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通电话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总⼯会 办公室

但是就是我看到这个青岛九天国际飞⾏学院这个公司啊 这个学校好
像是在城阳区 所以就是打到城阳区⼯会这边了
城阳区总⼯会 哦 我们现在是办公室 办公室我们现在正常⼯作 没有 不
知道关于这⽅⾯的消息 不知道下⾯的业务部室是不是知道
那想问⼀下就是……
城阳区总⼯会 你是具体想咨询哪些⽅⾯ 你是想咨询具体的情况然后报导
吗 还是说想……
对 我想问⼀下这个情况 另外想了解⼀下⼯会这边 比如说对⽅这
个企业有没有⼯会啊 或者像民航这边 城阳区⼯会啊 或者青岛市⼯会这边
有没有⼀些入会啊
城阳区总⼯会 哦
或者您这边您知不知道山东空管分局⼯会的联系⽅式啊 因为我是有
看到空管分局在山东这边他们是有⼯会的 但是他们可能没有⽹站 或者是没
有⼀个公开的联系⽅式
城阳区总⼯会 这样 我给你⼀个青岛市总⼯会办公室的电话 然后你可以问
⼀下
嗯 好的
城阳区总⼯会 我给你办公室的⼀个电话 你就打⼀下那个83092310 你看看
能不能打通
83092310
城阳区总⼯会 嗯 然后你 就是他应该是有⼈在 然后你可以问问他相关的
是哪个部室能给你提供这⽅⾯的信息 好吧 青岛市总⼯会
好的好的 谢谢您
城阳区总⼯会 83092310
好的好的 谢谢您
城阳区总⼯会 嗯 好 没事 再见
再见

第⼆通电话 山东省青岛市总⼯会 办公室

青岛市总⼯会 喂 您好 办公室
喂 您好 请问是青岛市总⼯会吗
青岛市总⼯会 您是哪⾥
您好您好 我这边是中国劳⼯通讯打过来的
青岛市总⼯会 哦
就是打过来想问您⼀下 就是因为上个⽉我看到在青岛 你们这边有
⼀个飞⾏学校啊 他发⽣了⼀个事故 就是有⼀个飞机坠毁 然后想问⼀下这
个事情⼯会了不了解啊
青岛市总⼯会 您是报社 就是宣传 管宣传是吧
我这边是⼀个研究机构打过来的 就是因为新闻上看到这个事情
青岛市总⼯会 哦 这个我不太了解 但是 就是 您说的这个事情我记⼀下
您说
哦 就是上个⽉ 应该是9⽉20号的时候 然后山东青岛市有⼀个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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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天国际飞⾏学院有限公司
青岛市总⼯会 九天
对 九天 数字那个九 天上那个天
青岛市总⼯会 国际
嗯 飞⾏学院有限公司
青岛市总⼯会 飞⾏学院有限公司
对 上个⽉九⽉20号 然后……因为他们是个学校嘛 然后在飞⾏训
练的时候 是有飞机坠落 然后是有⽼师和学⽣⼀共是三个⼈抢救无效死亡
这样⼀个事情 所以我是想问⼀下⼯会这边 比如说有没有参与调查这个事情
事故原因啊什么的这些 ⼯会事后有参与吗
青岛市总⼯会 因为我这边不是 我是办公室 然后需要了解⼀下这个情况
您这边留个电话
哦 那我想问⼀下你们这边有没有负责安全⽣产这⽅⾯的部门啊 青
岛市总⼯会这边是哪个部门啊
青岛市总⼯会 就是⽣产部
是⽣产部是吧 那您有他的电话吗
青岛市总⼯会 您这边的电话先留⼀下 因为您来电之后 我需要把这个情况
先了解⼀下
您稍等⼀下啊
青岛市总⼯会 嗯嗯嗯
您记⼀下我的电话 我的区号是852 53875854
青岛市总⼯会 852-53875854 您的单位是
中国劳⼯通讯
青岛市总⼯会 中国 是杂志 劳⼯通讯
嗯 对
青岛市总⼯会 您贵姓啊
我姓李 ⽊⼦李
青岛市总⼯会 好啊 李主任 0852-53875854 对吧
对对对
青岛市总⼯会 我这样 我先打电话 先了解⼀下相关情况 然后如果说就是
有可以给您提供的信息的话 然后就给您回电话 无论如何待会给您回电话就
是
那你们这边⽣产部的电话是什么
青岛市总⼯会 呃 可能这个同事今天不⼀定 就是可能在开会或是怎么样的
就是不⼀定在 我先了解⼀下情况 如果有有价值的线索 再给您提供电话
您问他详情 如果没有相关信息的话 这个您打电话的话也 没⽤
是不
是
哦 好的好的 那谢谢您啊
青岛市总⼯会 好好 那再见啊
麻烦您啊
青岛市总⼯会 嗯嗯

致电青岛市城阳区总⼯会组织部 无⼈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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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通电话 青岛市城阳区总⼯会 法律部

城阳区总⼯会 喂 您好
喂 您好 请问是青岛市城阳区⼯会法律部吗
城阳区总⼯会 嗯 是啊
您好您好 我这边是中国劳⼯通讯打过来的
城阳区总⼯会 劳动通讯
对对对 就是⼯⼈的⼀个研究机构 打到这边来是想咨询您⼀个事⼉
啊 就是我看到上个⽉ 九⽉⼆⼗号的时候 城阳区有⼀个青岛九天国际飞⾏
学院有限公司 然后他发⽣了⼀个……这个学校应该是训练飞⾏员的嘛 他在
训练的过程中有⼀个飞机失事了 然后上⾯的教练员和学员⼀共有三⼈抢救无
效死亡 所以我想问⼀下这个事⼯会这边清不清楚啊
城阳区总⼯会 是发⽣在城阳
呃 因为这个公司他的注册地点是在这⾥ 就是这个学校啊 这个飞
⾏员的培训学校
城阳区总⼯会 哦 这个没听说过
哦 那您这边没听说过的话 我想问⼀下像青岛市啊 或者说城阳区
这样⼀些应该算是民航这样⼀些⾏业吧 他们的⼯⼈啊或者说是职⼯加入⼯
会这边 归城阳区这边管理吗
城阳区总⼯会 他们加入⼯会 他们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什么的
哦 那入会这⼀步呢
城阳区总⼯会 入会是在组织部 不是在我们法律部
哦 那个组织部的电话麻烦问⼀下您 是不是那个6381结尾的那个号
码啊
城阳区总⼯会 6381 嗯 对啊
但是我刚才打过去好像是没有⼈听 所以今天是办公室没有⼈吗 还
是去开会了 还是怎么样啊
城阳区总⼯会 应该有 要不就是去开会了 我这边也不清楚 他们应该有⼈
在
哦 那你们这边法律部主要是做法律援助吗
城阳区总⼯会 嗯对 普法 法律援助
哦 普法 法律援助 那有没有特别在安全⽣产这⽅⾯做⼀些宣传啊
或者什么
城阳区总⼯会 肯定有啊 安全⽣产我们有⽣产保障部
哦 还有⽣产保障部 那⽣产保障部的电话你有吗
城阳区总⼯会 对 就是主管企业⾥⾯的那种的安全⽣产的
那这个安全⽣产部的电话您有吗 能告诉我⼀下吗
城阳区总⼯会 安全⽣产部 你这个具体是要问什么
就是因为想问⼀下关于⼯会在这个事故发⽣以后 事后有没有参与调
查啊 或者做了哪些⼯作 就是想了解⼀下⼯会这⽅⾯
城阳区总⼯会 哦 你就打⼀下那个 后⾯是8786 6281
哦 8786……
城阳区总⼯会 6281
哦 好的好的
城阳区总⼯会 嗯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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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好的 麻烦您了啊
城阳区总⼯会 嗯 好的 再见

谢谢

第四通电话 青岛市城阳区总⼯会 安全⽣产部

城阳区总⼯会 喂 您好
喂 您好 请问这边是青岛市城阳区总⼯会安全⽣产部吗
城阳区总⼯会 嗯 您好 是的 您是……
您好您好 我这边是中国劳⼯通讯打过来的 就是刚才有打去办公室
那边 但是因为我想问的是关于安全⽣产这边的 所以打给您这边 安全⽣产
部 是吧
城阳区总⼯会 哦 您有什么问题
就是我看到上个⽉啊 9⽉20号在山东青岛 他有⼀个九天国际飞⾏学
院有限公司 就是应该是训练飞⾏员的嘛 然后在训练的过程中呢就发⽣了⼀
个事故 然后是教练员还有学员⼀共是有三个⼈是抢救无效死亡的 所以我就
想打给⼯会这边 问⼀下⼯会有没有参与这家企业的⼀些事后调查啊
城阳区总⼯会 这个是 他的那个管理是我们城阳区的吗 他是属于……
因为他公司的注册地点是这边
城阳区总⼯会 哦 我问⼀下啊 我不负责这个
哦 那您这边安全⽣产部的话 平时是做些什么⼯作的啊
城阳区总⼯会 哦 那个 负责这⼀块的不在这⼉
哦 那您是……

第五通电话 山东省滨州市总⼯会 财务部

滨州市总⼯会这边是想咨询您⼀个事⼉啊 因为我看到上个⽉在……
就是滨州这⾥ 然后有⼀个飞⾏训练学校 然后他们出了⼀个安全事故 就是
在训练的过程中有教练和学员 后来应该是有坠机 所以抢救无效死亡 然后
是发⽣在滨州空域这⾥ 然后想问⼀下⼯会了不了解这个事⼉啊
滨州市总⼯会 您稍等啊
哦 好好
稍后
滨州市总⼯会 喂
喂 您好
滨州市总⼯会 您是哪⾥啊
哦 我这边是中国劳⼯通讯打来的
滨州市总⼯会 中国劳⼯通讯是哪⾥啊
就是⼀个劳⼯的⼀个研究机构
滨州市总⼯会 哦 我们不是很清楚这个事⼉
哦 那想问⼀下您这边是滨州市总⼯会的办公室这边吗
滨州市总⼯会 不是 我们这边是财务部 你打别的电话吧
哦 财务部啊 那你有没有负责安全⽣产这边的 比如说安全⽣产部
这边的电话啊
滨州市总⼯会 我真不是很清楚呢 要不然……你是在哪⾥找到我们的电话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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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 就是⽹站上找到您这边的电话的 因为它落款落的是……
滨州市总⼯会 哦 我们这边是财务部 我们不是很清楚这⽅⾯的事情
那您这边有没有 就是也是您这边滨州市总⼯会其他部门的联系⽅式
啊 或者办公室管⾏政这边呢 然后可以让我再去问⼀问电话
滨州市总⼯会 呃 要不然您打那个114查⼀下吧 因为我也是刚来这个办公室
⼏天 我也对这个啥不是很清楚
哦 好的好的 想问⼀下那个3321369 是不是你们滨州市总⼯会
滨州市总⼯会 不知道 我也不是很清楚 因为我刚来这个办公室也是两天
我具体什么事我真是不是很清楚 然后其他⼈都去开会了
其他⼈去开会了 哦好的好的 麻烦您了 麻烦您了
滨州市总⼯会 您再查⼀下114吧 要不然
好的好的 谢谢你
滨州市总⼯会 嗯嗯
好好 再见

第六通电话 滨州市总⼯会

滨州市总⼯会 喂 您好
喂 您好 请问这边是滨州市总⼯会吗
——电话被挂断——

第七通电话 滨州市总⼯会

滨州市总⼯会 喂 您好
喂 您好 请问这边是滨州市总⼯会吗
滨州市总⼯会 对 您好
您好您好 我这边是中国劳⼯通讯打过来的 因为想问⼀下 因为在
⽹上看到⼀个新闻 就是上个⽉应该是在滨州区这边发⽣了⼀个飞⾏学校他训
练的时候有飞机坠毁这样⼀件事情 然后有教练员和学员死亡
滨州市总⼯会 对不起 我正在忙着 您想问啥情况
哦您 好好好 那您下午⼤概⼏点钟您这边⽅便啊
滨州市总⼯会 三点左右吧
好的好的 三点 三点啊
——电话被挂断——

第八通电话 全国民航总⼯会

就是打给民航⼯会这边是想问⼀下 因为上个⽉在山东青岛那边发⽣
了⼀个飞⾏学校 然后训练过程中的⼀个安全事故 想问⼀下⼯会这边了不了
解啊 在那个山东青岛……
全国民航总⼯会 哦 对不起 您这边声⾳特别⼩ 我听不清楚
哦哦 现在您听清楚了吗
全国民航总⼯会 对 现在可以了
我说我这边是中国劳⼯通讯打过来的 因为我是在新闻上⾯看到 就
是在上个⽉ 9⽉20号的时候 在山东青岛有⼀个 应该是飞⾏员的⼀个培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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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他是山东青岛九天国际飞⾏学院有限公司 他在训练的过程中应该是出了
⼀个飞机坠落这样⼀个事故 然后是有教练员和学员抢救无效死亡这样⼦ 所
以我想问⼀下⼯会这边对这件事情知不知情啊
全国民航总⼯会 我这边还没太关注到这个消息啊 听您说 这应该是通航的
⼀个训练公司 应该是吧
对对对
全国民航总⼯会 这块没太关注 我建议您 如果想了解具体情况的话 可以
问⼀下这个……因为安全这⼀块的话 是我们其他的业务部门在负责 您如果
想了解具体情况的话 可以跟他们咨询⼀下
您这边是办公室是吧
全国民航总⼯会 我这边是⼯会
哦 就是⼯会……您的意思是说 ⼯会可能没有参与这⽅⾯的事后调
查也好 或者是前期的培训 是这个意思吗
全国民航总⼯会 嗯对 因为这个 您说的这个情况 我这边是没有掌握这个
情况
那我想问⼀下您 因为您这边应该是全国的民航⼯会嘛
全国民航总⼯会 对
然后是不是 就是我们在这个民航的⼯会体系⾥⾯ 是不是应该是有
山东空管分局的⼯会这个设置的啊
全国民航总⼯会 嗯 空管的是有的 但是……
哦 那您这边知道这个 山东这边 也就是这次这个事情发⽣这⼉的
空管的联络⽅式吗 因为我只有看到他们是有⼀些新闻的 然后⼯会也会有⼀
些⽇常活动的 但是他们应该是没有⽹站 或者联络⽅式这样⼦
全国民航总⼯会 啊 对不起 因为这样 我们这边也是 ⼯会也是分层级管
理的 我们和他们中间还隔着⼀个层级 没有他们的具体联系⽅式啊
哦 那麻烦问⼀下您 您知道如何找到他们的联络⽅式吗
全国民航总⼯会 找到联络⽅式 ⼀般的 您可以 我觉得他这个山东那边的
山东监管局的会有他们的⽹站 您可以到上⾯去找⼀下啊 可能会有相关的
联系⽅式
您的意思是 就是山东空管分局的⽹站上⾯去找他们⼯会的
全国民航总⼯会 对 不是空管局 他是山东安全监督管理局
哦 山东安全 哦 好的好的
全国民航总⼯会 嗯 好
那麻烦您了啊
全国民航总⼯会 嗯 没关系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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