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5 月 30 日 7 时 30 分许，3 名工人在灵璧县灵城镇实施倒虹吸井作
业时死亡。 
——五通电话，致电一个工会 
 

第一通电话：中国电信号码百事通 

[欢迎致电电信号码百事通，查号请按 1，订机票请按 2……2215 号为您服务。] 
电信号码百事通：很高兴为您服务。 

ＣＬＢ：我想问一下灵璧县总工会的电话。 

电信号码百事通：稍等一下。 

请记录，6031929，为您再报一遍 6031929。 

 

 

第二通电话：安徽省灵璧县总工会 办公室 

灵璧县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您好，请问是灵璧县总工会吗？ 

灵璧县总工会：谁？ 

ＣＬＢ：灵璧县总工会，我想找。 

灵璧县总工会：不是，你是想找谁的？ 

ＣＬＢ：您好，我是来自中国劳工通讯的，因为有个事儿想请教工会，所以想问

一下这个是不是工会。 

灵璧县总工会：6161365。 

ＣＬＢ：6161365，这个是什么部门？ 

灵璧县总工会：组宣部，你打过去问一下好吧？ 

ＣＬＢ：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个安全事故或劳动经济部的电话啊？ 

灵璧县总工会：你打刚刚我给你说的那个电话问一下，好吗？ 

ＣＬＢ：好。您这个是什么部门啊，不是办公室吗？ 

灵璧县总工会：对对，我们是办公室。 

ＣＬＢ：但是要由组宣部来去了解，是吧？ 

灵璧县总工会：对对对，你问一下好吧？ 

ＣＬＢ：好的，好的，谢谢啊。 

 

 

第三通电话：安徽省灵璧县总工会 组宣部 

灵璧县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灵璧县总工会吗？ 

灵璧县总工会：谁？ 

ＣＬＢ：请问是灵璧县总工会吗？ 

灵璧县总工会：嗯。 

ＣＬＢ：您好，我是来自中国劳工通讯的。 

灵璧县总工会：哪个？ 

ＣＬＢ：中国劳工通讯。 



灵璧县总工会：嗯。 

ＣＬＢ：有个事儿想请教一下工会。 

灵璧县总工会：嗯。 

ＣＬＢ：就是 5 月 30 号的时候灵璧县这边有三名工人，他们去井下作业的时候

疑似沼气中毒死亡，想问一下这个事儿工会这边有没有参与调查和善后处理啊？ 

灵璧县总工会：这个是这个保障部的事情。 

ＣＬＢ：哦，保障部？ 

灵璧县总工会：那个，你打 6031151，找那个许红杰许部长。因为具体是他参与

的。 

ＣＬＢ：6031151，是吗？ 

灵璧县总工会：对对对。 

ＣＬＢ：好的。我就是还想问一下，您了不了解像这些工人他们有没有加入这边

的工会呢？ 

灵璧县总工会：他们公司，他们是外地公司，好像这儿临时工好像没有加入工会

吧，好像。 

ＣＬＢ：对，他们是一个国企，湖北省航道工程公司，然后派给劳务公司的。 

灵璧县总工会：他们是湖北的公司，具体的加入没加入工会，那要问他们公司。

因为他们没……在我们当地是没有加过，因为他们人员好像全部是湖北人员，不

是我们当地人员。 

ＣＬＢ：噢，那他们如果来安徽这边作业的话，他也不会登记到你们这边的工会，

是吗？ 

灵璧县总工会：嗯，没有。 

ＣＬＢ：那如果发生了安全事故，毕竟是本地嘛，那这些职工的维权方面是应该

由哪一级的工会来去负责呢？ 

灵璧县总工会：好像那个县安全局和我们工会已经介入了吧，具体什么样，不是

我这个部室的事情，我不太清楚。 

ＣＬＢ：明白，明白，就是具体的那个善后什么的是由保障部那边来处理？ 

灵璧县总工会：对，有其他的，保障部，经济保障部，是由他们部室负责这一块

的。就是我们各个部室工作联系不上，所以说这一块我们不太清楚。 

ＣＬＢ：明白明白，但是还想了解一下在灵璧县这边，对于这种安全生产事故的

预防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经验呢？ 

灵璧县总工会：我这儿是组织部，对这一块……我只是组建工会这一块。对于你

所说的这一块，我这个没有接触。 

ＣＬＢ：哦，明白。我刚刚听办公室说你们这边是组宣部。 

灵璧县总工会：对啊。 

ＣＬＢ：所以我以为还负责宣传这一块嘛…… 

灵璧县总工会：呵呵，组织这一块。 

ＣＬＢ：比如安全生产宣传啊，所以想顺便了解一下。 

灵璧县总工会：这个都是他们经济保障部的事情。 

ＣＬＢ：哦，明白了。那如果是普通的，假如是本地的工人，他们一般是会加入

工会的是吧，在组织部这边。 

灵璧县总工会：是啊，包括农民工，我们这儿都已经成立工会了。 

ＣＬＢ：哦，因为…当然这些工人可能比较特殊啦，可能是湖北籍的啊，如果加

入工会也是加入他们当地那个公司的工会。 



灵璧县总工会：嗯。 

ＣＬＢ：但是如果假如是安徽本地的这种安全事故，然后安徽本地人，他们一般

是加入了工会的话，像发生这种安全事故，工会是会出面去代表工人，会去代表

他们解决问题，是吗？ 

灵璧县总工会：对，是啊。因为安全生产这边，工会是成员单位。 

ＣＬＢ：就是如果发生事故了，工会是可以有权去进行调查的，然后去追究问责

的，是吧？ 

灵璧县总工会：对对对。 

ＣＬＢ：哦。如果在组织加入工会的时候，是不是也会顺便去宣传以这些来宣传

一下，就是说组织大家加入工会嘛，然后加入了之后可以有更好的这种安全生产

保障啊，工会可以帮他们维权啊，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角度啊？ 

灵璧县总工会：是啊，全国不都是这样嘛，全国建会不都是宣传这一块嘛，都是

这么宣传。 

ＣＬＢ：是是是。那如果我想了解这些工人有没有加入工会的话，应该怎么样去

了解呢？ 

灵璧县总工会：只有你去问他们那个公司，或者问那个湖北那边。 

ＣＬＢ：哦，但他们现在是在你们这边作业，然后在你们这边出了意外，其实你

们不能因为还是属地、然后属地管理去管一下吗？ 

灵璧县总工会：这块具体操作介入，跟我们这个部室没有联系，所以说你问我这

些我也没有办法回答你。 

ＣＬＢ：哦哦，毕竟不是，就算是可以去属地，也不是由组织部来出面，是吧？ 

灵璧县总工会：对对对。 

ＣＬＢ：那我想问一下，还有负责安全竞赛什么的是什么部门啊？ 

灵璧县总工会：经济保障部啊。 

ＣＬＢ：哦，都是那个经济保障部是吗？ 

灵璧县总工会：对啊。 

ＣＬＢ：好的，那我去联系一下经济保障部看一下吧。谢谢您了。 

灵璧县总工会：好的，没事。 

ＣＬＢ：麻烦了，再见。 

灵璧县总工会：再见。 

 

第四通电话：灵璧县总工会 保障部 

灵璧县总工会：喂。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是灵璧县总工会的经济保障部吗？ 

灵璧县总工会：是的，你说。 

ＣＬＢ：您好，我是来自中国劳工通讯的。有个事情想问一下工会。 

灵璧县总工会：喂喂？ 

ＣＬＢ：就是 5 月 30 号的时候，灵璧县这边有三个工人，他们在井下作业的时

候疑似沼气中毒死亡。想问一下工会这边有没有参与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啊？ 

灵璧县总工会：哪儿的？ 

ＣＬＢ：灵璧县这边有三个工人去那个…… 

灵璧县总工会：在哪个地方？ 

ＣＬＢ：他们就是在灵璧县的灵城镇实施倒虹吸井作业的时候，有三个工人。 



灵璧县总工会：哦，你等一下，我具体我不太清楚，我给你问个人，问个人我再

给你回话好不好？ 

ＣＬＢ：哦，您这边不是经济保障部的负责人吗？ 

灵璧县总工会：是保障部的，我只是接电话的。等一下我去问一下，好吧。 

ＣＬＢ：我只是想问一下这些工人有没有加入工会呢？您会了解吗？ 

灵璧县总工会：这个事儿我还不太清楚呢，部长没在这儿。 

ＣＬＢ：哦，这个事儿是部长负责，是吗？ 

灵璧县总工会：对，你打那个办公室电话再去问一下。反正保障部，会员一般不

在这儿。会员一般是组宣部。 

ＣＬＢ：明白，就是因为我刚刚打过去问组宣部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下。 

灵璧县总工会：哦。 

ＣＬＢ：他说这些工人他们是外地的工人，他们不在本地加入工会，就是他们是

湖北籍，那个公司他是湖北过来做劳务派遣的一个公司。然后呢，所以这些工人，

他说应该都是湖北籍的，虽然他们安徽本地人会加入工会，但是湖北籍的就可能

就是加入湖北本地的工会…所以…但是他又说这个事情全部都是保障部这边去

负责，所以就给我推荐联系你们来问一下，这样子。 

灵璧县总工会：哦，我们这个呢，我们这儿的保障是，保障只是搞救助的，我们

的部长他没在这儿。 

ＣＬＢ：哦，那如果安全生产的监督那一块，是在哪儿？ 

灵璧县总工会：那是经济部。 

ＣＬＢ：经济部啊，那您了解吗，就是经济保障怎样去做一些安全生产的监督工

作？ 

灵璧县总工会：我们这儿有宣传，我没在宣传。就是宣传劳动竞赛什么的，我们

都有。但是部长不在这儿，部长有事，我不太清楚。 

ＣＬＢ：那经济部的电话您有吗？ 

灵璧县总工会：经济部的电话我来给你看一下啊。 

ＣＬＢ：好的，谢谢。 

（等候） 
灵璧县总工会：6161365，啊不是，你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下问办公室吧，可近了。 

ＣＬＢ：好的。 

（等候） 
（换人接电话） 
 

第五通电话 安徽省灵璧县 经济部负责人 许先生 

灵璧县总工会：喂，您好。 

ＣＬＢ：喂，您好，请问您是负责经济部的吗？ 

灵璧县总工会：对对对，是的，领导有什么指示请讲。 

ＣＬＢ：您好，我是来自中国劳工通讯的。就是今年 5 月 30 号的时候灵璧县有

三个工人嘛，他们在井下作业的时候疑似沼气中毒死亡，想问一下工会这边有没

有参与调查和善后处理啊？ 

灵璧县总工会：我跟你讲，我们也联系应急管理局的同事了，但是现在应急管理

局现在调查没调查呢，现在还没有通知我们去参与。 

ＣＬＢ：哦，应急管理局现在还没通知工会，是吧？ 



灵璧县总工会：对对对，我们是主动和应急管理局联系了。他们呢现在已经走程

序了，具体的现在呢，还没有通知我们工会呢。 

ＣＬＢ：哦，明白明白。因为据我们了解，这些工人他不是安徽本地的，他是湖

北籍的，是不是啊？ 

灵璧县总工会：对对对，是的。 

ＣＬＢ：像这种非本地籍的工人，但是在本地发生了安全事故意外，工会也是有

权力可以介入的吧？ 

灵璧县总工会：对对对，是的。像本地的安全事故呢，比如说我们这次的沥水事

件呢，我们参与了。这一次应急管理局呢我们主动联系，现在还没邀请我们参与。

政府呢，也介入了。 

ＣＬＢ：但是如果是发生安全事故意外，像您刚刚说的这种之前的事故的话，工

会一般可以做到的，也是监督的权利，然后可以去追究问责，然后提出一些建议，

是吧？ 

灵璧县总工会：对对对，是的。 

ＣＬＢ：如果是这一次的话，发生这样的安全意外，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去做呢？ 

灵璧县总工会：是啊，我们始终和应急局保持联系了，具体还没有让我们参与。

我刚找了应急负责人联系了，刚刚证实了。 

ＣＬＢ：哦。然后因为这个毕竟他不是本地的工人，但是像这些普通的发生了意

外的工人的话，灵璧县的工会可不可以也代表他们去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啊？ 

灵璧县总工会：如果那个的话，也是可以的。 

ＣＬＢ：就是说，如果应急管理局邀请工会的话，也可以去是吧？ 

灵璧县总工会：对对对。一般正常情况下呢，我们这儿出现个安全生产事故，应

急管理局都会通知我们的，然后联合几家，几家我们一起参与。 

ＣＬＢ：哦。然后，比如说发生意外的这些工人，他们可能工亡的可以赔偿啊，

工伤的可以申请，是吧？ 

灵璧县总工会：对对对，都有。 

ＣＬＢ：但对于那个企业呢，对于企业这一方的话，可以进行一个怎么样的追责

啊？ 

灵璧县总工会：那个企业呢，就是调查原因以后呢，然后上报县委县政府，然后

我们和应急管理局，拿出一个处理方案。 

ＣＬＢ：对。会不会比如说因为像这个企业他在安徽这边的操作，假如调查出现

他存在一些违规的话，对于这个企业会有一定的惩罚措施吗？ 

灵璧县总工会：嗯，具体的呢，但是我们工会一般介入呢，我们都是调查职工，

我们也有建议权。然后包括企业本地的工会，我们也让本地的工会企业呢，也介

入调查了。然后的情况呢，就是企业工会也向我们县总的工会进一步进行报备，

具体情况说明书。 

ＣＬＢ：哦，这个还是挺好的，就是跟那个企业的工会也保持联系，从企业工会

这边开始追究责任，是吧？让他们去发动。 

灵璧县总工会：对对，我们县总党组呢是这样研究的，就是无论哪个地方，我们

灵璧县内的企业发生安全事故，本厂工会积极参与。然后呢，第一时间上报给我

们县总工会，然后我们县总呢，积极地和应急管理局联系配合，然后进行调查。

但是企业……他们发生事故的企业工会呢，也可以参与他们企业内部的调查。我

们这样就可以，就是通过两方面，尽量把事实的依据讲出具体化。 

ＣＬＢ：嗯嗯，对。企业工会一层，然后县级工会，然后上级工会，都可以参与



进来，在不同的层面发挥他们的权力，是吧。这样子。 

灵璧县总工会：对对，切实维护职工权益。还有呢，我们就是切实地执行《劳动

保护监察条例》。 

ＣＬＢ：就是平时的话，也可以去进行这个一个是安全生产培训，另一个是可以

去落实劳动监督的职能，是吗？ 

灵璧县总工会：对对，你比如说现在是复工复产这个情况，我们现在不是 XX嘛。

我们已经和环保、人社、住建局、人力局几个部门已经联合了，准备对各个企业，

就是高峰工作的，然后呢就是有一些福利准备发放。 

ＣＬＢ：哦，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安全生产现在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像习近平在四月十号就对这个做出一些指示嘛，说是针对安全生产要“层层压实

责任”，然后呢李克强也提出批示，说要展开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的三年行动，就

是整个来讲对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在灵璧这边，对于这种

安全生产的主要是预防啊，预防措施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措施啊？ 

灵璧县总工会：那个我们这边的预防措施呢，主要就是和这里的基层工会经常性

地进行开展对话工作，就是不定期的到企业工会去看看。就是企业职工的，比如

说工资啊，有没有拖欠工资啊，还有卫生方面的情况。然后呢，具体就是配合应

急管理局，应急部门，那个参与一些那个应急局事故调查。另外对于他们企业工

会，我们不是有基层工会吗，那里也会要求基层工会呢，就是对他们本辖区的企

业工会，还有村级工会，然后进行就是有没有……比如说有没有拖欠工资啊，还

有呢，就是对安全生产检查，这一块他们也有行使的权利。 

ＣＬＢ：哦，就是一般平时会有一些安全生产的检查和宣传，是吗？ 

灵璧县总工会：有有有，不定期的，有时候是配合环保部门，有时候是配合人社

业绩。我们有时候两个部门，或者三个部门，不定期的。我们每年呢，马上都开

展了安全知识竞赛，和安全生产知识竞赛，和企业技能大赛，为一体的一个技能

安全知识，还有那个技能大赛。那个重点呢，就是宣传安全生产这一块的。参加

这个竞赛的呢，主要是各个行业的，就是企业行业、就是建筑行业的安全员，然

后进行安全知识的知识竞赛。对于这个农民工和职工呢，就进行技能大赛。还有，

对企业呢，一个呢是发放降温费，还有呢，就是防护用品，你问他们实施的方案，

方案是什么，有没有落实，他们的计划是什么，这个也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ＣＬＢ：像这个企业的这些安全用品，是企业自费还是工会会拨一些经费呢？ 

灵璧县总工会：我们会专列。我们工会就是每年会有送清凉活动，就是对企业也

去进行，比如说买水啊，买 XXX，买配套辅助的防护用品。 

ＣＬＢ：明白，明白。就是在这些活动中也会对企业进行一些…… 

灵璧县总工会：对对，这是一项每年定期的活动嘛。我们这个叫做送清凉活动。

我们检查呢，主要就是各种高危的防护费用，有没有按照我们安徽省的标准进行

发放。但是呢，发放的资金，是他们本企业的事。比如说，绿豆汤啊发放的东西，

但这是两码事，你不能把这个物品作为一种资金进行发放，这是不允许的。今年

安徽省劳动保护管理条例已经明确规定了。 

ＣＬＢ：哦，就是这些安全生产责任的落实主要还是要企业这方面其实？ 

灵璧县总工会：对对，特别是今年我们安徽省人大已经通过了《安徽省劳动保护

监督检查管理条例》，已经出台了。 

ＣＬＢ：哦，那在这个劳动检查监督的条例里面，工会也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呢？ 

灵璧县总工会：那个我们就是有建议权和那个监督权，还有那个检查权。 

ＣＬＢ：哦，其实跟那个安全生产法对工会的赋权也差不多，是吧？因为那个…… 



灵璧县总工会：对对对对，因为这是我们安徽省人大刚通过的一个法律条例。 

ＣＬＢ：嗯嗯，我们看全国的安全生产法也是，一方面就是工会可以组织职工进

行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然后维护职工安全生产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就是，如

果发生这种违规违章指挥啊、强令冒险作业啊、事故隐患的时候，工会是可以要

求纠正啊、提出解决啊，还有可以组织人员撤离危险场所的。这个都是还是一体

的。 

灵璧县总工会：对对对，我们还有一个呢，我们可以建议，我们有建议权。我们

可以通过送温暖的形式去建议。如果企业还不执行，我们还可以申请人民法院，

进行申请。 

ＣＬＢ：哦，过去有申请过吗？ 

灵璧县总工会：我跟你讲，目前的企业现在做得都比较好，做的都比较人性化了，

一般很少碰上这样的事情。 

ＣＬＢ：目前来讲事故还是挺少的是吧？灵璧这边。 

灵璧县总工会：对对对对。 

ＣＬＢ：对对，而且这一起也是省外的这个企业和工人…… 

灵璧县总工会：喂？我这个电话听不清楚了。 

ＣＬＢ：噢，没事，我是说看上去灵璧做的还是挺好的啊。 

灵璧县总工会：主要现在是我们工会领导比较重视，对于安全生产这一块。领导

如果需要你说的这边湖北籍企业的这个情况呢，我可以和应急管理局联系，你需

要什么材料的话我可以传给你。 

ＣＬＢ：明白，明白。我们只是因为了解到这个事故之后呢，是想看看工会能不

能够去介入，然后去帮职工维护一下他们的权益。然后也是像你说的，发挥一下

工会的这个建议啊、监督的权力吧。不是需要向我们汇报。因为那个调查结果也

是需要一段时间，到时候能公布的话也会公开的，所以也不着急。对吧。 

灵璧县总工会：对对对，现在这个情况呢，一般都在我们的职工网，一般都公开

了。 

ＣＬＢ：对对对。所以只是在发生了这种事故之后，我们打来工会，想看看工会

能不能够去一方面是介入一下这个事件，然后参与调查，还有善后处理。另一方

面是看，有没有可能以这种事故为鉴吧，然后可以去做更多的安全生产的预防措

施。希望工会可以去参与到这个……就是以这种事件为一个，怎么讲呢，就是希

望它不要发生嘛，但是既然发生了，我们就要更好的去考虑怎么去预防以后这种

事故发生的这个角度。 

灵璧县总工会：对对对，有些工作我们都是已经常态化了。 

ＣＬＢ：嗯。我还有一个想法啊，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说如果一个……刚刚听您说

了，就是企业工会其实也是跟县工会保持很紧密的联系，然后还有基层工会，可

以去层层落实责任，然后互相监督嘛，对吧。但是如果说，比如有一个企业，他

有这个企业工会，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个企业的工人，不管是农民工还是正式工，

都加入了工会，但是他还是发生了安全事故的话。那么，是不是其实对于企业工

会也会也一定地追究责任呢？ 

灵璧县总工会：哦，目前呢还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目前还没有发生。因为我们

现在呢，对企业的工会，我们现在也是在摸索的阶段。如果那个假如说他如果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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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ＬＢ：对对对，既然工会有这个监督的权力，然后可以发动职工去进行监督。

那既然有这个权利，也是有相应的责任要承担，对吧？ 



灵璧县总工会：对对对，如果这个工会呢，工会主席不能善任呢，我们可以建议，

建议就是重新选举那个工会主席。 

ＣＬＢ：嗯。我们就是从这个，一个是这个习近平对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然后

另外一个是像李克强说的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然后他要求是建立安全生

产责任和管理制度体系，就是其实从这个角度有一些建议啊。因为要把这个层层

责任压实的话，然后要把责任的管理制度体系化，其实从上一级工会来说，也是

有权去主动去追究一下这个各级工会的权力的，对吧？ 

灵璧县总工会：是的，是的。 

ＣＬＢ：比如说，如果企业工会，他本来是有工会，然后工人都加入了工会，但

是他还是发生了意外，那他就是在安全生产法和你们的刚刚的劳动保护条例里面，

就是有一些是没有做好的，才会导致有疏忽意外的，对吧？ 

灵璧县总工会：对对对。 

ＣＬＢ：所以像您说的，工会的领导人，是不是就可以被追究一下责任，这样的

话才能让其他的更多的工会把这个事儿更上心，而不是觉得只是有权力但却不必

承担义务，对吧？ 

灵璧县总工会：对。因为现在的工会法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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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我们那个…… 

ＣＬＢ：明白，明白。那还有啊，如果假设啊，当然我们都不希望发生，但是假

设还有事故发生，或者说你们在培训的时候也可以演练一下类似事故的发生。那

其实在县级工会去介入调查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就是在演练的过程中、在培训的

过程中，也可以给下级工会一个意识嘛。就是说，我们工会也会提出对下级工会

进行追责，对企业工会进行问责的。然后到时候调查的时候，每个没有做好的这

个工会啊、工会部门啊，都可能会被问责。这样的话是不是也会让他们更警醒，

更能从一线抓起。因为毕竟企业工会才是最了解一线职工的安全生产情况，然后

最了解事故隐患的嘛，对吧。 

灵璧县总工会：对对，因为我们对企业工会进行培训的时候，我们也强调了，因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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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对。如果确实出现事故了，你工会就是现场曝光，双方不要产生矛

盾。就是对于事故的发生，有不可……或者说是，怎么说呢，就是灭火的作用。

对不对。 

ＣＬＢ：嗯。 

灵璧县总工会：就是出事了以后，职工和企业肯定是有情绪，那肯定是不好的，

特别是，特别是家属，对吧。 

ＣＬＢ：对对对。在发生了意外之后，工会当然是要去灭火的，不过防火的努力

也可以更多做一点，是吧。 

灵璧县总工会：因为咱们那个中国，咱们现在的工会，企业工会的主席，他们企

业工会有一些特殊性。有一些职工呢，也不能全面都能做到位的。 

ＣＬＢ：哦。 

灵璧县总工会：对，因为企业的工会，他本身兼任工会主席，有的制度还不健全

呢。 

ＣＬＢ：就是他自己本身可能是兼任管理权力，管理职责的，是吗？ 

灵璧县总工会：对对对，这个是中国工会的特色。有些事故呢是没有办法的。 

ＣＬＢ：哦。不过呢，到时候如果说三年整治行动啊，或者安全生产抓的更……



责任更严的话，就是上级抓下来了，可能就是市一级工会来找你们县级工会，你

们就要先顶住。所以还不如就是大家先主动地从下往上，就是一级一级地先抓起

来，会更好一点吧。也免得到时候等到别人来问责。 

灵璧县总工会：对对对，还是什么，特别是对企业工会，对工会主席一定要进行

全方位的培训才行。 

ＣＬＢ：对对对，好的，如果…… 

灵璧县总工会：还一个，有的企业呢，你比如说这个企业来我们这儿了，然后呢

干了两三年又走了，他这个流动性也比较大。 

ＣＬＢ：是是是。不过就算这些企业走了，其实他在当地雇佣的工人他可能还会

留在本地，他就是换一家企业嘛，对吧？ 

灵璧县总工会：对对对，是的。 

ＣＬＢ：所以如果说，你们是把当地的工人组织加入工会了，然后对工人、一线

的工人进行这种安全生产培训的话，他也能够起到一个一线职工监督的这个作用

吧。 

灵璧县总工会：对，因为我们的宣传方式，就是什么方式呢，就是以劳动竞赛的

方式。劳动竞赛。 

ＣＬＢ：嗯。 

灵璧县总工会：劳动竞赛呢，我们每年都召开无论是各行各业的劳动竞赛，主要

就是强调了安全生产这一块。 

ＣＬＢ：哦，在这个劳动竞赛过程中，您觉得职工对于安全生产的意识有提高吗？ 

灵璧县总工会：有提高啊。比如说，我们前几天举办的烹饪大赛啊，就是对各行

各业的职工我们都进行宣传。烹饪方面，那个方面的大赛呢，一个防火啊，还有

等其他安全，液化气的使用，设施规划，这一些。我们的劳动竞赛呢，也有其他

的相关部门一起参与。 

ＣＬＢ：就是把这些可能出事的，或者说一些平常的操练都要比较熟悉，让他没

有隐患，是吧。 

灵璧县总工会：对对对。我们现在呢，就是以劳动竞赛为契机，目的就是更好地

宣传工会、工会法、安全生产法，让职工呢他们心里知道怎么做是安全的。这马

上就要 16号了，16号就是我们这个安全宣传活动月。安全宣传活动月呢，我们

组织呢，我们县总党组啊，也叫我们一个是上街宣传，第二呢，进行安全生产宣

传这一块，然后呢要走向企业进行宣传，深入职工进行宣传。 

ＣＬＢ：挺好的，听上去还是有一套比较成熟的体系的。 

灵璧县总工会：现在对于安全生产这一块呢，包括我们县里，包括我们市总，都

非常重视。我们就是尽量把安全生产这一块，像领导说的一样，不发生最好。 

ＣＬＢ：对对，预防为主嘛，不发生是最好的，发生了的话再看怎么去善后。 

灵璧县总工会：对对对。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有什么需要，也可以来电话。 

ＣＬＢ：我想问一下，灵璧县总工会你们的办公地址是哪里啊？ 

灵璧县总工会：我们的办公地点在那个灵璧县灵城镇迎宾大道。 

ＣＬＢ：人民大道是吧？ 

灵璧县总工会：迎宾大道。 

ＣＬＢ：迎宾大道，哦。 

灵璧县总工会：物资大楼三楼。 

ＣＬＢ：迎宾大道的什么呢？ 

灵璧县总工会：迎宾大道物资大楼。 



ＣＬＢ：什么大楼？ 

灵璧县总工会：物资，物资。 

ＣＬＢ：物资大楼。 

灵璧县总工会：对对，三楼。 

ＣＬＢ：物资大楼三楼，就是想到时候如果有一些材料的交流的话，到时候可以

直接寄给你们吧，这样子。 

灵璧县总工会：可以的，可以的。 

ＣＬＢ：灵璧县灵城镇迎宾大道物资大楼三楼，是吧？ 

灵璧县总工会：对对对，灵璧县总工会。 

ＣＬＢ：好的好的，谢谢啊。 

灵璧县总工会：好好好。 

ＣＬＢ：您是经济保障部的部长吗？ 

灵璧县总工会：不是，我是经济部的负责人。 

ＣＬＢ：经济部的负责人，您贵姓啊？ 

灵璧县总工会：我姓许，言午许。 

ＣＬＢ：好的，谢谢你啊，许先生，给我讲了这么多。 

灵璧县总工会：好的好的。再见。 

ＣＬＢ：谢谢啊，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