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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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期 复工复产与安全生产 

今年四月，习近平对安全生产作出指示，要求复工复产时期，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安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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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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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安全事故总体上呈现为事故频发、伤亡众多的态势，造成经济社会损失惨重。按照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截至 2019 年，全年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共死亡 29519 人。针对安全事故

频发，工会应当依法监督安全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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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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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权利”和“义务”。为了维护职工的合法劳动权益，法律赋

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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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4/10/c_1125837983.htm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2/t20200228_17289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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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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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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才履行了

安全生产的监督责任。 

本期，我们开始关注工会在安全生产监督、安全事故预防和善后处理当中所发挥的作用，

为此我们从“安全生产地图”中选取了四起事故案例；同时，也从“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当中选

取了两起工人行动事件，涉及防疫常态化下备受影响的出租车行业。就复工复产期间这六个事件

我们联系到所在地的地方总工会。 

 

一、工人行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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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个工人事件当中，地方总工会工会改革的状况如何呢？ 

 

1 江西丰城发电厂事故 73 人死亡 

2 河南信阳矿井透水事故 7 人死亡 

3 山东青岛公路意外 3 名工人死亡 

4 河南信阳平桥区工地 1 人工亡 

5 湖北大冶出租车司机抗议 

6 江西上饶滴滴司机抗议  

 

https://www.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4%B8%80%E6%9C%9F-%E7%AC%AC16%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6%B1%9F%E8%A5%BF%E4%B8%B0%E5%9F%8E%E5%8F%91%E7%94%B5%E5%8E%82%E4%BA%8B%E6%95%8573%E4%BA%BA%E6%AD%BB%E4%BA%A1
https://www.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4%B8%80%E6%9C%9F-%E7%AC%AC26%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6%B2%B3%E5%8D%97%E4%BF%A1%E9%98%B3%E7%9F%BF%E4%BA%95%E9%80%8F%E6%B0%B4%E4%BA%8B%E6%95%857%E4%BA%BA%E6%AD%BB%E4%BA%A1
https://www.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4%B8%80%E6%9C%9F-%E7%AC%AC36%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9%9D%92%E5%B2%9B%E5%85%AC%E8%B7%AF%E6%84%8F%E5%A4%963%E5%90%8D%E5%B7%A5%E4%BA%BA%E6%AD%BB%E4%BA%A1
https://www.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4%B8%80%E6%9C%9F-%E7%AC%AC46%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6%B2%B3%E5%8D%97%E4%BF%A1%E9%98%B3%E5%B9%B3%E6%A1%A5%E5%8C%BA%E5%B7%A5%E5%9C%B0%E5%B7%A5%E4%BA%A1
https://www.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4%B8%80%E6%9C%9F-%E7%AC%AC56%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6%B9%96%E5%8C%97%E5%A4%A7%E5%86%B6%E5%87%BA%E7%A7%9F%E8%BD%A6%E5%8F%B8%E6%9C%BA%E6%8A%97%E8%AE%AE
https://www.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4%B8%80%E6%9C%9F-%E7%AC%AC66%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6%B1%9F%E8%A5%BF%E4%B8%8A%E9%A5%B6%E6%BB%B4%E6%BB%B4%E5%8F%B8%E6%9C%BA%E6%8A%97%E8%A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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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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大冶市总工会仍然存在机关化现象。 

行政化：大部分地方的总工会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工人安全生产意外有所了解，部分工会

工作者表示，工会有参与安全事故的调查和处理。这些工会从过去的不作为到目前主动介入和

参与安全生产事故事后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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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平桥区总工会在增强先进性方面走在了全国工会的前列。对于当地发

生的两起安全生产意外事故，平桥区总工会均表示知情，工会有参与调查和善后处理。平桥区

总工会的工作人员有意愿和行动，代表和维护安全事故当中受到影响的职工权益。 

三、观察与印象 

安全生产事故的预防、监督、调查处理： 

⚫ 有些地方工会对于本地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既不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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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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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起主力作用。工会对于自身职能存在认知错误。 

⚫ 大量地方工会和行业工会对于安全生产监督仍然停留在宣传、检查、安康杯竞赛等面

子工程，事故发生前既没有对基层工会进行足够的安全生产监督培训，事故发生后工

会也没有及时到一线了解情况、代表和维护工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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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也因此，工作场所仍然未能消除安全生产隐患，也未能落实工会和会员对安全生

产的具体监督。 

⚫ 有些行业工会认为落实安全生产监督的责任全在基层工会，而行业工会对于基层工会

的履责情况并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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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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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应履行安全生产监督责任，但他们均没有履责，

也没有受到问责追究。 

 

工人的集体行动： 

⚫ 部分地方工会对于工人需求和工人抗议缺乏主动了解、主动行动、主动参与，工会仍

然欠缺解决劳资纠纷的行动意愿与行动能力。 

⚫ 即使了解到侵权事件的发生，部分工会也只会坐等工人上门或者等上级部门通知，然

后工会才以第三方而非工人利益代表者的身份去参与。 

⚫ 部分地方工会将组织工人入会当作是向上级交差的任务，一线的工人会员对他们来说

只是一个报上来的数字，与工会工作实际关系不大，组建工会的工作与其他部门的工

作脱节。 

⚫ 对于出租车行业这样经营困难并爆发劳资纠纷的行业，工会可以与政府反映、谈判、

要求行业援助政策。不过，各地工会仍然没有针对受疫情严重影响的行业进行调研、

拿出解决方案。 

⚫ 部分工会工作人员以一种类似于做保密工作的心态应对对工会履责的问询，要求“走

正规程序”才能回复关于工人事件的情况。这种敏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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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部分工会工作人员对于工会职能的理解仍然是对上级领导负责，而非对工人负责。 

 

各地工会仍未认识到，工会存在的首要职能是代表工人，监督工作场所的安全生产，与雇

主或行业协会就工人的需求进行集体谈判。发生劳资纠纷之后，工人提出诉求的主要方式仍然

是静坐、堵路、罢工等集体行动。 

在各地发生的安全事故当中，工会依然未能履行安全生产监督责任。工会缺位，各地仍然

频繁发生安全事故悲剧，却始终没有制度性改善来预防和阻止重大事故继续发生。 

 

值得称赞的是： 

对于发生在本地的矿井透水造成 7 人死亡及工地意外造成 1 人死亡的安全生产事故，河南

信阳平桥区总工会均有参与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平桥区总工会工作人员有意愿代表和维护安

全事故当中受到影响的职工权益，“能为职工争取一点利益最大化，能为他们争取一点利益就更

好，维护职工的权益。” 

对于发生在本地的工程意外造成 3 人死亡的安全生产事故，城阳区总工会和青岛市总工会

均有参与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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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会的行动能力与行动意愿 

就多起安全生产事故和出租车行业的劳资纠纷，各地工会未能预防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工

会未能就监督工作场所的安全生产履责。发生劳资纠纷的工人在集体行动之前和行动过程中都

没有向工会求助，各地工会也都没有针对劳资纠纷做出具体行动。 

不过，各地工会在我们的建议之下，均体现出一定的行动意愿。 

针对江西宜春丰城发电厂“11·24”特别重大事故，宜春市总工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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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本地矿业公司和建筑工地频繁发生安全生产事故，信阳市平桥区总工会赞同在本地建

立矿工行业工会和建筑行业工会的建议，认同可以在企业建会之外、通过行业工会组织工人直

接入会，并表示会将建议反馈给领导。 

在了解到本地出租车司机的集体抗议之后，上饶市权益保障部和组织宣传部都表示，会将

一线司机经营困难的情况向领导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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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行业工会、出租车行业工会等行业工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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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各省建筑业行业工会、矿业行业工会、出租车行业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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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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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调动基层工会和一线职工的安全生产监督意

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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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事故涉及的企业工会和工会干部，各地工会应该坚决追究相关工会人员未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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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监督的责任。 

2 在行业工会成立之后，尽快展开劳资双方集体谈判，签订覆盖行业工人的集体合同，确

保工人在开始工作前已有登记缴纳工伤保险。同时，通过集体谈判，工会能够缓解行业内颇为

紧张的劳资关系和频繁发生的劳资纠纷。对于经营不善的部分行业，工会在及时了解情况之

后，可以找公司、政府就企业防疫开支、行业补贴方面展开协商，争取劳资双方能够共度难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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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期  

第 1/6 个案例：江西丰城发电厂事故 73 人死亡  

一、工人事件中，工会在哪里？ 

安全事故： 2016 年 11 月 24 日，江西丰城发电厂三期扩建工程发生冷却塔施工平台坍塌

特大事故，造成 73 人死亡、2 人

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10197.2 万

元。法院经审理查明，建设单位

与承包单位、监理单位及施工单

位共同启动“大干 100 天”活

动，导致工期明显缩短。施工方

案存在严重缺陷，在实际施工过

程中，劳务作业队伍自行决定拆

模，拆除模板时平桥整体坍塌，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地点：江西省丰城市 

公司名称：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企业 

 

致电详情： 

我们致电给两个地方总工会 

    ——江西宜春市总工会（经济技术部） 

    ——中国海员建设工会（办公室、建筑工作部） 

 

地方总工会对安全事故的参与：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901/201901/11343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2&startDate=2016-11&endDate=2016-11&eventId=2020010622205646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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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联系到宜春市总工会经济技术部，中国海员建设工会办公室和建筑工作部，工作人员

均接听了电话，工作态度不错，贵族化改善良好。 

宜春市总工会经济技术部部长听说过这起发生在本地的安全生产事故，但部长自己是调岗

新来的，对于几年前的安全事故不太清楚。不过，部长认同工会对于安全生产有监督权，企业

工会应该发挥更多作用。 

中国海员建设工会表示工会没有参与这起几年前的事故调查，因为“工作范围、职责范围

里面没有这一项”。建筑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表示，这种重大伤亡事故调查是由全国总工会的权益

保障部负责。 

宜春市总工会和中国海员建设工会的行政化仍然严重。 

 

增“三性”方面： 

从宜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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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国海员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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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丰城“11·24”这起造成重大伤亡、引发国务院调查的安全生产事故，宜春市总工会

和中国海员建设工会均没有参与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值得赞扬的是，宜春市总工会虽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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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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会法》《安全生产法》《劳动法》对于工会安全生产的监督责任规定明确，工会应当依

法监督企业安全生产。但实际上地方工会却以属地关系为缘由，不去履行监督责任。宜春市总

工会同意工会对于安全生产有监督权，企业工会有权提出来且有权阻止违规生产，如果企业不

纠正还可以向上级反映。不过，宜春市总工会指出，国企产业工会的工会组织关系不在地方，

地方工会无法进行有效监督，也无法以属地化管理来指导企业工会，“如果工会组织不在这里

面的话，我们怎么指导人家开展工作？他也不会听你的。” 

从企业工会到地方工会的各级工会本应履行安全生产监督责任，但他们均没有履责，也没

有受到问责追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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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缺一不可。但是，回看丰城“11·24”事故，

从建设单位到总承包单位，再到分包施工单位、劳务作业队伍，安全生产管理在层层分包中一

步步被稀释淡化。既然各级工会没有依法履责，便应该依法追究没有尽到安全生产监督责任的

工会责任。否则，我们无非是在等着下一次悲剧的发生，然后再把一伙人送进监狱，如此便难

以通过制度性改善预防和阻止类似事故的发生。 

中国海员建设工会作为行业工会本该在安全生产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行业工会却强

调，安全生产监督的落实主要在基层工会，产业工会并不清楚具体工作。也就是说，行业工会

实际上也无法保证基层工会落实履责。建设工作部专门负责有关建筑业的工作，然而，此次事

故调查只有全国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和江西当地参与。尽管海员建设工会强调工会一直重视建筑

工人的职业安全，但主要做法是通过宣传检查、在安全生产月开展安康杯劳动竞赛。对于基层

工会如何落实工会对安全生产的监督工作，海员建设工会表示自己不清楚具体情况。对于如何

问责不履责的工会、问责监督安全生产不到位的工会工作人员，海员建设工会工作人员表示

“这个不是我应该讨论的范围”。 

三、工会改革建议 

1 建议宜春市工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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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宜春市总工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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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宜春市总工会，停止由建筑企业雇主启动建会、工人被动入会的做法，由总工会进

入工地组织动员建筑工人个人直接入会。 

4 建议中国海员建设工会，应在各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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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1_6%E6%B1%9F%E8%A5%BF%E4%B8%B0%E5%9F%8E%E5%8F%91%E7%94%B5%E5%8E%82%E4%BA%8B%E6%95%8574%E4%BA%BA%E6%AD%BB%E4%BA%A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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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第十一期  

第 2/6 个案例：河南信阳矿井透水事故 7 人死亡  

一、工人事件中，工会在哪里？ 

安全事故： 2020 年 3 月 13日 4 时 30 分左右，河南信阳市平桥区氟鑫矿业有限公司在开

展清理巷道、疏通管路等开工前准备工作时，发生矿井透水事故。事故发生时共有 9 人在井下

作业，其中 2 人安全升井，7 人被困

井下。事发当天，2 人被搜救出，无

生命体征，仍有 5 人被困井下。截

至 3 月 19 日 22 时 47 分，被困 5 名

矿工全部被找到，已无生命体征。

矿井相关责任人员已被全部控制。 

地点：河南省信阳市 

公司名称：氟鑫矿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民营企业 

 

致电详情： 

我们致电给一个地方总工会 

——河南信阳市平桥区总工会（办公室） 

 

地方总工会对安全事故的参与：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901/201901/11343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2&startDate=2020-03&endDate=2020-03&eventId=2020031612340150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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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联系到信阳市平桥区总工会办公室，工作人员接听了电话，工作态度不错，贵族化改

善良好。 

平桥区总工会值班室的工作人员对于发生在本地的矿井透水安全事故有所了解，强调区工

会已经参与了事故调查，但具体情况要等官方调查组对外公布。工会工作人员表示，一般发生

事故之后，区里的安委会会通知工会分管领导，但不会通知具体的工作人员。 

平桥区总工会的行政化、机关化改善良好。 

 

增“三性”方面： 

从平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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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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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赞扬的是，对于发生在本地的矿井透水造成 7 人死亡的安全生产事故，平桥区总工会

有参与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平桥区总工会工作人员有意愿代表和维护安全事故当中受到影响

的职工权益，“能为职工争取一点利益最大化，能为他们争取一点利益就更好，维护职工的权

益。” 

平桥区总工会并不清楚该家矿业公司有没有成立工会，因为“负责组建的相关同事已经退

休了”。工会同时承认非公企业建会难，这些年还一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不过，平桥区总工会

工作人员赞同在本地建立矿工行业工会、建筑行业工会的建议，认同可以在企业建会之外、通

过行业工会组织工人直接入会，并表示会将建议反馈给领导。 

平桥区总工会工作人员认为体制问题决定了工会只能听领导的安排去协助事故调查、而不

能发挥主力作用。工会工作人员认为，工会没有行政部门的权力，只能听党和政府的安排，如

果安委会、应急部门等安排工会去调查，工会才能去参与，而且工会对于事故的调查只能“起

一个辅助协助的作用”，“工会毕竟力量还是太薄弱了”。看得出来，平桥区总工会认同工会应该

参与安全生产事故调查处理，但工会工作者仍然把工会当作准政府部门，而非劳方利益的代

表。因而在安全事故发生之后，工会没有以劳方利益的代表者身份出面，为受到事故影响的员

工争取工伤权益，及时问责发生事故的企业，监督和改善相关行业的安全生产状况。 

平桥区总工会工作人员对于安全生产强调预防为主，但工会从事的仍然是宣传检查和安康

杯竞赛、要求企业签订安全生产责任状、应要求协助事故调查等常规工作。工会认为自己没有

执法权和裁决力，因此只能预防事故和在事故发生后参与调查。实际上，这些常规做法一直无

法阻止安全事故在中国各大行业的一次次悲剧重演。如果地方工会无法从企业工会、各级工会

干部着手，落实工会依法监督企业实现安全生产，并依法追究没有尽到安全生产监督责任的每

一级工会责任，那么工会对于安全生产的监督依然是重复向上级交差的面子工程，实际上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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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履责和问责。 

此外，平桥区总工会负责安全事故的领导没有理清工会的主业和副业。唯一参与事故调查

的分管领导，却被安排去下乡，因为“脱贫攻坚马上检查，下乡驻村了”。结果，工会监督安全

生产和调查事故善后处理这一主业被忽视，而该区紧接着发生了一起又一起的安全生产意外事

故。工会扶贫可能缓和了农村贫困，却加剧了安全生产事故意外。 

 

三、工会改革建议 

1 建议平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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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建议平桥区总工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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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与事故相关的工会负责人和工会工作人员进行追责。 

3 建议平桥区总工会，停止由企业启动建会、工人被动入会的做法，成立区矿工工会联合

会、建筑工工会联合会，动员所有的产业工人直接以个人身份加入产业工会。 

4 建议平桥区党政负责人，不要再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扶贫指标而强迫工会“不务正

业”。这样，工会干部们便可以回到代表工人利益、监督安全生产的主业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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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2_4_6%E6%B2%B3%E5%8D%97%E4%BF%A1%E9%98%B3%E7%9F%BF%E4%BA%95%E9%80%8F%E6%B0%B4%E4%BA%8B%E6%95%857%E4%BA%BA%E6%AD%BB%E4%BA%A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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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第十一期 

第 3/6 个案例： 青岛公路意外 3 名工人死亡 

一、工人事件中，工会在哪里？ 

安全事故：2020 年 3 月 20日 20

时 25 分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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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山东省青岛市 

公司名称：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

限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企业 

 

致电详情： 

我们致电给两个地方总工会 

    ——城阳区总工会（办公室，生产部） 

    ——青岛市总工会（生产保护部，基层工作部） 

 

地方总工会对安全事故的参与：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901/201901/11343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2&startDate=2020-03&endDate=2020-03&eventId=2020032411571711578&address=%E5%B1%B1%E4%B8%9C%E7%9C%81/%E4%B8%8D%E9%9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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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联系到城阳区总工会办公室、生产部及青岛市总工会生产保护部、基层工作部，工作

人员均接听了电话，工作态度不错，贵族化改善良好。 

城阳区总工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不了解情况，建议联系生产部。生产部对发生在本地的 3

人死亡意外事故有所了解。生产部工作人员表示，工会有到现场参与事故调查。不过事故仍然

在调查当中，具体结果要联系应急局。对于其他问询，工会表示不作对外答复，需要联系上级

工会转达。 

青岛市总工会对发生在本地的 3 人死亡意外事故也有了解。生产保护部工作人员表示，市

政府就意外事故成立了调查组，工会有参与调查，目前调查已经初步结束，安抚工作完成，赔

偿完毕。 

城阳区总工会的行政化仍然严重。 

青岛市总工会的行政化、机关化改善良好。 

 

增“三性”方面： 

从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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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青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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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赞扬的是，对于发生在本地的工程意外造成 3 人死亡的安全生产事故，城阳区总工会

和青岛市总工会均有参与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 

城阳区总工会对于工会如何监督安全生产事故答复并不清晰。区工会生产部承认工会参与

了本地安全事故的调查和处理，但指事故还在处理阶段，并要求我们联系应急局了解具体情

况。对于该企业是否存在工会的询问，城阳区总工会表示“工会不对外答复。”城阳区总工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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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敏感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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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市总工会积极参与安全生产事故调查，但对于工地安全生产监督的具体落实状况并不

了解，事故发生后也没有对企业工会和相关工会人员追责。青岛市总工会生产保护部提出，3

人死亡属于较大事故，因而市政府组成的调查组“工会可以参加”。工会认为，事故已初步调查

完毕，工人家属得到安抚，赔偿到位，“赔得比正常还要多呢”。但对于事故原因，工会却说不

清楚，认为是各种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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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市目前对组织建筑工人加入工会的尝试令人耳目一新，不过，组建工会和工会监督安

全生产的基础职能之间仍然是脱节的，部门之间也互不了解其他部门的工作情况。对于发生安

全生产事故的工地工人有没有加入工会，青岛市总工会并不清楚该项目工地有没有成立工会，

因为公司不在青岛注册，建筑工人也不是青岛人。生产部表示，自己只负责经济竞赛和搞调

查，组建工会事务要去问基层工作部。基层工作部则介绍了青岛市正在尝试多种方式组织建筑

工人工会——用人单位、用工单位、街道社区工联会分别建立工会，同时提出项目工会不可

行，按照属地建立工联会更可行。如果建筑工人从一个项目到另一个项目，只需要办理转会即

可。我们希望，青岛市组织建筑工人入会不仅仅停留在新增多少工会、提升多少覆盖率的数字

游戏，而是要进一步与集体谈判、监督生产结合起来，工会代表更多工人的利益。 

 

三、工会改革建议 

1 建议青岛市工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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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建议青岛市总工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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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

与事故相关的工会负责人和工会工作人员进行追责。 

3 建议青岛市总工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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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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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城阳区总工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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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3_6%E9%9D%92%E5%B2%9B%E5%85%AC%E8%B7%AF%E6%84%8F%E5%A4%963%E5%90%8D%E5%B7%A5%E4%BA%BA%E6%AD%BB%E4%BA%A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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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第十一期  

第 4/6 个案例：河南信阳平桥区工地工亡  

一、工人事件中，工会在哪里？ 

安全事故：2020 年 4 月 7 日上午 7 时

10 分，位于平桥产业集聚区城东路上的鼎

润科技项目工地，一名卢姓工人在拆除高

楼外脚手架过程中，意外从 17、8 米高的

操作台上掉落，经送医不治。据了解，该

工人高空操作时，未系安全带，一失手，

酿成人间悲剧。 

地点：河南省信阳市 

公司名称：君沐建设 

企业性质：民营企业 

事故类型：高处坠落 

 

致电详情： 

我们致电给一个地方总工会 

    ——平桥区总工会（办公室） 

 

地方总工会对安全事故的参与： 

 

 

https://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901/201901/11343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2&startDate=2020-04&endDate=2020-04&eventId=2020061519015046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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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联系到信阳市平桥区总工会办公室，工作人员接听了电话，工作态度不错，贵族化改

善良好。 

平桥区总工会值班室的工作人员对于发生在本地的鼎润科技项目工地工人身亡事故有所了

解。工会工作人员表示有听说此事，但自己不清楚情况，事故还在调查中。一般发生安全事故

之后，区里的安委会会通知工会分管领导，但不会通知具体的工作人员。 

平桥区总工会的行政化、机关化改善良好。 

 

增“三性”方面： 

从平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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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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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赞扬的是，对于发生在本地的工地意外造成 1 人死亡的安全生产事故，平桥区总工会

有参与事故调查。平桥区总工会工作人员有意愿代表和维护安全事故当中受到影响的职工权

益，“能为职工争取一点利益最大化，能为他们争取一点利益就更好，维护职工的权益。”同

时，平桥区总工会赞同在本地建立建筑行业工会的建议，认同可以在企业建会之外、通过行业

工会组织工人直接入会，并表示会将建议反馈给领导。 

对平桥区总工会的其他观察与印象，参见 第 2/6 个案例：河南信阳矿井透水事故 7 人死

亡 。 

 

三、工会改革建议 

1 建议平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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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建议平桥区总工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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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时间到事故现场进行调查，并对与事故相关的工会负责人和工会工作人员进行追责。 

3 建议平桥区总工会，停止由企业启动建会、工人被动入会的做法，成立区矿工工会联合

会、建筑工工会联合会，动员所有的产业工人直接以个人身份加入产业工会。 

4 建议平桥区总工会在完成好代表工人权益这一主业的基础上，再去搞扶贫攻坚等其他的

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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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s.clb.org.hk/strikes/zh-cn#201901/201901/11343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4%B8%80%E6%9C%9F-%E7%AC%AC26%E4%B8%AA%E6%A1%88%E4%BE%8B%EF%BC%9A%E6%B2%B3%E5%8D%97%E4%BF%A1%E9%98%B3%E7%9F%BF%E4%BA%95%E9%80%8F%E6%B0%B4%E4%BA%8B%E6%95%857%E4%BA%BA%E6%AD%BB%E4%BA%A1
https://www.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6%96%87%E5%AD%97%E7%A8%BF2_4_6%E6%B2%B3%E5%8D%97%E4%BF%A1%E9%98%B3%E7%9F%BF%E4%BA%95%E9%80%8F%E6%B0%B4%E4%BA%8B%E6%95%857%E4%BA%BA%E6%AD%BB%E4%BA%A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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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第十一期   

第 5/6 个案例：湖北大冶出租车司机抗议 

一、工人罢工了，工会在哪里？ 

罢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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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人数: 101-1000 人  

行业:交通运输/出租车网约车  

工人诉求: 津贴/补贴/退车 

群体事件形式:抗议/游行  

  

 

致电详情： 

我们致电给一个地方总工会 

    ——大冶市总工会（办公室、基层组织部、维

权服务部） 

 

地方总工会对罢工事件的参与：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1&startDate=2020-05&endDate=2020-05&eventId=2020050815180695163&address=%E6%B9%96%E5%8C%97%E7%9C%81/%E4%B8%8D%E9%9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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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联系到大冶市总工会办公室、基层组织部、维权服务部，工作人员均接听了电话，工

作态度不错，贵族化改善良好。 

大冶市总工会的工作人员对发生在本地的出租车司机集体维权事件有所了解。办公室的工

作人员提出，这些司机们没有来找工会，工会也不需要做什么。如果有其他问题，需要通过正

规的途径给工会发函。基层组织部建议联系维权服务中心了解情况，针对司机入会情况，基层

部指出租车司机由交通局管，建议联系交通局了解组建工会情况。维权服务中心则多次强调，

如要求采访要通过一个正规的程序，要经过相关单位报批。 

大冶市总工会的机关化、行政化仍然严重。 

 

增“三性”方面： 

从大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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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疫情影响的出租车司机在集体行动之前和行动过程中都没有向工会求助。工会目前没有

针对这起劳资纠纷做出具体行动。 

大冶市总工会的工会工作者对工会身份认识不清，没有把工会当作工人的利益代表者。办

公室的工作人员认为，出租车司机作为个人承包发生的纠纷与工会毫无关系。工作人员之所以

知晓此事，是因为司机们抗议的地方就在工会附近。但因为司机们没有来找工会，工会也不会

出面。工会对于出租车司机的维权事件事不关己，多次强调司机“他们没有找过来”，出租车管

理局也“没有跟我们汇报”。带着这样的工作心态，大冶市总工会不仅难以组织出租车司机加入

工会，就算司机们一时加入了工会，工会也难以为出租车司机提供服务、展开集体谈判、政策

倡议，从而赢得司机们对工会的信任和认同。 

大冶市总工会多个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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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以“感觉你要写负面报导”而挂断了电话；大冶市总工会维

权服务中心则表示，市委市政府牵头成立了专班负责此事，工会参与其中，但却不肯透露任何

具体情况，因为所有的采访都需要“走一个正规的程序”，得到上级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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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冶市虽然早就成立了出租车企业工会和出租车行业工会，但总工会对于疫情影响下出租

车行业生存问题、发生在眼前的出租车司机集体抗议事件并无作为。在大冶市，组建工会和工

会履责是脱节的，大冶市总工会工作人员认为工人不应该直接来地方总工会。也多次要求我

们，应该联系交通局了解情况，认为交通局才负责出租车行业。显然，工会不仅是以等客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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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态从事工会工作，而且就算工人主动上门，大冶市总工会也不一定愿意马上采取行动。 

最后，假设是当事工人打的电话，他们知道大冶市总工会的存在、了解工会的职能、也知

道习近平要求“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在打完这

几通电话以后，工人再回来找工会的可能性不大。 

三、工会改革建议 

1 建议大冶市工人在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应该第一时间去找工会，要求工会代表工人并

维护工人的权益。出租车司机应该找当地工会申请加入工会，得到工会会员的保障。 

2 建议大冶市总工会停止由出租车公司启动建会、工人被动入会的做法，由总工会派组织

员进入出租车司机休息处、加油站等聚集地，组织动员包括网约司机在内的出租车司机个人直

接入会。 

3 建议大冶市总工会出面代表出租车行业司机，与企业协会和地方政府就减免司机租金、

维持行业经济、防疫和复工费用分担等相关事宜尽快展开谈判协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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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大冶市总工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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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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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6%E6%B9%96%E5%8C%97%E5%A4%A7%E5%86%B6%E5%87%BA%E7%A7%9F%E8%BD%A6%E5%8F%B8%E6%9C%BA%E6%8A%97%E8%AE%A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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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 第十一期   

第 6/6 个案例：江西上饶滴滴司机抗议 

一、工人罢工了，工会在哪里？ 

罢工事件： 2020 年 5 月 17日， 江西省上饶

市，滴滴司机抗议公司合规政策 

参与人数: 101-1000 人  

行业:交通运输/出租车网约车  

工人诉求: 打车软件/黑车 

群体事件形式:抗议/游行 

官方反应：集体谈判 

 

致电详情： 

我们致电给一个地方总工会 

——上饶市总工会（办公室、财务部、权益保障

部、组织部 ） 

 

地方总工会对罢工事件的参与： 

二、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1&startDate=2020-05&endDate=2020-05&eventId=2020051817081413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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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联系到上饶市总工会的办公室、财务部、权益保障部和组织部，工作人员均接听了电

话，工作态度不错，贵族化改善良好。 

    上饶市总工会各部门工作人员均没有听说过发生在本地的出租车司机集体抗议事件。办公

室和权益保障部的工作人员表示要先去了解情况再回复。财务部的工作人员不清楚具体情况。

组织宣传部的工作人员表示会记录情况向领导上报。 

值得留意的是，通过 114 查询得到的工会保障部电话实际上是财务部的工作人员在接听。

上饶市总工会应该将其各部门准确的工作电话公开。 

上饶市总工会的行政化仍然严重。 

 

增“三性”方面： 

从上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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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疫情影响的出租车司机在集体行动之前和行动过程中都没有向工会求助。工会目前没有

针对这起劳资纠纷做出具体行动。不过，在了解到司机集体抗议之后，上饶市总工会权益保障

部和组织宣传部都表示，会将一线司机经营困难的情况向领导上报。 

上饶市出租车司机们已经选出来了司机代表，要和公司谈判解决收入和管理问题，这是上

饶市总工会介入组织和代表工人利益进行集体谈判的一次很好的机会。可惜的是，上饶市总工

会完全不知晓此次行动，也错过了工会就此展开行动、组织工人的良机。 

上饶市总工会坚持组建工会必须要通过企业建会而非职工自愿入会。但上饶市总工会过去

既没有组建出租车公司工会，也没有出租车行业工会令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们可以加入。

针对出租车司机缺乏工会组织的问题，上饶市总工会多年来仍然无作为。我们建议上饶市应该

摒弃公司建会、尽快组织出租车司机个人加入入会，组织宣传部的工作人员表示，“到时候会向

领导汇报”。同时，我们也建议跟随货车司机行业工会的经验，尽快成立包括网约车司机在内的

出租车行业工会，组织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承诺会将建议反馈转达给领导。 

上饶市总工会各部门的工作人员仍然凡事听领导，事事都要向领导反映。凡事都得问领

导，已经成为了工会工作人员的潜意识。做下属的只能跟着领导走，绝不能走在领导前面，听

起来合情理，但细思极恐。工会的各级领导，其实成为了工会改革的最大阻力。 

最后，假设是当事工人打的电话，他们知道上饶市总工会的存在、了解工会的职能、也知

道习近平要求“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在打完这

几通电话以后，工人再回来找工会的可能性不大。 

三、工会改革建议 

1 建议上饶市工人在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应该第一时间去找工会，要求工会代表工人并

维护工人的权益。出租车司机应该找当地工会申请加入工会，得到工会会员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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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议上饶市总工会由总工会派组织员进入出租车司机休息处、加油站等聚集地，组织动

员包括网约司机在内的出租车司机个人直接入会。 

3 建议上饶市总工会出面代表出租车行业司机，与企业协会和地方政府就网约车司机关心

的事宜尽快展开谈判协商。工会应该在工人集体行动发生之际尽早介入和解决劳资纠纷，在劳

资纠纷事件中代表工人和维护工人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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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6%E6%B1%9F%E8%A5%BF%E4%B8%8A%E9%A5%B6%E6%BB%B4%E6%BB%B4%E5%8F%B8%E6%9C%BA%E6%8A%97%E8%AE%AE.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