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通电话 江苏省盐城市响⽔县总⼯会 宣传部

响⽔县总⼯会 喂 您好
喂 您好 请问是响⽔县⼯会吗
响⽔县总⼯会 对对对
您好 我姓韩 我这是从中国劳⼯通讯打来电话啊
响⽔县总⼯会 您好
您好 请问咱们这是⼯会的什么部门啊 是职⼯服务中⼼吗
响⽔县总⼯会 不是 是宣传部门
宣传部门那正好 我这⼉有⼀个个案啊 就是你们这⼉陈家港德龙镍
业有限公司有⼀个员⼯发⽣事故 就是下班以后回家途中出事结果死亡了 那
他们现在什么呀 家⾥申请⼯伤认定这个过程有点不顺 企业也不合作 所以
那……
响⽔县总⼯会 你 我把那个我们负责维权的那个号码给你好不好 因为这个
⼯作我不⼤了解 等⼀下啊
嗯 可以 那⾏
响⽔县总⼯会 权益保障 86XXXXXX
86XXXXXX 权益保障部是吧
响⽔县总⼯会 对对对
好 我找哪⼀位呢
响⽔县总⼯会 你看吧 你看那个 他们部门负责⼈姓潘
姓潘 好的 谢谢啊
响⽔县总⼯会 嗯好的 不⽤谢 再见
再见

第⼆通电话 响⽔县⼯会权益保障部 潘部长

响⽔县总⼯会 喂
喂 请问是响⽔⼯会权益保障部吗
响⽔县总⼯会 对啊
您好 我姓韩 是从中国劳⼯通讯打来电话啊
响⽔县总⼯会 哦 您好
您好 刚才这个宣传部那边让我打这个电话 就是有这么⼀个个案
就是你们这⼉陈家港德龙镍业有限公司有⼀个员⼯在下班回家途中发⽣事故
就死亡了 那他们家属现在申请⼯伤认定呢 企业也不配合 遇到了⼀些麻烦
不知道咱们⼯会可不可以出⾯代表他们申请⼯伤认定啊
响⽔县总⼯会 叫什么名字啊
啊 我看⼀下啊 这个……
响⽔县总⼯会 他就……不是 您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他这个消息的啊
我是在⽹上看到的这个消息啊
响⽔县总⼯会 他⾃⼰把这个事情发布到⽹上去了
对 因为他们⾃⼰找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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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也没办法 所
以就上⽹发帖⼦了 所以 那他这个职⼯的名字 就是⼯亡的职⼯的名字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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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中
响⽔县总⼯会 刘学中
对 学习的学 中间的中 然后他是电⼯
响⽔县总⼯会 电⼯ 应该时间不长 我前⼀阵好像听说有⼀个电⼯⼯亡
哦 那个不是 那个是再早⼀点 他们是在这⼉有过⼀个电⼯⼯亡的
⼀个事件啊 但是那是早先的事情了 这个是新发⽣的 所以他这个⼯亡职⼯
的⽗亲叫刘开春
响⽔县总⼯会 他有没有找过我们那个⼯会法律援助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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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县总⼯会 那刘学中他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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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帮他……他留下两个孩⼦ 两个⽼⼈还要帮他管 所以……
响⽔县总⼯会 德龙的 无论是不是给他⼯亡 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 正常的
惯例 他们的企业职⼯如果是因公死亡的这些 他的赔偿应该是很到位的 然
后我去了解⼀下
好的 那我给你留下这个刘开春的电话 你要是跟他打个电话好不好
啊
响⽔县总⼯会 可以 你留个电话
132XXXXXXXX
响⽔县总⼯会 132XXXXXXXX
对 XXXX
响⽔县总⼯会 XXXX
对
响⽔县总⼯会 哦 他们在⽹上发帖⼦ 但是我都没看到 可能我不上
没关系 这个反正我们就分享信息 然后谁发现算谁吧 总之你们本
地的⼯会可能比较⽅便⼀点 就是出⾯来代表他们
响⽔县总⼯会 ⾏ 我了解看看 正常情况下 德龙吧 对职⼯就是死亡这⼀
块吧 事故或者什么之类的赔偿吧 都是 怎么说呢 在我们这个地⽅比较起
来 在这个赔偿⾦额上⾯的 他都不是什么太……就是⽼板在这⽅⾯相对来说
比较宽容的 没有说在职⼯的身上去抠门 这⼀块啊
哦 因为他的这个比较特别的地⽅在于 是下班以后 回家的路上
响⽔县总⼯会 那他有没有得到赔偿啊
他都没有提出⼯伤申请啊 因为是在回家的路上 那 ⼯伤保险条
例 也规定 上下班的路上……
响⽔县总⼯会 不是 我跟你问⼀下 就是说 企业……完了我问他吧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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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可能如果认定⼯亡的话 还有这个遗属的
抚养费的哦
对对对 所以他这个……其实刚才刘开春说 企业跟他说 最多给他
三万四万五万的同情费
响⽔县总⼯会 不可能的 他们的⼯亡都达到上百万的赔偿
对 那如果这样的话 咱们⼯会如果出⾯能给他争取到就好了 因为
两个孩⼦ ⼀个⼗八岁 ⼀个九岁 还都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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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县总⼯会 我来问⼀下好吧 我来跟德龙的相关⼈员了解⼀下这个什么情
况 因为我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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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那如果要是 也麻烦咱们⼯会要给刘开春也打个电话 安慰⼀下
让他……你知道这个⽼年丧⼦这是⼀个很⼤的⼀个事情
响⽔县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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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时候发帖⼦嘛 情绪很激动的
肯定是有这个因 但是不⼀定百分之百就全⾯ 他的信息
那麻烦咱们⼯会努努⼒了 请问您贵姓啊
响⽔县总⼯会 哦 免贵姓潘啊
您是咱们维权部的负责⼈是吧
响⽔县总⼯会 对 负责⼈ 您是什么 中国⼯会⽹啊
没有 是中国劳⼯通讯
响⽔县总⼯会 哦 劳⼯通讯
好的 那谢谢啦
响⽔县总⼯会 那我也麻烦问⼀下您贵姓啊
我姓韩 我叫韩东⽅
响⽔县总⼯会 哦 刚刚说过了的 嗯 韩部长
没有没有 韩东⽅ ⾏ 那我看看 过⼏天看看打回电话来再了解⼀
下
响⽔县总⼯会 您这个电话 我看⼀下我这边没显⽰ 我留个电话吧 然后我
主动跟您汇报⼀下这个事情 毕竟您是上级嘛
汇报不敢当 我们交流吧 我电话是 区号是852 然后我电话是
27802187
响⽔县总⼯会 这个852是您的⼯号
是我的区号 这⾥的区号
响⽔县总⼯会 哦 区号
然后我⼿机号是91XXXXXX
响⽔县总⼯会 嗯 我把这个记⼀下 完了我跟他们联系⼀下 因为我们部门
的⼈⼿太少 事情特别繁杂
可以理解
响⽔县总⼯会 不可能像您期望的能够三两天的 我可能就是信息了解不会太
全⾯ 先跟您打个招呼
没关系 这个他们家属家⼈出这样的事 如果要是能有⼯会关⼼⼀下
这个⼼⾥⾯也是个安慰啊
响⽔县总⼯会 知道知道 谢谢指导
好的 谢谢你啊
响⽔县总⼯会 不⽤谢
再见
响⽔县总⼯会 嗯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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