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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玛和家得宝供应商的劳工问题 

卓力位于浙江，是一家有自已品牌也同时为一些国际品牌生产的工厂，根据工厂介绍有 3000 名左

右的工人，主生产各类厨具产品，学生们工作期间发现的品牌包括 Hamilton Beach, ALASKA, 

Cuisinart, Tefal, E'noca, Russell Hobbs, George Foreman，其中许多在 Walmart（沃尔玛）, Home 

Depot (家得宝)及其它商场售卖。 

卓力网站：http://www.cuori.com/ 

地址：浙江省慈溪市周巷镇开发路 48号 

中国劳工观察就卓力侵权问题 11 月 22 日联系了沃尔玛和家得宝,沃尔玛回复说正在调查，

Homedept 回复说正在要求工厂补回工人被拖欠的工资。但是中国劳工观察跟进的调查，发现几百

名学生工还是没有收到被拖欠的工资。我们也收到了 23 封学生的信，描述事情的经过，原始信件

可以通过此链接查看。 

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表示：“沃尔玛和家得宝低价的成本是在非常紧张和疲惫的条件下工

作的劳工。沃尔玛和家得宝的道德采购标准在卓力的执行是完全失败的。” 

  

沃尔玛和家得宝在各自的 CSR 标准中都承诺会尊重劳工，公平对待制造他们产品的每一位工人。

他们应当对卓力受到压榨的工人和学生负责。 

劳工侵权问题 

1.  非法扣款，中介通过各种方式扣押学生数百元押金 

2.  非法扣押学生身份证 

3.  签署空白合同，中介公司以时间不够为由，强迫学生签署空白合同 

4.  不按法律规定购买社会保险，强迫学生签署放弃购买社保的声明 

5.  消防安全漏洞。学生发现在工厂内部，本该放灭火器的箱子里放着员工的水杯。 

6.  超时加班，工人们一天工作 12 个小时，甚至经常一天工作 15 个小时 

7.  强制加班，工人拒绝加班会被算作旷工 

8.  超时工作，根据中国法律，工人每周至少休息一天，但学生们普遍反映一个月只有一到两天休

息时间 

9.  未按法律规定支付加班费，学生们在加班时间薪水，无论是正常加班还是周末加班，均按正常

工作薪水计算 

10. 缺乏劳动保护。工作车间高温，尘土飞扬，但无任何基础护具。很多员工会长期接触挥发性化

学用品如硅油、酒精，但也没有任何保护。 

http://www.cuori.com/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0Bx4BvqeiTs9MM3h1V2NUaUVtTUk
http://cdn.corporate.walmart.com/1e/6e/8ccddc7a4db28195534b85fec528/standards-for-suppliers-english.pdf
http://ir.homedepot.com/~/media/Files/H/HomeDepot-IR/documents/governance-documents/thd-bcce-eng-5-18-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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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造假以应付视察。工厂在正常情况下要求员工使用更便宜但危害大的硅油擦拭产品，但在有视

察时会让员工使用酒精 

12. 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对员工提供职业培训。 

13. 卓力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向学生发放工资单。 

14. 语言暴力，基层管理人员经常辱骂员工 

15. 限制离职，基层管理人员采取拖延方式阻挠员工离职 

16. 居住环境恶劣，宿舍非常脏，床随时都会倒 

17. 工作条件恶劣，车间高温，没有空调，致使工人中暑突发心脏病死亡 

18. 拖欠工资，除学生工存在非法扣款问题外，老员工也反映卓力普遍拖欠工人工资 

19. 缺乏对未成年工的保护  

  

事件描述： 

在 2016 年 10 月份，中国劳工观察收到学生投诉，称他们在一家厨具工厂打工期间受到中介欺骗，

在工作条件非常恶劣的工厂工作，在暑假工作完成之后，工资被大规模拖欠。自此我们开始跟踪、

了解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件事情发生在浙江一家叫做卓力的代工厂，生产各类厨具产品，学生们工作期间发现的品牌包

括 Hamilton Beach, ALASKA, Cuisinart, Tefal, E'noca, Russell Hobbs, George Foreman，其中许多在

Walmart, Target 及其它商场售卖。 

在放暑假之前，学生们都在寻找暑期工作，在河南和湖北的一些大学生通过中介介绍工作。中介

许诺了还可以的工作条件，包括每天工作不超过 10 个小时，每小时 10 元钱，加班工资加倍，包

吃包住等等，也许诺学生到深圳找工作，于是学生们就与中介谈好了条件，交了押金，等着暑假

开始工作。然而，许多学生反映，在临出发前一天，中介突然通知深圳工作去不了，转而告诉他

们可以去浙江叫卓力的公司，学生们虽然受到了欺骗，但是为了暑假挣点钱，还是答应了他们的

条件。学生们就这样被骗来了卓力。 

但是，让学生们没想到的是，更让人气愤的事还在后面。在学生们还在车上时，中介逐步告诉学

生们工资是 9 元钱每小时，没有加班费，工厂不会提供免费食物，但是会有每天 8 元钱的食补，

又以各种名义向学生收取了 450 元的押金。学生们深感上当，但是已经上了车而且交了几百元了，

便忍耐了下来。在到达工厂之后，中介又骗学生签署了空白合同，并强迫学生在认真看合同之前

就签署合同，并签署了放弃社会保险的声明，想尽了办法压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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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的工作条件更是恶劣。卓力根本没有把学生们当做员工看待，而是完全将学生当做商品，使

用寿命为两个月的，可以用完丢弃的一次性劳动力！为此，卓力极力增加学生们的工作时间。本

来中介许诺每天工作不超过 10 个小时，但是学生们在卓力发现每天至少工作 12 个小时，最多甚

至达到 15 个小时！每月仅有两天休息时间。而且加班是强制的，哪怕是请病假都会收到管理人员

克扣工资的威胁。 学生在工作期间出吃饭完没有任何的间隙，跟流水线一样一停不停的工作。因

为将学生们看做一次性的劳动力，卓力也未向学生提供任何的劳动保护用品。在车间里学生们会

接触到许多对人体有慢性毒害作用的化学物品，但是学生们连口罩、眼罩等基本保护都没有。车

间里温度非常高，没有空调，学生、工人们每时每刻都在流汗，甚至有一位工人因为中暑引发心

脏病死亡，但是对于卓力来讲，学生们已经被商品化了，他们只想在这两个月里最大程度得压榨

学生们的劳动价值，又哪里会关心学生的健康、心情呢！在这样的环境下，工厂的管理人员也变

得非常粗暴，拉长动不动就骂人，哪怕是对女生，基层管理人员也毫不留情。同样地，既然是一

次性的商品，学生们又哪里需要适当的食宿条件呢！学生们住在八人一间的，非常拥挤而且没有

个人隐私的宿舍里。每层楼只有一个洗浴室，学生们洗浴还需要交钱。房间里非常脏，床也非常

破旧，有一个学生每次上床都需要舍友扶着，不然床都会塌。有一间女生宿舍甚至连锁都没有，

学生们向宿舍管理和车间管理反映了好几次，但到最后工厂都没有给解决。 

许多学生忍受不了这样的工作环境而中途离开了。留下的学生想着坚持一下，就可以拿到工资回

去上学了。但是，另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更可恶的事情还在后面。通过不计算加班费、多计算旷

工等方式，中介竟然克扣学生们八月份工资达 1000 多元，几乎达到他们工资的一半！在与中介沟

通的过程中卓力与中介也是一再拖延，相互推诿，不想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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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沃尔玛和家得宝售卖的卓力产品 （沃尔玛和家得宝网站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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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力代工的品牌: Hamilton Beach, ALASKA, Cuisinart, Tefal, E'noca, Russell Hobbs, George Fore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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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在工作期间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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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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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力一名学生工工作之后的胳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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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力出勤记录显示学生们平均每天有 4.5 小时加班，每天总计工作时间 12.5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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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力学生工的信 

1. 卢同学 

因为之前说的是 7.7 日去宁波做暑假工，所以 6 月 29 号考完试，就先回了趟家。之后改成了 7.5

日出发。大家是知道的，那个时候武汉天天在下雨，很多地方都被淹了，来的时候也很不方便，

家里人都叫我不要去了，还有就是因为在外地，可我还是去了，因为外地的工资高。7.6 中午到，

下午弄了一下午，那一天没吃饭，怕我们去吃了，他们又有事找不到我们，当时说的是去的车费

270，回来的车费他们那边包了，不用我们出。可到了那边的工厂，车费就收了我们 300，而且也

不包回来的车费，之前还说不交押金，到了之后就要我们每个人交 100 的押金，跟我们说是定岗

金，定岗金说我们做到 25 号就退 50 块钱，做到 28 号就退 100。工资也没有按先前的讲，本来说

的是 11 块钱一个小时，一天基本是 8 个小时，但加班是常有，加班也还是 11 块钱一个小时，包

吃包住（餐补至今没发一分水费电费自理），到工厂跟我们讲 9 块钱一个小时，每天基本工作 12

小时。有时候还加班到凌晨，到了七月底，有一批 6 月份来的暑假工发了工资，工作十几天他们

就发了几百，因为扣了他们 600 块钱，我们就去找中介负责人，因为怕我们到时候也这样，他一

再保证不会扣我们钱。到了 8 月 28 号我们就回去了，工厂是月底发工资，我们这俩个月花的钱，

交给他们的钱。还有来回车费，都花的是自己的钱。自己在学校做兼职的钱大半都花在了这个上

面，回来的时候身上真的是没钱了，都是找朋友借的。说是月底发工资，但其实没有，我们学校

8.29 开学，工资是在之后几天发的。而 8 月份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给我们发完整。一直在跟

我们拖，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扣我们的钱，说我们没做到 28 号，要扣我们 450。说是工厂扣的，但

我们在那做事的时候就问过主管，说工厂不会扣 450。但，问题是我们都做到 28 号了。他还要扣

我们 450，然后每人水电费差不多 150（我们宿舍住 7 个人每人 150 合起来就是 1050，我想问谁

家电费一个月 1050）更何况我们连空调都舍不得开。就一个电风扇在吹，那么高的温度，我们连

空调都舍不得开，你跟我说要 1050。这明明就是黑我们的辛苦钱血汗钱。至今我们 8 月份的工资

还没发完整，我们每个人都被扣了 1000 多，1000 多！！！我接受采访。 

具体事项如下： 电话：150713302XX 工作天数：17 工作时间：早上 6:50-11：00 中午：12:30-4:30

晚上 5:30-8:30（但有时候会加班到凌晨）餐补:136 工作时数：188.5 工资：1696.5（9 元每小时）

工资：2865.2（15.2 每小时）押金：100 水电费：42.5 应付工资：3058.7 已付工资：887 应退工资：

2171.4 

姓名：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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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孙同学 

我是一名大二的在校学生，目前就读于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由于本来家里条件不是很好。又加上

放暑假没什么事，就约了几个同学一起出去找点事做。为新学期的到来做好准备，添置点新的工

具。 

   由于我们的学校放假本来就非常的晚，而且又是武汉。所以在武汉本地找到工作基本上是不可

能的了。通过朋友不懈的努力终于联系到了一个声称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合适的工作岗位叫余小

川的人。他们说工作的地方在浙江省的宁波慈溪市，具体的工作就是组装一些家用电器的零部件。

工作很轻松，每天八个小时，而且包住，而且每天还有餐补，工资是一小时九块钱。由于大家都

是学生基本没什么社会经验。于是就对他们说的话是深信不疑。他们说上车需要交纳三百块的车

费，我们没办法就只有交了。就这样大家都非常愉快的上了车。 

      车到了晚上两点我记得非常的清楚，就是了两点。由于高速上不允许客运车辆在凌晨的两道四

点上路。所以我们就只有找了一个高速服务区停了车。做暂时的休息。大家非常的兴奋，毕竟到

了一个陌生滴地方。下了车上了个厕所。大家边都拿出自己的零食吃了起来。过了一会大家都休

息的差不多了准备上车休息的时候。这时却被告知不予许我们上车休息，好像说是怕我们弄脏了

他们的车。就这样门也这样伴随晚上寒冷的空气从里面冷冷的锁了起来，天在下着小雨。我们没

办法在外面，只能在服务区里面找自己的“位置”我们非常的幸运，从老板娘那里接到了两张大

纸板，就像苹果的那种包装盒一样的，拆开来很大一张。我们一人垫着一张。伴随着夜蚊子的骚

扰和冰凉的空气我们躺了下来。就这坚持到了四点。再次上车，在下车的时候就到了我们得目的

地，慈溪！也是很清楚的记得那是中午，太阳还很大。本来睡得很好，就被旁边的朋友激动地声

音吵醒。并很大力的推着我。激动地告诉我，到了到了。我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拨开了窗帘。太阳

很大。一眼就看到了几个很老旧用金属镶嵌在蓝色背板上的几个大字“卓力集团”。哦，这就是

他们说的卓力集团啊！ 

很快我们就被通知快点下车！ 

下车后我们就在那里被他们带到了四号门，后来才知道四号门是生活区，就是员工的宿舍。后来

他们说要准备几张自己的一寸照片，和身份证正反面的复印件 各三份。好多人都没有，于是就都

去复印去了。我和朋友商量，他们去帮我复印，我来给他们看行李。不知道过了多久，反正我喝

完了两瓶矿泉水。终于余小川来了。他让我们围成一圈，他站在中间高点的地方，再给我们讲话，

他很瘦穿着白色的衬衣，黑色的裤子和没有光彩的皮鞋，乍一看很像是以为职场人员。说话的声

音很小，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小声才能勉强听到他在讲些什么。具体讲了什么我已经忘了。但是有

两个很重要东西我清楚的记得，第一个就是说，没人要交一百块的押金，还说这个钱收完了我是

要上交的，你们放心只要你们做到了二十八号我们就全部退还给你们，做到了二十五号的人，我

们会退还五十给你们。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是学生，真的在里面工作了别人问我们的身份，就统一口径说自己是长期工，

社会人，千万不要说自己是学生，是来做暑假工的。如果说漏嘴了造成的所有后果自己承担，那

时起我就感觉有些不对了，但大家都那样也就没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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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这些以后就开始组织人收钱和身份证了。当时我没钱，还是问朋友借的。随后就把大家带进

了四号门里面，让大家统一的吧行李放到警卫室旁边，我们就跟着他们一起进去了，一直向前走

记得是从一个超市上的楼梯，二楼，一个简单的会议室。后面拉起的一个横幅。用红布白字写着

煎烤器事业部什么什么，由于时间久远我也记不清了。然后他们就坐在我们的前面给我们一人发

了几张表，让我们填写。最后又说现在零件车间缺人，说是如果自愿去那个车间的话，工资可以

每小时加一块钱，我们几个当然什么也没说直接过去了。最后他们说可以带我们去参观一下我们

要工作的地方，然后我们就一起和他去了一趟。地方还可以就是有些热，不过里面好像很脏。看

里面的工人手臂和面部全部都是不知名的黑色粉末。像极了煤矿工人，对于涉世不深的我们对一

切都说那么的新奇。 

完了就是给我们分寝室，最后我们几个被分到了八栋的三楼八号房间。取了行李很快就入住了，

据他们说可以明天就给我们安排工作。但是到了第二天，他又说上面还有一批人没有安排还是需

要我们在等一天。知道第二天我们才被通知到门口集合。然后把我们一起带到了二号厂区门口。

给我们办理了工作牌，贴上了我的相片。然后我们电木车间的几个朋友被叫到一起，把我们领到

了昨天去的那个车间门口。我们简单的分了一下小组，我们几个统一的站在了第一排，最终我们

被确定为 C 组。 

我忘了我们什么时候上的第一个班，我也忘了第一个班是白班还是小夜班，还是大夜班。反正第

一次上班的体验很糟。 

进了厂里面首先就是车间经理给我们大家训话，基本的类容就是要我们注意安全，他似乎知道我

们是学生。还专门告诉我们，挣钱不重要，一点要注意安全。然后就是分班长，我们的班长名字

叫周恋，个子很高，体格很健硕，就是肚子略大，眼睛小小的。说话喜欢挤眼睛不知道为什么。

班长分机台的时候把我分到了四十八号机，是和一年纪稍大的阿姨，干了一段时间才知道，这位

阿姨已经在这里干了六七年了，差不多是这个车间了用工骨干了！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的车间叫煎

烤器电木成型车间，就是把那种电木粉，原料放在一个漏斗里面，然后通过高温的融化成为很粘

稠的一种东西，再通过高压的挤压，进入到模具里面成为一个产品。所以温度很高，我看了机台

上面的温度设定温度居然有三百多度！所以我们工作需要带两双尼龙手套，虽然是带了两双手套

但还是非常的烫，再加上正赶上夏天正热的时候厂房里面的温度非常的高，所以每天我们需要喝

非常多的水来补充流失的汗水。就是那种一点五升的大矿泉水瓶通常我们一口气就能喝完一大半。

每次下班我们全身基本找不到一块干净的地方。真的非常像一个挖煤炭的地下工作者。后来还听

说不止一人因为天气的原因中暑而身亡！现在想想还是挺后怕的。 

就这样一天一天的坚持，没想什么，累点就累点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年亲人吗，吃点苦不算什

么，也就是这样的想法一直支持我们坚持到了最后一天，八月二十五号，我永远记得这样的一天。

一整天我们都沉浸在愉快之中，为此我们还没人出钱大餐了一顿，以纪念我么集体脱离苦海。 

二十六号一早我四点就醒了，就开始睡不着了。一直躺倒床上等着大家一起出发。 

六点出发，联系的私家车。我们三个人一共一百块。把我们送到了火车站！ 

踏上了火车，我深深地出了一口长气，终于觉得噩梦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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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直道第一次发工资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第一次只给我们发了一千六百二

十四快钱，打电话问他们说是因为算错了，到第二次还是只发了一千二百块，这时很多同学都耐

不住性子了就开始给张宏（自称是驻场经理）打电话但是接电话的并不是本人而是他的老板，我

只知道是姓胡，但不知道是叫什么！他们承诺会解决好这个事情。我们学生对此也没有更好的办

法所以只有发文祈求跟多的人来帮助我们。我想说学生工做点事真的很不容易！ 

 

 

 

3. 宋同学 

暑假工遭遇黑中介经历 

    我是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学生，经朋友介绍随宁波安智人力资源公司坐上大巴去了浙江宁

波慈溪。在上车之前收了我三百元车费，当时我美育想那么多，觉得是车费没什么，哪知道这只

是噩梦的开始。当时车出发之前，应该安智公司的人，是个胖乎乎的男的。向我们保证包吃包住，

9 块一小时，工资绝不拖欠，保证离职没问题离职之后绝不克扣工资。然后随着车出发第二天我

们便到了浙江宁波慈溪市兴慈 3 路。 

    下车之后天很热，我们拖着行李箱，一看周围全是工厂。大概等了四个多小时，来了一个穿白

衬衫叫余小川领头人，他说他是武汉本地的人，说是不会坑我们，口口声声这样说。我们在小树

林下，他跟我们大概讲了工厂，我们的工作，9 块一个小时，不包吃不包住并且让我们交了 100

的住宿押金，做到 8 月 25 号的才会还给我们，如果没做到的还给我们 50。当时我就觉得这是赤

裸裸的欺骗。但是我出了车费和住宿押金，已经来到了这儿，人生地不熟，我没办法，就硬着头

皮留在这儿了。 

他们让我们把行李放在门卫处，我们随身带着贵重物品，随他来到了一个会议室的地方，天很热

人很焦躁。我们一大群人挤在小小的会议室，期间我下楼买了冰水，顺便看了一下周围。楼房很

老很旧，但是这儿好像是住宿楼，至于工厂在哪，我并没有看到。等了大概三个多小时，来了一

个特别高的人，应该是他们老总胡志峰，说是厂里有个车间很苦很累，需要一批人能去那个车间，

那个车间是高温车间，工作环境差，粉尘大对人体伤害特别大，没有保护措施，也没有劳保工具，

更没有口罩这种最基本的保护措施，也没有高温补贴但是卓力工厂对这些视而不见。10 块的一小

时工资，于是有几个男生去了未来多赚一点钱，减轻家里的负担，聊天过程中发现大多来打工的

孩子家里条件不好，有好多刚成年甚至未成年的，16 岁的童工他们中介都敢招，在这儿他们就是

天我一直奇怪这儿为什么没人管，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中介跟工厂高层有利益来往。然后又来了一

个，穿的好像领导人员，后来才知道他正是贪了我们工资的人，名字叫张宏这个贪了我的血汗钱，

他的名字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张宏是崛起天成的人，他拿着绿豆沙和一沓白纸笔，坐在前面，

一边抽烟一边喝水拿着笔不知道在写什么。我在下面想着怎么这么没素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抽烟，

当值我觉真的很想离开这，感觉自己已经被骗了。我的朋友说离开这，当时已经没有兼职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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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既来之则安之。又过了一会，他说让我们签合同，发合同的是两个跟我们差不多大的男孩子

给了我们笔，当时真的很烦躁没想这么多，就签了，贴了照片联系方式，以及身份证号码和住址。

我都忘了拍照，也是吵吵闹闹根本没发现合同是一式两份，根本没有给我们合同，怪自己像傻瓜。

当时我记得耽误了好久。放我们下去拿了行李找到宿舍，搬了进去，八人间没浴室没厕所，还有

一个阿姨。看着人很好。浴室是在对面的一栋楼里，第一层是男生浴室第二层是女生浴室，然后

洗澡是要给钱的下面有个楼管，前两天我们没有工卡是他急着我们的时间，下来的时候就把钱给

他，记得好几次白天流了好多汗，晚上浴室没热水洗澡，便索性不洗澡。我们寝室有个别的学校

的女孩叫江佳丽，之后我会提到她的。那天就这样睡了。 

第二天我们在大门口集合，那给我们合同的男生（后来才知道他们的名字，刘家辉和杨可）带我

们去了旁边的 2 号门就这样排队最后又没什么事，我才知道工作的在哪儿。最后让我们回寝室了，

就这样反反复复集合又没什么事耽误了好几天，原本我身上的一千块除去车费和押金以及这几天

耽误的已经所剩无几，关键是在食堂吃饭也要钱，当初说好的一天有八块的餐补，我便也没在意

这么多。大概是第四天的时候，终于给我们发了工卡和分配了车，我们排队去办公室打手指印，

因为上下班打卡需要按手指印，当时我按的时候，那个人还问我是不是童工，我还以为那些未成

年他们会不要他们，后来才知道公司让他们上班了。当我们到了煎烤器一车间的时候，来了车间

主任说是那天算我们 80 块的培训的工资又让我们回去。第二天又来了，车间主任问我们是不是暑

假工，因为在此之前余小川跟我们说了千万不要说自己是暑假工。我们几个女生说不是，主任说

如果不是到时候不好离职的，有几个男生就说了是暑假工。最后又让我们回去寝室，等到第三天

上班的时候，主任说不要我们，说我们是暑假工，我们给张宏打电话他来了跟主任说了几句，主

任就要我们就上班了。前两天主任一直把我们安排在三车间说是帮忙。在此我描述一下上班的工

作环境，长长的流水线，面对面坐了两长排的人，流水线上有很多类似锅一样的东西，有人是专

门负责钉螺丝有人专门负责撕掉锅上的胶纸，每个人都在忙，连来了好多新人他们都没时间抬头

看。车间这样一排排的流水线大概八条。我们去三车间，他们的主任让我们搬货，是那种大大的

箱子前面一个人负责装好，而我一个女生负责把箱子搬到小推车上，堆满了就叫组长喊人过来拖

走，我们是站着工作，因为方便，也是在流水线上。早上 7 点到中午 11 点然后吃饭 12 点半上班

下午 4 点半下班 5 点半上班直至 9 点半下班。工作时间不定有时候加班 11 点都有的。那天我的

手臂都抬不起来，连续在三车间上了两天班。回到了一车间，我也没想过自己的公示谁帮我们记，

只是说打卡会有记录。当时的一车间有多热真的我从未见过一个工厂连风扇都没有的，热火朝天

的所有人好像着魔不停工作。我们几个小伙伴在一车间打包装带，还好大家都在一起，有个依靠。

结果，那个车间主任天天找我们的茬，据说他叫高星星。我们生产的产品送给了外国，当时我在

想要是外国人来我们这个厂还愿意跟我们合作吗。灰尘，还有这种流水线的工作效率能生产出好

东西？高星星把我们最好的两个小伙伴拉走去了一号流水线。剩下的我们组成了一条流水线，是

个仓库拉货的人当我们的组长，叫陈飞虎。我是在后面包装的就是把产品和说明书之类的装进盒

子。（重点是当我们生产的中国产品没有送的勺子的时候那里的老员工说没事，但是生产外国产

品的时候不准有一丝纰漏。我就呵呵了，中国人坑中国人是吧。）就这样干了流水线两天吧，我

们的流水线就撤了，之后就是哪儿差人我们就去哪儿干，加班加点常有的事。问了跟我们一起干

的他们说是 11 块小时，当时我就好气。由于刚开始得罪的车间主任，后面他一直把别人不愿意干

的事全部给了我们，再后来我们就是到了车间一楼管仓库的地方旁边一个小房间，热火朝天的我

们没有电风扇，是把箱子放在机器上面，然后自动把那薄膜封好，我负责把箱子从小推车上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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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反正我是发现那个厂真的是男女没有区别，也从来不会有什么老员工帮忙啥的。寝室的阿姨

说他那个车间叫整修车间，累一万倍，我估计就是之前那几个男生去的地方，他们还要上夜班，

我们说随便在哪都可以找到工作，阿姨说现在辞职不会发工资，不敢走。当时真的心里好不舒服，

这个厂完全不顾员工的。我干了十三天后离职，因为我特好的一个朋友主任给他们各种不爽，他

们的组长在我看来是个没素质的人，动不动就是会骂他们的那种人，而且是难以入耳，有多少次

她们当着我们的面哭，我们就安慰说是钱没赚到，花了这么多，还有上学的生活费，我们最后始

终没坚持下来，真的很过分。有好几次还骂我们的家长，但是总是没人愿意站出来帮我们说话。

江佳丽还是可以，也不知道在哪，说是一个房间可以睡觉，没人管，反正他的运气好。当时我要

离职主任根本不给批，找到中介张宏办离职中，他正好出差去了，于是是那个叫杨可得给我办离

职，他还想我干一个月，说到干了 15 天的话就给一给我加工资几百块。但我知道这是骗人的，我

受不了就执意离职，给了银行卡号，他好像根本没当回事，感觉之后的不发工资是一开始他们就

决定好的。当然他还是说是按时发工资不会少一分。给了卡号我就走了。这地方真的是偏远的很

啊，我坐了好久的车还转了好几趟才坐上了火车。我不敢回家，我就直接去了胡思燕的家，在四

川。 

到了八月份，我没想到他们这么大胆，根本没发工资。当时我们在群里，我的好朋友让我把卡号

身份证号码等等一切信息发给他，我发了之后结果好久我的钱还是没到，我的好朋友的钱到了。

而且说明没做到 15 天的不发工资。我当时觉得真的恶心，我的生活费我爸知道我在上班因该会有

钱，就没给我，结果现在不发工资，我怎么弄啊。觉得怎么可以这样然后我给张宏打电话，他说

是工厂还没发。我就等到 9 月上学的时候，当时在火车上，我朋友跟我说叫我看群里补发工资的

名单，也是没有我。来了之后跟几个同学商量，再次给他打电话他说是工厂扣了他们公司的钱他

要拿我们的血汗钱补。我们给余小川打电话，他说找张宏不管他的事不要在找他。那个时候我们

打工的群里这里锅好多人发了工无故被扣了好多钱，而我是一毛钱都没发。最后，张宏电话直接

关机。余小川直接不管不理我们。我们打了余小川给的卓立的财务部说是已经发了工资不可能拖

欠工资。（张宏所在公司叫崛起天成 打工工厂叫卓力集团 牵扯到了另外一个公司安智人力资源）

反正就是这样一直拖着，到现在我还是一分钱没有，没人理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还我们一个公

道，还我们的血汗钱。我们总结了一下拖欠工资打达了十万以上。不是小数目，希望能查查他们，

真的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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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徐同学 

我叫徐 X，是武汉这边的一名普通的大学生，2016 年.7 份是又一年漫长的暑假，在家闲来无事可

以做，有的同学选择考驾照，而我决定出去锻炼一下，这时在孝感读书的高中同学通过他们学校

的劳务公司了解到，可以去浙江宁波慈溪市卓立集团，一家生产电器产品的工厂干活。心里想，

爸妈这么多年供我们家三个子女读书，每年学费生活费那么多，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也为

了尽早的体验一下打工的生活，通过自己的双手，赚一部分下学年的学费，下面是我暑假工的详

细经过。 

7 月 4 号晚上与我和高中同学在孝感学院签约的是武汉宏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代理人，武汉宏

腾企业管理中介公司在学校招的学生代理人，名字不记得了，给我们签约，内容是，上班一个小

时 10 块钱，包吃包住，一个月工资有 3000 左右，工作满 45 天，收了我 100 元的押金，承诺是

干完 45 天退换 100 押金，7 月 5 号和同学在武昌火车站东广场集合，武汉宏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的负责人汪鹏，向他支付宝支付了 300 元的车费，60 人的大巴车，坐满了学生，第二天 7 月 6 号

中午 11 点左右，在卓力工厂门口，浙江这边的中介安智人力资源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名字叫于小

川，在车上和我们介绍在工厂的一些事，谈到了是 9 元一小时，每天有 8 元的餐补，不是包吃饭，

一个月有 2700 左右工资，月休息 2 天，要上交 100 元押金，想着来都来这么远的地方了，就交

100,。所有算下来加上车费一共交了 500 元人命币，我们学生的工资会由卓力集团工厂支付给宁

波“崛起天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然后由崛起天成公司打卡给我们学生，7 月份的工资，8 月

份发，8 月份的工资 9 月份发。7 月 9 号正式上班，组装考饼子的电器，听说是销售到国外，每

天超过 12 个小时的上班时间，晚上每天加班到 9 点半甚至追赶产量的时候呢到夜晚 11 点半以后，

加班的工资也是 9 块钱一小时，我看见一起干活的女孩子手指流血眼睛流泪，陪伴着酷热的暑假

生活，期间 8 月初的时候，我了解到江西的同学 6 月份的工资，被中介扣了 600 多，我就决定辞

职，我们三车间 8 线的班长，帮我办理的正常离职，遇到了好人，才能这么顺利的拿到离职单，

其他同学拿离职单吗，艰难，负责人不签字。于是我就和高中同学 8 月 7 号交了离职单，厂牌，8

月 9 号回到了武汉，8 月份月底开学的时候发了 7 月份的 2371 元工资，8 月份的工资和餐补一共

880 扣光了，我们与工厂和中介沟通没有什么具体结果，工资也没发。 

这就是我的经历，一个小时 9 块钱的工资，已经是很低了，吃饭日用品都用了 1800 多，中介真

的市黑暗，工厂给老员工是 11.5 元每小时，我们每干一个小时就扣 2.5 元，崛起天成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扣了学生工工资有 10 万以上，无奈，这段时间因为这个事，弄的精神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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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徐同学 2 

我是一名大一学生，7 月 4 号考完试后，下午就开始整理行李，我们是跟着学生代理去的，在学

校门口坐车之前交给其中领头的中介李冰 100 元押金和 250 元车费，坐了好长时间客车，5 号下

午到厂门口，在车上中介余小川告诉我们工作一天最少 12 个小时每小时 9 块钱，和之前说的一天

11 个小时有分歧！并且之前说的宿舍条件好有空调有„„，说的宿舍有空调，但是空调风扇全是

坏的。 

到了卓力公司 3 号楼（员工住宿楼）门口又交给卓力劳务外包安智负责人余小川 100 元押金并且

他保证依合同日期干完后全额退还，下午分了宿舍。6 号 7 号两天办理了入厂相关事宜并签了合

同，8 号正式上班，自己花钱吃饭，当初说的包吃变成了自费，大概干了半个月手里快没钱了，

餐补一直不发，卓力劳务外包崛起天成负责人张宏说可以预支一部分工资，他们也就是说说到最

后他们也不管了。 

 

厂里温度特别高，因为在最高层，房顶又是用铁皮做的，头顶就一台小风扇，我们每天衣服都被

汗水浸湿，而且每天最少干 12 小时，不分昼夜半，就白天干活，从早上七点干到晚上十点，有时

还会加班十一点，从家里带的钱花光了一直给家里要钱吃饭，8 月 25 号说的会发一部分七月份的

工资给我们，到最后又是不了了之了， 

我们办了 28 号的离职申请，怕他们会乱扣钱在走之前就询问卓力外包劳务公司 28 号离职会不会

扣工资，他们说只要安合约走不会扣钱，27 号晚上干到十一点左右回宿舍整理行李，准备 28 号

回家，回去的车费也是家人打过来的钱买的，从开始到结束没见过一分钱，8.30 下午把七月份工

资发了，到 9.30 号发八月份工资时没想到他们竟克扣了我们一千多元！ 

我们学生组织起来给劳务公司张宏以及余小川要钱，可他们总是一拖再拖，在群里卓力外包劳务

崛起天成负责人张宏说卓力公司扣了他们十万块钱，让我们这些学生分摊负责！联系卓力工厂负

责人，他又说卓力公司把我们学生工工资都全额发给劳务公司了，并没有扣钱，他们双方一直在

相互推脱，我们并不清楚事实情况。从 9.30 号下午到十月中旬，我们一直在了解情况想借助网络

力量以及社会部门力量来帮助我们，崛起天成负责人张宏多次说退钱又以手机关机不接电话等方

式拒绝回答一直推延时间。 

 

姓名：徐  手机号：187391395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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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戴同学 

暑假工被骗事情经过： 

我叫戴，是湖北黄石人，在武汉读书。以下是我 2016 年暑假工作被骗的惨痛经历： 

2016 年暑假通过兼职群消息得知宁波有电器厂招暑假工，于是联系了一个名叫张发家的暑假工代

理人，中介公司叫共赢天下，公司在湖北武汉光谷。当时称 9 块每小时，每天工作时数为 10 小时，

月薪 3000 以上，包吃包住。在他的通知下，7 月 5 号在武汉东广场集合发车，那天来了将近 200

到 300 的学生，在车站的联系人让我们交了 400 元，说是去宁波的车费。 

7 月 6 号到达宁波慈溪杭州湾新开发区一个名为卓立集团的工厂门口，一个名叫余小川的中介代

理人在车上跟我们说一些关于暑假工作的情况，说这里工作是 9 块每小时，月薪 3000 以上，包

住，不包吃，每天有 8 元的餐补（实际上我们在那里工作没有收到餐补，全部自费，而且那里伙

食略贵，我基本靠馒头和饼度过那个暑假），并强制性的每个人收取了 100 元，说是我们想进厂

必须要交 100 元作为定岗费，而且承诺如果我们能够做到 25 号或 28 号就会返回给我们。加上之

前的车费一共收取了我们 500 元。加上我们后来在那里的生活开销总共花费了将近 1800 元到

2000 元左右。 

7 月 6 号到 7 月 9 号这几天，余小川和宁波安智人力有限公司的一个叫张宏的人一直在跟我们强

调，要是公司里面人力资源部的人问我们是长期工还是暑假工，一定要回答是长期工，不能说是

暑假工。当时我们因为在宁波待了几天，由于厂里面的伙食消费较高，我们又一直不能安排进厂，

所以有几个人就决定要离开，他们去问余小川要定岗费（因为没有进厂），但是余小川不给，也

不接我们的电话，让我们在他和张宏之间周旋，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7 月 10 号，我们才办理好他们安排的进厂手续，开始进入车间工作，是做一款煎烤器的流水线岗

位，我的岗位是用酒精擦拭已经做好的成品，但是在实际擦拭的过程中，我们却没有用酒精，而

是用一种有特殊气味的油脂液体，不是汽油，气味很难闻，听厂里面的老员工说是硅油，平时我

们都是用硅油擦的，一旦有上级的人或是客户来巡视，我们就要换成酒精进行擦拭，等他们走了

之后就又会换成硅油。本来暑假工的招工消息是说每天的工作时数为 10 小时，但是我们在那里的

真正工作时数平均为 12 小时，有时候产品数量没有达到规定产量甚至会让我们通宵加班到凌晨 1、

2 点，那里的工作环境很差，夏天特别热，工作又很累而且脏，像我，通常是一整天只要是在工

作的地方工作衣服基本都是汗湿的状态，一个月体重下降了 4 斤。 

7 月中旬，我就一直在问什么什么时候给我们工资卡，因为之前张宏说我们的工资最后是以打卡

的方式给我们的，一直到 8 月上旬才发给我们工资卡，而且期间中介代理人余小川承诺只要做到

25 号或者 28 号就会全额发给我们应有的 9 块每小时的工资，餐补和工资以打卡的方式给我们，

而且定岗费也会以支付宝的方式退还给我们。我是做到 25 号才办好离职手续离职的，但最终的工

资被扣除了 1000 多块，而且没有发餐补工资，之前的定岗费也没有退还。希望你们能帮助我们找

回公道，曝光那些黑中介和劳务公司，减少学生工被欺骗现象的发生，谢谢。 

姓名：戴  手机号：188714509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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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明同学 

大家好，我是河南省一名大二的学生，我叫明帅品，今年暑假为了帮父母减轻负担，挣自己的学

费和生活费，就跟着朋友一起去打暑假工，本以为可以挣到学费，没想到我们辛辛苦苦挣的钱却

被扣了好多，我们是 7 月 4 号考完试没回家，直接跟着我们的中介去了宁波，在去之前，他先让

我们交 100 块押金，说只要我们干到 28 号，就会退给我们，但当我们干到 28 号的时侯，他还是

不给我们，说钱他没拿，不要让我们管他要，这是他的电话(138382799XX)， 

 

当时车费他也收了我们 250 元，到了宁波，他就把我们交给另一个中介余小川，他又让我们交

100 块钱押金，我们都是学生，哪里会有那么多钱啊，一会要这押金，一会要那押金，我们不交

押金，他就不让我们进厂，也不给我们安排宿舍，我们当时在外面等了好久好久，外面还一直在

下雨，我们没有伞，连避雨的地方都没有，在这种压迫之下，我们只好又交了 100 元押金，大概

到晚上 7 点左右我们才到宿舍，打开宿舍门，我这辈子都会记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屋子像

废墟，好像出来没人住过，床是坏的，空调是坏的，连风扇都是坏的，就一个插座，我们手机都

没电了，连给家人报个平安都不行，他们的床更是夸张，坐在上面都好想要塌，每次上床睡觉都

要有人扶着床，怕床会歪，床上更是脏的不行，床是铁床，但上面的漆全都掉了，就在 8 点左右

我们又跑了很远的路，买了一个小被子，我说这么多，并不是在诉苦，我们是给人打工的，吃点

苦不算什么，这些我们都能接受，但我们挣的血汗钱他们能不能给我们， 

 

我们是 7 月 8 号正式上班的，因为知道我们都是暑假工，所以我们车间主任专门给我们这些学生

开了一条新的生产线，专门做一款 6200 的煎烤器，运往国外，他们还说我们只要完成产量，就会

给我们提前下班，我们的任务量一天比一天高，甚至达到一天要完成 1600 的产量，比其它线上的

老员工都做的多，说好的不加班，但我们有的时间能加班到 11 点，我们虽然是暑假工，但我们也

是人啊，不公平的待遇表现的这么明显，我们工资比别人低，一个小时 9 块钱，说好的餐补一天

8 块，我们却一分钱都没有，别的老员工，每天的伙食都是 3 菜一汤的，还带肉的，我们呢，没

有钱，只有去超市吃泡面，还有些我们寝室的女孩泡面都吃不起，吃的是白馒头，足足吃了两个

月，还有那些男孩子给我说，他在这从来没有吃饱过，不论多么艰苦，不论怎样被老员工欺负，

我们都坚持下来了，就是为了拿到我们应得的， 

 

就这样我们做到 28 号，因为我们马上要开学，所以我们就正常离职回家了，一分钱都没有发给我

们，因为他们说月底会发给我们，他们说话算话，月底给我们打钱了，给我们打 7 月份的工资，

给我发了 2370，我七月干了 23 天，加班 85 个小时，怎么说也不应该只给我们发这么少啊，我们

就打电话问，他们就说餐补没有发，下一个月会给我们，我们也都没说什么，等到下个月月低，

他们又给我们发了工资，但我看到工资的时候，我吓到了，1900 块钱，我 8 月份干了 25.5 天，

加班 103 个小时，还有我这 48.5 天的餐补，怎么也不会是这么少吧？足足少了一千多吧？当时脑

子一片空白，怎么会少这么多，然后我们武汉的同学就发了微博希望好心人看到会帮帮我们，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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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公司见到了，就说工资全发给我们的中介了，中介那边又另外一种说法，反正就是不给我们，

最后因为这个事情影响比较大，卓力怕影响公司声誉，就准备把餐补给我们，但他们也只发了一

部分人的，我们还有一部分到现在还没发，给卓力他们打电话，他们说他们会处理，但第二天电

话就打不通了，至今为至还打不通，不知道他们的诚信在哪里，不论是卓力集团还是中介公司，

我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协议，但属于我们的工资，你们给我们好吧，我们也都只是学生。我们也

只是想挣个学费而已，同样是人，如果你们的孩子遇到这种情况，你们会不会心痛呢？但我们也

同样是父母的宝贝。   

 

姓名：明                                  

电话：187391776XX 

工作天数：48.5 天 

工作时数：576 小时(含加班时数) 

押金：100 元 

水电费：121.25 元 

餐补：388 

总工资：7588 元(按一小时 12.5 元) 

已付工资：4270 元 

扣除水电费还差 3196.75 元(不含押金) 

 

 

 

 

8. 李同学 

我是李，很感谢你们抽出你们宝贵的时间来看我遭遇的经历。 

之前我们交了车费 250，这钱是给学生代理的，7 月 4 号中午考完试，快晚上的时候，我们在快

到校门口的地方集合，学生代理说我们需要交押金 100 元，这是中介李冰说要收的，然后我们就

交了. 晚上 8 点左右我们坐上大巴车去往浙江宁波，7 月 5 号下午 3 点左右到达，在快到厂的时候，

中介余小川上车告诉我们只要按照规定离职，我们就不会扣任何工资，下车后，余小川让代理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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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我们 100 元作为押金，并说，只要干到 28 号，100 元就会给我们，然后我们又交了 100，等于

是我们一共交了 450 元。之后我们去宿舍了，6 号 7 号办了相关手续，8 号正式工作，没想到，

我们来之前说的一天 11 个小时左右，一个小时 9 块钱，变成了一天至少工作 12 个小时，有时我

们一天工作时间达到 13 个半小时。他们说的包吃包住，可是在那里，他们没有给我们餐补，我们

都是花的家里的钱。7 月份的厂里很热，我们在厂里，每天都是汗流不止，只有头顶的一台小风

扇。 

到 8 月的时候，劳务公司说 25 号的时候会给我们发一部分 7 月份的工资，然而没有发，直到我

们做完 27 号晚上，28 号回家，总之，在厂期间，我们没有见到一分钱。我们在走之前，也问过

劳务公司，说我们现在按照规定做完了，会不会扣钱，劳务公司说不会，没想到发了工资之后却

发现少了 1 千多。现在我们向 卓力劳务外包崛起天成的负责人张宏，胡志峰，卓力劳务外包安智

负责人余小川要少的工资，餐补，押金，他们故意向后拖，卓力知道这种情况，也承诺我们会协

助解决，却没有下文。在我们的不断努力下，现在部分人发了餐补和部分押金，但少的工资还有

部分的押金没有发。我现在的状态是少的工资和李冰的 100 元押金没发。 

我知道，中介都会挣我们的钱，但是他们太过分了，他们连我们最基本的工资都没发够，我们在

厂里的那段时间，吃了好多苦，有多少次我们想要放弃，但是想到可以为家里减轻点负担，我们

选择了坚持，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是手上磨泡，手指的指纹磨平，手指胳膊划伤流血，每天因为我

怕热，再加上厂里温度高，我每天都汗流浃背，每次下班后手和胳膊都脏兮兮的，因为这个厂里

休息时间太少，有时我为了可以多休息一会，选择不吃饭。我只是没有想到会是这个结果，第一

次出去打工就遭遇这样的打击，真的好伤心！ 

我真的很气愤这些中介，如果我们不对他们加以反击，他们会越来越猖狂，自己却只是一个大学

生，社会经验太少，遇到这样的事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希望借助你们的力量，可以帮我

们找回工资，真的太感谢你们了！ 

 

姓名:李 

手机号:187391370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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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杨同学 

暑假兼职经历 

暑假两个月的假期，想出去兼职赚点零花钱。在朋友的介绍下，我在一家名叫“汇楚人力资源公

司”交了“一百”的押金报了名。当时他们是说把我们们安排去深圳的公司，还说工资是五千往

上走，提供免费住宿。可是在走的前一天我们被告知不是去深圳而是去浙江。他们的理由是说我

们放假太晚，深圳那边已经不需要暑假工了。 

七月六号我们在武汉职业技术学院集合，由中介代理坐大巴前往宁波卓力集团。七号到达工厂门

口，我们被一个叫余小川的人接管，他说他是“安智人力资源公司”的，负责将学生工送给劳务

公司，随后他带领我们进入工厂。我们被带到工厂的一个办公的地方，这时又出现了一个人，他

叫张宏。张宏介绍自己是“崛起有限公司”的，是负责接收我们这批学生工，并且负责我们的住

宿和正式办理入厂手续。黄昏时，我们交了一百的住宿管理费才正式入住工厂的宿舍。坐了一晚

的车又被折腾了这么久，整个脑袋都快混沌了，体力也快达到了极限，我实在没有精力去思考在

这错综复杂的关系里隐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八号我们办理厂牌，输入指纹。到了七月十号我们才正式进入工厂做事。我们被随机安排在各个

车间，并由车间主任分配我们在哪个线上工作，线上主要是生产各种烤箱。我被分配在三车间的

三号线，刚开始做的是一些杂活，打扫卫生，涂硅胶，擦烤盘。工作还是蛮轻松，但是工作时间

还是蛮长的。没做几天，我就被分配到了前加工，在这里我的工作没有固定的，班长叫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穿线，打螺丝，弄电热板，基本是什么都做。我们和老员工一样每天六点多起床，

七点正式开始工作，晚上九点半下班。如无特殊情况，一天的工作时间是十二个小时，如果产量

达不到就要加班，时间不限。日复一日的工作，我们就像机器一样。每天都有人因为受不了这种

高强度的工作，选择了离开。而后来证明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当然这都是后话。 

七八月份，一年中最热的两个月，没有空调，人又这么多，风扇吹的都是热风，每天机械的工作，

时不时的被班长骂，被老员工使唤。我不知道坚持下去的动力是什么？最后我还是做到了八月底。 

八月二十五号这天，我们准备办理离职，可是班长拒绝给我们离职单，没有离职单我们就不能走，

如果走了就属于非正常离职，是要扣钱的。最后中介这边的负责人叫我们把厂牌交给他，他会帮

我们办理离职。当时我们就问他是否是正常离职，会不会扣我们的钱，他说不会扣任何费用，说

的信誓旦旦的，我们就相信了，把厂牌交给他了，然后就回家了。 

八月末尾七月的工资打到了我们的卡上，除了扣了我们一些水电费，七月的工资并没有少。可是

九月末尾发八月的工资时却少了一千多。刚开始找他们时，他们说我没有做完，扣了我的钱，给

我看他们记录我的工时也都是错的。之前说的一天八块钱的餐补和住宿管理费都没给我。到最后

他们就不接我们的电话。到现在都没发清工资的我真的无奈又无措。中介这行水太深了，以后真

的不敢找中介了，骗的我们苦不堪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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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杨同学 2 

我是 2016 年暑假被安排到宁波慈溪市卓力打暑假工的一员。在六月 25 号放了暑假后，由于我之

前在武汉没有找到比较适合的工作，然后就和武职的几个朋友去找暑假工，我有一个朋友当时是

中介的代理，觉得还比较靠谱就跟着他们一起去了。由于我朋友她们是七月五号才放假，然后等

到五号之后就和她们坐上了去宁波打暑假工的大巴。因为事先我通过我朋友在卓力劳务外包公司

那里报了名字，最初报名深圳，但随着她们放假时间的慢慢接近，四号的晚上，卓力劳务外包公

司告诉我朋友说深圳不能去了满人了，我们只能去浙江亿达电子厂，但是我们当时已经买好了途

中的食物以及去后的生活用品，而且想着都这个时候了，为了能赚钱就好就同意了去浙江亿达那

边。当初中介说去那边周末单修，工作时间不会超过十个小时而且还说什么包住包吃等等听起来

很正常的条件我们才会去。然后，我们就事先交了 300 的车费然后我朋友她们交了 100 元的定岗

金，我没有交，因为我是后来加进去的。然后当我们上车的时候，中介的说法又变了，说一天要

工作十二个小时，包括吃饭的时间，不包吃，但是会每天给我们发 8 块钱的餐补，我们当时已经

坐在车上了，而且已经交好了车费，想了一想如果不去的话，在武汉也找不到什么工作，然后我

们还是去了。 

 

我们坐了一整夜一共 15 个小时后，我们一车大概五六十人到了慈溪市卓力集团门口。去了那里却

并没有马上安排我们，也不让进厂，让我们一直在外面待着。然后那个中介的负责人（余小川）

在外面一直跟我们说 进去了不要说自己是暑假工，还说出了什么事情他们是不会负责的，当我们

问到工资的时候，余小川说你们走的那天会把工资一次性全部结算清楚，不会拖欠任何工资，还

说我们的工资按小时一个小时 9 块，另外再交 100 的宿舍管理费（其实根本就不存在那所谓的企

业要收的 100 块钱的宿舍管理费），不做到八月 28 号不退这个钱，还有餐补是一天八块钱，这

些条件我们都有些不能接受，当时就有人受不了走了，但是我们既然来了，跑这么远花了几百块

了现在放弃不划算，所以大部分人还是接受了这些条件。当时我们傻傻的就信了，之后微信上还

问了他一次，问工资到底是怎么发的，余小川当时回复我说，工资是一个月发一次，并不会压工

资。 

 

当时他们一二点的时候就把我们领进了厂，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培训，然后好像是厂的负责人问我

们有没有人愿意去高温车间，说工资会高一点，一个小时十块钱，说什么男生去最好，比较容易

吃苦，当时还把男生分成了好几批，然后就一直把我们晾到下午五六点才安排宿舍。第二天又让

我们签了劳动合同，只有一份还是他们留着的，他让我们只勾选发放工资方式即银行卡方式，再

写上一些关于自己的信息，比如姓名身份证号码什么的，但当天也并没有安排我们上班，第三天

还是没有安排工作，而且也已经跟我们讲好所有工作条件，早早收了我们的身份证在当天给我们

发放了厂牌，并且分好了车间，并去激活按指纹了，虽然当天还是没有开始工作。第四天的时候，

我们又去厂里，然后跟第二、第三车间分配工作，我当时是第一车间的，然后那个车间主任跟我

们说让我们先回去，明天再过来。然后我就一个人回去了，我朋友她们还是去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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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听那些老员工说厂里最终的条件是，每天工作时间最低 12 个小时，一个月只放

两天假。不得不说，工作强度还是很大的，有一些人干了几天受不了就走了。这个厂经常加班。

随便一天 13 个小时家常便饭，由于我比较幸运，没有分配到车间  ，而是分配到一个小办公室旁

边的一个小车间。但是，每天工作的时间也少不少哪里去，有一次为了赶产量，那厂长直接要我

们加班到 12 点，第二天还是正常上班，有一次厂里有大型的检查，那主管跟我们说 就说自己一

天工作 8 个小时，然后周末还有双休，叫我们不要说出自己的真实情况。这个厂里进了好多暑假

广告，还有别的地方的，然后有的暑假工的工资发的很少，做了十几天只发了几百块钱，而且她

们的工资还是 12 块钱一个小时。我们当时就慌了，然后不停的给余小川打电话问工资的事情，过

了几天，余小川就到厂里来了，这次他跟我们说，只要我们做到 28 号工资肯定是没问题的，还说

我们走的那天肯定会拿到工资的。有人还问了保险是什么情况，他说，保险是我们公司自己出钱

帮你们买的不用担心，然后又给我们讲 一堆，让我们不用担心啥的，如果工资有问题，他肯定会

帮我们要回来啥的。然后我当时就不想干了，我朋友她们说，来就来了，现在走肯定拿不到钱，

就这样为了工资，我们终于熬就这样到了八月底， 

 

我做到了 8 月 24 号，25 号那天我跟那边的主管请假了，按照当时负责人余小川所说。所谓宿舍

管理费是可以退一半 50 的，因为要开学了根本不可能做到 28 号，然后我们把厂牌交给中介负责

人，他们说可以给我们办正常的离职手续而且不扣任何费用，我们问了非常清楚之后。我们都放

心的回家了。到了八月底发了七月份的工资，大概没少，就是那个数，我们记得只扣了 50，我们

都觉得这 50 是水电费，所以觉得七月份工资是没问题的，可是，九月底，我们暑假工的群就炸开

了锅，因为都少了一千多，甚至有的根本没发，餐补和宿舍管理费更是没有了影子。我们不断跟

卓力劳务外包公司方面交谈，他们却说我们没有做到 28 号厂里面扣的他们的钱，扣了 15 万，他

没办法只能扣在我们头上，让我们分摊这 15 万，至于餐补因为没有拿到我们走的时候的具体时间

表所以现在发不了，请我们给他们时间他们去宁波谈，好，我们给他们时间， 

 

现在过了半个月了。他们却还在推辞，一直在推辞，一会推给工厂一会推给劳务公司。之前我少

的工资加上餐补和宿舍管理费总工少了 1217.5，后来通过我们的多次电话交涉，卓力劳务外包公

司（宁波崛起天成贸易有限公司）老板表示替另一个卓力劳务外包公司（宁波安智人力资源有限

公司）垫付餐补给我们，餐补于周三发给了我，同时替我们垫付的卓力劳务外包公司（宁波崛起

天成贸易有限公司）老板（胡志峰）要求我发一个证明他们替另一个卓力劳务外包公司（宁波安

智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发放餐补给我们的信息，但是我却没有收到餐补的钱。后来发现有好多一

起去的餐补没有发，发的只是一部分人。 

 

当初进去的时候，那边的主管就知道我们的这种情况，当时直接承诺我们，工资厂里面是不会少

我们一分钱的，要少也是中介扣得！但是，后来发生这种事，我们打电话到卓力，卓力财务表示

未克扣我们一分钱，打给经理，他说要我们删除微博，因为没扣钱，而且承诺会帮我们追回工资，

但是如今却没有下文的事。另外在卓力工厂里面遇到了不合理的一些事，比如超时加班，却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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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工作的事，而且在高温的时候也从未停止过加班，而且听说在厂里出事的话，厂里是不会承担

任何责任。 

 

卓力劳务外包公司有武汉汇楚人才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宁波安智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宁波崛起

天成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安智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联系人：余小川 

宁波崛起天成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宏  胡志峰 

据统计安智和崛起这两家卓力劳务外包公司一共吞了我们暑假工十万左右。 

 

姓名：杨 

联系方式：159719254XX 

 

 

 

11. 梁同学 

我是河南一名在校大学生今年暑假七月份本来要和同学说好去苏州打工，但是临走那天天才被告

知要去宁波。之后就随同校朋友到一个叫卓力集团的厂里打暑假工，当时的劳务公司崛起天成说

进厂后会全权负责我们的事情，但是我们要交一百入住费，干到二十八号会退。 

让我们冒充长期工进厂，如果让厂方知道我们是暑假工后果自负（为他们以后有理由扣我们钱有

理由）然后欺骗我们让我们签了一个合同，七号入的职，当天就开始工作了，说的是每个小时九

块，一共八小时，加班费 12.但一天工作超过十三个小时，其中有三次是加班到 12 点之后的.但是

工时只记到九点半，没加班费也不给休息时间，生病请假也不给批假。 

带病工作还会影响整条线进度工作平时无论你是迟到还是各种稍微不按班长所说的去做就会用罚

钱威胁，工作中各种小伤不断，也只是让拿创可贴贴上然后继续工作，最后一个星期我被安排到

仓库工作本来以为会轻松不少 但是在密闭的空间里没有通风窗户五六个人只有两台小风扇几乎每

天衣服都没有干过。 

各种平时的生活费还要靠父母给打据我到卓力的五十多天天算，我只休息过两天。本来还有两天

休息时间 但是厂里边说因为劳务他们和厂里边签的是我们一个月要干满 300 个小时，然后那两天

就被叫到一个环境特别差温度极高的压铸车间加班两天且没有加班费本来说的每月两百，一天八

元的餐补到现在还没发，而且想走不给离职，如果离职就扣 450 威胁我们，本来说好的干到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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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号就不扣钱，但是实际是直至今天十月 25 号还拖欠八月工资近 1500，餐补更不用说了，

（据我现在得知我们的工资无论要不要得回来那 450 扣定了）一上全部有证据可言，没有半点虚

假，据他们的意思是我们好欺负不发也行。。 

 

姓名：梁 

煎拷器一部 

联想方式：159366733XX 

 

 

 

12. 潘同学 

在之前联系好了中介，7.5号那天期末考试考完了就到了武昌火车站，一个人交了300的车费，在

下午5点从武昌火车站发车，7.6早上11.00到达卓力.去安排进厂的人每个人交了100的押金，有的

人感觉坑就没交，就走了。我7.6号那天被强行签了一份合同，7.6号晚上被安排进了寝室，我们那

一批人都安排的蛮晚，都被安排在了煎烤器部门。煎烤器有三个车间，我们那批人最早是一车间

7.8的被安排的，而我是三车间的7.9才被安排，拖了3天才安排。而我们进了车间才知道不是像他

们当初承诺的那样好，车间很热，并且很脏，我们这批人还天天强行被要求加班，几乎每天都是

7.00到晚上21.30.中午休息1.30小时，下午休息0.5小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每天的餐补只有8块，

每天是真的吃不饱，还吃的不好。每天就这样重复着加班，加班，加班。没有什么闲时活动，就

这样重复着痛苦，苦涩，无聊。终于它也会结束，我的暑假工在8.28号那天18.00结束了，最感动

的是最后那天没有加班。我于7.6到慈溪卓力，7.9被安排上班，8.28结束，就7月份休两天，8月份

没休。29号买回了到湖北的票，30号回了湖北，我们的工资也是那天发了，8月底发了7月份的工

资，没有少。还有8月份的工资没有发，他们中介说9.30号发。于是也等到了9.30号那天，发工资

的那天看到工资吓到了，只发了1900！！！本来要发3300的。少了1400多，今天10.30号了，发工

资都一个月了，现在打电话负责人的手机关机，工资不知还追不追的回。   ps:我们每小时的工资

才9块，每天餐补才8块。                      愿中介都良心一点，让社会美好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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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牛同学 

姓名：牛 

电话 181864313XX 

  在学校之前有一个同学是暑假工的代理乔桥，因为有一个关系不错的同学介绍的然后就在他那报

名了，报名之前签了一份合同：工资 9 元╱小时，餐补 8 元╱小时，加班另算工资，不想加班也

可以不加班，只不过工资要少一点，每个月最少还有 4 天的休息时间，工厂包吃住，在签合同之

前还交了 100 的押金，并且说是上完班回来之后会退的，然而回来之后并没有推还给我们。 

  7 月 4 日每人交了 350 快的车费从武汉坐车 7 月 5 日早上到浙江宁波慈溪市卓立集团所在地，到

了之后每人又交了 100 的押金给中介（余小川），并且中介承诺 100 快的押金会在做到 8 月 28

那一天之后退还 5 号一天办理厂牌，分宿舍，6 号早上集合之后分配车间正式上岗。正式上岗之

前签过合同，也就是在原来的合同的基础上添加的一些东西，因为第一次暑假工没有这方面的经

验，所以合同并没有仔细的看，但是合同的第一页上面写的是劳务合同。但是当我们真正的去后

才发现加班并不是自己想加就加的，加班是强制性的，每天工作 12 个小时，白天上午和下午工作

8 个小时，晚上加班 4 个小时，如果那一天加班不去的话就给你算旷工，按旷工处理的话会扣你

150 的工资，并且旷工那一天的工资也没有， 7 月份共计上班 22 天，中间休息了 2 天，8 月份共

计上班 28 天期间休息 1 天，每次放假休息之前都要加班到 24:00 有时候可能更晚，每天上班是

12 小时制有时候也有不定的加班。离职的问题我们在工作的时候询问过工厂和中介公司，但是工

厂煎烤器四部的王部长说我们是劳务工需要工头去和工厂方面谈。然后我们联系了中介，中介

（余小川）给我们的答复是 8 月 28 日说他们会安排我们所有的学生统一离职并且不会因为离职的

问题克扣我工资，但是到了最后几天快要离职的时候中介安智人力资源有限公司通知我们说这个

工厂的离职非常暴力什么的要扣 450 的工资才能离职，工作期间也一直都有询问工资问题但是劳

务公司崛起天成张宏所在的公司一直都是回答在 8 月 28 日会发 7 月份的工资 9 月 28 日会发 8 月

份的工资，但是到了 8 月 28 日之后推到了 8 月 31 日 31 日到了之后又称节假日发不下来工资为

由推到 9 月 10 日，10 日工资还是没有发下来最后再 9 月 12 日才发，但是 7 月份的也才只发了

1400 多一点 8 月份的工资拖到了 10 月 11 日发了 1960 到现在工资还差 2000 多元需要补发。 

  离职之后因为工资拖着我不发的问题我们通过种种努力证实了工厂并没有克扣我们的工资，已经

全部发给了中介公司，但是黑中介公司和劳务公司还用种种理由克扣我们应得的合法的劳动所得，

虽然说他们一直承诺我们说工资的问题会发下来，需要给他们一些时间协商，对于他们这些答复

我表示我不能相信，工资工厂那边已经发给他们了，发给我们就是了，他们还需要时间协商什么，

难道说协商一致之后他们从中间拿掉多少最合理，可以让我们在拿到这些经过了他们层层的剥削

下来之后只剩下了那么一点的血汗钱而没有话说么？我也只是很多被中介坑害的其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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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王同学 

我是 2016 年暑假被安排到宁波慈溪市卓力打暑假工的一员，我叫王。 

2016 年五月底，要放暑假了。正值很多大学生和高中毕业生找暑假工的时候，当时我和我朋友开

始找的时候武汉本地已经没有了，就在一个熟人的介绍下在一家名叫汇楚人力资源公司报了名，

当时承诺安排我们到深圳。汇楚那方面讲的很清楚，周末至少单修，工作时间不会超过十个小时，

两个月综合工资五千往上走，这些条件等等听起来很正常的条件我们才会去。当然，还交了 100

的定岗金。 

七月五号放假后我们联系汇楚却被告知深圳那边不需要，我们只能去浙江，开始我们是拒绝的，

后来我们还是妥协了，因为考虑到要重新找地方很麻烦而且当时武汉在发洪水，大雨已经下了很

久，火车站地铁站全部停运。我们没有别的选择。6 号晚上我们一批人在武汉职业技术学院门口

集合于下午五点坐上开往宁波慈溪的大巴。坐了一整夜一共 15 个小时后，我们一车大概五六十人

到了慈溪市卓力集团门口。 

    去了那里，由一个叫余小川的人在车下等着我们，告诉我们我们由他负责，有什么问题都可以

找他。在这里必须要讲一下这几家公司和负责人之间的关系了。汇楚，是一家中介，专门专门招

收学生工，主要途径是代理，这些代理也是学生，学生收学生，很容易的，谁还没有个人际关系

是吧。然后余小川属于安智，也是中介，扮演中间人的角色，主要接受汇楚这边松送过来的学生

工然后交给这边的劳务公司。另外一个人。张宏，属于崛起有限公司，专门管理卓力从中介接受

到的学生工，还有专门的负责人住在厂里面方便我们有问题随时找他们。 

   余小川这个人呢，属于安智人力资源公司的，也是一家黑中介，给的名片地址后来我们去找了

根本就是假的，都是骗人的，这个先不提。余小川并没有让我们马上进厂，他在外面给我们做思

想，讲规矩之类的，还冠冕堂皇的收了我们每人一百的宿舍管理费，说是厂里面的宿舍管理处要

求的，跟他没关系。我们很天真，我们真的很傻，我们全部都交了，还有借钱交的。后来一直把

我们晾到下午五六点才安排宿舍。说到宿舍问题，其中我们有八个女生住在一个宿舍，宿舍并没

有大门，我们住在二楼边上，当时发的钥匙有问题，我们长宿管反应，宿管不管说让我们找工头，

我们找了工头，他们总是说明天给。半个月了都没有给，去了工头负责人宿舍也是不给，我们八

个女生，住在没有钥匙的宿舍真的不知道怎么办，贵重物品全部随身带着，这个钥匙的问题一直

到我们八月底都没有得到解决，可见中介方面极其不负责任！ 

 

   然后八号，也就是第二天，带我们签了合同，由于我们法律意识淡泊，并没有好好研究所谓的

合同，都签了。还给我们办了厂牌，存了指纹。第三天，也就是九号，还是没有安排工作，而且

也已经跟我们讲好所有工作条件。听好，重点来了:每天工作时间最低 12 个小时，正常时间是早

上七点到晚上九点半，中午晚上吃饭时间为一个小时和一个半小时，一个月只放两天假，工资按

小时一个小时 9 块，另外 100 的宿舍管理费，不做到八月 28 号不退这个钱，还有餐补是一天八

块钱，这些条件我们都不能接受，当时就有人受不了走了，但是我们既然来了，跑这么远花了几

百块了现在放弃不划算，所以大部分人还是接受了这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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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第四天我们一行人终于被领到了车间工作。不得不说，工作强度还是很大的，刚开始去根本

接受不了，外部条件艰苦，车间真的很热，真的很热。七月份的浙江，跟火炉一样。我感觉每天

流出来的汗都有几斤，好好的女孩子也被折腾的不像女孩子。每天机械化的重复同一个动作，由

于是生产线，不能停，不能休息。还动不动被班长骂。果然，有一些人干了几天受不了就走了。

这些人后来中介那方面以没干满 13 天拒不发工资。一分钱都没拿到，加上来这里所花的各种钱却

还倒贴大几百。另外，厂里面真的有人中暑，最后突发心脏病导致死亡，死者家属还来厂门口闹

事了，传的沸沸扬扬。没有空调，风扇靠自己能不能找班长要到，就算要到也是热风，但是我们

都坚持下来了。这个厂经常加班，随便一天 13 个小时家常便饭，有一次直接加到晚上十一点半，

下班后我就趴了。但是，我们都忍了。 

   终于就这样到了八月底，我做到了 8 月 25 号，按照当时负责人余小川所说。所谓宿舍管理费是

可以退一半 50 的，因为九月初开学不可能做到 28 号而且票特别难买。厂里面办离职手续特别难。

并且当时的班长以安智方面和厂里面签的我们是长期工为由拒绝给我们离职单，没有离职单无法

办离职，走了会被扣钱。这个时候，中介方面留在厂里面的负责人出来讲话了，他让我们交厂牌，

说会统一给我们办离职，不扣任何费用。这个问题我专门去和当时的负责人谈过了。他说的很真

诚，我们又相信了，都放心的回家了。 

   到了八月底发了七月份的工资，没少，除了扣了五十多块钱的水电费之外，没少就是那个数。 

   可是，九月底，我们暑假工的群就炸开了锅，因为都少了一千多，甚至有的根本没发，餐补和

宿舍管理费更是没有了影子。我们当然很气愤很恼火，有种被卖了的感觉。我们不断跟中介方面

交谈，他们却说我们没有做到 28 号厂里面扣的我们的钱，至于餐补因为没有拿到我们走的时候的

具体时间表所以现在发不了，请我们给他们时间他们去宁波谈，好，我们给他们时间，现在过了

一个月了。他们却还在推辞，一直在推辞，一会推给工厂一会推给劳务公司。直到现在，所有关

于他们的联系方式，张宏以及余小川这两个主要人的电话全部打不通，关机。我们工资少了一千

加上餐补和宿舍管理费总工少了一千多！这些都是我的血汗钱，我辛辛苦苦挣的，他们却想坐收

渔利，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据统计安智和倔起这两家一共吞了我们暑假工十万左右。这些

数据也是我们学生方面辛辛苦苦收集到的，我们想通过自己的方式拿到自己应该得到的血汗钱。

让黑心的中介得到曝光，不能让他们坑害其他学生。 

   在厂里面的时候一起做事的还有几百个大学生，和卓力有合作关系的一共有五家劳务公司，安

智只是其中一家，据我们知道的，其余别的劳务公司的暑假工都已经正常发了工资圆满的结束了

这个的暑假工之旅，可是我们却是苦不堪言。 

   我们都是学生，我们很无奈。我们很天真，我们太善良。只怪中介水太深，趟过这趟水，从此

不入中介门。 

王     手机号 183072325XX 

 

感谢帮助我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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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王同学 2 

我叫王，来自武汉职业技术学院。2016 年 7 月 4 日通过中介（武汉蓝波）介绍在武汉武昌火车站

坐大巴前往宁波做暑假工。其中车费交了 400，本来在武汉说的是去宁波长风电器厂，结果 5 号

到了宁波又改成宁波卓力集团，地址是浙江省慈溪市兴慈三路 210 号，原因是原来的工厂人数满

了，要我们服从安排。到了宁波负责我们的是一个叫余小川的人，他是宁波崛起天成驻武汉办事

处的，他说工资是 9 元每小时，包住不包吃，有餐补，一天 8 元。另外一下车余小川就收了我们

每个人 100 元的押金，说是我们走的时候会退。其实到今天 2016 年 10 月 22 日也没有退。5 号以

后，到了 9 号才正式上班，在这几天时间里，由崛起天成的张宏带领我们办各种入职手续，其中

余小川要我们对卓力集团说我们不是学生工，是长期工，要做到过年，其实余小川肯定清楚我们

都是学生，到后其实车间主任甚至卓力老板都知道我们是学生的身份。在流水线上的工作，装配

煎烤器，每天除了周日，基本都是每天 12 个小时的工作时间，甚至 7 月 31 号为了生产量加班到

23 点 50。我做到 8 月 27 号，到了 28 号就没有做了，张宏说 8 月 25 号以后走的不会扣钱，我也

问了余小川 28 号不做也可以退我们 100 元押金，我们的工资是每月 30 号发上个月的工资。到了

8 月 30 号发 7 月份工资发了 2263 元，7 月份做了 22 天，共 257 个小时。9 月 30 号发 8 月份工资

发了 1891 元，8 月份做了 27 天，共 307 个小时，正常应该是 2763 元，还有餐补 7，8 月份餐补

392 元没有发。当然还有扣除我们的水电费，我从 7 月 5 号到达住进工厂宿舍到 8 月 28 号离开共

55 天，水电费按一天 2.5 元算，一共 137.5 元。综合来说，我一共做了 257 加 307 等于 564 个小

时共 5076 元，再加每天餐补按 7 月 9 号正式上班到 8 月 27 号离职共 392 元餐补，除去水电费

137.5 元，应该发给我吗 5605.5 元，实际共发了 4154，差了 1451.5 元。 

姓名：王 

手机号：158275324XX 

 

 

 

16. 田同学 

暑假通过学生介绍的中介找的工作，7 月 4 号考完试就休息了一天于 7 月 5 号晚上坐车去宁波。

刚开始去的时候和我说的是去宁波，是一天八个小时，每个小时 10 块钱，其他时间算加班，加班

费 12 块，问具体做什么的，也说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还是交了三百车费上车走了，第二天中午才

到了卓力电器厂，而且还不是宁波，再车上时候说，一天 12 个小时，一个小时 9 块钱，餐补一天

八块钱宿，我们就沸腾了，但是想着到了还是挣点零用钱吧，还是不回去了，努力干吧。 

 

然后交了入职费 100。.弄了整整一个下午还没有弄好，只好先分宿舍，再办入职，就这样办入职

办了两天半才开始上班的，九号上班就直接上线工作，每天工作 12 个小时多，每个小时才九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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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每天加班。干了半个月发现手里钱快没了，然后想向劳务公司申请提前预支工资，然后这

件事他们也一直说在办理，最后就不了了之了。到了八月份了，工厂里又说，暑假工没有干到 25

号的不许走，不然就扣钱，然后我有接着干到 25 号，快到 25 号的时候，班长说崛起（劳务公司）

的人是长期工，不让离职，然后我打电话给劳务公司负责人张宏，他说没事，只要正常离职就可

以了，还问会不会扣钱，负责人说不会扣，现在工时少了，还被扣钱了。 

 

七月份工作了 21 天，共 247 个小时，发了 2177 块钱，然后我打电话给崛起，问他们餐补怎么没

发，他们说和八月份的餐补一起发，结果等到八月份工资是，发现我只发 1890 块钱，少了 715

块钱和餐补的钱。然后又打电话问，劳务公司说扣了水费一两百和 450 块钱。说是他们被厂里扣

钱了让我们平摊他们的被扣的钱。本来八月份工作 25 天，289.5 个小时，应该发 2605.5 块钱。接

着我们闹，劳务公司才把餐补发了 368，但是还是扣了我们的钱，欺负学生工什么都不懂，没有

太多条例保护学生工。，就敢扣钱。 

 

 

 

 

17. 田同学 2 

我是一名河南的大学生 ，今年暑假我和同学通过中介去打暑假工，我们 7 月 4 号上午考完试 ，下

午时候带我们去的中介李冰让我们交 250 元路费， 晚上就出发去浙江 ，经过 20 多个小时的车程

终于到达目的地，我们中介李冰让我们交押金 100，说是怕我们中途离开，只要工作到 8 月 28 日

就给我们退，接着又一个中介余小川来到我们乘坐的大巴上，说也让交 100 元定金 告诉我们只要

按照规定离职，就不会扣任何工资，余小川让代理收走我们 100 元作为押金，也保证，只要干到

28 号，100 元就会给我们，我们也没办法 ，只能交钱，说不交押金就没办法给我们安排，然后我

们到卓力又交了又交了 200，等于是我们一共交了 450 元。之后带我们去宿舍了，到了宿舍，我

们都惊呆了，宿舍的确是什么都有，只不过全是坏的，当时坐了一天一夜的车，我们只想好好休

息休息，宿舍的床更是让人想哭的，晃动的厉害，还有头顶的风扇上，肯本不敢开，因为随时都

可能会掉下来，安全起见，我们都没使用，由于我们来时候就拿个小的被子，我们就去超市要了

点纸板铺在上面，就这样我们睡了两个月的床板， 

接着 6 号 7 号办了相关手续，8 号正式工作，我的工作内容就是打螺丝钉，一天要打四千左右的

螺丝钉，刚开始的时候，不适应，浑身都疼，由于我们还小，所以就慢慢适应，坚持到最后，我

们来之前说的一天 11 个小时左右，一个小时 9 块钱，变成了一天至少工作 12 个小时，有时候还

加班到晚上十二点，之前说好的一个月会有至少两天休息。我们有多少次想要离开，可是我们都

忍着坚持下来了，我们在那工作两个月 总共才休息三天，他们说的包吃包住，可是在那里，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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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给我们餐补，我们没有太多钱去吃饭，大多数一天就吃两顿饭，我们都是花的家里的钱，不

好意思在问家里要钱。就这样熬到结束 

7 月份的厂里很热，条件很差，我们在厂里，每天都是汗流不止，只有头顶的一台小风扇 而且每

天还有规定的产量 如果规定产量做不完，就加班，在那里上班真的就是一言不合就上班，在那里

好多员工生病了还在坚持工作，原因是领导一般情况都不批假，除非及其特殊的情况 才会勉强给

你批假，领导每天只注重产量。到 8 月的时候，劳务公司说 25 号的时候会给我们发一部分 7 月

份的工资，然而没有发，直到我们做完 27 号晚上，28 号回家，总之，在厂期间，我们没有见到

一分钱。我们在走之前，也问过劳务公司，说我们现在按照规定做完了，会不会扣钱，劳务公司

说不会，没想到发了工资之后却发现少了 1 千多。现在我们向 卓力劳务外包崛起天成的负责人张

宏，胡志峰，卓力劳务外包安智负责人余小川要少的工资，餐补，押金，他们故意向后拖，卓力

知道这种情况，也承诺我们会协助解决，却没有下文。 

我们都还是是学生  暑假出去也只是想减轻家里的负担。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出远门  想体验

下生活  想为家里减轻负担  可是我们辛苦了两个月  坚持了两个月  最后换来的是什么   我们都是未

步入社会的学生  所以  对于外面的套路我们不懂  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相信中介  相信你们  可是最后

我们换来的又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也不想奢求太多，至少让我们的付出有所回报  希望您们会给我

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姓名:田甜 

下面是我的工资克扣情况 

7 月份发的工资没问题但餐补没发，8 月份 

 姓名：田 

手机号：187391638XX 

工作天数:25 

 工作时数: 304 小时 

押金:100（这是李冰的 100 没退） 

水电费:63.75 

已付工资: 1672 

餐补 388 未发 

是否愿意接受媒体访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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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胡同学 

暑假工遭遇黑中介经历 

我叫胡思燕，是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学生。7 月份经过同学介绍，跟随武汉职业技术学院一

大批学生，坐上大巴去了浙江宁波慈溪市兴慈 3 路。当时上车坐好位子的时候，有一个胖胖的男

的，跟我们说了公司的概况，工资 9 元一小时，绝不拖欠工资。等等这些，并要让我们能吃苦啥

的，主要的就是这些。最后收了我的 300 块，说是车费。当时没想这么多也没问他的名字和公司

的名称。随着大巴的发动，第二天我们来到了所在地。当时天很热，我们拖着行李箱，周围都是

工厂，我们一直在外面等有人来接我们。等了好几个小时，来了一个穿白色衬衫的男的，叫余小

川，他是武汉人，他说他不会坑我们最后还是收了我的一百块，当作押金，说如果没有做到 8 月

28 号的退 50 块，做到的 100 块全部退。然后工资之类的跟那个胖子说的一样。最后说无论如何

都不要说自己是暑假工。 

我们把行李箱放在门卫哪儿，我们在一栋楼的三楼会议室集合。很热很小，很多人挤在一起，我

很烦躁，我感觉自己真的被骗了。好久来了一个高高大大的男的，应该是这个工厂的老总叫做胡

志峰，这个工厂叫卓力集团。说是厂里有个车间很苦很累，需要一批人能去那个车间，那个车间

是高温车间，工作环境差，粉尘大对人体伤害特别大，没有保护措施，也没有劳保工具，更没有

口罩这种最基本的保护措施，也没有高温补贴但是卓力工厂对这些视而不见。10 块的一小时工资，

于是有几个男生去了未来多赚一点钱。我想走的其实，但是来都来了，而且已经七月都没办法再

回去找兼职，我就呆下来了。也是因为我有好多朋友在。然后又来了一个叫张宏的人，他是浙江

崛起天成人力资源的人。简单来说就是浙江这边的中介。给了我们合同，他有两个小弟，一个叫

杨可，一个叫张家辉。他们给了笔和合同，我们签了自己的信息。我忘了拍照，也忘了合同应该

是一式两份。只记得人很烦躁，人很多，叽叽喳喳的。然后就这样好久就结束。放我们拿行李，

去了自己的住宿。寝室里有个胖阿姨，老员工。八人间，空间还算大，浴室在别的一栋楼，两层。

一层男浴室，二层女浴室。这我都忍了，关键是还要收费，每次我都是不低于 3 块的啊，这也不

算什么，有时竟然还没水，我们大家都不洗澡，身上的一股味，哎。收拾收拾，出去转了一会，

就睡了。 

第二天我们在大门口集合，那两个张宏的小弟带我们去了旁边的 2 号门就这样排队最后又没什么

事，我才知道工作的在哪儿。最后让我们回寝室了，就这样反反复复集合又没什么事耽误了好几

天，原本我身上的一千块除去车费和押金以及这几天耽误的已经所剩无几，关键是在食堂吃饭也

要钱，当初说好的一天有八块的餐补，我便也没在意这么多。大概是第四天的时候，终于给我们

发了工卡和分配了车，我们排队去办公室打手指印，因为上下班打卡需要按手指印，他们办公室

谈话间，我听到说是不准有童工啥的。我没在意，后来才知道，未成年的这个工厂到处都是。当

我们到了煎烤器一车间的时候，来了车间主任说是那天算我们 80 块的培训的工资又让我们回去。

第二天又来了，车间主任问我们是不是暑假工，因为在此之前余小川跟我们说了千万不要说自己

是暑假工。我们几个女生说不是，主任说如果不是到时候不好离职的，有几个男生就说了是暑假

工。最后又让我们回去寝室，等到第三天上班的时候，主任说不要我们，说我们是暑假工，我们

给张宏打电话他来了跟主任说了几句，主任就要我们就上班了。前两天主任一直把我们安排在三

车间说是帮忙。在此我描述一下上班的工作环境，长长的流水线，面对面坐了两长排的人，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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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有很多类似锅一样的东西，有人是专门负责钉螺丝有人专门负责撕掉锅上的胶纸，每个人都

在忙，连来了好多新人他们都没时间抬头看。车间这样一排排的流水线大概八条。我们去三车间，

他们的主任让我和我的好朋友宋春艳搬货，是那种大大的箱子前面一个人负责装好，而我一个女

生负责把箱子搬到小推车上，堆满了就叫组长喊人过来拖走，我们是站着工作，因为方便，也是

在流水线上。早上 7 点到中午 11 点然后吃饭 12 点半上班下午 4 点半下班 5 点半上班直至 9 点半

下班。工作时间不定有时候加班 11 点都有的。那天我的手臂都抬不起来，连续在三车间上了两天

班。回到了一车间，我也没想过自己的公示谁帮我们记，只是说打卡会有记录。当时的一车间有

多热真的我从未见过一个工厂连风扇都没有的，热火朝天的所有人好像着魔不停工作。我们几个

小伙伴在一车间打包装带，还好大家都在一起，有个依靠。结果，那个车间主任天天找我们的茬，

据说他叫高星星。然后高星星就把我和我朋友赵书喆叫到生产线一号线。我是在那钉螺丝。就是

一个锅盖上面有孔然后把螺丝钉进去。我是来不及，我的手又很笨，所以根本跟不上。据我所知，

一号线上的工人都是老员工，他们都是计件赚钱，速度非常快。我的手还流过血，手上划过很多

条口子。有一次很过分的是我加班到快十二点，回寝室没洗澡，室友都睡着了。我真的很累，就

这么睡着了。因为之前余小川说过可以调换工作岗位。赵书喆造就受不了，带着我去找高星星。

我们一号线的班长，说句实在话真的很没有素质，在我们说要换岗位的时候，就骂我们，难以入

耳，甚至骂了我家里人。在此我就不说出来了。想要调换工作岗位。但是不给调换。我们打电话

张宏，张宏不在。是杨可出来调节，高星星因为之前的事不喜欢我们。就把我们调到一个叫修整

车间的地方。很热，很黑，很黑。看样子应该就是之前那几个男生去的地方。里面全是男人和阿

姨，根本没有一个我们这种女生。我明白他是故意这样把我们调过来的。两个小时之后，我再也

受不了，粉尘把我的鼻炎要复发，没有口罩，我的鼻炎会更加厉害。我就不想干了。我和赵书喆

就走了。当初说好离职很好离职的，高星星还是要为难我们。我们直接把手续交给张宏的那两个

小弟去办。给张宏打电话，他说没关系，工资不会少。我们就留了卡号走了。真的不想说什么，

洗澡吃饭都要钱，还要水电费，每天工作长达 12 小时。我们一起工作别的学校是 11 元一小时，

我真的不想说什么。就这样我离开了这个工厂。那个寝室阿姨是四川的，我也是。阿姨说他不敢

离职，因为这个工厂拖欠工资是很平常的，现在发工资都是一个月压一个月这种的。他所在车间

很累，他不想白干一个月，便内辞职。真是很可恶这个工厂。 

还有到了八月份，我没想到他们这么大胆，根本没发工资。当时我们在群里，我的好朋友让我把

卡号身份证号码等等一切信息发给他，我发了之后结果好久我的钱还是没到，我的好朋友的钱到

了。而且说明没做到 15 天的不发工资。觉得怎么可以这样然后我给张宏打电话，他说是工厂还没

发。我就等到 9 月上学的时候，当时在火车上，我朋友跟我说叫我看群里补发工资的名单，也是

没有我。来了之后跟几个同学商量再次给他打电话他说是工厂扣了他们公司的钱他要拿我们的血

汗钱补。我们给余小川打电话，他说找张宏不管他的事不要在找他。那个时候我们打工的群里这

里锅好多人发了工无故被扣了好多钱，而我是一毛钱都没发。最后，张宏电话直接关机。余小川

直接不管不理我们。我们打了余小川给的卓立的财务部说是已经发了工资不可能拖欠工资。（张

宏所在公司叫崛起天成 打工工厂叫卓力集团 牵扯到了另外一个公司安智人力资源）反正就是这样

一直拖着，到现在我还是一分钱没有，没人理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还我们一个公道，还我们的

血汗钱。我们总结了一下拖欠工资打达了十万以上。不是小数目，希望能查查他们，真的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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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谷同学 

我是河南的一名学生，今年刚上大一，想出去趁暑假挣点零花钱，所以和同校同学由一个叫李冰

的组织去宁波慈溪，但到慈溪以后，李冰在大巴车上就把我们一车人交给了中介公司，随后他就

离开回到河南，管理我们负责人叫余小川，但是我们下车以后余小川并没有安排我们进厂，而是

又把我们交到名字叫崛起天成的劳务公司，并要求交一百块钱的押金，称我们做到 9 月 27 号就再

发给我们，如果不交所有的人都不会安排，然后我们所有人都交了押金，我们要进的工厂叫卓力

电器集团，7 月 7 号我办完手续直接就开始工作，当时的劳务公司崛起天成说进厂后会全权负责

我们的事情，张宏是我们的驻厂负责人，可是我并没有见过他多少次，崛起还让我们冒充长期工

进厂，说的是每个小时九块，白天工作共八小时，晚上有加班费 12.但是一天工作超过十三个小时，

工厂班长把工时只记到九点半，没有加班费也不给休息时间，据我到卓力的五十多天算，我只休

息过四天。在上班期间，我做过产品包装，打螺丝等，清楚的知道他们以次充好，蒙骗商家，并

因为工作手上多处受伤也没有请假休息，劳务公司本来承诺的每月两百，一天八元的餐补直至今

天还没发给我，而且想走的时候不给离职，如果离职就扣 450 威胁我们，可是我要开学了，我们

还要上学啊！！本来说好的干到八月二十八号就不扣钱，但是实际是直至今天十月 30 号还拖欠八

月工资近 1500，餐补更不用说了，一上全部有证据可言，没有半点虚假，七月份我工作 23 天，

工资扣除水电费后数目是对的，可是八月份我工作 25.5 天，得到的工资只有 1650.5 元，而且七

八月份的餐补都没有得到，收到八月份工资以后给张宏打电话，他说十一他们公司放假，假期结

束后就立马给我们解决，可是一直等到现在„„在我们索要工资时张宏和余小川相互推卸责任，

都说自己不管，我感觉自己像是经过好多家被卖了一样，不仅每个小时的工资比别人低（八块），

而且最后还没有拿到应有的工资，现在中介劳务公司崛起天成负责人胡志峰，张宏更是手机关机，

无法联系，原先胡志峰安抚我们说 10 月 28 号会补发剩余工资，结果却不了了之，我是第一次出

去到外地打工，也是第一次接触社会！可是确实这样的现实，难道现在的工厂，劳务都是靠坑骗

劳动者的工资发家致富吗？我一个人一两千，那十个人呢？一百个人呢？一千个人呢？„„如果

放任胡志峰，张宏，余小川这样的人不管，他们会更加变本加厉，所以希望大家帮帮我，帮帮我

们！！！ 

姓名：谷 

煎烤器一部） 

联系方式：159364816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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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赵同学 

事情经过 

2016 年 7 月初，我和同学们一起想找一份暑期能做的兼职，补贴家用。经人介绍去了武汉余小川

代表的中介公司——安智人力资源公司，当时公司人承诺我们要去做暑假工的工厂在宁波，是专

门做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的电子厂，还给我们看厂房的照片，照片中的厂房干净明亮，工人们

都穿着防尘服，带着口罩，手套等基础护具，员工住宿条件不错，四人一间，有独立卫生间等。

真正打动我们的是工资，中介公司承诺，正常工资一个小时至少 10 块钱，加班是 1.5 倍到 3 倍工

资，有餐补（相当于是包吃包住），一个月基本能拿到 5000 块钱工资。我们想着中国是一个法治

国家，各项制度都较为健全，中介公司也是各种证件齐全的正规公司，应该不会骗我们的。 

2016 年的 7 月 6 号，我和同学们踏上了去往浙江宁波做暑假工的征程，中介公司收了我们每人

300 块钱，统一乘坐中巴车出发。在车上，同学们的心情都是忐忑而又兴奋的，还有一点对未知

的恐惧。到了浙江，带我们去的地方不是宁波，而是人迹罕至的偏远小镇上的黑工厂卓力,工资变

成一个小时 9 块钱了，加班没有加班费，餐补一天 8 块。厂房老旧破败，员工住宿环境恶劣，参

照中国 60 年代建筑，所有的一切都跟当初在中介公司里看到的，听到的和被承诺的都不一样。我

们想着来都来了，这些都忍了，好好工作吧，拿劳动所得工资。 

这时接管我们的公司变成了宁波张宏代表的崛起天成人力资源公司。而余小川等人以给我们安排

宿舍为由强行让我们交给他 100 块钱，说辞职回武汉后会退还，然而，到现在都没有退还。张宏

等人带我们去签空白的入职合同，我们都虽然很奇怪，张宏等人解释说因为人数多，挨个签时间

不够，所以我们就先签上姓名和身份证号，其他东西他们帮我们填。 

我们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签了空白合同，没想到这就是噩梦的开始。在卓力工厂煎烤器一部，

墙壁上张贴着 Cuisinart 公司及产品简介，我们知道这是美国知名的厨具品牌，以好质量占据厨具

市场。我们想着加工 Cuisinart 产品的代工厂卓力应该也是不错的工厂。但是在工厂内部，本该放

灭火器的箱子里放着员工的水杯。 

其他问题 

1) 强制超时加班，严重超过法定时间。我们一天要在岗位上工作基本 12 个小时，14 小时 15 小时

也是常态，工资一个小时 8 块实在太低了。 

2）恶劣的工作条件。工作车间高温，尘土飞扬，无口罩，手套等基础护具。 

3）大量违法的劳动合同。工厂都没有在劳动合同中保护劳工的合法权益。这些违法侵权反映在只

让工人签空白的劳动合同，不给工人劳动合同副本，甚至不签署合同。 

4）强制延长工时不计薪金。正常工作一个小时 9 块，强制加班也是一个小时 9 块. 

5）非人待遇。所谓的班长和主任可以随意摔东西，辱骂员工，放狠话，员工无人权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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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压榨派遣劳工。通过劳务派遣公司雇佣大量、甚至全部员工，他们常提供派遣工非法的劳动合

同，甚至连合同也不签。更严重的是，由于这些劳务派遣工是受雇于劳务派遣公司的，工厂可以

逃避很多对派遣工的待遇和安全应负的责任。 

7）压榨学生工。大量地从学校雇佣学生工。，工厂不和这些学生签订合法的劳动合同，而是与中

介签订合约，并不给学生合同副本。中介拿回扣，从学生工资里扣钱。 

8）通过劳务派遣方式入职的工人须向派遣公司缴纳高额费用。 

9）缺乏职业安全保障。对员工不提供职业培训，而且一些工厂对在恶劣环境下工作的员工没有安

全措施，也没有劳保用品。 

10）最低工资。给我们一个小时 8 块钱，加班也是，离开工厂扣钱，金额巨大，因而这些工人需

要依赖加班来维持生计。 

11）没有工资条。 

12）不公平及不合理的规定。 

13.没有申诉机制。 

等。。。。 

离职时，宁波崛起天成，安智人力资源公司。 

答应不克扣我们一分钱的工资。但是离职后到了拿工资的日子，黑中介无良，克扣我们工资，金

额巨大，一部份同学辛苦做工很多天没有发一毛钱工资。贪污我们的餐补，涉案金额巨大。 

黑中介甩锅给卓力集团，最后证实卓力把我们工资和餐补给了黑中介，黑中介无良私吞我们工资。 

我们受国家栽培教育 20 余年，相信并遵守法律法规，相信世间充满光明和正义，相信拿劳动所得

天经地义，未曾接触世间黑暗，也没想到在祖国法治严明的地方，遇到如此胆大妄为的公司，如

此明目张胆的克扣贪污我们的工资，餐补，押金！ 

我们都是 20 来岁没有正式进入社会的学生，摸索进入社会的道路，经过这次遭遇真是把我们撞得

头破血流！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沃尔玛和家得宝供应商的劳工问题 

39 
 

21. 赵同学 2 

我是 2016 年暑假被安排到宁波慈溪市卓力打暑假工的一员。在七月五号放了暑假后，我和几个朋

友坐上了去宁波打暑假工的大巴。因为事先我朋友通过我在卓力劳务外包公司（中介：武汉汇楚

人才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那里报了名字，最初报名深圳，但随着我们放假时间的慢慢接近，

四号的晚上，卓力劳务外包公司告诉我深圳不能去了满人了我们只能去浙江亿达电子厂，由于已

经买好了途中的食物以及去后的生活用品，而且想着都这个时候了，能赚钱就好就同意了去浙江

亿达那边，然后卓力劳务外包公司又在五号晚上高速我，明天(6 号)只能去浙江卓力集团，而且对

我说不要外传，信息说的是包吃包住。而且卓力劳务外包公司那边讲的很清楚什么周末单修，工

作时间不会超过十个小时等等听起来很正常的条件我们才会去。当然，事先交了 300 的车费和

100 的定岗金。坐了一整夜一共 15 个小时后，我们一车大概五六十人到了慈溪市卓力集团门口。

去了那里却并没有马上安排我们，也不让进厂。一直把我们晾到下午五六点才安排宿舍，在这期

间带我们去了杭州湾照相拍一寸照片和复印身份证复印件 4 张（后来证明，身份证复印件基本没

用上，用上的话也只是一张，照片也是，照了那么多都没用）。第二天又让我们签了劳动合同，

只有一份还是他们留着的，他让我们只勾选发放工资方式即银行卡方式，再写上一些关于自己的

信息，比如姓名身份证号码什么的，但当天也并没有安排我们上班，第三天还是没有安排工作，

而且也已经跟我们讲好所有工作条件，早早收了我们的身份证在当天给我们发放了厂牌，并去激

活按指纹了，虽然当天还是没有开始工作。厂里最终的条件是，每天工作时间最低 12 个小时，一

个月只放两天假，工资按小时一个小时 9 块，另外再交 100 的宿舍管理费，不做到八月 28 号不

退这个钱，还有餐补是一天八块钱，这些条件我们都有些不能接受，当时就有人受不了走了，但

是我们既然来了，跑这么远花了几百块了现在放弃不划算，所以大部分人还是接受了这些条件。

等到第四天我们一行人终于被领到了车间工作。不得不说，工作强度还是很大的，有一些人干了

几天受不了就走了。而我，从进厂第一天工作开始就一直负责擦酒精，用蘸了酒精的布子把煎烤

器擦干净，工作了四十多天我也擦了四十多天的酒精，最开始擦酒精的一个周，手掌蜕皮严重极

了，连续蜕皮三次，后来情况好些了没这么频繁了，但还是在接着蜕皮，手掌有一部分开始有些

硬化了，每天吃饭都是满满的酒精味道，可我明明洗手了。酒精味道很难闻的，所以不管多热我

都不会拿一个风扇放自己对面对着自己吹，那样我试过一次，真的是吹来的风满满的酒精味，辣

眼睛啊！去 4 号线擦酒精 43.5 天，只有最两周是有一个阿姨教我擦和后来阿姨调走之后陪我擦的

我的朋友，其余时候都是我一个人擦，我们四号线是车间里面出了名的快，传送带真的是快的啊，

最初 55 分钟转一圈，后来有一次又测算了，是 38 分钟转一圈回来，中间有段时间是一部分暑假

工离职了，所以我们那个组缺人，然后组长就让修复的一个男的一遍打高压测试产品，弄多了就

去休息一下修复出了问题的煎烤器，所以那个时候修复直接是一个挨着一个的下产品，我也从最

初坐着擦到后来站着擦，再到后来伸着脖子和腰够着擦，但就是这样擦的我精神崩溃的情况下，

跟班长请求找个人帮忙擦，班长也还是拒绝了，修复说他也没办法，因为自己身兼两职所以没办

法，但会马上就不下产品了让我们休息休息，就这样我那些天都是累的胳膊痛死了。我去的时候

是 120 斤，回家的时候是 114，瘦了六斤，可是平时吃的也没变少胃口还是老样子，我想说的就

是四十多天我就在一个地方不跑天天擦酒精就这样去掉了六斤的脂肪，你想想啊那得什么样的工

作环境啊才能不运动活生生瘦六斤！还有是这个厂经常加班。随便一天 13 个小时家常便饭，有一

次直接加到晚上十一点半，也就是说当天工作了 13.5 小时，下班后我就趴了。但是，我们都忍了，

为的就是赚钱。终于就这样到了八月底，我做到了 8 月 25 号，按照当时负责人余小川所说。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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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管理费是可以退一半 50 的，因为九月初开学不可能做到 28 号而且票特别难买。把厂牌交给

中介负责人，他们说可以给我们办离职而且不扣任何费用，这个都清清楚楚了问好了中介的。我

们都放心的回家了。到了八月底发了七月份的工资，大概没少，就是那个数，和我们记得只扣了

50，我们都觉得这 50 是水电费，所以觉得七月份工资是没问题的，可是，九月底，我们暑假工的

群就炸开了锅，因为都少了一千多，甚至有的根本没发，餐补和宿舍管理费更是没有了影子。我

们不断跟卓力劳务外包公司方面交谈，他们却说我们没有做到 28 号厂里面扣的他们的钱，扣了

15 万，他没办法只能扣在我们头上，让我们分摊这 15 万，至于餐补因为没有拿到我们走的时候

的具体时间表所以现在发不了，请我们给他们时间他们去宁波谈，好，我们给他们时间，现在过

了半个月了。他们却还在推辞，一直在推辞，一会推给工厂一会推给劳务公司。之前我少的工资

加上餐补和宿舍管理费总工少了 1217.5，中途电话联系说是张宏的电话由他老板胡志峰接听，我

向胡志峰提出了自己对于工资的疑问（后来发现胡志峰对我的账并不是很清晰明了，一直在补漏

洞的说话，所以工资在他补完餐补之后很少奇怪，就连餐补也不是我算的 376 而是 388.5），他

表示余小川的行为是有责任的，张宏如果果真这样对我们的话那么是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的。

后来通过多次电话交涉，卓力劳务外包公司（宁波崛起天成贸易有限公司）老板表示替另一个卓

力劳务外包公司（宁波安智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垫付餐补给我们，餐补（388.5 元）于周三发给了

我，同时替我们垫付的卓力劳务外包公司（宁波崛起天成贸易有限公司）老板（胡志峰）要求我

发一个证明他们替另一个卓力劳务外包公司（宁波安智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发放餐补给我们的信

息，我也在周三晚上发了。后来发现有好多一起去的餐补没有发，发的只是一部分人。发完餐补

我理应还少 800（600 平摊费+150 多扣的水电费+五十所谓的宿舍管理费）剩下扣的 201 的水电费

和 600 的平摊费直到现在都没有消息，201 的水电费很是离谱，是七月份的四倍，然后八月份我

们几乎不敢用空调，因为没有七月份那么热了，而且还烧电，也很少去大澡堂刷卡洗澡了，而且

去同层的厕所隔间洗澡，因为近，毕竟太累了不想跑那么远去洗澡，而且，我带去的朋友扣的是

178 的水电费和 450 的平摊费，明明我们两个人从去开始就形影不离，除了中途她被调到别的线

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有一天比我多加班半小时，其余时间我们都是一样的，但是扣的费用却如此

不同！我想说这些都是我的血汗钱，我辛辛苦苦挣的，他们却想坐收渔利，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

好事。 

当初进车间，车间经理就知道我们的这种情况，当时直接承诺我们，工资厂里面是不会少我们一

分钱的！但是，后来发生这种事，我们打电话到卓力，卓力财务表示未克扣我们一分钱，打给经

理，他说要我们删除微博，因为没扣钱，而且承诺会帮我们追回工资，但是如今却没有下文的事。

另外在卓力工厂里面遇到了不合理的一些事，比如超时加班，却不算做工作的事，那样直接等于

白干的！还有就是当初我在那条线是负责擦酒精的，是属于后面半条线的，所以一到验货的时候

我们后面半条线就停止工作跟着去验货。然后就有一次有一种黑色小型煎烤器 8000 台给我们做，

做了好几天才做完（一天要求 1600-1800 台），就这样去验货了，验货过程中才发现由于最初样

品是在别人生产线上拿的，而不是拿的别人的样品，所以别的线的那个产品没有套套管，我们线

正好拿来当样品做了，就这样 8000 台没有一台是把线套套管的，当然，验货不行，我们班长一看

不对，就赶紧递烟给验货的两个男的，有一个不接，班长甚至是直接递到他嘴里，并且帮他点烟。

就这样，我们拉回来那批货，开始返工，原本应该 8000 台全部返工，可是，最终只返工了 2000

不到！！然后就出口了！！这个算事情大一点的了，数量比这批货少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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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基本上都能被糊弄贿赂过去。所以卓力的产品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有时候感觉返工就是

一种形式。 

卓力劳务外包公司有武汉汇楚人才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宁波安智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宁波崛起

天成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安智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联系人：余小川 

宁波崛起天成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宏  胡志峰 

 

据统计安智和崛起这两家卓力劳务外包公司一共吞了我们暑假工十万左右。    

联系方式：150729941XX 

 

 

 

 

 

22. 邵同学 

姓名：邵 

联系方式：180860665XX 

 

最开始知道这边的招募信息是从同班同学桥乔那里那里了解的，当时他说的是去外省，开的的条

件很不错，一个月工资 2800 到 3500 左右，并且包吃住，每天工时 10 个小时左右，每个月休息 4

天，才决定跟他们一起去，并且走之前被收了 100 元的中介费。 

7 月 4 号那边我们四十多人在武昌火车站集合，从通知的出发时间两点一直等到五点才出发，每

人又收了 350 元的车费，途中多次问及目的地都没有答案。五号上午九点多到达慈溪市，当时这

边安智中介公司叫于小川找到我们，在车上又突然说在这边一切要听他们的安排，谈到工资待遇

时，才脱出实情，说每天除吃饭休息时间外要上班十二个小时并且每小时只有 9 块钱，每人还收

了 1006 押金，说是做到八月二十八号会退还（至今未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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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号开始正式上班，但并没有安排正式岗位，经过多次抗议才三天后才安排岗位。起初中介公司

于小川说的是每天只工作八个小时，加班随意，但实际每天工作时间都超过十二个小时，甚至出

现加班到凌晨的情况。 

后来我们有人开始担心这一切会是骗局，决定辞职回家，但遭到中介公司和卓立企业领导人员的

互相推辞，我们向车间主管要离职单，主管说我们的协议是半年的，不能给我们离职单，必须由

中介公司和卓立企业交涉好后才能给我们办理离职。 

无奈我们只好继续做下去，中途陆陆续续也有很多人离开了，有的没做到十五天，中介公司一分

工资都没发。到最后我们一起坚持到 8 月 28 号只剩十几人。 

本以为做到 28 号可以拿到工资，但于小川却以卓立工资还未发放为理由又将时间拖后，我们因为

中介的屡次欺骗已经对他们失去信任，本意留在宁波到工资到账再回学校，但迫于开始时间到了

才在 29 号晚上离开宁波回武汉。 

离开是崛起天成中介公司说工资三十号会统一到账，结果回学校焦急等待了几天后扔没有消息，

经过追问直到九月十号才发七月份的工资，并且工资克扣严重，发的工资比实际应得工资少了

800 多。而八月份工资也是拖欠了十几天后才发放，也比实际应得少了近千元。所有拖欠工资至

今未发。 

本来暑假决定出去做暑假工本着想出去锻炼一下顺便缓解一下父母压力的想法，但此次经历确实

让人不快，辛辛苦苦做了五十多天，很累还是坚持下来了，但最后却没有拿到该得的工资。对于

黑心中介，我们应该团结起来，让他们受到该有的惩罚。最初中介公司就是抓住学生暑期兼职想

挣钱的心态，用“高薪”进行诱惑；而“免收费用”的承诺则是为了降低学生的戒备心理，诱骗

学生上门前来咨询，才导致后来的骗局。所以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事情，一定要加强警惕，让那些

黑心中介无可趁之机。 

 

以下是我个人的工资总额及工时信息： 

姓名：邵 

电话：180860665XX 

工作天数：50 天 

工时：598 小时 

所欠押金：100 

水电费：127.5 

已付工资：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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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陶同学 

7 月 6 号下午 6 点上车去慈溪收了 300 块车费，到了厂门口，余小川和我们说工资是 9 块钱一个

小时每天餐补 8 块，饭钱自己出，在武汉这边说：每月工资在 3500 以上包吃包住，工作只要一

个月就可以。现在说必须要做到 8 月 28 号才能走否则会扣工资，而且下车交的 100 块押金也不

退，我们不肯然后他说做 8 月 25 号有正当理由，厂里扣的钱他们帮我们赔押金扣一半，我们才同

意留下做，在厂里等了两天多，到 9 号才上班！开始说有空调，到了厂里才说大部分是坏的！天

气很热，我还中过暑。余小川说让我们提前一个月拿离职单，我 8 月出和他们要离职单，张宏说

10 号给我，然后 5 号我和他说，他又说 25 号才能给离职单走，到了 25 号厂里说我们崛起的不能

走，因为他们和劳务公司没协商好！但是张宏在微信和我说：我可以走其他事他来办，不扣我工

资，我才走的！当时说完这句话他就撤销，说怕我截图！厂里有些余小川招的劳务工还是童工。

现在说各种理由扣了我 1300 多工资！另外，卓力劳务外包崛起天成的负责人张宏，胡志峰，卓力

劳务外包安智负责人余小川。这两个人故意不给并拖工资，另外卓力知道这种情况，也承诺我们，

会协助解决，却没有一点行动。另外在卓力工厂里面超时加班有几次加班差不多到 12 点，有时不

算做工作的事。我次中暑了班长还不肯我请假。    

陶 ――电话：187171931XX      陶同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