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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2018 年中国劳工观察对衡阳富士康进行了调查，发现工厂大量违法使用派遣工，强迫工人超时加

班等一系列侵权问题，亚马逊和富士康曾回应要改善工厂的用工环境。但是根据中国劳工观察

2019 年的调查，发现富士康工作环境没有改善，并且变得更加恶劣。工人加班时间增加，工资减

少，工厂违法使用大量派遣工和实习生，并且强迫实习生超时加班和上夜班。根据工厂工人的说

法，富士康正在准备 9月将生产线移至越南。 

  

中国劳工观察的调查发现: 

 

实习生 

  

富士康 2019 年 7 月 26日时已从职业学校招收 1581 名实习生，目前仍持续招募实习生。实习生工

资每月是 1750 元人民币（每小时工资为 10.05 元人民币），2018 年同时期为 1950 元人民币，月

工资减少 200元。同时也减少了生活补助和入职奖金等一系费用。 

  

如果按每名实习生一月工作 234小时来计算，在 2018 年用工成本为 5186元，到 2019 年实习的用

工成本降为 3872.04 元。实习生主要是由衡阳技师学院，衡阳市职业中专，中钢衡重学校，工业

职业大学，衡南县职业中学等技术学校派出的学生工，这些实习生每天需要工作 10 小时，其中二

个小时为加班时间，一周工作六天，休息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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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一些实习生被安排上晚班。如果实习生不愿意加班或者上晚班，工厂就安排带队的老

师给学生施加压力强迫要求学生加班和上晚班，如果学生仍不愿意加班和上晚班，工厂要求学校

带队老师代替学生来办理离职手续。 

  

其次，带队老师经常会打骂学生。在 2019 年 7 月 31 日，多名工人在工厂看到一名老师打学生，

这名老师强行拽着学生的耳朵，不让学生打卡出车间，并且骂学生。驻厂的带队老师为了配合工

厂的生产，经常给学生很大的压力。学校安排在工厂的带队老师每月可以从工厂拿到 3000 元的工

资补助。另外，每名学生工作 1小时，该学生所在学校可以拿到 3元人民币。 

 

 
在富士康工厂的实习生们 

 
派遣工 

  

截至 2019 年 7 月 26 日，工厂的派遗工共有 2545 人，占工厂总人数的 34.2%。中国劳工观察在

2018 年的调查中发现工厂雇佣的派遣工数量违犯了中国劳动法。同时也发现工人们存在严重的超

时加班的现象。当时曾联系亚马逊公司而亚马逊公司回复说，“经调查和审计，发现衡阳富士康

(Foxconn)违反了中国劳动法，聘请了过多的临时工（派遣工）”。但是经过了一年时间，富士康

违法用工的情况仍然没有改善。目前有企众，飞宏，华辉升，宁波天坤，创亿等多家中介公司帮

助富士康招派遣工，2019 年工厂派遣工的工资为 14.50 元人民币。派遣工每工作 1 小时富士康会

补助中介公司 3.5 元人民币。 

  

加班时间 

 

工厂生产线分为白班和晚班。在工厂淡季的时候，工人每月加班时间是 60 到 80 小时，一周有一

天的休息。在旺季，从每年 7 月开始，工人一个月加班时间是 80 到 140小时。根据责任商业联盟

行为准则，“员工每周的工作时间包括加班不应该超过 60 小时，员工每一周应至少休息一天”，

但是根据中国劳工观察得到的资料，在 2019 年 7月，有 375 名工人的加班时间违反了责任商业联

盟行为准则的规定。工厂因为要生产大量亚马逊 8 月份的订单，所以现在要求工人们加班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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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许多生产线工人每周工作时间超过 60 小时，并且未能做到每周休息至少一天。有些工人为

了赶生产，一个月里只休息了二天。 

  

调查发现，衡阳富士康工厂的部分劳动环境条件仍然与去年一样。工厂从员工的每月薪资中固定

扣除 400元人民币作为社会保险的费用、6名员工共住一间宿舍房。同时，工人依然还是不清楚工

厂是否设有工会组织，甚至也对工厂的工人代表一无所知。 

  

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表示:“尽管措施是非法的，但富士康仍雇用大量的派遣工与实习生来

降低劳工成本。中国的劳动法也通常不是强制执行。”  

 

 

亚马逊的供应商富士康的侵权行为 
 

1.  实习生夜班问题：尽管已有正式工来做晚班工作，生产线人力依然不足，因此实习生

通常会被要求上晚班。部分实习生不愿加班或上晚班，工厂的夜班领导与学校带队老师就

会施加压力给实习生，若实习生仍不愿意加班或上晚班，学校带队老师将代替学生来办理

离职手续，解除劳动关系（开除实习生）。图二、十一、十四：违反《职业学校学生实习

管理规定》第 16条 3项，“不得安排学生加班与夜班。” 

  

2.  实习生加班问题：实习生如果仅工作 8小时会影响工厂的产能，因此实习生需要加

班，部分实习生被安排一日工作 10小时，其中 8 小时为正常工作时间，另外两小时为加

班。图二：违反《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第 16条 3项，“不得安排学生加班与夜

班。” 

  

3.  实习生待遇下降：2018 年实习生的基本薪资为 1950元/月，入职奖金为 200元/月，

生活补贴为 100/月; 2019 年实习生的基本薪资则下调到 1750元/月，薪资待遇与 2018年

相比少了许多。 

  

4.  正式工待遇下降：2018 年正式工的基本薪资为 1950元/月，入职奖金为 200元/月，

生活补贴为 100/月; 2019 年正式工的基本薪资为 1750元/月，入职奖金和生活补贴全部

取消。薪资待遇与 2018 年相比少了许多。 

 

5.  派遣工人数比例超过法律规范：截至 2019年 7月 26日，工厂在职总人数为 7435

人，派遣工人数为 2545 人，派遣工用工比例约为 34.2%。 

图二十五：违反《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 4条“用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

量，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 10%。”  

  

6.  实习生人数比例超过法律规范：截至 2019年 7月 26日，工厂在职人员总人数为

7435人，实习生人数为 1581人，比率约为 21.3%。 

图二十五：违反《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第 9条“顶岗实习学生的人数不超过实习

单位在岗职工总数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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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驻厂带队老师配合工厂要求，逼迫实习生加班与夜班：因工厂每月会额外支付每位带队

老师 3000元的驻厂老师管理津贴（图二） 

  

8.  学校配合工厂输送大量实习生人力，并无视工厂逼迫实习生加班与夜班的情况：因工

厂额外支付学校招募补贴 3元/小时/人，共支付 3 个月。 （图十一） 

  

9.  超时加班未休假：一般来说，工厂将每周工做时间包括加班在内的上限设定为 60小

时，若工人当周工时达 60小时，该工人将无法继续打卡上班。然而，当工厂生产指标较

大时，各部门解禁 60小时工时限制，让工人连续打卡来纪录加班工时，并要求工人进行

周日专案加班作业。目前已有 375名工人加入周日专案加班作业。每周工作七天，没有一

天休息。 

图二十五：违反责任商业联盟行为准则第 3条“员工每周的工作时间包括加班不应该超过

60小时，员工每一周应至少休息一天。” 

  

10.驻厂的带队老师对实习生态度恶劣，有动粗嫌疑：7月 30日，有驻厂老师在工作车间

内打骂实习生的事件。该老师拉拽一名实习生的耳朵，并推打和言语威胁该实习生。 

  

11.亚马逊方面可能已知富士康衡阳工厂超额雇用派遣工的违法行为：根据资料显示，富

士康工厂人事部曾提及，他们将试着与亚马逊就在旺季聘请超过 10％派遣工此一议题达

成共识。若亚马逊公司确实知悉此事，将有与富士康工厂共同违法超额雇用派遣工的问

题。 

图二：违反《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 4条“用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使

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 10%。”  

  

12.政府出面干预技术学校实习计划：工厂提出希望衡阳技师学院提供 600 名实习生，衡

阳技师学院提出实习学生只能实习 2个月，从 9月中旬到 11月中旬。 富士康工厂希望实

习生可以实习到 11月底，最终政府出面协调使衡阳技师学院提供 600名实习生，并延长

实习期一周。 

图二：违反《职业学校学生实习规定》第 9条“任何单位或部门不得干预职业学校正常安

排和实施实习计划，不得强制职业学校安排学生到指定单位实习。” 

 

13.实习生从事需要长时间保持低头和动作频率每分钟大于五十次的流水线工作：实习生

从事和正式工一样的岗位，实习期间频繁加班，每天有生产指标需求。这些违反《未成年

工特殊保护规定》第三条第十六项 “未成年工不得从事需要长时间保持低头、弯腰、上

举、下蹲等强迫体位和动作频率每分钟大于五十次的流水线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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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宿舍房间｜右：宿舍盥洗间 

 

 

  
工厂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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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工人休息时间｜右：工人打卡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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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故事 
 

小芳（化名）是一名职业中学的学生，今年 17岁，她学的是计算机专业。她是 2019年 7月初进

的衡阳富士康工厂。进厂之前，带队老师告诉她是工作事件是每天 8小时，每周工作 5天。实习

最开始的时候都是上白班，一个星期很少加班，可是到了 7月 22 号开始，每天要加 2个小时，一

周需要工作六天。她在组装 Echo的生产线工作。工作是给 Echo dot 贴膜，每天要做 3000个左

右。工作期间要带防电手套。她说车间里开的强灯，很热。最开始的时候很不适应，做了一个

月，现在勉强可以适应，但是一天工作 10小时导致每天她都很累。她有去告诉线上的管理员她不

想加班，结果线上管理员通知了她学校的带队老师。之后带队老师就找她谈话，说如果她不加班

就不能在富士康实习了，而且会影响她以后毕业和申请学校奖学金等。带队老师也曾警告她说，

去年有某同学因为不认真实习，结果最后没有毕业。小芳觉得没有办法，只能忍一下，虽然压力

很大，但是再过二个月就可以回学校。同她一起进厂实习的同学中，有好几个同学因为加班太

累，就离职了。小芳说如果正常工作 8小时的话她就可以勉强接受，但是每天都加班，所以实在

太累，至少现在工厂还没有安排她上晚班，如果哪一天安排上晚班，她可能也会离职。 

 

 

小陈（化名）是一个职业中学的学生，今年 18岁。今年是他第二次在富士康工厂实习。上一次是

2018 年 9月。当时学校组织他们来富士康实习三个月，他们全班停课，全班所有学生都必须来富

士康实习。当时有同学去衡阳教育局举报学校强迫学生实习，后来听说教育局来调查，但是也没

有什么结果。今年第二次来富士康实习是他自愿来的，他想通过实习来赚取自己的学费。他现在

上夜班，他所分配到的生产线也是生产 Echo 产品，每天要工作十小时，一周工作六天。他不了解

工资是如何算的。他说他的学校也很差，也不正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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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附录 

图一 

 
与衡阳富士康配合输送实习生的学校名单 

 

图二 

 
各人力雇用问题与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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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欲事先与亚马逊沟通非法聘用过量派遣工（超过 10％）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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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富士康 2018 年人力招募政策规划（含激励办法） 

 

图四 

 
2018 年与 2019年招募政策比较，含薪资与津贴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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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2019年生产与经营目标 

 

图六 

 
2019年短期工替换计画，预计于 7 / 8-7 / 20两周内替换 238位短期工 



  亚马逊非法用工 

 12 

图七 

 
人力招募现状一览，包含欲招募人力，已招募以及人力缺口 

 

图八 

 
7月第一周，人事行政工作一览，包然人力状况，劳工离职，薪资与各项劳工议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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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各周正式工，派遣工与实习生离职率统计 

 

图十 

 
人力招募政策规划与各月预算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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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 

 
2018与 2019 人力招募政策比较，包含各薪资，津贴与保险费细项與成本差异 

 

图十二 

 
衡阳富士康公司简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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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三 

 
衡阳富士康公司简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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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四 

 
HR，制造部，生管部代表会议纪录，讨论是否持续聘用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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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五 

 
衡阳富士康招聘劳工渠道与招聘人数目标一览 

图十六 

 
2019年 5-7月实习生招募状况，包含人力缺口，实际招募人数与招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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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七 

 
2019年 1-6月实习生与派遣工雇用成本分析 

 

图十八 

 
实习生招募现状一览，应继续聘用实习生的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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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九 

 
实习生常见问题（包含不愿加班与夜班），及改善对策 

 

图二十 

 
2018 与 2019 实习生与派遣工招募政策对比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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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一 

 
各月份在职人数（正式工，派遣工，实习生）一览 

 

图二十二 

 
各月份派遣工离职状况一览，依派遣公司分类 

 

图二十三 

 
2019年 6月派遣工入职与离职日期资料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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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四 

 
2019 年 5 - 6月实习生月度工时报表（衡阳技师学院） 

 

图二十五 

 
7月底人事行政工作一览，包然人力状况，劳工离职，薪资与各项劳工议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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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六 

 
实习工人员名单，包含年龄，性别，族裔



 
 

Mr. Jeffrey P. Bezos Chairman, President & CEO 

Amazon.com, Inc. 

410 Terry Ave. N. 

Seattle, WA 98109 

August 8th, 2019 

Dear Mr. Bezos, 

In 2018, China Labor Watch released a report on Hengyang Foxconn, an Amazon supplier factory. Following 

the release of the report, Amazon responded that a recent audit revealed issues regarding the high number of 

dispatch workers and the underpayment of overtime wages. 

Our recent follow-up investigation shows that working conditions at Hengyang Foxconn have deteriorated, 

violating several Chinese labor laws. Rights violations we found include: 

• Interns working overtime and night shifts. Some interns put in 10 hours a day, which includes eight 

regular work hours and two hours of overtime. This violates Article 16 of "The 

Administrative Provisions On the Internships of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which stipulates that 

"employers must not arrange overtime work and night shifts for students". 

• Forcing interns to work overtime and night shifts. Some interns were unwilling to work overtime and 

night shifts. The night shift line leaders and schoolteachers gave pressure to interns, and for those who 

still refused to work overtime and night shifts, teachers would help the factory fire the interns. 

• Intern wages have decreased. In 2018, the base wage was 1950 RMB for interns. In 2019, the base wage 

decreased to 1750 RIMB and interns received less bonuses and subsidies compared to 2018. 

• Regular workers' wages have decreased. In 2018, the base wage was 1950 RMB for regular workers. In 

2019, the base wage decreased to 1750 RMB and regular workers received less bonuses and subsidies 

compared to 2018. 

• Proportion of dispatch workers exceeds legal limits. There are currently 7,435 workers in total, which 

includes 2,545 dispatch workers. Dispatch workers make up 34.2% of the workforce. This violates 

Article 4 of the "Interim Provisions on Labor Dispatch", which states "the number of dispatch workers 

must not exceed 10% of the work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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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portion of interns exceeds legal limits. There are currently 1,581 interns, making up 21.3% of the 

workforce. This violates Article 9 of "The Administrative Provisions On the Internships of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which stipulates that "the number of interns shall not exceed 10% of the total number 

of employees in the company." 

• Teachers staying at the factories with students cooperated with the factory to force interns to work 

overtime and night shifts, as the factory provides an additional 3000 RMB/month subsidy to every 

teacher. 

• The school cooperated with the factory to deliver large numbers of interns, and ignored the fact that the 

factory was forcing interns to work overtime and night shifts. The factory paid an additional 3 RMB/ 

hour person subsidy to the school, for three months in total. 

• Excessive overtime work without any rest days: When the factory receives a large number of orders, 

each department will remove the 60-hour work hour restriction implemented previously, and allow 

workers to clock in to work despite already putting in 60 hours during the week. At the same time, 375 

workers were asked to work overtime on Sunday and many workers did not receive any rest days during 

the week. This violates Article 3 of the "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 which stipulates that the "total 

hours worked should not exceed local or national standards, or 60 hours per week, whichever is stricter. 

Workers need to have at least a scheduled day off every 7 days" 

• According to information we obtained, Foxconn communicated with Amazon about allowing dispatch 

workers exceed 10% of the workforce during peak season. 

• The local government intervened in the intern program at Hengyang Technical College. 

We urge you to work with your supplier factories to improve the current working conditions at Hengyang 

Foxconn. China Labor Watch is willing to cooperate with Amazon to ensure that workers at the factory are 

receiving fair treatment. 

Sincerely, 

 
Li Qiang 

Executive Director 

China Labor Wat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