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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家三星供应商在剥削童工 

 

三星代工工厂东莞新阳电子调查报告 



 
 

目录 

 

内容                    页数 

调查背景                                1 

再次发现童工事态:三星无效的审查系统                    2 

新洋电子的劳工侵权行为                                3 
公司简介                4 

入职及离职               4 

  入职途径              4 

  招聘基本要求             5 

  入职程序              6 

  培训               6 

  离职程序              6 

  体检               6 

童工与未成年工              6 

学生工               6 

  童工               7 

劳动合同                9 

工作时间                9 

  考勤               10 

劳动报酬及福利              10 

  工资情况              10 

  社会保险              10 

食宿条件                11 

  伙食               11 

  住宿               12 

职业安全与劳动保护            12 

消防                 13 

惩罚                 13 

工会                 14



1 
 

 

调查背景 
 

 
中国劳工观察（CLW）2012 年以来已经做了十几个关于三星工厂和三星供应商劳

动条件的调查。这些调查披露了三星劳工方面的侵权行为，包括不付加班费，每月超过

200 个小时的加班数，滥用派遣工和学生工，劳动安全的隐患，社保的缺失等等。 
 
其中最严重的违规行为就是三星代工厂雇佣童工的问题。早在 2012 年 8 月，CLW

就第一次披露出在惠州的三星代工厂海格国利电子使用童工的问题。尽管三星公开声明他

们在后续调查中没有发现童工，但是2012年底CLW在惠州的另一家三星供应商赫那罗(HTNS)

再次发现了更多的童工。 
 
在发布赫那罗调查报

告之前，CLW 就给三星提

供了工厂三名童工的信

息。三星派出了一个调查

团队到工厂去做后续调

查。就在调查员到达的当

天，其中的两名童工突然

被弄出厂了。唯一一个剩

下的小姑娘见了三星团

队，尽管她长得一点也不

像她用的身份证上的一个

叫刘田田的人，三星马上

认定她就是刘田田，并且

否认她是名童工。 
 

2013 下半年，CLW

设法找到了真正的刘田

田，她证实了她的身份

证在 2012 年被偷了，而

且正好早于赫那罗童工

事件发生之前。下面就是

CLW 发给三星的通报这一

后续信息的信。 

 
 

 

 
随信 CLW 还附上了刘田田接受采访的时候照的照片。下图是冒用刘田田身份证的

童工的照片和刘田田身份证上的照片，原图可以看出这两个人并不是十分相像。下图出

于隐私考虑模糊了两人的照片和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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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发现童工事态:三星无效的审查系统 

 
今年 6 月，中国劳动观察派遣一名卧底进入新洋电子进行暗访调查。就在调查的 3

天，中国劳动观察便发现 5 名童工，并在接下来几天的暗访中发现更多雇用童工的证据。 
   
就在中国劳动观察进行暗访的时候，三星于 2014 年发布了一份名为”全球和谐”

的永续性报告。 在这份报告当中，三星宣称于 2013 年调查了 200 间供应厂的工作条

件，并且没有发现任何的童工事例。(p. 67-68) 

 
在宣称对数百间中国供应厂进行调查后， 三星并未发现任一名童工。 但中国劳动

观察却仅在一间三星的供应厂中就发现数名未签订合同的童工，并且每天工作 11 小时

却只领到 10 小时的工资。 
 
中国劳动观察的这次调查再次证明三星审查体制的失败。三星的社会责任报告与审

查体制是为了满足股东，对改善三星供应链里的工人工作条件没有实际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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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的行为准则与承诺改善劳工条件的可信度基于其是否真实改善劳工状况。但伴

随严重且持续的违规行为，三星的社会承诺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提升企业公民形象的虚假

广告。 

 

事实上， 如同本报告将再次指出的，三星与其供应商透过不断地雇用童工、未成年劳

工、超时工作、低薪、欠薪、与不健全的职业安全防护等方式来获利。 

 
 

 

新洋电子的劳工侵权行为 
 
本报告是基于暗访报告和外围调查报告综合所得，是针对东莞新洋电子有限公司

（简称“新洋“），一家三星手机外壳和配件的供应商。暗访报告是调查员以普通员工

身份招聘入场，亲身体验工人遭遇、观察与采访超过 30位工人。外围调查的调查对象

是新洋工厂在职和离职工人共计 15人。 
 
 
中国劳动观察在新洋电子厂的调查发现了 15 处劳工侵权，很多甚至违反了中国劳

动法： 
 

1) 新洋电子聘用童工（未满 16 岁），违反了中国劳动法。中国劳动观察确定厂里

至少有五名童工，我们认为工厂存在更多的可疑童工。这些童工没有与厂方签订劳动合

同，与普通工人一样从事长时间夜班和高强度劳动，但工资只有普通工人的三分之二。

而且，童工工作了 11 个小时厂方却只支付他们 10 个小时的工资。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关

于童工的定义，新洋电子存在童工的现象，因为这些工作能够造成儿童心理上或生理上

的危害或伤害。 
 

2) 新洋电子没有向工人提供《中国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要求的 24 小时

职前安全培训，包括有毒化学物，如工业酒精和天那水等内容。 
 
 
3) 新洋电子未主动向工人发放手套、面具等保护性工作用具。只有工人要求时才

给予。 
 
4) 存在雇佣歧视。新洋电子歧视男性应聘者。 
 
5) 新洋电子雇佣大量临时工，临时工加班没有加班费，这些都违反中国劳动法相

关规定。 
 
6) 新洋电子没有为临时工购买社会保险，其他工人也没有足额购买社保。违反法

律规定。 
 
7) 新洋电子雇佣很多未成年工（未满十八岁）。这些未成年工主要是由学生组成

的临时工。 

 
8) 新洋电子违反《中国劳动合同法》，强制工人签订空白的劳动合同。工人无法

知道他们工作合同期等相关内容。已填写好的非空白合同在入职一个月后才发还给工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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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新洋电子要求在试用期内的工人提前七天提交辞工单，但中国劳动法规定只需

要提前三天。 
 
10) 新洋电子要求工人得到经理批准才能辞职。但根据劳动合同法第 37 条规

定，工人只需要提前 30 十天通知，不需要获得提准。 
 
11) 新洋电子强制工人每天工作长达 11 小时，每月工作长达 30 天。如此，工

人累积加班超过 120 小时，比中国法律规定的 36 小时的三倍还多。 
 
12) 为了避免工人超时加班被查出，新洋电子将加班超过 80 小时的部分列在

工人工资中的福利部分。 

 
13) 新洋电子制定了很多广义上的惩罚措施几乎涉及了工人的所有行为。 
 
14) 新洋电子里没有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 
 
15) 员工宿舍环境恶劣。宿舍内很闷热，拥挤且缺少热水。 

 

 

公司简介 

    东莞新洋电子有限公司是韩国独资企业，主要服务于“三星电子”，为三星配套生

产手机外壳等塑胶配件。生产过程包括注塑，镀膜及组装。根据新洋自己的招聘广告，

新洋被评为“三星”最佳供应商。目前新洋大约有 1200 名员工。公司位于东莞市茶山

镇南社万富岭工业区 B/C栋。电话：0769-88655090   传真：0769-88655091 

 

入职及离职 

入职途径 

    新洋厂工人至少百分之四十都是临时工。暗访调查员表示百分之四十只是一个保守

的估计，因为工友反映在生产旺季一半以上工人都是临时工。除非人员严重缺乏的情况

下才会聘用男工，否则一般只招女工。 

    临时工没有入职培训，进厂体检合格就可以上班。当天入职，第二天就可以上班。

如果没有身份证介绍人和包工头会帮忙借用别人身份证协助入职进厂。访谈中工人告知

工厂有很多不满 16 岁的童工和不满 18岁年的的未成年工，他们通过包工头介绍入职。 

在公司附近有招聘广告，也可直接到厂门口由保安先面试，内容非常简单，就是问一些

个人信息及工作经历，然后再由保安把应聘者简历交到人事部。届时保安会告诉应聘者

第二天去东莞的茶山医院进行体检。入职时需准备体检表及身份证复印件 2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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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基本要求 

    年龄不可超过 35周岁、具备基本的读写能力、身体健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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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职程序 

    体检结果合格后，可以到人事部办理入职手续，

但有时她们会告诉应聘者，三星公司来检查，她们

很忙，所以入职延后一天。正常情况下，签完劳动

合同、分好部门，工人就可以去领工衣及工鞋、然

后由宿管分配宿舍，第二天便可开始上班了。 

培训 

    工厂没有专门的培训人员，只是在办理入职手

续的时候，人事部文员会讲一些关于福利待遇及《员

工手册》上面的厂纪厂规，《员工手册》员工没有，

只能听。培训时间不到一个小时。 

 

离职程序 

    离职分两种：正常离职和自离，正常离职--试用期内需要提前七天向领导提交辞工

单，试用期后需提前一个月提交辞工单，但必须经得批准才能辞职，很多时候领导都会

拖延。一位涂装部的员工因为长期加班太累，身体不适应，向经理申请拿辞工单辞职，

经理竟然直接说没有，该员工无奈只得找其它部门的同事帮忙领取，写好以后上交经理，

依然未批。 

    还在试用期的员工如果辞职，一般都会选择自离，只需旷工三天就可以了，但这样

很难拿到所有的应有的工资。 

    临时工辞工难，辞工不仅工厂不批，带他们包工头的也不批，不让走，如果走了工

资都没有. 

体检 

    所有员工都必须经过体检合格才能被录用，时间是在面试的第二天，员工自行到茶

山医院去体检。体检费用 59.5 元。由员工自己出，体检项目为验血、胸透、肝功能、

血压共四项。 

 

童工与未成年工 

学生工 

   很多高三毕业的学生，为了下半年上大学的学费而来打工。由中介公司介绍入职，

并且中介公司还会派一名“老师”带领。学生都也是属于临时工，签的短期合同，工资

按小时计算，无论平时加班与周末加班都是 9元一小时，不购买社保。 

员工手册中的处罚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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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工     

在新洋厂发现有来自广东茂名市愉园中学的 5名童工，她们今年刚初中毕业。于 2014

年 6月 30日由中介公司介绍入职，全部用的假身份证。根据 CLW观察，只是童工所在

的这一条生产线上可能有 20个童工。 

    员工入职时都必须通过人脸识别系统，以检查身份证的真实性，但工厂并没有让她

们测人脸识别系统。其中有一位男生与一位女生 1998 年 9月出生，另一位女生 1998.10

月出生,另外一名男生 1999 年 9 月出生,还有一名女生 1999 年 10 月出生。她们五人当

中有一个男生，在工厂工作了两天就被开除,因为他产量达到以后没有找其它活干,就被

开了,并且没有给他任何工资。 她们也是临时工，没有和新洋厂签订任何劳动合同。他

们被特意安排上夜班，一天工作长达 11 个小时。每天晚上八点半上班，但是组长要求

她们八点钟必须赶到车间。这半个小时是没有工资的,然后上班到晚上十点钟可以休息

十分钟,夜宵时间为 0:00到 1:00,下半夜三点钟休息十分钟,凌晨五点再休息十分钟,直

到八点下班,中途休息的三次十分钟累积半个小时也是没有工资的,一天就计十个小时

的上班时间。但正式员工的十分钟休息时间都是带薪的。 

    同样是学生工，干着与成人一样的活，被规定与成人一样的产量，她们却只有 7.5

元/小时。不论平时加班与周末加班都一样没有任何加班费。综合工资只有其他工人的

三分之二。 

 

 一周正班工资 一周平时加班工资 周末加班工资 一周总工资 

正式工 7.93/ 小 时

*40=317.2 

11.9/ 小 时

*15=178.5 

15.86/ 小 时

*11=174.46 

670.16 元 

童工 7.5/小时*40=300 7.5/小时*10=75 7.5/小时*10=75 450 元 

备注：按照员工上班一周的劳动报酬,从以上表格可以看出,童工的工资约等于普通员工

的 67%。 

 

她们表示上夜班很累，早餐时间的半个小时都会选择睡觉而不去吃早餐。等到八点

钟下班，饭堂刚好八点钟就停止供应，连早餐都没得吃，只能回宿舍吃一些饼干、泡面

来填饱肚子。接着就洗澡睡觉，晚上起来食堂也没有晚饭了，因为 6 点钟就停止供应晚

餐。只能继续用零食代替，一天当中只有夜宵是可以正常吃饭的。晚上八点钟开始上班，

每上一天班对于她们来说就是又一场奋斗要开始了：很困、产量很高、管理很严经常被

骂。她们在装配的工序，每个小时被规定 700 的产量，装好的零件每隔一段时间会有管

理人员来收走，并在卡片上面纪录数量。上班时间不可以聊天，不然会被管理人员大声

地呵斥，上班时要用到一种工具——摄子。由于管理人员给她们的是塑料摄子，很不好

用，做起来很慢，产量达不到。而其它同事用的是金属的。方便很多，领导居然告诉他

们在五金店有卖，让她们自己去买，尽管工厂所在的地方很偏，需要做车才能买到，但

出于无奈，她们只好第二天下班去买回来了。 

 

    中国劳工观察拍下了其中两个童工的真实身份证，可以证明他们的真实出生年月。

中国劳工观察还录下他们的对话，他们在对话中承认自己的真实年龄，并且披露新阳电

子的员工怎样在招他们入厂时故意绕开人脸识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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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工：1999 年出生，年龄不足 15 岁。 

 

 

 

童工真实身份证和厂牌上的假名 

 

 

 

另一个童工的真实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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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 

    员工入职时有签劳动合同，一式两份，但里面需要填写的地方全部是空白的（包括

合同期、试用期、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及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和福利

待遇、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有员工问到要如何填写，人事部的人急

忙制止叫她不要填，并说只需在第一页和最后一页的乙方签名并按手印就行了，签完名

以后两份合同都被收上去。要过差不多一个月才会发下来，发下来的劳动合同是已经填

写好的非空白合同。 

 

工作时间 

    正常白班工作时间是早上 8点到晚上 8 点，其中中午和晚上都只有半个小时的吃饭

时间，一天工作 11个小时。上午和下午各有 10分钟的休息时间，员工都会利用这个时

间来上洗手间及喝水。夜班工作时间由晚上 8点到第二天早上 8点，其中夜宵时间与早

餐时间各有半个小时，一天工作也是 11 个小时。工厂的涂装部是最忙的部门，白班的

员工每天都要到晚上十点才下班，一天工作长达 13 个小时。关于休假，员工表示这个

要看产线忙不忙，淡季的时候假一般能请得到，旺季的时候每天都要上班，有时一个月

就只有转班的时候才能休息一天。今年 5月份是淡季，加班比较少，6月份开很订单增

多了，员工表示旺季加班都会超过 120 个小时每月，但工资条上显示的加班时间一般不

会超过 80个小时，其它的全部都算在福利那一项，只是为了避免被查出来。 

 

工作时间表 

工作时间/班

制 

工作时间 备注 

白班 8：00－20：00 午餐 30 分钟、晚餐 30分钟。 

夜班 20：00－次日 8：00 夜班同白班一样，也是休息一个小时。 

备注：新洋工厂三科夜班工作时间与以上不一样，三科夜班只有一个一小时吃饭 

 

 

 

 

 

 

 

 

 

 
工人在紧张劳动中 

 

 

 



10 
 

考勤 

    实行采集指纹方式，上班及下班必须在指定区域采集指纹。 

 

劳动报酬及福利 

工资情况 

    新洋厂作业员月收入在 3300 元左右，其中基本工资为 1380 元。每个月 15 日发工

资，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 

 

工资项目表： 

项目名称 金额或其它 备注 

基本工资 1380 元/月 时薪：7.93 元 

加班费 平常：11.9 元每时 

周末：15.86 元每时 

节假日：23.79元每时 

 

 

全勤奖 200 元./月 符合满勤的才有 

外宿补贴 100 元/月  

 

    临时工没有底薪，每小时 9元钱，加班没有加班费。临时工做满三个月工资可以涨

到 10 元\小时。工厂每月 15 日发放上个月工资，临时工工资由包工头发现金。临时工

每月保底 2300元，如果每月工作时间没有达到 260 个小时，工资没有达到 2300 元保底

工资，工厂也发放保底工资。正式工试用期结束后才购买保险。临时工没有购买任何保

险。 

 

社会保险 

    工厂会给正式员工购买社保, 其中员工需要缴纳的养老保险基数为底薪的 8%，约

为：10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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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宿条件 

    工厂提供伙食，早餐一般有面条、馒头、面包、麻圆。可以任选 2种。还有白粥可

以另外自己剩。中午和晚上都是固定的只有三个菜，其中一个是青菜。几乎全是素，肉

很少。员工都表示味道很差。如果想吃好一点，可以到加餐的窗口补 5元钱，那里的菜

是另外炒的二荤一素。也有很多员工会隔几天就去厂外的烧烤摊吃一些鸡腿之类的肉食

来过过瘾！整个食堂只有四个窗口，一般只开放三个，所以员工都要排着很长的队。本

来就只有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排队就要浪费好几分钟。 

    饭堂是给餐饮公司承包的，工友说其实公司给的标准是每人十块钱一餐，但饭堂提

供的质量绝不超过五块钱的标准，只因为公司没有人管理，老板在韩国一年都只来一两

次，公司的高层领导都是韩国人，在公司他们有另外的韩国餐厅，员工不可以进去吃的。 

 

就餐时间： 

早餐 7：00-8：00 

午餐 11：45-12：30 

晚餐 16：45-18：00 

夜宵 23：45-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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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女生宿舍的一楼是饭堂，二楼以上才是宿舍，十人一间，有独立的洗手间和阳台，

每人有一个柜子。宿管会定期来检查宿舍卫生状况，但是宿舍没有热水，员工只能用冷

水洗澡，或者自己买热得快烧水。并且宿舍钥匙也需要自己到外面去配。尽管宿舍装了

两台风扇，但还是很热，很多员工都会自己买一个小电风扇吹。工人可以不在宿舍住宿，

贵州籍的临时工都没有在宿舍住宿，和包工头在工厂外面租房子住。他们表示宿舍住八

个人，太脏，太乱，宿舍垃圾没有人清理，宿舍太热，没有热水，没有空调，只有电扇。 

                                                      

 

 

 

职业安全和劳动保护 

    员工不清楚有“环境健康安全委员会”，也不清楚环境安全方面的培训，工厂未对

生产操作进行关于职业安全问题的培训。员工未被告知所处工作环境有可能产生对身体

的损害。平时也偶尔接触到乙醇、工业触酒精、天那水(香蕉水)，但工人表示，不说要

手套、口罩，工厂不一定发放。 

工厂将垃圾没有分类处理，直接露天倒在工厂外面的一个垃圾池里面。垃圾散发气味难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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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 

员工没听说有进行过消防演习。没有消防知识的培训。厂房及宿舍生活区都有消防栓、

灭火器及消防通道。员工在宿舍内使用热得快烧水，存在严惩的安全隐患！ 

 

惩罚 

以下摘自新洋《员工手册》 

NO 行为描述 惩处级别 

1 不讲卫生，破坏环境整洁，但能接受教育，有立即改正行动。 警告 

2 

 
缺乏常识，不懂规矩，但能虚心接受教育，承诺改过。 警告 

3 
上班时间偶尔从事非工作内容的活动，但能虚心接受教育，

承诺改过。 
警告 

4 其它一些不良表示或过错。 警告 

5 无正当充分理由，拒不参加公司/部门的组织活动。 小过 

6 擅离岗位 1小时以上，一个月内达 4次以上。 小过 

7 有过错行为，不承认，且百般狡辩，拒不接受批语教育。 小过 

8 其它比较大的过错，仅给警告不够。 小过 

9 违纪当场被抓，却不认错，态度恶劣。 
大过 

 

10 一个月内迟到早退 8次以上 大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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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同类 3次警告可转换为 1 个小过，3 个小过转换成 1个大过，2个大过后开除出

厂，无任何补偿。 

 

 

工会 

    新洋厂没有工会，员工都没有听说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