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二一年三月(第十五期)
工会的身份认同和行动力

本期工会改革报告，我们将聚焦于工会的身份认同和行动力。当工人遭遇欠薪、工伤工亡、

事故灾害时，地方工会是否主动站出来维护职工权益？是否担起了工人利益代表者的角

色？这些既涉及到工会的最基本职责，又是工会改革的起点。进一步，工会是否明了工人所

遇到的困难以及需求是什么？工会所采取的维权方式是否符合工会组织的身份和职责？这

些则直接关乎工会的身份定位和行动能力。其实，工会参与到工人维权行动中，最重要在于

体现“工人代表”的身份和职责。既让工人感受到有工会组织撑腰自己便不再孤单，又让侵
权雇主感受到工人背后的组织力量，从而不再无所顾忌。至于说维权的结果并非工会能够

把握的。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从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安全事故地图和工人求助地图

中选取了10起事件。其中，集体行动4宗，安全事故1宗，工人求助5宗：

案例1/10：武汉汉阳区市政集团公司拖欠工人工资（工人求助）
案例2/10：山东滨州一训练飞机坠毁三人死亡（安全事故）
案例3/10：四川巴中扶贫建筑项目欠薪（工人求助）
案例4/10：四川宜宾中铁三局隧道工程工伤工亡私了（工人求助）
案例5/10：江苏响水德龙镍业有限公司工人工亡（工人求助）
案例6/10：陕西西安建筑工人工伤（工人求助）
案例7/10：福州圆通快递拖欠多人工资（集体行动）
案例8/10：甘肃临夏建筑工人讨薪（集体行动）
案例9/10：蛋壳公寓暴雷（集体行动）
案例10/10：安源煤矿拖欠工资（集体行动）

值得称赞的是，在以下几个案例中，我们看到了地方总工会积极维护工人利益的行动，身体

力行地在工会工作中担起工人利益代表者的角色。

案例5，响水县总工会权益保障部的潘部长，不仅愿意主动和工人联络，还对辖区内的工人
维权事件、企业对员工的福利待遇有所了解，是工会工作者中的佼佼者；

案例6，西安市灞桥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对于“项目工会”这一建筑行业组建工会的形式
有基本了解，对于“项目工会”之利弊的讨论，也抱持开放态度。这种乐于交流、愿意为工人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4%BA%94%E6%9C%9F16%EF%BC%9A%E5%B7%A5%E4%BC%9A%E6%B2%A1%E6%9C%89%E5%AF%B9%E5%A4%96%E5%85%AC%E5%B8%83%E8%81%94%E7%BB%9C%E6%96%B9%E5%BC%8F%EF%BC%8C%E8%81%94%E7%BB%9C%E5%B7%A5%E4%BC%9A%E5%9B%B0%E9%9A%BE%E9%87%8D%E9%87%8D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4%BA%94%E6%9C%9F16%EF%BC%9A%E5%B7%A5%E4%BC%9A%E6%B2%A1%E6%9C%89%E5%AF%B9%E5%A4%96%E5%85%AC%E5%B8%83%E8%81%94%E7%BB%9C%E6%96%B9%E5%BC%8F%EF%BC%8C%E8%81%94%E7%BB%9C%E5%B7%A5%E4%BC%9A%E5%9B%B0%E9%9A%BE%E9%87%8D%E9%87%8D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4%BA%94%E6%9C%9F26%EF%BC%9A%E2%80%9C%E4%BD%A0%E8%AE%A9%E5%B7%A5%E4%BA%BA%E8%87%AA%E5%B7%B1%E8%BF%87%E6%9D%A5%E5%8F%8D%E6%98%A0%E2%80%9D%EF%BC%9A%E7%A8%8B%E5%BA%8F%E5%83%B5%E5%8C%96%E3%80%81%E4%B8%8D%E4%BD%9C%E4%B8%BA%EF%BC%8C%E6%9C%89%E7%A2%8D%E5%B7%A5%E4%BA%BA%E7%BB%B4%E6%9D%83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4%BA%94%E6%9C%9F26%EF%BC%9A%E2%80%9C%E4%BD%A0%E8%AE%A9%E5%B7%A5%E4%BA%BA%E8%87%AA%E5%B7%B1%E8%BF%87%E6%9D%A5%E5%8F%8D%E6%98%A0%E2%80%9D%EF%BC%9A%E7%A8%8B%E5%BA%8F%E5%83%B5%E5%8C%96%E3%80%81%E4%B8%8D%E4%BD%9C%E4%B8%BA%EF%BC%8C%E6%9C%89%E7%A2%8D%E5%B7%A5%E4%BA%BA%E7%BB%B4%E6%9D%83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4%BA%94%E6%9C%9F36%EF%BC%9A%E5%9C%A8%E5%B7%A5%E4%BA%BA%E5%85%BB%E5%AE%B6%E7%B3%8A%E5%8F%A3%E7%9A%84%E5%9B%B0%E5%A2%83%E9%9D%A2%E5%89%8D%EF%BC%8C%E5%B7%A5%E4%BC%9A%E6%9B%B4%E9%9C%80%E8%A6%81%E9%9B%AA%E4%B8%AD%E9%80%81%E7%82%AD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4%BA%94%E6%9C%9F46%EF%BC%9A%E5%8F%AA%E6%9C%89%E5%B7%A5%E4%BA%BA%E6%98%AF%E4%BC%9A%E5%91%98%EF%BC%8C%E5%B7%A5%E4%BC%9A%E6%89%8D%E8%83%BD%E4%BB%8B%E5%85%A5%E7%BB%B4%E6%9D%83%E5%90%97%EF%BC%9F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4%BA%94%E6%9C%9F46%EF%BC%9A%E5%8F%AA%E6%9C%89%E5%B7%A5%E4%BA%BA%E6%98%AF%E4%BC%9A%E5%91%98%EF%BC%8C%E5%B7%A5%E4%BC%9A%E6%89%8D%E8%83%BD%E4%BB%8B%E5%85%A5%E7%BB%B4%E6%9D%83%E5%90%97%EF%BC%9F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4%BA%94%E6%9C%9F56%EF%BC%9A%E5%B7%A5%E4%BC%9A%E6%B2%A1%E6%9C%89%E6%89%A7%E6%B3%95%E6%9D%83%EF%BC%9F%E8%BF%99%E4%BA%9B%E6%96%B9%E9%9D%A2%E5%B7%A5%E4%BC%9A%E9%83%BD%E5%8F%AF%E4%BB%A5%E5%B8%AE%E5%8A%A9%E5%B7%A5%E4%BA%BA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4%BA%94%E6%9C%9F56%EF%BC%9A%E5%B7%A5%E4%BC%9A%E6%B2%A1%E6%9C%89%E6%89%A7%E6%B3%95%E6%9D%83%EF%BC%9F%E8%BF%99%E4%BA%9B%E6%96%B9%E9%9D%A2%E5%B7%A5%E4%BC%9A%E9%83%BD%E5%8F%AF%E4%BB%A5%E5%B8%AE%E5%8A%A9%E5%B7%A5%E4%BA%BA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7%AC%AC%E5%8D%81%E4%BA%94%E6%9C%9F66%EF%BC%9A%E5%B7%A5%E4%BC%9A%E6%9C%89%E4%B8%8D%E5%8F%AF%E5%8F%96%E4%BB%A3%E7%9A%84%E4%BD%9C%E7%94%A8%EF%BC%9A%E6%9D%83%E5%88%A9%E4%BF%9D%E9%9A%9C%E9%87%8D%E5%9C%A8%E9%A2%84%E9%98%B2%E4%BE%B5%E6%9D%83%E7%9A%84%E5%8F%91%E7%94%9F


权益想办法的工作态度，对于工会做好维护工人权益的工作，尤其是对于工会朝向“工人代
表”身份的转化十分重要；

案例8，东乡县总工会办公室，在接到我们的求助电话后，将情况向上级及组宣部汇报，具
有帮助工人的行动意愿；

案例10，萍乡市总工会，能在发生欠薪后主动代表工人与企业进行协商，还向企业提出了
具体、分步骤的工资发放方案。可以说在工会的行动意愿和能力上，萍乡市总工会走在了全

国前列。

除了上述部分有行动意愿及行动能力的地方工会外，仍有许多工会及工会工作人员，既没

有能力更没有意愿做到“哪里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为工人说
话”。

各地雇主侵害工人权益时，心态上都是无所顾忌，视法律如无物，手法上则是恐吓、威胁、

欺骗等无所不用。工人在维权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也都极其近似，即无奈、恐惧、无助、愤

怒、绝望。而各地工会面对工人维权需求时，工作人员的反应方式及行动方式也极其雷同。

就10起事件，我们从六个角度进行了观察。前三个涉及工会行动意愿，后三个则有关工会
行动能力。通过这些观察，我们希望在呈现当前工会工作和工会改革中所存在关键问题的

同时，提出工会成为合格的工人利益代表者所必须做出的改进，以及这些改进的现实空间

和可能性。

第一，工会有没有对外公布的联络方式？

不少地方总工会没有自己的官方网站，有些工会建了官方网站，但网站上公布的联络电话，

很多打不通或无人接听。有些地方甚至114查号台也没有工会电话号码登记。工会对外公
布联络方式并及时更新并非仅仅是个技术问题，而是直接反映出各地工会是否重视跟工人

建立有效联系和沟通。公布工会联络方式，能够消除工人找工会求助的首个障碍，更能够使

更多工人知道工会的存在。

第二，工会工作人员有没有以程序为借口懒政、惰政、不作为？

能够找到工会电话号码并拨通后，面对中国劳工通讯提供的工人求助个案，很多地方工会

工作人员的第一反应是转给其它部门，但又往往不清楚应该转至哪个部门。有时转了几个

部门仍找不到改该哪个部门接受求助。有些地方的工会工作人员，甚至断然拒绝主动给当

事工人打电话了解情况，而是要求我们告知当事工人，自己带上劳动合同等相关书面文件

和证据到工会求助。其结果，我们费尽口舌对当事工人进行说服，但这些从未听说过工会的



维权工人，往往不会主动上门找工会。其实，工会如果变被动为主动参与到更多维权个案当

中，一方面，能够将工会与工人有机联接起来，一方面，也为工会改革带来源源不断的契

机。

第三，工会在参与维权过程中有没有全程体现工人利益“代表者”的身份？
权益受到侵害的工人在维权过程中必须继续打工才能养家糊口，因此根本没时间全身心投

入维权。低收入使得工人没有经济能力聘请律师帮助维权。受教育水平低则限制了工人在

维权过程中的策略能力。那些侵权雇主正是瞧准了工人这些难以逾越的障碍，才敢视法律

为无物。这一现状几乎存在于每一个个案中。这也正是工人需要工会的最重要原因。那么，

当收到个案求助后，工会是以法律援助者身份参与，还是以工人利益代表者的身份出现，有

着本质分别。前者是第三方身份，后者才是工会身份，即与工人是共同当事人身份。

第四，工会在服务会员的同时有没有惠及其他工友，从而提升工会在工人中的知名度，吸引

仍未入会的工人加入工会，扩大工会组织对各行各业工作场所的覆盖率？

工会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发展新会员。工会如果既代表会员也代表非会员维权，在帮助当事

工人得到经济权益的同时，还能扩大工会影响力并增加工会会员人数，更能让各类雇主看

到侵权成本远高于老实守法，从而使雇主对于侵权有所顾忌，最终达到减少侵权、改善和

提升整体工人权利状况的目的。现实中，非工会会员利益遭受的侵害远甚于会员。如果工

会声称只协助会员维权，或是根本不懂工会职责，或是更糟，根本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

不作为，只服务会员不过是借口和挡箭牌罢了。

第五，工会工作人员是否以没有执法权为由，将本应由工会承担的责任推给劳动监察大

队、劳动仲裁甚至法院？

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工会是靠执法权代表和维护工人权利的。换言之，工会如果有了执法

权并到处执法，天下就乱了。工会是工人利益的代表者。一旦发生侵权，工会的职责便是以

共同当事人的身份与被侵权工人一起全程参与维权。至于说维权结果，则不在工会掌握之

中，也不应该在工会掌握之中。因此，如果工会工作人员面对询问动辄抱怨没有执法权，或

是根本不知道工会的性质和身份，或是为工会不作为找借口。

第六，工会工作人员是否理解工会的职责是监督企业落实劳动法律法规？

工人权利保障重在预防侵权的发生。《安全生产法》《劳动合同法》《劳动法》《保障农民工工

资支付条例》等，就工会监督企业落实这些法律法规的责任有明确规定。工会工作人员没有

任何借口不了解工会的这一法定职责。

针对以上六个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了两点具体建议，抛砖引玉，以供和各地工会、工会工

作者以及关注工会发展的人士共同商讨。



1 从“让工人过来”到主动走向工人
虽然工会有既定的工作流程、人手安排，但要工人自己前来工会求助，实在是对工人的时

间、精力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加之工会现阶段在工人群体中的“知名度”“影响力”均有限，工
人往往不知道工会的存在，工会在此时主动接近工人才是能切实帮到工人的方法。

2 从项目工会出发，吸纳更多工人入会
项目工会是十分有意义的探索，它以工地为组建工会的场所、以项目勾连起工人和工会，一

定程度上跳出了工人一定要依靠企业入会、只有企业才能成立工会等等既有框架。可项目

毕竟是暂时的，在工人的高度流动性之下，效果仍然有限。如果能再走一步，以项目工会为

基础建立行业工会，已有行业工会的则吸纳项目工会会员加入，一次改善工人难以入会的

问题。

一、工会没有对外公布联络方式，联络工会困难重重

工人能轻松地找到工会的网站、成功拨通工会的电话，这是建立工会与工人之间联结的第

一步——工人遇到困难，打电话给工会寻求建议，就算未能够直接联络到主理维权的工会
部门，至少也能通过工会内部的转介得到帮助，多少能够让更多工人知道工会的功能，也多

少能够感受到工会的大门始终向工人们敞开。

因此，于情于理，工会清清楚楚呈现自己的联络方式都显得责无旁贷。但时至今日，工会改

革进行到了第六年，中国劳工通讯仍发现不少地方总工会没有自己的官方网站、网络搜索

出的联络电话打不通或无人接听、114查号台没有工会电话号码登记、工会工作人员不清
楚电话应该转介至何部门等情况。这些问题都会打击工人向工会求助的积极性，也反向削

弱了工会本可以发挥的作用。

案例1/10：武汉汉阳区市政集团公司拖欠工人工资

2020年4月，湖北疫情稍有缓解，20多位农民工便进入武汉市汉阳区市政建设集团公司的
一个工地开工了。可一直干到8月完工都没发工资。他们事后发现，该市政建设集团公司涉
嫌将工程非法多层转包，并非法要求承包人带资进场，工人也垫付了部分工资。最后结算

的时候，公司更强行要求节流百分之三十的工程款，工人工资再次打折扣。

1 一通询问后，武汉市总工会给了我们大厅物业的电话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3&startDate=2020-09&endDate=2020-09&eventId=2021033016522494914&keyword=%E6%AD%A6%E6%B1%89


因为在网络上无法找到汉阳区总工会的联络方式，CLB先联络了武汉市总工会，但接听电
话的经济部工作人员听到我们反映工人讨薪事件后，不断把我们往外推，不断让我们联络

其他部门。

听到该事件发生在武汉市汉阳区，该名工作人员表示应该联络汉阳区有关部门；听到我们

说该事件“涉及到非法转包承包，而且涉及到非法的垫资”，该名工作人员又表示这涉及行业
管理，应由监管企业经营行为的部门负责；最后，我们试图要到权益保障部的联络方式，可

工作人员却在给了我们值班室的电话后直接挂断了电话。内部转介的混乱一方面反应了工

会工作人员对具体工作内容的不熟悉，工人在这样无序的指引下，想必会无所适从；另一方

面，工会工作人员想方设法把工人求助推给其他部门，也令我们给工会的行动意愿画上了

一个大大的问号。

不过，当我们拨通武汉市总工会“值班室”的电话后，却发现这电话其实是工会大楼的大厅物
业。

CLB：“那你这儿有没有咱们工会法律保障部的电话呢？”
武汉市总工会大厅物业：“85791823。哎，我看一下，1833吧，这个印得也不是……”
CLB：“啊？”
武汉市总工会大厅物业：“85791833……你或者再打一个，85760519，这也是权益保障部。
就是不同的办公室，因为今天领导他们都在开会，我不知道谁在，好吧。”

可惜的是，两个武汉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的电话都无人接听。是因为那日权益保障部的人

都去开会了、碰巧无人当值？还是通讯列表印刷得不清楚，导致大厅物业告知我们的号码

有误？我们无从得知。但假设打电话的是一位农民工，他本身就对维权途径不甚熟悉，那么

在工作人员数次推托、要到的几个电话都没人接的情况下，他八成会将工会视作一个帮不

到自己的部门，遑论将工会视为自己的“娘家人”。

2“没有没有，我们没有网站的这一个建设”
为了联络到汉阳区总工会了解情况，我们最终通过114查号台问到了汉阳区总工会办公室
的电话，并向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反应了工会联络方式不好找的问题。工作人员表示区总工

会的电话是可以找到的，工会在一万号（10000）或者114都有登记，可以致电查询。我们也
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总工会为什么没有网站呢，如果有网站会不会好一点？”汉阳区的工会
人员直言：“没有没有，我们（区总工会）没有网站的这一个建设。”

虽然，不同省市、不同层级的工会在分配人力物力上各有安排，但中国劳工通讯认为工会对

外公布联络方式并及时更新绝非单纯的技术问题。因为，能够帮助到工人的途径，一个都



不能少。多一个官方网站、多一处挂上联络电话，对各级总工会来说只是众多工作项目中的

一个，但对该地广大工人群体而言，这就是他们成功寻求工会帮助的唯一途径。

网上资料显示，2019年，汉阳市政建设集团公司与其子公司，也就是本案中克扣工程款导
致工人拿不到工资的武汉天创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双双获得AAA级信用企业。汉阳市
政建设集团公司，更是在2020年4月被武汉市总工会推荐为“湖北省五一奖状”候选单位。若
是能把用于上述这些例行评奖评优的资源分出一小部分，搭建一个工会网站，或者重新印

制一下工会内部的通讯信息，相信都不是难事。

让工会的联络方式更清晰，消除的是工人找工会求助的首个障碍。哪怕只是多帮到一个工

人，也比明面上工会给单位颁发荣誉奖状、褒奖其劳动建设方面的卓越表现，背地里该单位

却涉嫌非法经营、损害工人权益来得有意义得多。

案例2/10：山东滨州一训练飞机坠毁三人死亡

2020年9月20日上午，山东青岛九天国际飞行学院有限公司一架通用小型飞机在滨州空域
飞行训练时坠落，机上有教练员、学员3人。事故发生后，送往滨州市人民医院进行抢救，
21日，机上3人抢救无效死亡。据青岛九天国际飞行学院股份有限公司官网显示，该校的机
队规模、飞行时间和在校生数量位于全国第二，仅次于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如此大规模的技

术培训企业，工业安全如何防范？工会又是否参与其中呢？

1 7通电话中，1通无人接听，2通被挂断
就飞行学院发生的事故，我们联络了涉事企业商业登记所在辖区的工会，以及事故发生地

（飞机坠毁地点）的工会，前前后后加起来一共7通电话，无一处工会能说出个所以然。更令
人摸不着头脑的是，工会部门要么表示此类事件归其他部门负责，要么认为事不关己就直

接挂断了电话，这7通电话的过程大致如下：

第一通电话，青岛市城阳区总工会办公室，要我们联络青岛市总工会办公室并给予了联络

方式；

第二通电话，青岛市总工会办公室，表示需要了解一下情况，有关安全生产的问题建议我们

联络生产部；

第三通电话，青岛市城阳区总工会组织部，无人接听；

第四通电话，青岛市城阳区总工会法律部，表示工人入会要联络组织部，没人听电话应该是

开会去了，同时给了我们安全生产部的电话；

第五通电话，青岛市城阳区总工会安全生产部，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一句“我不负责这个，
负责这一块的不在这儿”之后就挂断了电话；

http://www.whjzyxh.org/index.php/View/28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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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通电话，滨州市总工会财务部，表示不清楚飞行学校事故，其他办公室的电话也不知道

，建议我们去114自行查询，甚至疑惑“你是在哪里找到我们的电话啊？”
第七通电话，滨州市总工会，表示自己这边正在忙之后便挂断了电话……

一串电话打下来，不同层级、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云里雾里饶了一大圈也没找到能够就辖

区内安全事故、涉事企业说句话的工会人员。甚至在上述电话中，滨州市总工会财务部的

电话号码还是我们从一份工会文件的落款中发现。设想，若是一位权益受侵害的工人拿起

手机，想要寻求工会的帮助，他可能找不到电话，也可能在没找对部门后，在数个电话中焦

头烂额。

2 只见工会办活动，不见工会联络方式
基于两处地方工会都不甚了解事故，加之航空、民航的行业特殊性，我试图联络山东市空管

分局工会。经过一番查证，山东市空管分局工会并无自己独立的网站，但在零星的新闻中，

我们又可以看到山东市空管分局工会的身影，因此我们致电了中国民航工会，一方面想获

取山东市空管分局工会的联络方式，另一方面想对民航系统内信息透明度、架构是否清晰

等问题有所了解。中国民航工会工作人员的态度非常好，但是对于山东市空管分局工会的

联络方式，接听电话的工作员工则说自己不知道，并解释民航工会系统也有层级管理，建议

可以通过114查询电话。

中国民航工会作为已有的行业工会，对近期业内发生的安全事故不了解也就罢了，对于行

业内工会部门的联络方式这类基本信息，上级部门也不甚了解。从新闻中我们可以看到山

东市空管分局工会有开展日常工作：职工故事会、工会主席接待日、工委会扩大例会等等，

但是寻遍网络、询问上级机关都无法找到它的联络方式，山东市空管分局工会像是隐形于

线上线下，自己人定期开开会就完了。如果工人想要找工会求助，在寻找联络方式这一步就

遇到了这么大的麻烦，相信他们很难不打退堂鼓。

以上分析解读仅代表CLB的立场，欢迎点击链接就案例1、案例2访谈文字稿作出不同解
读。

二、“你让工人自己过来反映”：程序僵化、不作为，有碍工人维权

“你让工人自己过来反映”——这十个字是中国劳工通讯向各地工会讲述工人遭遇时，不少
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应。然而，在工会口中简简单单的“过来”，对工会不甚了解的工人操作起
来并不容易。这不仅需要工人有充足的时间、对维权程序有基本了解，不少工会还希望工

人主动提交劳动合同、纠纷证据书面材料，方便工会对事件进行了解、核实……这种种门槛
都让工会口中的“过来”困难重重，也令工会丧失了一次次与工人进行有机联结的机会。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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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选了两起发生在四川省的案例，以此讨论，“让工人自己过来”，还是工会过去，哪一种在
当下的劳工环境中更为可行。“让工人自己过来”的工会办事模式之下，工人有哪些具体的困
难。

案例3/10：四川巴中扶贫建筑项目欠薪

三年前，一群农民工在四川巴中市巴州区金碑乡，参与修建由成都中云建工集团中标的异

地扶贫项目。由于项目层层非法转包分包，完工后工人却没有足额拿到工资。三年来，工人

们无数次拨打12345市长热线，找过巴中市劳动监察局、市住建局、巴中区住建局、区政
府、金碑乡政府李乡长和邓书记，无奈有关部门一直踢皮球。2020年9月，临近孩子学校报
名交学费，工人们只好上网发帖求助。

1 工人“会直接来联系我们，不用通过你们这种境外非法组织来联系我们”
我们首先联络了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总工会的组织基层工作部，在用不到100字表明身份、
简述工人遭遇之后，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就拽着中国劳工通讯的性质问题不放，在了解到

中国劳工通讯的总部设在香港之后，我们立刻被对方定性为了“境外的非法组织”。

“我知道你们这种机构，你们就是说，给我打电话，然后把录音开着，然后到时候我和你之间
的通话，你就会中间断章取义然后放到网上，是吧？”我们的所在地一下子触动了该名工作
人员的敌情警觉，在境内境外、合法非法的“大是大非”面前，前几句话中被欠薪三年的当地
农民工没能引起该名工作人员的任何关注。

我们尝试进一步询问，工会可否代表这些工人维权，没想到工会给出了更严厉的回应：“我
们工会能不能代表维权，不是由你们做主的。你们这种都是境外的非法组织，我是知道的。

如果真的是他们那边有什么需求的话，他们会直接来联系我们，不用通过你们这种境外的

非法组织来联系我们，好不好？”我们抱着最后的希望，想将几位工人的联系方式给到工会
手中，但该名工作人员连听都不要听了，直接挂断了电话。

2 与其等待工人寻找工会，工会何不主动迈出一步
当我们再次打给组织基层工作部时，这个电话便没人接听了。但如果工人真的如上一位工

作人员所说的，“会直接来联系我们（工会）”，那欠薪三年无法解决的荒谬结果又怎么会出现
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又拨通了巴州区总工会办公室的电话，这位接电话的工作人员

小杨无疑和蔼得多，但从他口中竟然也冒出了“你可以叫他过来”的话语。

我们建议工会办公室打给被欠薪工人、主动了解情况，小杨则反过来希望我们转告工会的

联络方式给工人，让工人打过来。我们继续就着这通电话到底应该由谁来打讨论下去，我们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3&startDate=2020-09&endDate=2020-09&eventId=2021033016425871793&keyword=%E5%B7%B4%E4%B8%AD


渐渐发现——当事人反映问题、工会知悉、领导商议决定、工作人员进行具体的维权行动
——这一连串是工会协助工人维权的固定程式，一切事件能也只能按照这个顺序来。

巴州区总工会过往做了不少农民工维权方面的工作，包括在余姚、宁波、上海等地建立了巴

州籍农民工服务站。我们在电话中表示，千里迢迢去到外省维权，家门口的工人是否也可以

协助一下。小杨听到我们的建议后一口答应了给欠薪工人致电，并表示本地工人也确实有

维权的需要，愿意记录我们提出的建议。但同时小杨也表示：“最好是他打电话过来，因为
他主动一点，我们就知道具体咋回事。”

相信很多工会工作人员都和小杨一样，认为工会要介入工人的维权事件，一定需要工人主

动发声，仅仅发声还不足够，声音还要到达工会、政府领导耳朵里才足够。在2017年的一
则农民工讨薪、多部门介入协助的新闻中我们读到，“一封来自山东100余巴州籍农民工讨
薪的求助信摆到了巴中市市长何平的案头”。但是，是否每一次工人被侵权事件都要成功到
达市长的办工桌上才有望解决？是否每一次维权行动都要在领导知悉后才能启动？是否所

有领导不知晓的欠薪、工伤、非法辞退，工会都可以安坐在办公室中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以一句“他要反映过来我们这边才可以”推开亟需帮助的工人群体？

据中国劳工通讯工人求助地图过去半年收集到的信息，有超过56%的求助个案中，工人会
选择上网发帖或找媒体曝光的方式维权，而这中间的绝大部分都淹没在了庞大繁杂的网络

信息中间，单靠“击鼓鸣冤”来让工会及有关部门听到工人的求助，其中可能性是微乎其微。
我们认为，面对这些漂浮在维权的茫茫大海上的工人们，工会作为工人利益的代表者，责无

旁贷比其他部门更主动、更快速、更直接地打捞起这班工人。在工人被侵害的权益面前，工

会惯常的程序自然应该退居次要位置，工人权益大过天。

案例4/10：四川宜宾中铁三局隧道工程工伤工亡私了

2020年10月下旬，天涯社区一个举报帖子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发帖人说，5月2日，他的一
位亲戚在四川宜宾中铁三局承建的板栗山泄水隧道干活儿时遭遇事故重伤，另有一名工友

死亡。工地老板向工亡工友家属赔钱私了，并瞒报了这起伤亡事故。而重伤工人在医院治疗

一个月后，老板就不再缴纳医疗费和伙食费了，医院因被拖欠一万四千多元医疗费，中断了

治疗。工人无奈出院，睡在工地项目部维权。帖子还提到，这个工地上“工人到工地后直接
上班，项目部也不做安全培训学习”。

1 农民工被排除在“百分百覆盖”的安全培训之外
就此次安全事故及涉嫌瞒报的情况，我们致电了宜宾市总工会经济工作部，接听电话的工

作人员对于我们的电话举报，既没有找借口推脱，让我们去找政府有关部门，也没有以来电

http://www.bzqzgh.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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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身份不明为由挂电话，而是答应先找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把事实搞清楚。这种就事论事

的态度，值得所有工会工作人员借鉴。

我们从宜宾市总工会的网站上了解到，工会经济工作部的一项职能，就是指导下级工会参

与劳动安全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并且依法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督。此次涉事的中铁三局

在宜宾市有这么多工程，单位上的职工想必也不在少数，那么宜宾市总工会具体是如何在

这些工程中开展安全生产的相关工作呢？工作人员表示，工会有专门的培训活动，会到属

地的重点工程、重大工程，通过各级工会开展安全宣传活动。可是工人在求助帖中明明提

到项目部并未开展安全培训学习，那工会所谓的各级开展的安全宣传活动是否囊括了所有

工人呢？

我们向工作人员提出，会不会是因为中铁三局这样的国字头的企业，有自己的企业工会，同

时所在的辖区也有自己的属地工会，结果造成了相互不知道各自职责范围的情况，导致部

分工人陷于灰色地带。但工作人员表示，“这个教育培训都是达到这个百分百覆盖的”，不存
在两边工会衔接有不到位的情况。虽然在我们和宜宾市工会讨论的过程中，仍未明确此次

工伤工人没能接受安全培训的原因，但工会所谓的“百分百覆盖”无疑需要再次审视。工作
人员也表示，最近两年一直在推进“八大群体”入会，今后很长一段时间这也会是工会工作的
一个重点，我们也希望随着工人入会工作的深入，宜宾市总工会口中的“百分百覆盖”能变成
现实，不再出现工伤后企业私了的情况。

2 农民工未入会，也不知晓工会的存在
此次事件中，工伤工人为何没有主动来寻求工会的帮助呢？即使都已经睡到项目部讨要赔

偿了，也没有想到工会？对此，宜宾市总工会的一段回答值得所有工会工作人员反思：

“（工人）他可能不了解工会是干什么的。因为现在的工人，你看他们，就是像这个受伤和死
亡的工人啊，他们可能都是来自于农村，都是外出务工人员，他们有可能对工会的一些职能

职责不是很清楚。然后来了之后，他们肯定就是找老板，就是谁带他们来务工的，肯定他们

就先找谁。”

这段话清楚地道出了农民工权利受损时的心路历程，既然宜宾市总工会已经意识到了这一

点，更应该明白让农民工主动来找工会对他们来说是困难。因此，不论是组织入会还是维

权，工会都应该走到工人中间去，主动联络工人，让工人们知道工会的存在，再进一步明白

工会的作用。不然，来到城市务工的农民工们，生活上举目无亲，工作上还要独自一人面对

老板可能玩弄的种种压榨，若有劳资纠纷发生，他们又因为只认识老板，要去找压榨自己的

人说理——只有工会主动站到工人身边，才能让工人不再身单力薄，企业不再肆无忌惮，此
次出现的安全培训不到位、企业私了等问题才能开始改变。



以上分析解读仅代表CLB的立场，欢迎点击链接就案例3、案例4访谈文字稿作出不同解
读。

三、在工人养家糊口的困境面前，工会更需要雪中送炭

在数不清的工人求助、维权事件中，能被媒体、工会、劳动部门看到的只占一小部分，而更

难被看到的，则是每个工人家庭不尽相同的困难——权益受到侵害的工人在维权过程中必
须继续打工才能养家糊口，因此根本没时间全身心投入维权；遭遇工伤工亡的职工家属由

于家庭困难，难以长时间维权；低收入使得工人没有经济能力聘请律师帮助维权；受教育水

平低则限制了工人在维权过程中的策略能力……此时，这班“屋漏偏逢连夜雨”的工人无疑
更需要工会和自己站在一起，中国劳工通讯认为，工人越是困难，工会的雪中送炭越迫在眉

睫。

案例5/10：江苏响水德龙镍业有限公司工人工亡

2020年8月6日，工人刘学中在位于江苏生响水县陈家港镇的德龙镍业有限公司工作，事故
发生当日，刘当班12个小时30分钟，下班后精神恍惚，离开公司大门刚10多分钟，10年驾
龄的他驾车堕河身亡。令人发指的是，停尸40天公司仍拒不赔偿，且编造虚假伪证，企图逃
脱劳动法的制裁。刘学忠的遭遇并非独有，同年7月，与刘学忠同为电工的苗建国在作业过
程中触电身亡，厂内的安全隐患一直存在。

1 生活上的困难、维权的困难，工人一家两头难
就刘学忠的情况我们致电了响水县总工会，接听电话的是权益保障部的潘部长。潘部长耐

心、详细地询问了刘学忠的具体情况，也给出了相应的维权建议，可是已有的维权途径在刘

学忠一家子这儿，都不太可行。

CLB：“他们自己找律师，从上海找的律师。律师来了以后，企业也不配合，最后律师甚至把
律师费都退了，就不接这个案子了……”
潘部长：“他有没有找过我们那个工会法律援助中心啊？”
CLB：“哦，这个刘开春啊，就是这个工亡的职工的父亲呢，我刚跟他说过话。哇，他就是已
经快七十岁了，他在家中务农，而且还要……”
潘部长：“那刘学中他爱人呢？”
CLB：“他们几年前就离婚了。而且这两个老人，现在在刘学中工亡以后，他留下两个孩子，
两个老人还要帮他管，所以……”
……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5%BD%95%E9%9F%B3%E7%A8%BF%EF%BC%9A%E5%9B%9B%E5%B7%9D%E5%B7%B4%E4%B8%AD%E6%89%B6%E8%B4%AB%E5%B7%A5%E7%A8%8B%E6%8B%96%E6%AC%A0%E5%B7%A5%E8%B5%84.docx%20-%20Google%20Docs.pdf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5%BD%95%E9%9F%B3%E7%A8%BF%EF%BC%9A%E5%9B%9B%E5%B7%9D%E5%AE%9C%E5%AE%BE%E4%B8%AD%E9%93%81%E4%B8%89%E5%B1%80%E9%9A%A7%E9%81%93%E5%B7%A5%E7%A8%8B%E5%B7%A5%E4%BC%A4%E5%B7%A5%E4%BA%A1%E4%BA%8B%E6%95%85%E7%A7%81%E4%BA%86.docx%20-%20Google%20Docs.pdf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3&startDate=2020-09&endDate=2020-09&eventId=2020101312330473960&keyword=%E5%93%8D%E6%B0%B4


潘部长：“行，我马上那个吧，一个是跟他本人，还有一个是跟企业工会，我详细了解一下这
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刘学忠的家庭情况本就捉襟见肘，工亡无疑令一家人的生活雪上加霜，此时，工亡赔偿能否

落实关系着一家老小的基本生活，正是工人最需要工会站出来代表自己利益的时刻。响水

县总工会权益保障部的潘部长能够体察工人的具体情况，愿意主动和工人联络，至少能让

维权无门的工人家属们在情绪上不再孤单。这样出色的行动意愿在一众工会工会人员中是

独树一帜的。

当然，潘部长谦逊的言词中也反映了工会在行动能力上的问题。首先是人力资源上，潘部

长坦言：“因为我们部门的人手太少，事情特别繁杂。不可能像您期望的能够三两天的，先
跟您打个招呼。”我们也希望在持续进行的工会改革中，工会的人手安排、任务分配能够更
科学。其次，工会要如何知晓工人们的求助？如何了解舆情？潘部长听到刘学忠的经历后

也向我们表示自己不常上网，网络上工人求助的声音工会确实未能很好地留意，我们认为

在人手有限的情况下，本期系列报告提到的公开联络方式、之后个案后主动介入，都是让更

多工人获益的方法。

2 了解辖区内劳动者权益——响水县权益保障部走在了全国工会前列
在日常与工会联络的过程中，除非是蛋壳暴雷这类波及全国的事件或是大型安全事故，我

们很少遇到工会工作人员对辖区内的工人维权事件有所了解。但此次联络到的潘部长在听

到德龙镍业有限公司后，立刻表示自己知道不久之前该公司一位工亡的工人，而且，对事故

发生后的赔偿、企业状况以及劳动法律法规也十分清楚。

“上一次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吧，他们有一个也是电工工亡的，但他是在厂里面出的事故，人
家那个就赔了一百多万呢。企业如果对他实施了赔偿，一般通常惯例，就是德龙的赔偿，就

是工伤认定的那个赔偿，这个金额是有的。如果认定工亡的话，还有这个遗属的抚养费的

哦。”潘部长一一向我们道来。基于对劳动者的了解，潘部长给出的维权建议更具体，对于维
权程序所需要的时间也有大概的估计，这样的工会工作者是工会改革中不可或缺的。

以上分析解读仅代表CLB的立场，欢迎点击链接就案例5访谈文字稿作出不同解读。

四、只有工人是会员，工会才能介入维权吗？

在与各地工会联络的过程中，中国劳工通讯都会询问涉事工人所在的工地、企业是否有工

会，工会又是否能代表工人和企业方进行谈判？我们得到了不少类似的回答：我们工会的

工作只针对工会会员；工人只能在自己单位入会，要单位建会才可以……这样的回答一下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5%BD%95%E9%9F%B3%E7%A8%BF%EF%BC%9A%E6%B1%9F%E8%8B%8F%E5%93%8D%E6%B0%B4%E5%BE%B7%E9%BE%99%E9%95%8D%E4%B8%9A%E5%B7%A5%E4%BA%BA%E5%B7%A5%E4%BA%A1.docx%20-%20Google%20Docs.pdf


子就将还没有被吸纳到工会组织中的工人推到了一边，那些劳作于没有主动建会企业中的

工人，想得到工会的帮助，变得无从谈起。

工会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发展新会员。工会如果既代表会员也代表非会员维权，在帮助当事

工人得到经济权益的同时，还能扩大工会影响力并增加工会会员人数，更能让各类雇主看

到侵权成本远高于老实守法，从而使雇主对于侵权有所顾忌，最终达到减少侵权、改善和

提升整体工人权利状况的目的。现实中，非工会会员利益遭受的侵害远甚于会员。如果工

会声称只协助会员维权，或是根本不懂工会职责，或根本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不作为，

只服务会员不过是借口和挡箭牌罢了。

案例6/10：陕西西安建筑工人工伤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人刘志和自2020年6月份到西安市灞桥区锦堤路梓口村中建三局灞河
隧道工程项目部做钢筋工，9月9号上午8点多在工地干活时，由于受旁边塔吊吊钢筋的影响
，他的手指被压进钢筋切段机，后被诊断为开放性骨折。工地派工友老刘护理了他两天，并

给了200块钱，过了三天，工地管理人员过来接走了工友老刘，又给了200块钱。自那过后，
工地再也没人出现了，联络工地老板，老板也是以一句“不管”直接回绝。

9月21日晚上10点多，刘志和将自己遭遇工伤、工地老板不赔偿的经历发在微博上，第二
日，中建三局项目部的安全总监就打电话给刘志和要求删除微博。几番周旋下，工地已经支

付了医疗费用以及未结清的工资，但由于工地一直不愿意出具劳动关系证明，工伤赔付也

就一直拖着，几个部门相互推诿，始终无法解决。

1 灞桥区总工会：“我们是针对人家工会的职工的”
在和刘志和通电话了解情况后，我们首先致电了西安市灞桥区总工会财务部和职工服务中

心，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首先给我们连抛了三个“振聋发聩”的问题：

“那他是不是工会会员啊？他在他们单位入会了么？他们单位有没有建工会啊？……你得
要让他去问清楚了。”

我们只好向灞桥区总工会解释，许多和刘志和一样是农民工的劳动者都没有加入工会，可

工会服务的重点人群之一就是农民工，这样的情况下，工会可以出面帮他找公司去谈判协

商吗？“我就问（刘志和），你是不是有没有加入工会啊，是不是工会会员啊？他说没有听说
过工会。然后我问他，有没有劳动合同啊？他说没劳动合同。那我又问他有没有工伤保险

啊？他说没有听说过这个。”刘志和简直是一位“三无”建筑工，如此状况下受了工伤，理应是
急需帮忙的。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3&startDate=2020-09&endDate=2020-09&eventId=2020101315303940556&keyword=%E8%A5%BF%E5%AE%89


职工服务中心的陶昆同志向我们仔细地说明，介于工会和企业之间的依托关系，员工要加

入工会，必须是企业先建会，“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条件”，不然就“显然不太实际”。我们向工
会强调，由于工伤认定的提出，有30天的时间限制，工人等不得，但陶昆却觉得为难，“起码
他也得是工会会员吧，要不然肯定工会不好出面嘛。”陶昆同志如此执着于服务对象要是工
会会员，这实在有些捉错用神。工会的存在，是要形成一股代表工人的集体力量，令广大打

工人群体更有话语权，以此对资方施压，令老板们无法也不敢侵害工人权益，这才是最实际

的责任。

2 “项目工会建设”有无可操作性？
随后，我们与陶昆同志讨论了国家提倡的“项目工会建设”，陶昆表示自己是有听过，但灞桥
区目前为止还未出现，而且“项目工会建设”在操作上的困难也是明显的——项目是临时的，
工会又有属地管理这一原则，如何推进“项目工会”还是个问题。不过陶昆作为工会工作人
员，为工人服务的行动意愿十分不错，答应记下刘志和的联络方式，帮忙联络、转介给劳动

监察部门。

几天后，我们对灞桥区工会的职工服务中心进行回访，此次接听电话的是另一位姓刘的工

作人员。听到我们提出让工会出面，帮助工伤工人去办理工伤认定，该名工作人员表示“不
归我们管啊……他不是我们的会员嘛，他应该属于啥的，县郊的吧。”工作人员解释，灞河隧
道工程名字带灞河，但不一定在灞桥区，灞桥区这边可以转介该名工人的情况去工程所属

辖区的工会。

讲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起了前几日和灞桥区工会讨论过的“项目工会”。如果，灞桥区或者西
安市有建筑工人的行业工会，工伤工人刘志和大概能省掉在不同辖区工会转介来转介去的

麻烦；如果行业工会也能更有针对性地对建筑工地进行安全生产监督，刘志和甚至可以免

于受伤……说一千道一万，工人的权益要得到保障，最关键的还是工会不能缺位，工人是否
已经是工会会员绝不是决定性的。

就在刘志和工伤事故发生的一个月前，陕西省总工会发布了《陕西省总工会关于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的实施意见》，

这份文件光名字就长达49个字，但通篇不知所云，什么“工作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
走”“做到深入学、系统学、反复学，常学常新、真学真信”，敢问这些云里雾里的空洞口号，能
对工会的日常工作起到哪怕一丁点的作用吗？习近平讲过，“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这样的标准才是工会行动应该秉持的依据。



因此，财务部工作人员在拿起电话时，不假思索的连环三问——“那他是不是工会会员啊？
他在他们单位入会？他们单位有没有建工会啊？”——工会不应该拿来问我们，更不应该拿
去问工人，而应该问自己。

案例7/10：福州圆通快递拖欠多人工资

2020年“双十一”前夕，全国多地出现快递员罢工，不少网民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因为自己的
快递多日未送达，才了解到自己家附近的快递员罢工了。在福州市仓山区，圆通速递橘园洲

分部的十余名快递员被拖欠了几个月的工资，金额从数千元到一万多元不等。福建电视台

的新闻报道称，该分部的加盟商拿钱之后跑路。加盟站点的负责人因经营不善、携款走人，

已成为2020年快递行业欠薪的主要原因之一。

1 工人只能通过单位入会，工人入会途径大大受限
就圆通快递员欠薪事件，我们联系了福州市工会的组建部。组建部告知圆通快递在福州是

有工会的，但具体到某工业区是否有工会，尚需时间查询。工作人员表示，这类涉案的加盟

商，下面的快递员通常是没有加入工会的，而且福州市也没有快递员行业工会，尽管工会已

经在规划中，但暂时还没有建起来。由此看来，此次欠薪事件中的工人们铁定不是任何一个

工会的会员。

我们对组建部进一步询问，如果单位不建会，快递员该怎么加入工会呢？对此，福州市工会

组建部表示确实很困难，但的确没有办法解决加盟商旗下的快递员入会问题。该名工作人

员多次强调工人入会这件事，工人只能通过单位入会，不能个人入会。即便是以后建起了快

递员行业工会，也是要单位先有工会，再组成行业工会。由此可见单位建会，是把工人吸纳

进工会组织的必要一环。但正如该名工作人员自己指出的，服务于加盟商的劳动者往往没

有入会，加之加盟商的运营市场不规范，主动建会的可能性极低，因此，在现行的通过单位

入会的组织模式下，加盟站点的工作人员几乎是不可能成为工会会员的。

2 只能协助已是会员的职工，工会的服务范围必须扩大
当我们说到工会能否代表工人与快递公司进行谈判时，工会表示这取决于职工是否加入了

工会。如果没能加入工会，工会师出无名，只能建议职工去找劳动监察等政府部门，或者直

接走法律途径。一言以蔽之，工会对未入会的工人爱莫能助。而且，只要企业不主动提出建

会要求，工会也没有途径让这些职工们入会。

在第二天的回访中，福州市总工会基层工作部的工作人员又明确表示，快递公司建立了工

会之后，具体某个营业部是不是能够组建工会，需要看老板和员工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如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1&startDate=2020-10&endDate=2020-10&eventId=2020102015073612928&keyword=%E7%A6%8F%E5%B7%9E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2%80%9C%E5%8F%8C11%E2%80%9D%E5%89%8D%E5%A4%95%EF%BC%8C%E5%85%A8%E5%9B%BD%E5%A4%9A%E5%9C%B0%E5%BF%AB%E9%80%92%E7%BD%A2%E5%B7%A5


果员工没有劳动合同，或者只是兼职模式，基本上是很难加入工会的。顺丰速运就是一个正

面的例子，因为该公司基本上是直接聘用快递员，只要是公司员工愿意，都可以加入工会。

福州市总工会的工作人员坦言：“这跟企业本身他的模式、还跟企业老板的观念也有关系。”
虽然福州市在想办法怎么组织这些零散的快递员加入工会，但目前为止还是一个难题。看

着这一层又一层的入会条件，我们不禁也为广大的快递员群体无法得到工会的援助而担

忧。

因此，我们认为工会不应囿于职工是否拥有工会会员的身份，试想在兼职、加盟、灵活用工

普遍的快递行业，无法加入工会并非一日就能解决的问题，那在成功入会之前，这批快递员

就要始终在缺乏工会保护的情况下，终日奔波在城市的日晒雨淋之中吗？若工会真的是工

人利益代表者，职工是否入会的身份问题，绝不是阻挡工会奔向利益受损工人的障碍。

以上分析解读仅代表CLB的立场，欢迎点击链接就案例6、案例7访谈文字稿作出不同解
读。

五、工会没有执法权？这些方面工会都可以帮助工人

工会没有执法权、劳动大队才有权管理欠薪、要等仲裁部门出结果……这些论述在中国劳
工通讯与工会的电话中反反复复出现。但是，工会真的如自己所说的，因为没有执法权就

不需要介入工人维权事件吗？工会维护职工权益的手段、途径可以有多种形式，《工会法》

明确规定了工会主要通过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维护企业职工的劳动权益，在劳动争

议中要也参与调解。《安全生产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法律法规，无一例外，同样

规定了工会的监督职责。因此，工会的职责便是以共同当事人的身份与被侵权工人一起全

程参与维权。至于说维权结果，则不在也不应该在工会掌握之中。若工会工作人员面对询

问动辄抱怨没有执法权，则是对自身定位有误，或是根本不想有所行动。

案例8/10：甘肃临夏建筑工人讨薪

2020年8月31日，一名90后农民工在微博上发帖，讲述他与工友被欠薪长达5个月的经历。
眼看就要开学了，工人还在为家中孩子的学费发愁。据该名工人讲述，他在甘肃临夏回族自

治州达板镇沿洮河经济开发区干了5个月，建筑公司为中铁二十一局。原本约定工资是117
万，按月支付，但用人单位只给工人打过一次款，到现在50几名工人还被拖欠了总计六、七
十万元，工人找过二十一局、找过分包单位，但多次讨薪无果。工人表示，“我们农民工工资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5%BD%95%E9%9F%B3%E7%A8%BF%EF%BC%9A%E9%99%95%E8%A5%BF%E8%A5%BF%E5%AE%89%E5%BB%BA%E7%AD%91%E5%B7%A5%E4%BA%BA%E5%B7%A5%E4%BC%A4.docx%20-%20Google%20Docs.pdf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5%BD%95%E9%9F%B3%E7%A8%BF%EF%BC%9A%E7%A6%8F%E5%B7%9E%E5%9C%86%E9%80%9A%E5%BF%AB%E9%80%92%E6%8B%96%E6%AC%A0%E5%A4%9A%E4%BA%BA%E5%B7%A5%E8%B5%84.docx%20-%20Google%20Docs.pdf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1&startDate=2020-09&endDate=2020-09&eventId=2020090418214661859&keyword=%E7%94%98%E8%82%83


真的太难拿钱了”，“生活被这些无赖拖欠的实在过不下去了，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及时帮忙调
解，帮助一下我们农民工。”

1 根治欠薪不应让位于扶贫攻坚的工作
就此次欠薪事件，我们致电东乡县总工会。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耐心听我们反映工人被欠

薪的情况，并做了记录，在我们提出工会可否联系工人了解情况，并出面代表工人与企业协

商的建议后，工会工作人员立马询问了工人的联络方式，表示会致电给工人。该名工作人员

帮助工人的行动意识值得赞扬。

2020年生效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明确规定了工会对用人单位支付工资情况的监
督责任，就该条例的落实，我们询问了东乡县总工会。工会工作人员表示，东乡县总工会近

几年主要把扶贫攻坚的工作放在首位，工会的工作人员主要都去了扶贫。而且，工会最近

暂时也没有接到工人欠薪的求助，如果有接到求助，工会会先代表工人与企业进行协调，一

般都可以帮助工人要回工钱的。问到工会有没有参与东乡县开展的关于农民工工资支付情

况专项检查工作，工作人员表示工会每年都会抽时间进行检查，但他强调东乡县存在欠薪

的情况比较少，“今天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么多人的工资被拖欠呢”。

既然东乡县总工会会代表工人与企业协商，每年也会抽时间进行抽查各企业薪资发放的情

况，那么为何中铁二十一局如此大型的企业，还会出现多达50人、涉及几十万元的欠薪事
件呢？我们不得不对东乡县工会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效果打上问号。当工会把扶贫

攻坚放在首位，以至于连本地发生的大规模欠薪都毫不知情，工会“工人利益代表者”的身份
荡然无存，工作人员主要都走去扶贫，而没能摸清辖区内工人的状况，实在是本末倒置。

2 集体协商不应限于工资标准，有关欠薪的协商工会也应出面
9月21日 ，我们再次致电东乡县总工会跟进事件，此次接听电话的为工会办公室工作人员
小马。小马表示知道这个事情，且已向组宣部汇报过，如果我们要采访工会，还需要等正式

文件。我们向小马明确表示，致电只是帮助工人反映情况，希望工会作为工人的“娘家人”，
可以主动联系工人并提供帮助，但小马还是强调，要展开工作要么需要工人提供书面材料，

要么需要上级工会指示文件。

小马也解释了工会这样要求的原因，因为即使工人来找工会，工会也只能提供法律援助这

一块的服务，关于拖欠工资的协商，劳动大队才有权力去做。工会虽然具有与企业进行协商

的权力和职能，但只包括工资制定的协商，而没有拖欠工资这方面的。我们认为工会绝不应

该如此限定自己的工作范围，既然《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规定了工会监督用人单位按

时足额支付工资的职责，工会就应该第一时间在农民工发放工资的问题上站出来。这不关

乎工会是否有强制企业支付款项的执行力，而是说和工人站在同一阵线讨薪维权本就是工



会的分内事——工会与工人同行，在维权知识、手段上协助工人，以求在具体的协商、仲
裁、诉讼中，工人能得到更好的结果。

案例9/10：蛋壳公寓暴雷

长租公寓运营商蛋壳公寓暴雷事件从去年10月末冒出苗头，到11月蔓延全国，数以千计的
蛋壳员工被拖欠数月工资，他们维权之路的转折点在哪里？员工们虽然已经申请了劳动仲

裁，但相关部门做出裁定的时间可长达60天。这样算来，蛋壳员工们的劳动仲裁，很可能在
春节之前都无法得到结果。年关将至，员工的生活如何解决？他们又是否有劳动仲裁以外

的途径来解决工资问题？带着这样的疑问，中国劳工通讯联络了蛋壳公寓背后的实体紫梧

桐公司注册所在地北京市东城区总工会。

接听电话的是设置在工会法律服务中心下面的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工作人员表示，蛋壳公

寓暴雷后，监察、仲裁在内的劳动部分一直驻守企业，给员工进行释法、释疑，回应员工的

诉求；而工会和仲裁机关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始终关心仲裁仲裁结果。可具体到工会为蛋

壳员工的讨薪做了什么，工会工作人员则表示：“他们（蛋壳员工）现在不已经进入到仲裁程
序了吗？走完审理程序、等待仲裁结果不就完了吗？”

如此看来，当蛋壳的劳动纠纷进入仲裁程序，工会便觉得自己无事可做，一切纠纷的审理、

劳动者诉求的回应都成了仲裁部门的任务。那劳动争议调解中心的本职——劳资调解，工
会又是否有落实呢？

“目前，可能（工会）更多是做职工的解释和安抚工作。我们调解一定要有一个调解结果，那
后续的问题就来了——谁来履行？怎么履行？一定得是政府职能部门再去督办这些事。”在
该位工会工作人员看来，现在并非工会介入调解的成熟时机，因为无论是破产清算还是有

人接盘，只有等政府职能部门确定了蛋壳暴雷的后续处理，蛋壳员工的权益处理才能落

实。

我们认为这位工作人员误解了工会的职责，也误解了我们希望工会介入调解此次事件的原

委——工会并非靠执法权代表和维护工人权利，而是应该以共同当事人的身份与被侵权工
人一起全程参与维权。至于说维权结果，最终的决定还得由拥有法律强制力的部门作出，

但工会的参与能让工人们更从容面对劳动部门及资方，不因自身对法律的有限了解而进一

步令权益受损。

以上分析解读仅代表CLB的立场，欢迎点击链接就案例8、案例9访谈文字稿作出不同解
读。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1&startDate=2020-11&endDate=2020-11&eventId=2020111115490980915&keyword=%E8%9B%8B%E5%A3%B3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8%9B%8B%E5%A3%B3%E5%85%AC%E5%AF%93%E5%91%98%E5%B7%A5%EF%BC%9A%E5%8C%97%E6%BC%82%E5%8A%B3%E5%8A%A8%E8%80%85%E8%B5%B0%E4%B8%8A%E8%AE%A8%E8%96%AA%E4%B9%8B%E8%B7%AF%EF%BC%8C%E5%B7%A5%E4%BC%9A%E5%9C%A8%E5%93%AA%E9%87%8C%EF%BC%9F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5%BD%95%E9%9F%B3%E7%A8%BF%EF%BC%9A%E7%94%98%E8%82%83%E7%9C%81%E4%B8%B4%E5%A4%8F%E5%B7%9E%E4%B8%AD%E9%93%81%E4%BA%8C%E5%8D%81%E4%B8%80%E5%B1%80%E6%8B%96%E6%AC%A0%E5%B7%A5%E8%B5%84.docx%20-%20Google%20Docs.pdf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5%BD%95%E9%9F%B3%E7%A8%BF%EF%BC%9A%E5%8C%97%E4%BA%AC%E4%B8%9C%E5%9F%8E%E5%8C%BA%E7%BB%B4%E6%9D%83%E9%83%A8.pdf


六、工会有不可取代的作用：权利保障重在预防侵权的发生

《安全生产法》《劳动合同法》《劳动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就工会监督企业落实

这些法律法规的责任有明确规定，这些监督职责本质上都是前置性的。此次中国劳工通讯

联络到的安源煤矿欠薪一案，就充分说明了，在企业状况恶化的过程中，工会和工人应尽可

能进行防患于未然式的集体协商，工会也站出来为广大职工的后路进行争取。我们认为这

类前置性作用正是工会独有的，那些企业不会为职工未雨绸缪的事项，正是工会需要考虑

的。

案例10/10：安源煤矿拖欠工资

2020年12月15日，有网友在微博上爆料，在江西萍乡安源煤矿总平巷井口前，聚集了一群
安源煤矿矿工在罢工讨薪。爆料者称，罢工的矿工们说已经两个月没发工资了，无法生活。

从截图上可见，当年安源煤矿罢工时红砖砌成的总平巷井口前，聚集着一群讨薪工人。有网

友跟帖表示，现在还欠矿工工资，太缺德了。也有人跟贴说，今年煤炭市场那么好，只要是

正常生产的煤炭企业都有比较好的盈利，就这样还欠矿工工资，真的说不过去。

1 工会主动与企业协商，萍乡市总工会的努力值得肯定
我们联络了萍乡市总工会，接听电话的是法律援助律师彭子淮。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在我

们致电工会之前，工人们已经向工会反应了欠薪的困境，工会也主动介入处理。

“我们和矿上，和安源煤矿已经联系了。他现在最主要是什么呢，他们企业吧，企业亏损两个
多亿……我跟矿上寻思呢，企业亏损了，劳工是没有责任的。”彭律师一口东北话，言谈内容
也是极其实诚的——企业确实遇到经营困难，但工人的利益也是不能侵害的。工会对企业
落实员工工资的督促不仅仅是例行公事，工会还代表工人与企业进行了协商，对企业给出

了具体的操作方案，企业也做出了答复：“他们准备分步骤，第一先发井下的，先发井下职工
的，然后再发地面职工的。”

此次事件中，工人及工会双方的反应都是十分迅速的。从两个月前安源煤矿刚开始发不出

工资的时候，工人就把电话打到了市工会，市工会立刻向煤业集团核实，确认属实后便开展

了与企业之间的协商，力求尽快给工人发放工资。安源煤矿职工和萍乡市总工会的工作人

员，一同为我们呈现了良性的工人与工会之间的互动。

2 工会应为工人未雨绸缪，跑在企业前面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1&startDate=2020-12&endDate=2020-12&eventId=2020121715281678198&keyword=%E5%AE%89%E6%BA%90


继续与萍乡市总工会的彭律师聊下去，我们发现安源煤矿，乃至整个萍乡矿业集团的经营

困境都是由来已久——萍乡原有八对矿井，但数年来资源枯竭，现在仅安源煤矿还剩下一
些边角煤可以开采。安源煤矿的数千名职工也在2010年煤矿改制后，由全民所有制的固定
职工转变为了合同工。在不久的将来，当资源枯竭进一步加剧，这几千名工人的身份又会如

何转变？到时他们的饭碗和工资待遇又能否保证呢？

就此，我们抛砖引玉，在电话中向彭律师建议：“（工会）既然看到未来有这个危机的可能性，
那有没有可能提前跟这个矿方进行一些协商，就是职工年龄层啊，有多少在发生之前就退

休了，有多少到那个时候还在职，那及早协商出一个方案来？”彭律师听后表示会向有关领
导汇报一下，同时准备就制定方案做一些前期调查和了解。

彭律师在谈话中表露出的对工会的认知：“作为工会组织，一要关心职工，二要维护职工的
合法权益。当职工提出来，只要他属实的话，我们只能和他协商，和矿方协商。但是，在维护

工会（职工）权益上啊，就该想想什么办法，就掌握……更多地掌握第一手资料，这是我们要
做的工作。”彭律师这段话值得所有工会工作者共勉。

以上分析解读仅代表CLB的立场，欢迎点击链接就案例10访谈文字稿作出不同解读。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E5%BD%95%E9%9F%B3%E7%A8%BF%EF%BC%9A%E5%AE%89%E6%BA%90%E7%85%A4%E7%9F%BF%E6%8B%96%E6%AC%A0%E5%B7%A5%E8%B5%84.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