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通电话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总⼯会 办公室

[语⾳ 您好 保护碧⽔蓝天 共建美好家园 欢迎致电福州市仓山区总⼯会办
公室 让我们携起⼿来 全⾯推进仓山区……]
仓山区总⼯会 喂 您好
啊 您好 请问是仓山区总⼯会吗
仓山区总⼯会 喂 喂
请问是仓山区总⼯会吗
仓山区总⼯会 你哪⾥
您好 我姓王 我是来⾃中国劳⼯通讯的 听得到吗
仓山区总⼯会 你等⼀下 你等⼀下
换⼈接电话
仓山区总⼯会 喂 您好
你好 听得到吗
仓山区总⼯会 啊
您好 我姓王 我是来⾃中国劳⼯通讯的 然后有个事⼉想咨询⼀下
仓山区总⼯会这边
仓山区总⼯会 哦 什么事情啊
就是这个⽉那个圆通速递 在福州这边橘园洲分部 也就是仓山区辖
区啊 有⼀群快递员反映他们被拖⽋了⼏个⽉的⼯资 然后想问⼀下区⼯会有
没有参与这个协助⼯⼈维权啊
仓山区总⼯会 啊 您是在哪⾥看到这个通知 我们就没有收到这个
这个就是他们是 ⼯⼈已经联系了媒体 包括那个福建广播FM全媒体
的那个节⽬“维权超给⼒” 还有那个……
仓山区总⼯会 您不然 那个 我给你这边的邮箱吧 你把相关的东西先发给
我们⼀下 我们是因为还没收到过这个相关的反馈 我先打出来跟领导汇报⼀
下
哦 你需要⼀下相关的资料 是吧
仓山区总⼯会 对对对 因为我们⽬前没有收到相关的反馈的
哦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搜索⼀下也是可以查到的 当然我之后发给你
们也可以 就是直接搜那个圆通速递 圆通速递然后橘园洲分部 其实应该就
可以了吧
仓山区总⼯会 然后那您这边想要问什么东西呢
就是想问这边这些⼯⼈ 他们如果暂时还没有来找⼯会的话 那个快
递员⾏业⼯会福州这边有没有啊
仓山区总⼯会 我们现在是因为还没有收到这个反馈 所以具体情况也不太了
解 我先按您说的那个我先搜索⼀下 我把具体情况了解之后 也跟领导汇报
完之后 如果有需要的话再沟通吧 好吧 然后我们领导今天他早上也在外⾯
开会 然后这会⼉也不在单位那种 所以我也没办法 我现在是等他回来以后
及时跟他汇报⼀下哈
哦 明⽩明⽩ 就是除了这个事件 还想知道⼀下快递员可不可以加
入仓山区⼯会 然后之后可以由⼯会比较好的代表他们这样⼦
仓山区总⼯会 你再说⼀遍
就是快递员怎么加入这个仓山区⼯会啊

仓山区总⼯会 快递员怎么加入啊 我们这边建会的话是由另⼀间办公室 就
是组建 有⼀个专门部门来负责的 我这边这个⼜倒是不是特别了解 你如果
想要具体了解的话 我可以给你我们组建办公室的电话 你可以问⼀下
哦 好的好的 组建的电话是多少啊
仓山区总⼯会 您记⼀下 那个 83XXXXXX 找青云姐
XXXXXXXX
仓山区总⼯会 XXXX
您说找哪⼀位
仓山区总⼯会 青草云朵 青云姐
哦 青草云朵
仓山区总⼯会 嗯 我这边因为还有那个 底下还有群众在这边办事情 那我
就先不接您这个电话了啊 我这边因为在等着
好好好 那您刚刚说的那个 要不要把邮箱也给我 我可以把资料发
给你啊
仓山区总⼯会 那您记⼀下我的邮箱啊 12XXXXXXXX QQ的邮箱
12XXXXXXXX@qq.com是吧
仓山区总⼯会 对对对
好好 那就先不打扰您了
仓山区总⼯会 好 再见
再见

第⼆通电话 福建省福州市总⼯会 组建部

福州市总⼯会 喂 您好
喂 您好 请问是福州市总⼯会的组建部吗
福州市总⼯会 嗯 您好 哪⾥
您好 我姓王 我是来⾃中国劳⼯通讯的
福州市总⼯会 您好 什么事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福州 在圆通速递的分公司啊 然后有发⽣⼀起
⽋薪的案件 有⼀群快递员他们反映被拖⽋了⼏个⽉的⼯资 想问⼀下这个事
情⼯会这边有没有参与协助⼯⼈维权啊
福州市总⼯会 您这个事情啊……您这边是哪⾥
中国劳⼯通讯
福州市总⼯会 那您这边 您要不然打这个……因为这个不是我们业务部门
我们这边是负责组建⼯会的业务部门
嗯嗯
福州市总⼯会 就是您说的这⼀块业务的话 我们这边可能也没办法回答您
哦 是要联系办公室那边吗
福州市总⼯会 您要不然问⼀下办公室吧
哦 那我想先问⼀下就是 因为关于这个快递员啊 他们组建⼯会也
是 福州这边好像是在去年四⽉份的时候……
福州市总⼯会 您这会⼉是要了解 是要报导还是⼲嘛
没有 就是想了解⼀下快递员怎么样加入⼯会啊 在福州这边
福州市总⼯会 您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因为您⼀会⼉又说是那个维权 ⼀会⼉

说是加入⼯会
因为那个维权的案件就是想看⼯会能不能去帮忙嘛 然后想再顺便问
⼀下 能不能够就这种事件 比如说 ⼯会 去介入的时候可以把⼯⼈组织加
入⼯会 这个可能就比较切合你们组建部这边吧
福州市总⼯会 是哪个 您这会⼉是受害者 还是说您是第三⽅ 还是说您是
报导
哦 第三⽅吧 就是想了解⼀下圆通快递的快递员能不能够加入⼯
会
福州市总⼯会 快递员我们是有建会的 那他具体是在哪个部门呢……呃 哪
个县区 或者是哪个分公司 还是
嗯嗯 他们是在福州的橘园洲分部 应该是仓山区吧
福州市总⼯会 是圆通快递的总部嘛 还是
分公司 橘园洲分部 就是仓山区的⼀个⼯业园 橘园洲⼯业区⾥⾯
的
福州市总⼯会 您这样⼦吧 您这会⼉是要咨询加入⼯会的事⼉吗还是
对对对对
福州市总⼯会 那您稍等⼀下 我登记⼀下 叫什么 圆通
圆通快递
福州市总⼯会 哦 然后呢
橘园洲分部 就是橘⼦的橘 然后花园的园
福州市总⼯会 橘园洲分部 部门的部 是吧
嗯 橘园洲分部
福州市总⼯会 橘园洲分部 然后呢
就没了 他就在那个橘园洲⼯业区
福州市总⼯会 他就是说⽋薪了是吗
对对
福州市总⼯会 然后想维权 然后想问怎么加入⼯会 是吧
是的 是的
福州市总⼯会 哦 他现在那个⾃⼰单位有没有建会不知道
对
福州市总⼯会 那我只能帮您确认 我这边只能帮您确认这⼀个分部有没有建
会
哦 好的
福州市总⼯会 因为我们这⼉ 圆通的总部是有建 ⼯会
但是因为底下这
个分部啊 什么分公司 因为有的是很⼩的 他有的觉得可能也没有办法覆
盖 因为我们也⼀直在推进 但是有⼀些因为他这个也确实分散 在变动 我
们也⼀直在推进 我们也⼀直在推动这⼀块 我只能帮您确认⼀下他这个有没
有覆盖
哦 好的好的
福州市总⼯会 那您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哦 就是如果 你是现在可以查到 还是还要去查⼀下
福州市总⼯会 需要确认 您要不然下午再打电话
哦 也⾏ 那如果说他确认是没有⼯会的话 是有什么途径可以加入
⼯会呢

福州市总⼯会 没有⼯会的话 您这个如果涉及到这个⽋薪的话 只能去找政
府 政府 ⼈社啊这些啊
哦 就是要先看⼀下他那⼉有没有⼯会 如果没有⼯会的话 ⼯会也
没法提供太多帮助 是吧
福州市总⼯会 对对 如果他没有 就是不是⼯会会员的话 我们这边也不太
好 介入
哦 明⽩ 现在了解的情况就是 他们是通过那个加盟商下⾯招募的
不是那个圆通快递直接……
福州市总⼯会 加盟商招募 那可能就有的就没办法覆盖
哦 是吗
福州市总⼯会 您这样⼦吧 您现在就是说 就是涉及到这个的话 ⼀个就是
说⼈社可以去 ⼈社部嘛 第⼆个是⾛我们这边的⼀个职⼯帮扶的中⼼ 职⼯
帮扶中⼼ 这边的话 您可以去了解
哦 职⼯帮扶中⼼ 你有电话吗
福州市总⼯会 79XXXXXX
什么 您可以再说⼀遍吗
福州市总⼯会 87X 87XXXXXX
87XXXXXX 哦
福州市总⼯会 嗯 87XXXXXX
就是如果没有加入⼯会 也可以去找⼀下职⼯帮扶中⼼ 是吧
福州市总⼯会 就是说 我们这个职⼯权益维护这⼀块 都是要通过他们这边
的 ⽽我们这个部门的话 只能告诉你这个单位有没有成⽴⼯会了 这样⼦
那至于你说涉及到职⼯维权的话 比较对⼜的部门是这个部门
哦 明⽩
福州市总⼯会 好
那如果是 再咨询⼀下 就是如果是加盟商下边的这种快递员 有没
有途径加入⼯会
福州市总⼯会 ⼀般是 我只能跟你说 我还没有办法确认它 ⼀般如果是加
盟商的话 他可能没有⼲ 在加盟商这⼀块的话 因为确实有的很散很⼩ 然
后流动性也非常⼤ 我们也⼀直在推动他们组织建会
哦 就是可不可以快递员直接来比如说福州的市⼯会然后加入⼯会这
样⼦呢
福州市总⼯会 没有这样⼦ 我们⼀般是通过⼀定的政府组织和单位 指引⼯
会
因为像圆通 你刚刚说了 他可能总部有 ⼯会
然后分公司有
⼯会
但是加盟商他⾃⼰不建⽴⼯会 那这个下⾯的⼯⼈怎么加入⼯会
呢
福州市总⼯会 呃 那这个就是 加入⼯会的话 那⽬前的话 还真没有什么
好的办法
哦 暂时还没有⼀个途径 就是让这些单位没有成⽴⼯会的 ⼯⼈入
会 ……
福州市总⼯会 有很⼩的 很散的 然后流动性很⼤的 ⽬前我们也还在想办
法
就是不可以个⼈直接加入⼯会啊 比如说快递员

福州市总⼯会 个⼈ 因为个⼈是这样⼦的 就是个⼈也是比较 ⼀般我们都
是依托单位啊 因为你维权也都是跟单位去那个啊 加入其他地⽅ 其他地⽅
他也没办法介入
就想的是 因为现在加盟商他是跑路了 卷款潜逃了 然后这个肯定
暂时没办法他去说申请成⽴⼯会嘛 那如果想加入⼯会的话……
福州市总⼯会 那如果卷款逃跑的话 有合同什么的你可以去起诉嘛 去找法
院
知道知道 就是维权是⼀⽅⾯嘛 然后加入⼯会的事 就是想咨询⼀
下组建部这边 看有没有⼀些新的措施啊
福州市总⼯会 加入⼯会是这样 我们⼀般的话都是要有⼀定的⾏政组织 因
为你要维权 维权那你就是要跟⽼板维权 是不是 那你 针对 ⽼板维权
最好是针对你这个单位⽴⼀个⼯会 他可以直接对话 这么个意思
但是单位他不愿意 或者暂时没有建 ⼯会 的话
⼯⼈ 就没办
法加入 ⼯会 了呀 ⽬前是吧
福州市总⼯会 这个的话就比较……比较难
哦 没有别的那个……比如说有没有快递员⾏业⼯会可以加入啊
福州市总⼯会 ⾏业⼯会我们也在推动 是这样⼦的 我们也在推动 但是快
递业哪怕你成⽴了⾏业⼯会 也要是在单位成⽴⼯会 然后再来加入这个 ⾏
业 ⼯会 ⼀般个⼈加入⾏业⼯会的现在还比较少 ⾏业⼯会我们也⼀直在推
还在推进 还没有成⽴
哦
福州市总⼯会 那⽬前情况就是这样⼦
所以暂时可能是没办法加入⼯会
福州市总⼯会 对 暂时是这样
哦 好的好的
福州市总⼯会 好
好 那谢谢你了啊 我再去咨询⼀下维权那边吧 谢谢
福州市总⼯会 对对 维权这⼀块 但是如果你那个⽼板跑路了 他可能也没
办法 你可能就⾛法律
就是去仲裁这⼀边 是吧
福州市总⼯会 对 就是劳动争议仲裁啊 或者是哪⾥的这个 因为政府⾏政
部门他比较有约束⼒ 因为你⽼板跑路了 ⼯会有什么办法呢 也没办法找到
⼈啊
嗯 如果 所以……
福州市总⼯会 你也再咨询⼀下 好吧
如果 还是有基层⼯会的话 还是好⼀点 这么说的话
福州市总⼯会 是是是 那您再咨询⼀下 看看相关的维权这⼀块怎么做
也希望就是 能不能接下来看看 能不能把这些零散的快递员能组织
加入⼯会啊
福州市总⼯会 是啊 我们也在努⼒
对 因为要不然的话他们等于是无依无靠 又没办法在单位建⼯会加
入⼯会 然后⽼板⼀⾛了也没办法去找到⽼板 就是连⼯会也没法求助嘛 对
吧
福州市总⼯会 哎

好的
福州市总⼯会
再见

那谢谢你啊
不客⽓

第三通电话 福州市总⼯会 职⼯帮扶中⼼

[语⾳ 平安福州建设提醒您 平安连着你我他 创建⼯作靠⼤家 ]
福州市总⼯会 喂 您好
喂 您好 请问是福州市总⼯会吗
福州市总⼯会 喂
请问是福州市总⼯会吗
福州市总⼯会 对啊 什么事情
是这样的 您好 我是来⾃中国劳⼯通讯的 然后有⼀个事情想跟⼯
会这边了解⼀下
福州市总⼯会 劳⼯通讯
嗯
福州市总⼯会 劳⼯通讯你要了解什么事情啊
因为这个⽉在福州的圆通速递有⼀个分部⽋薪 然后有⼗多个快递员
他们反映被拖⽋了⼏个⽉的⼯资 想问⼀下这个事情⼯会能不能够出⾯去协助
⼯⼈维权啊
福州市总⼯会 他这个是什么那个啊 他有⼯会吗 他是哪个
啊 他们是圆通速递的福州分公司 然后在仓山区下
福州市总⼯会 圆通速递的
对 仓山区
福州市总⼯会 那你可以叫职⼯过来 他那个要有合同吗 他有劳动合同吗
应该是没有加入⼯会 因为他们是加盟商下边的 然后加盟商卷款跑
了 所以……
福州市总⼯会 这个总……不是属于劳动关系啊
那但是……
福州市总⼯会 他这个圆通公司如果没有⼯会组织的话 那你怎么那个呢 是
不是 你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那边反映啊
对 所以只是……因为他们现在是没有加入⼯会 但是想问⼀下就是
⼯会这边有没有办法也可以去参与协调的话 然后跟⽼板谈⼀下这样⼦
福州市总⼯会 你这个圆通速递的 他只是加盟商的这种 这个我们不是属于
劳动关系啊
哦 你们处理过这⼀类的 是⼯会不可以的吗 不可以介入的吗
福州市总⼯会 对 他也没有⼯会组织嘛 他不是⼯会组织嘛 他有⼯会组织
吗
就是圆通速递在福州是有⼯会组织的嘛 但是在那个……
福州市总⼯会 福州吗 还是说在哪⾥
但是在那个橘园洲分部 就是仓山区下⾯那个⼯业区
福州市总⼯会 因为我们这边主要是劳动关系这⼀块的啊
哦
福州市总⼯会 最好你还是向劳动监察部门那边先反映⼀下

如果没有……
福州市总⼯会 ⽽且你这个最好是叫职⼯过来嘛 或者怎么样 既然他是如果
是职⼯的话 你可以把这些……⽽且现在是 你们这个叫什么通讯社 为什么
职⼯他可以直接过来啊
就是职⼯他其实已经向⼀些媒体反映了 比如说……
福州市总⼯会 啊
就是他们已经向……⼯⼈ 快递员他们已经向⼀些媒体反映了 就是
那个福建广播全媒体啊 维权超给⼒啊 帮帮团啊什么的都……
福州市总⼯会 我觉得有正常的法律程序他可以⾛正常的法律程序啊 为什么
要通过媒体啊这些东西去那个呢 你说是吧
因为那个⽋薪也比较着急嘛 如果各⽅⾯的⼒量都可以⽤的话……
福州市总⼯会 那这个也要通过正常依法维权嘛 那你肯定也是要那个的 对
不对
那现在要是⼯会了解了的话 可不可以去问⼀下 或者是看看能不能
够介入呢
福州市总⼯会 你现在的 你们这个 你那个职⼯代表是在哪⾥啊 最好是叫
他们⾃⼰打电话过来 有没有职⼯的电话啊或者怎么样 因为你这样⼦的东西
我们也了解得不是很清楚
哦 明⽩ 如果是职⼯直接找⼯会的话会比较好⼀点 是吧
福州市总⼯会 你⼯会的话 最好 因为你⾸先不是……你⾸先你们这个都还
不是⼯会会员 是不是 所以说你如果是劳动关系啊或者是怎么样 ⼀个是劳
动部门是⾏政执法部门 那我们⼯会的话 那肯定是要有⼯会组织或者怎么样
的话 我们才好介入 去调解啊 ⼯会组织也是介入去调解
哦 如果没有⼯会组织的话……
福州市总⼯会 如果他有需要那个法律上的⼀些咨询啊或者怎么样的 你可以
叫职⼯⾃⼰打电话过来这边 我们也会给他提供法律政策上的⼀些咨询
好的好的 但是如果没有加入⼯会的话 ⼯会可以代表他们去跟⽼板
谈判吗
福州市总⼯会 你没有⼯会的话我们怎么那个呢
就没办法是吧
福州市总⼯会 嗯 你具体的情况最好还是 因为你也说不清楚他们这个 你
也没办法代表他们啊 你还是叫他们职⼯啊或者怎么样他们⾃⼰打电话过来好
吗
好的好的
福州市总⼯会 嗯
好的 那谢谢了啊 再见
福州市总⼯会 再见

第四通电话 福州市总⼯会 基层⼯作部
福州市总⼯会 喂
喂 您好
福州市总⼯会 喂
喂 您好

您好
请问是福州市⼯会的组建部吗
您好
请问是福州市⼯会的组建部吗

福州市总⼯会 基层⼯作部 您好
基层⼯作部 对对对 是这样的 我昨天有查询过⼀个福州⼯会的关
于有⼀个圆通速递 他们在仓山区的⼀个分部 想了解他们有没有⼯会 然后
但是好像是⼀个男同志接的电话 他说之后可以查⼀下之后再告诉我 想问⼀
下你会不会比较……你知不知道现在……
福州市总⼯会 您稍等啊
啊
换⼈接电话
福州市总⼯会 喂 您好
喂 您好 就是我昨天打过电话嘛 关于那个……
福州市总⼯会 你是说圆通那个是吗
对对对对 圆通速递
福州市总⼯会 要不这样 您稍过⼀会⼉ 我有点事情在处理⼀下 您稍过⼗
分钟打过来好的
好的好的 那谢谢了
福州市总⼯会 ⼗分钟啊 ⼗分钟再打过来啊
好的 谢谢 再见

第五通电话 福州市总⼯会 基层⼯作部

福州市总⼯会 喂 您好
您好 我是想咨询⼀下 就是⼗分钟前的那位 想问⼀下圆通速递
的
福州市总⼯会 啊 什么东西
就是我刚刚联系了你们基层⼯作部嘛 然后有⼀位男同志他说再过⼗
分钟打电话的那位
福州市总⼯会 哦 好 你稍等啊
换⼈接电话
福州市总⼯会 喂
喂 您好 就是我昨天询问了关于圆通速递在福州的分公司有没有⼯
会 然后您说可以稍后再查询⼀下再回覆这样⼦
福州市总⼯会 哦 您说您说 那您现在是有什么疑问您说
就是他那个圆通速递在仓山区的橘园洲分部有没有⼯会啊
福州市总⼯会 嗯 我知道啊 橘园洲分部 对 您说 然后呢
对对对 因为他们就是在仓山区给⼀堆快递员⽋薪嘛 ⽋了⼗多名快
递员的⼏个⽉的⼯资吧 然后就想知道他们快递员能不能够 在那边有没有这
个⼯会可以去帮忙参与
福州市总⼯会 那你现在 不是 你现在公司都已经倒了 ⼈都跑了 这会⼉
再去建⼯会 这已经没地⽅建了 你明⽩我的意思吗 就是你如果原来单位已
经有⼯会 然后你们都加入⼯会 那单位⼯会出⾯ 这种情况很容易
哦
福州市总⼯会 但是你这会⼉像这种情况 你已经是单位的⽼板跑路了 对不
对 等于是你这个单位已经倒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嗯
福州市总⼯会 那你这会你这个事情已经发⽣了 那你现在要去找 要建⼯会

要去加入⼯会……那这⼀块 我们这个地⽅就变成 你这样也没地⽅去找
你现在最根本的问题是要去找那个⽼板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吧
那个是有⼀个⽼板 加盟商跑路了 但是他后⾯又有派新的⼈去啊
福州市总⼯会 派新的⼈去
对对对 就是有⼀个加盟商……
福州市总⼯会 你这样 我昨天给你的电话你打了吗
打了打了 是关于维权⽅⾯的嘛
福州市总⼯会 对啊 维权⽅⾯的 那您这⼀块 维权这⼀块你可能还是要去
咨询他们
对对对 是的 维权⽅⾯已经了解了 就是要⾛那个途径 但是就想
问加入⼯会这⽅⾯呢 比如说在这个橘园洲分部有没有快递公司的分会可以加
入啊
福州市总⼯会 那这个就是说 您这个圆通快递这边 你们这个总公司这边有
没有啊 你们可能要向他们申请啊 他们这边怎么说
哦 这个就不太了解了
福州市总⼯会 那是这样的 就是说 因为它圆通事实上 它总部的话 福州
这边的话是有建 ⼯会 的 但是就是说 这⼀块就是说 如果你们建 ⼯
会 的话 你们现在单位是⼏个⼈
就是关于那个⽋薪的⼯⼈吗
福州市总⼯会 不是不是 你现在不是……你现在到我这边的话 我部门的业
务是建会 那么建会的话就是说⾏政主体 你们现在所在的单位 你所说的这
些⼈ 你所说的就是营业部又派了新的⽼板 我想知道你这边营业部这个单位
这个独⽴法⼈ 有多少员⼯ 是这个意思
哦 因为他们这个 怎么说呢 是这种加盟商的模式嘛 就不是直接
聘请的
福州市总⼯会 我知道是加盟商模式
就不是直接聘请的公司⼯⼈
福州市总⼯会 那他是什么样⼦的 ⼀个合同制 还是怎么样
就可能公司认为是劳务协议吧
福州市总⼯会 劳务协议什么意思 是跟单位⽼板没有签合同 是这个意思
吗
对啊 是加盟商旗下的嘛 然后也有的是……
福州市总⼯会 我知道 加盟商旗下 就是说他总有⼀个协议或者什么的吧
就是说你有没有跟加盟商签订劳动合同啊 或者什么的呢
这个的话 就不知道是不是劳动合同了
福州市总⼯会 因为是这样⼦的 加入⼯会的话 基本上他的⼯会关系是跟着
他的劳动关系⾛的 比如说我今天我在这个企业上班了 是不是 那明天我换
了⼀份⼯作 我到另外⼀个企业了 那就是我的会员关系……比如说我在这个
企业加入⼯会了 那我换了⼀份⼯作 我到了另外⼀个企业 我的会员关系是
要到另外⼀个企业的 是这么个意思 也就是说 ⾸先⼀个就是 最好的话就
是 你这边的话 跟这个 就是这些快递员⼯ 跟这个营业部这边 比如说跟
⽼板 营业部这边有没有签什么协议 比如说劳动的协议这种的
呃……
福州市总⼯会 如果是劳动关系是什么样⼦的 就是如果确实是签协议的这⼀

种 有些快递员 我们也知道 有些可能真的是连合同也没签的 有些可能签
的就是劳务的协议 有的可能就不是全⽇制的 可能就是说你有件的话我帮你
送⼀下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福州市总⼯会 就是说 所以就是他们的⽤⼯形式非常复杂 有的也⼀直在流
动 比如说我今天⼲ 然后⼲了⼀个礼拜之后 可能我下个礼拜我有其他的地
⽅找到 我就不在这边⼲了 那这种就是说 像这种入会就是比较麻烦
哦
福州市总⼯会 那现在就是说 如果就是说这些⼈跟营业部这边⽼板 比如说
我们都有签这个协议 劳动协议 比如说签了⼀年或者半年这种 那有这种的
话 去建会的话就会比较 就是说比较规范 当然 像你们所反映的这种快递
员啊 这个你说的入会的问题 我们也⼀直在推进 但是⽬前就是说 像这种
⽤⼯很复杂的 你比如说24⼩时我可能下班我兼职做⼏个⼩时 然后比如说按
件来算⼯资的 那就是这种他的会员去哪⾥入 这种会籍管理他怎么管理 其
实我们现在也碰到这样的难题 是这么⼀回事
哦 好的好的
福州市总⼯会 情况就是这样 当然就是说 如果最规范的就是都有签合同
比如说营业部有⼗⼏个⼆⼗⼏个⼈ 然后跟⽼板说 你这边给我们成⽴⼀个⼯
会 比如说圆通这边 福州这边总部有 看是不是作为他的⼯会分会 或者⼯
会⼩组 然后让他们把它覆盖进去
嗯
福州市总⼯会 当然就是现在⽬前来讲 对他们⽼板来讲 他们也有⼀定的顾
虑 他可能也怕说 我们这些可能有⼯会之后会发⽣什么 他们也有这样的顾
虑 但是⽬前来说 如果 建会 最好还是这样 就是看营业部这边有没有签
劳动协议 然后这个总部这边有建会 那就比如说从总部那⾥来说作为⼀个⼯
会分会 如果就是说 如果现阶段可⾏的 规范的 就应该就是这个样⼦的
哦 明⽩明⽩
福州市总⼯会 当然 对于您说的这种频繁的 流动的 我们也⼀直在想办法
我们也⼀直在推进 这样⼦
嗯 你们这边有没有⼀些比较成功的案例 就是像这种快递公司 他
下⾯的分会有建了 ⼯会 的
福州市总⼯会 快递就是像顺丰吧 因为这个跟企业的营业模式有关系嘛 对
不对 像顺丰 邮政这个不⽤讲啊 邮政速递他毕竟原来国有的品牌是吧 像
顺丰 他这个民营的 顺丰他做得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他是实营制的 他不
是加盟商这种 加盟商模式的 所以说顺丰他所有的会员 所有的职⼯ 基本
上愿意的都能入会 包括今天下午 我们前⾯也了解 他们下午就搞⼀个集中
入会启动的仪式 是新的职⼯入会 ⼯会还发放礼包
哦 因为他们是直接聘请的
福州市总⼯会 所以就是说 这跟企业本身他的模式 还跟企业⽼板的观念也
有关系 是这么⼀回事
但是对于这种加盟商特别多的就麻烦
福州市总⼯会 所以说 你看顺丰这⼀块就做得好嘛 ⽽且他们好像还挺缺⼈
的 如果其实 我是建议你们 如果真的是 找⼯作
你可以去找顺丰的
哈哈

福州市总⼯会 就是这么⼀回事 像我听他们有的⼈在讲 说他们在招⼈ 就
在外⾯摆摊去招⼈嘛
哦 好的 顺丰是比较好⼀点的这种加入⼯会的模式
福州市总⼯会 是的是的 他这种模式会管理比较顺⼀点
好的好的
福州市总⼯会 好不好 那⽬前就是我们这边的情况⼤概就是这样 你看⼀下
如果还有什么我们能帮到你的再联系
好好 谢谢啊 再见
福州市总⼯会 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