中心。 

ＣＬＢ：哦，维权服务中心。那您这边是组织部吗？ 

大冶市总工会：嗯。 

ＣＬＢ：哦，组织部，对，我就是想问一下，您了解咱们大冶市这些出租车司机

他们都有加入工会吗？ 

大冶市总工会：他们有出租车管理局啊。 

ＣＬＢ：嗯，有出租车管理局，但是他们是工会的会员吗？他们有加入吗？ 

大冶市总工会：他们属于交通局单位的，应该是有记录的。 

ＣＬＢ：明白，明白。但是因为全总改革，就是在推动八大群体建会入会这个重

点工作，就是想了解一下，咱们工会有没有组织这些出租车司机入会建会呢？ 

大冶市总工会：这个，你是哪个单位啊？ 

ＣＬＢ：我是中国劳工通讯。 

大冶市总工会：劳工通讯啊？ 

ＣＬＢ：嗯，对对。 

大冶市总工会：你要…… 

ＣＬＢ：那您了解这些企业，就是出租车的企业，他们有没有组建工会呢？ 

大冶市总工会：这个你应该问一下他们交通局。 

ＣＬＢ：但是不是应该是组建工会…… 

大冶市总工会：就是他们有没有入会，这个应该是问交通局。我们工会只管交通

局，交通局在管他们。 

ＣＬＢ：但是您了解，目前大冶市有没有这个，就是出租车企业有没有建立工会

呢？ 

大冶市总工会：有的。 

ＣＬＢ：就是他们有企业工会的，是吧？ 

大冶市总工会：嗯。 

ＣＬＢ：那有没有出租车行业工会联合会呢？ 

大冶市总工会：有的。 

ＣＬＢ：也有，那还可以。就是，是这样子的…… 

大冶市总工会：工会早就成立了。 

ＣＬＢ：早就成立了啊，是在什么时候成立的啊？ 

大冶市总工会：在 2015年之前吧，应该是。 

ＣＬＢ：哦，在 2015年之前成立了这个行业工会联合会？ 

大冶市总工会：对，有一个大冶市出租车行业工会联合会。 

ＣＬＢ：是这样子的，因为在 5月 6号的时候他们有这个集体维权的一个群体事

件。就是因为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他们就是经济受到打击。然后但是，他们反

映，就是大冶市政府没有一些相关的帮助出租车行业的一些帮扶政策，不知道您

了不了解呢？ 

大冶市总工会：这个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 

ＣＬＢ：嗯嗯。那比如说，他们都是工会会员的话，是不是咱们工会可以出面代

表这些司机，去跟这个企业或者是政府去做一个协商呢？就是给这些司机比如说

要求减免这个份子钱，或者是政府给出一些补助的方案给到这些困难的出租车企

业呢？ 

大冶市总工会：但是他们目前没有反映到我们这里来。他们应该去自己的工会组

织去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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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他们没有来工会来反映？ 

大冶市总工会：嗯。 

ＣＬＢ：但是，那咱们工会能不能主动一点，就是找到这些司机去了解一下他们

的诉求呢？因为 5 月 6号那天，他们这个群体事件，有上百个司机一起的，所以

这个事件还是挺大的，挺引起关注的。 

大冶市总工会：你这样，我刚才报的号码给到你。 

ＣＬＢ：哦，我打这个是吧，那我找哪位比较合适呢？ 

大冶市总工会：找我们胡主任。 

ＣＬＢ：胡主任，是吧？不好意思我听不到。 

大冶市总工会：胡啊。 

ＣＬＢ：胡主任。可能问他就比较清楚，是吧？ 

大冶市总工会：嗯。 

ＣＬＢ：好的，好的，那谢谢啊，再见。 

 

 

第三通电话：大冶市总工会维权服务部 

大冶市总工会：喂？ 

ＣＬＢ：喂您好，是大冶市总工会吗？ 

大冶市总工会：哎，您好，是的。 

ＣＬＢ：您好，我这边是中国劳工通讯打过来的。 

大冶市总工会：是哪里啊？ 

ＣＬＢ：中国劳工通讯。 

大冶市总工会：哦哦。 

ＣＬＢ：您这里是维权服务部，是吧？ 

大冶市总工会：嗯，对，是的。 

ＣＬＢ：是这样子的，在 5月 6号的时候，大冶市出租车司机有上百名停运，他

们就是抗议在疫情期间受到严重的影响，然后公司没有给…… 

大冶市总工会：您等一下啊。 

ＣＬＢ：哦，好的好的。 

（换人接电话） 
大冶市总工会：喂？ 

ＣＬＢ：喂您好。 

大冶市总工会：您好。 

ＣＬＢ：是这样子的，就是在 5 月 6 号的时候，有上百名的出租车司机他们停

运，然后抗议在疫情期间他们的收入受到严重影响嘛，因为没有生意，然后公司

也没有给他们减这个份子钱啊，或者是提供一些补助这些。然后他们就在 5月 6

号那天就集体停运了，这个事情咱们工会有参与吗？ 

大冶市总工会：我想请问一下你是？ 

ＣＬＢ：我这边是中国劳工通讯打过来的。 

大冶市总工会：中国劳工通讯啊？ 

ＣＬＢ：对对对。 

大冶市总工会：你昨天好像也是问过我们这个事，是不是？ 

ＣＬＢ：昨天我打的应该是办公室，但是我感觉那个工作人员好像她不是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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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就…… 

大冶市总工会：我昨天有，是哪天的来电显示的话是一个 852开头的…… 

ＣＬＢ：哦，对对对，昨天我打过来，但是你们的电话号码一直…… 

大冶市总工会：你刚才，我看到也是 852 开头，你这边是哪里的电话啊？ 

ＣＬＢ：我这边是香港打过来的。 

大冶市总工会：香港打过来的？ 

ＣＬＢ：对对。我们是一个…… 

大冶市总工会：你们中国劳工组织是香港的吗，一个部门？ 

ＣＬＢ：对对。是的。 

大冶市总工会：你这个通过我们的上级部门没有？ 

ＣＬＢ：没有。因为我们不是做一个采访，就是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咱们工会

有没有去帮助到这些司机，去跟企业做一个协商？ 

大冶市总工会：有参与这个事情，我们也了解这个情况了。但是是这样的，如果

你是从香港打过来电话的话，你是有没有通过我们部门报批的，还是有没有通过

我们上级工会的？ 

ＣＬＢ：我是有了解到，如果要是要采访的话，可能要通过你们的宣教部什么的

那些部门去做一个申请，是吧？ 

大冶市总工会：对对对。 

ＣＬＢ：但是，因为我们只是…… 

大冶市总工会：所以你如果可以走这个手续的话我们可以什么的。如果是没有这

个手续的话，我们有点不方便，你了解一下。 

ＣＬＢ：我明白你所说的，但是我这边不是一个采访，因为我们只是关注劳动纠

纷和工会改革的一个研究的网站，然后我们看到这批司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诉求，

他们在网上求助，然后就想了解一下这个事件有没有得到解决，司机们的问题得

到解决了没有？ 

大冶市总工会：是这样的，我只能跟你说。我们这边的市委市政府这边，包括我

们工会都有参与这个事情。我们这边是由政法委牵头的，有一个专班。但是你所

有的采访，我们这些，你都要走一个正规的程序。 

ＣＬＢ：那如果比如说……就是咱们工会有参与这个事情，是吧？就是一起去做

一个调解？ 

大冶市总工会：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不能跟你怎么样说。但是这个……我所以说，

你这个电话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电话采访是不是？ 

ＣＬＢ：不是采访，就是做一个了解。 

大冶市总工会：那你是做什么呢？ 

ＣＬＢ：就是我们比较关注这些司机他们的困难有没有得到解决。我们也不会说

去发表、去报导一个新闻，我们不是做这个的。 

大冶市总工会：不是，那你是做什么？ 

ＣＬＢ：因为我们是做研究的一个网站，就是做研究的，就是研究劳资关系和工

会改革的一些进展，一些情况，这样子。 

大冶市总工会：研究网，哦。是这样的，我建议你们最好是通过我们正规渠道来

了解一下。因为你电话这个打过来的，这个有一点，我不好跟你说这个事情。因

为昨天你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我们办公室就跟我说过。但是他说那个电话开头的

话，是查不到你们相关的信息的。所以你刚才跟我是你这个是香港打过来的电话，

因为不是正规渠道过来的信息的话，我们这边……你理解，我们这边好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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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说的话，要经过相关的单位报批。 

ＣＬＢ：那没关系，那我…… 

大冶市总工会：你能不能跟我们宣传部，或者是跟我们上级工会来联系一下这个

事情啊？ 

ＣＬＢ：上级工会就是要打去黄石那边，是吗？ 

大冶市总工会：这边，你跟我们的市委宣传部联系一下。 

ＣＬＢ：好的，那这个事件的话，如果要问这个事件的话，就是要通过宣教部这

边。那如果比如说，我想了解一下大冶市政府有没有出台一些……比如说在疫情

期间出台一些对出租车行业的帮助的政策呢？ 

大冶市总工会：这个我建议你还是，因为这个应该是宣传部，对外宣传口的。你

问的是市委市政府这边一个大的政策的话，我建议你最好还是问一下宣传部。宣

传部在这边的话，他应该有一个发言权。好不好？ 

ＣＬＢ：哦，好的好的。 

大冶市总工会：我也请你理解一下我们这边的工作性质。因为你这个电话确

实……确实这个号码，我们也查不到出处。然后你说的是，香港劳工的一个网站

是吗？ 

ＣＬＢ：嗯，对对对。 

大冶市总工会：是一个什么网站啊？我可以到你们的网站看一下还是咨询一下吗？ 

ＣＬＢ：可以可以。 

大冶市总工会：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你们这边是什么网站。 

ＣＬＢ：可以啊，你可以，就是你打我们的名字就可以了。就是“中国劳工通讯”，

就可以搜索到这个网站。 

大冶市总工会：中国劳工通讯，是吧？ 

ＣＬＢ：对对。就可以搜索到这个网站。 

大冶市总工会：哦，名字叫劳工通讯，好好好，行。因为这个事情你跟我说了的

话，你给我们打电话联系了，我们也要跟我们领导汇报一下，好不好。 

ＣＬＢ：就是如果想了解一下工会在疫情期间有没有对复工复产的一些情况，一

些工作，您这边也是回答不了，是吧？ 

大冶市总工会：因为你这个渠道有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应该不是一个什么的问题，

但是你这个渠道打电话过来的话，你这个号码我们是查不到的。我们的意思是，

你能不能通过一个正规的渠道来了解这个情况，这个是比较容易的，好不好？ 

ＣＬＢ：哦，正规的渠道是需要通过申请吗？ 

大冶市总工会：你需要通过一个，你如果是香港那边过来的话，你跟我们宣传部

对接一下。 

ＣＬＢ：哦，好吧。 

大冶市总工会：因为这个毕竟有一个涉外，对外宣传的。这个现在都是比较那个，

所以我想你这边如果是想了解的话，因为你们如果是经常了解这方面情况的话，

应该各个渠道你们应该是比较清楚的，是怎样通过正规的渠道来了解，好吧？ 

ＣＬＢ：好吧。因为其实，如果我们打去别的地方的工会，如果是这些比较普通

的这些事件我们想了解的话，他们其实还是愿意讲的，其实。 

大冶市总工会：我知道，我知道。但是可能……是这样的，如果是你自我介绍你

是那边的话，如果再查了你的……关键是昨天你打了电话来，我们查了你的电话，

我们是找不到你的出处的。然后你又说你是香港劳工通讯这边的一个网站的话，

所以这边我们最好还是慎重一下，好吧？也不是说我们不跟你说。我们是建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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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正规的渠道来。 

ＣＬＢ：好好好，行。 

大冶市总工会：不好意思啊。 

ＣＬＢ：好的，谢谢。 

大冶市总工会：再见。 

ＣＬＢ：好，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