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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1） 背景：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阴影 

 

自 1970 年代后期，中国经济迎来了长达 30 年的爆炸性增长。拥有 14 亿人口，中国目前已经是

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奇迹使数亿人脱离贫困，也使中国成为全球化浪潮中

的主要参与者。现今的中国还出现了一批中产阶级，他们消费各种商品及服务，并对中国繁荣富

裕的未来充满信心。1 

 

但是，这种经济转型有其阴暗面。它牺牲了很大一部分中国人口，而外来劳工正是一例。外来劳

工在中国又被称为“农民工“（下称农民工）2，通常来自中国较贫苦的农业地区。据估计，大约

有 2.9 亿的农民工在中国的制造业工厂工作3，例如：电子业、纺织品业以及玩具工厂等。农民工

的付出，使中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但因为中国户口制度的规定，这些农民工终其一生

也仍然是自己所居住城市的外来者，例如在拥有大量工厂的城市，像广东省，因为严格的法规限

制，农村居民几乎不可能取得当地的户口。而这样的后果是严重的，新兴的无产阶级无法享受和

其他公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例如儿童教育和医疗保健服务中就存在不平等现象。约有三分之

一的农民工是女性。过去几十年来，中国一直试图转变自己的定位，由世界工厂转变为服务型经

济，但这群被边缘化的农民工仍然是玩具制造业等加工厂中的主要劳动力。据 2018 年的调查，

大约 30%的农民工在制造业就职，50%则是在服务业工作。4 

 

中国政府颁布了详尽的劳动法，尽管缺乏结社自由，但工人能享有一定的保障，例如，工人有权

利按时获得全额的工资、正式的劳动合同、每周 40 小时的正常工作时间、合法加班费（加班费

                                              
1 Cheng, Evelyn. “China’s Giant Middle Class Is Still Growing and Companies from Walmart to Start-Ups 

Are Trying to Cash In.” China Economy, CNBC, 30 Sept. 2019, https://www.cnbc.com/2019/09/30/chinas-

giant-middle-class-is-still-growing-and-companies-want-in.html. 

 

2 Hawkins, Amy, and James Thorpe. “The Migrant Workers Behind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Are 

Miserable.” Global, The Atlantic, 31 May 2019,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9/05/china-migrant-workers-miserable/589423/. 

 

3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Children.” China Labour Bulletin , May 2019, 

https://clb.org.hk/content/migrant-workers-and-their-children. 

 

4 “2018 Nongmingong Observation Report.” Latest Statistics,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29 Apr. 2019,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4/t20190429_16622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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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时薪的固定倍率）、社会保险以及合同结束时合理的遣散费。此外，劳动法里还包括了同工同

酬，以及针对职场歧视的相关保护措施。5 几项保障妇女权利的法律也明文禁止雇主对妇女的职

场性骚扰。然而，这些劳动法及相关保护法律实际没有得到有效执行，特别是在农民工就职的工

厂，劳动条件尤其恶劣。许多人权活动家、记者调查员以及劳工权益相关的非政府组织记录了一

系列关于中国工厂侵犯劳工权利的情况。中国劳工观察组织对玩具产业进行了多次的调查，发现

许多严重违反中国劳动法的行为。6 这些侵权行为包括加班时间过多，极低的基本工资（低到不

足以保障工人有尊严的生活），等等。同时，中国劳工观察也发现，许多工人在工作中会接触到

有毒的化学物质，暴露在危险的工作环境中。然而地方政府因为高度依赖外来投资以促进经济发

展，所以对于这些工厂中权利侵犯的状况视而不见，也未能妥善地施行劳动法中的规定。 

  

对于外国的跨国公司而言，为了避免损害声誉，它们通常会颁布供应商行为准则，列出供应商必

须尊重的权利以及应保障的工作条件，其中包括：合适的工资、合理的工时、解决歧视问题的投

诉渠道等。公司方经常声明，他们会利用审计系统来核实工厂是否遵守了这些规范。虽然他们的

意图是好的，却没有带来什么改变，也说明了跨国公司只是在做表面功夫。原因很简单，不仅跨

国公司不会专注解决供应链中的问题，而且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在对问题推波助澜。跨国公司会

压低制成品的价格，并要求短期内交货，迫使数家工厂竞争一份短期合同或订单。这要求工厂生

产有极大的灵活性。年复一年，跨国公司的要求使得工厂对劳工的剥削不断加重，甚至那些承诺

维护人权的公司也在公然侵犯为他们制造产品的工人的权益。 

 

此外，由于近期政治环境逐渐收紧，开展针对中国劳工权益问题的活动越发困难。自 1990 年代

初起，劳工权利活动家以及非政府组织开始向工人提供法律援助，以提高工人对于劳工权利以及

法律的认识；也举办了不少培训班，教会工人如何与管理层进行集体谈判。大部分劳工权益活动

家活跃在珠江三角洲，那里也是制造业最蓬勃发展的地区。然而，自 2013 年习近平主席上台以

来，对维权活动加大管控，甚至镇压活动，拘留女权活动家、劳工倡议分子以及人权律师。7在曾

                                              
5 “Labour Relations in China: Some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China Labour Bulletin, July 2018, 

https://clb.org.hk/content/labour-relations-china-some-frequently-asked-questions. 

 

6 从 2001 年起，中国劳工观察仅关于玩具制造业的报告就已发表了 24 篇： Toys Reports, China Labor Watch, 

http://www.chinalaborwatch.org/reports/industry/8. 

 

7 Fincher, Leta Hong. “Xi Jinping’s Authoritarian Rise in China Has Been Powered by Sexism.” The 

Washington Post, 1 Mar.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global-opinions/wp/2018/03/01/xi-

jinpings-authoritarian-rise-in-china-has-been-powered-by-se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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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相对开放的环境中，劳工权利组织尚能运作，现在却必须缩减规模或者转变为社区服务组织。

部分劳工权利组织甚至不得不选择关门大吉。在去年夏天，由工会组织的深圳佳士工人维权事件

就受到工厂的严厉打压。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表达了对工人的支持，其中一些人甚至自发前往深

圳参加抗议活动。但政府的反应却是逮捕学生和工人，拘留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的工作人

员。任意的逮捕与拘留一直延续到了今年，甚至波及到与佳士事件无关的人们。8 

 

2)     小结：在玩具工厂的工作环境 

 

自 2001 年起，中国劳工观察陆续发布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境内玩具工厂的工作环境报告。我们的

目标是曝光剥削中国工人的大型玩具工厂。令人震惊的是，许多原本就有的问题一直延续到了今

天依然存在。 

 

 工人只能获得最低收入标准的薪资，并不能维持日常生活水平。工人只有在旺季时通过超

额加班才能挣到足够的钱。 

 尽管中国劳工法规定，每个月加班时间不能超过 36 小时。在我们调查的工厂中，工人旺

季每个月却要加班 60 到 126 小时。永辉工厂的工人甚至连法律规定的每周一天休假都没

有。 

 上岗前安全培训是必要的，包括如何处理有害物质、如何安全地操作有造成永久损伤风险

的机械等。工人们却没有参加法律要求的岗前 24 小时安全培训。工人也没有拿到足够的

                                                                                                                                                  

Elmer , Keegan. “At Least Five Labour Rights Activists Arrested across Chin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2 Jan. 2019,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politics/article/2183209/least-five-labour-rights-activists-

arrested-across-china. 

Lau, Mimi, and Rui Guo. “Chinese ‘709’ Rights Lawyer Wang Quanzhang Stands Trial as His Wife Is 

Forced to Stay Awa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6 Dec. 2018,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politics/article/2179524/chinese-rights-lawyer-wang-quanzhang-court-

final-case-2015. 

 

8 Lin, Kevin. “State Repression in the Jasic Aftermath: From Punishment to Preemption.” Made in China, no. 

1, 18 Apr. 2019, https://madeinchinajournal.com/2019/04/18/state-repression-in-the-jasic-aftermath-from-

punishment-to-preemption/. 

Pringle , Tim, and Anita Chan. “China’s Labour Relations Have Entered a Dangerous New Phase, as Shown 

by Attacks on Jasic Workers and Activist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 Sept. 2018, 

https://www.scmp.com/comment/insight-opinion/article/2164817/chinas-labour-relations-have-entered-

dangerous-new-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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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防护用品，只有部分工厂会偶尔发放面罩手套和耳塞。一方面发放个人防护用品与否

是个问题，而另一方面，发放的用具能否真正起到防护作用也有待商榷。 

 工厂宿舍楼通常环境恶劣，房间拥挤、卫生条件糟糕、臭虫滋生，也没有热水和存放贵重

物品的设施。 

 至今没有一家工厂有独立的工会来代表工人的利益，厂里也没有有效的投诉渠道。工人只

能跟线长或者组长反映问题，很多时候工人只能选择辞职或者继续忍耐。 

 女性工人经常是被言语暴力和性骚扰的对象。相较于男性工人，女性工人也很少晋升到管

理层。怀孕的工人不会得到任何特殊对待，会照常加班、上夜班、暴露在有害物质中。 

 

当然，对比早年的调查结果，玩具厂也有一些进步。尽管改善很有限，但是说明曝光品牌商和工

厂的工人权益问题对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以下是一些主要的改变： 

 

 旺季每日工作时间从平均超过 14 小时降到了现在的平均 11 小时。 

 工人薪资随着本地最低工资标准上涨而得到了提高。例如广州最低工资标准从 2013 年的

1550 元提升到了 2015 年的 1895 元，去年更是升到了 2100 元。9然而生活成本也上升

了，所以即使最低工资提高，在绝大多数玩具厂所在的中国南方城市里，工人也很难维持

正常水平的生活。 

 越来越多的工厂会为工人购买社保，尽管实际支付部分往往没有达到法律要求。 

 健康和安全管理也有进步。但是剧毒致癌化学物质苯还没有被禁绝，在玩具厂内依然广泛

使用。这表明工厂还远远没有实现安全的工作环境。 

 拖欠薪资事件越来越少发生。以前即使被工厂拖欠工资，工人也不敢辞职， 因为辞职后

就越发拿不到被拖欠的部分了。 

 前些年有过童工的报导。但在最近的调查中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童工。 

 工人现在能够享有带薪病假、带薪产假、丧假和国家法定假期。 

 

3)    玩具工厂的深度调查 

  

                                              
9 “Guangdong Revises Minimum Wage Levels.” China Briefing, Dezan Shira & Associates, 6 Mar. 2013, 

https://www.china-briefing.com/news/guangdong-revises-minimum-wage-levels/. 

Koty, Alexander Chipman. “Guangdong’s Minimum Wages to Increase July 1.” China Briefing, Dezan 

Shira & Associates, 27 June 2018, https://www.china-briefing.com/news/guangdongs-minimum-wages-rise-

jul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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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们对五家玩具工厂进行了调查，它们负责为世界各大玩具集团生产产品。五个工厂的工作

环境类似。尽管我们的样本相对于全中国几千个玩具工厂来说只占极小一部分，但是如果这些规

模较大的工厂也无法确保工人的良好工作环境，那我们只能假设其他更小的工厂只会更糟糕。 

 

工厂名 品牌商 

华登（河源）玩具制品

有限公司 

迪士尼, BuzzBee 

东莞港鑫实业有限公司 Basic Fun!, 迪士尼, 孩之宝, fGTeev.  

佛山南海美泰精密压铸

公司 

美泰 

东莞永辉轻胶制品有限

公司 

乐高乐园, 乐高，迪士尼 

东莞盈峰塑胶电子制品

有限公司 

孩 之 宝  (Plumber Pants, 金 刚 战 士 , Toilet Trouble, 变 形 金 刚 , 

Porcupine Pop, Nerf), MGA Entertainment (L.O.L! and Poopsie 

Slime Surprise), Inspiration Works, Melissa & Doug 

 

今年玩具报告中的重点现象 

关于中国玩具工厂今年的重点，我们想要强调五个现象，将在下文中详细陈述。正如报告所述，

若想保持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包括玩具业在内的制造业需面对巨大的挑战。 

 

维生工资，不能再少 

维生工资的定义是“一个工人正常一天的工作报酬足够支持他一家四口的生活支出。生活支出指

食物、水、住宿、教育、医疗、交通、衣物和包括应对意外状况的储蓄金在内的其他必要支出。”

《人权宣言》第二十三条阐明，维生工资是人权的一部分。10那么，中国的维生工资应该是多少？

                                              
10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United Nations, https://www.un.org/en/universal-declaration-

human-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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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维生工资联盟在 2015 年调查了一个家庭基础的维生工资。机构得出的结论是，想要在深圳

维持正常水平的生活，那么家庭中每个人各需要 2818 元。11 

 

玩具工厂一直以来都将薪资维持在接近或等同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水平。中国的最低工资这些年虽

然随着住房和物价而上涨了，但是仍远少于维生工资。在广东省这个大量工厂的聚集地，最低工

资标准有三年都没有变动，用以抑制不停上涨的生产成本，降低生产成本对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威

胁。今年报告中的五个工厂都位于广东省，所在地最低工资从 1410 元到 1720 元不等。只有佛

山美泰的 1860 元月薪比法律要求的最低工资要高一点。即使与三年前的维生工资水平相比，这

些工厂现在的薪资也远不达标。如果不超额加班，工人的工资就不能维持生活所需。因此，推行

玩具产业的维生工资迫在眉睫。此外，许多玩具厂的工人都是农民工，因为无法承担城市的高消

费而只能把家人留在乡下，而工人们大部分的工资都寄回给了老家的家人。 

 

旺季时，即使算上超额加班所得，在华登工厂工作的工人也只能挣 3000 元，在港鑫的工人挣

3400 到 3800 元，在佛山美泰 3400 到 4000 元，在永辉 3500 到 4000 元，在盈峰 3600 到

4200 元。 

 

超额的加班时长 

超额加班与低薪资相辅相成，因为工人更倾向于通过加班挣 1.5 倍或者周末 2 倍的工资。据调查，

尽管加班时长从 2001 到 2005 年间平均每月 150 小时，降低到现在旺季的月均 100 小时，但还

是远远超出了合法的 36 小时一个月。超额加班是玩具厂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因为当圣诞节促

销季之类的玩具销售旺季来临时，工厂就会逼工人加班赶单。 

 

今年华登工厂工人平均一个月加班 60 小时，虽然还是超出了合法的 36 小时，但是相比去年的加

班时间极大地降低了。因为在去年的调查中，华登的加班时间是最长的，一个月可达 175 小时。

在盈峰工人一个月加班 109 小时，港鑫工人一个月加班 99 小时。佛山美泰的工人一个月加班

                                              
11 使用 2017 年推出的安克法(Anker Methodology)处理 2015 年 8 月的数据得出。全球维生工资联盟在 21 个国家的

不同地区里开展了对维生工资底线的调查。在深圳，每个家庭平均由 1.78 个劳动力支持，包含 3.5 个家庭成员。这样

的家庭的生活成本大概在 4464 元。由于全球维生工资联盟和劳动力组织 2017 年的调查使用的数据不在同一时段，运

用的估测方法也不同，二者得到的维持基本生活工资也不同。劳动力组织对保障生活质量的标准维生工资估计相对高出

不少，同时还提出，和深圳体量类似的广州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应为 2970 元。 

“Living Wage for Shenzhen, China.” Global Living Wage Coalition, Aug. 2015, 

https://www.globallivingwage.org/living-wage-benchmarks/urban-shenzhen-china/. 

“Investigative Report on Workers’ Wage and Living Expenses in Four Tier C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Worker Empowerment, 22 Jan. 2018, http://www.workerempowerment.org/en/research-reports/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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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小时。永辉的工人在旺季要强制加班，加班时间也是五个工厂中最长的，达到了 126 小时一

个月。工厂中也出现了工人连续工作十一天没有休息的问题。尽管一般可以自愿加班，但是工人

往往选择加班以维持生计。今年我们发现，永辉和港鑫的工人在提前完成晚上的生产目标而提早

下班的情况下，居然可以拿到满额加班费。这是一大进步。然而同时我们也发现港鑫、佛山美泰

和盈峰工厂提高了产量指标，工人的工时却没有变化。这样一来，工厂订单量和出货日会直接对

工人的身心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劳工保护 

玩具厂的工人需要直接接触一系列有害物质，包括天那水，洗面水和其它的溶剂。车间里常常有

一股刺鼻的气味。尽管这些情况都有所改善，工人还是没有足够的保护措施。工人不确定自己接

触的物质是什么，工厂也没有给工人提供足够的安全设备和训练来确保他们在工位上受到了足够

的保护。 

 

今年大部分的工厂提供了一些基本的个人安全用品，比如手套或者面罩。然而盈峰只有在审计时

才给工人提供这些用品。在佛山美泰，只有部分工位上的工人有头盔和手套。但尽管发放了安全

用品，工人们还是不确定这些用品是否能给他们提供足够的保障。例如永辉工人们带着简单的面

罩还是能闻到车间里有毒的化学物质。 

 

中国的劳动法要求，接触有害物质的岗位需做入职和离职体检。今年只有港鑫和佛山美泰要求工

人必须体检。盈峰会给喷油部的工人提供入职体检和月度体检。华登和永辉并没有提供任何的体

检。 

 

尽管政府要求工人必须接受 24 小时的入职前安全培训，但是所有的工厂都没有达到这项要求。

港鑫、佛山美泰和盈峰提供了部分训练，但是教学中并没有包括工人会接触的化学品种类和其他

生产风险以及防范措施。 

 

生活条件与社会安全 

玩具行业中大量的工人是从农村地区来到广东省的农民工。因为他们多在工厂里工作与生活，所

以工厂的宿舍条件是评估工厂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由于工人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工厂里，

工厂的管理文化不仅仅影响他们的工作，也影响他们的生活。另一个影响工人生活的重要因素是

社会保障。随着中国制造业劳动力老龄化，12 许多工人为了社会保险的问题而挣扎，仍然有许多

                                              
12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Children.” China Labour Bulletin, May 2019, 

https://clb.org.hk/content/migrant-workers-and-their-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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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没有主动无条件地为所有工人缴交足够的社会保险费用。中国的社会保险法规定，雇主必须

向所有工人提供社会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工人及雇主双方都要缴纳一笔费用以参加社保。中国

的社会保险包含了五个方面：养老金、医疗、生育、失业和工伤。住房公积金则是帮助工人存钱

购买、租用或者维修房屋的资金。最后，强制性的带薪休假也是农民工问题的另一项重要议题。 

 

华登工厂的生活条件不佳。八至十名工人共用一间宿舍房，而且浴室没有热水。自去年以来，休

假政策得到了改善，因此工人现在可以休假。然而，并不清楚华登工厂是否提供带薪休假。工厂

会为工人购买社会保险，但仅适用于年龄小于 50 岁的工人。管理文化已经明显放松，但罚款制

度依然存在，工人会因为轻微的违规行为而被罚款，例如：在宿舍开灯。 

 

盈峰工厂的宿舍条件一样糟糕。十至十五名工人共用一间房间及一个风扇。因为宿舍房间非常热，

有时后会有工人在走廊上睡觉。工人需要自带毯子和枕头。宿舍非常脏乱，一些上下铺的床板很

薄，甚至边角会翘起，房间里也有臭虫的问题。因为有太多的工人，排队淋浴大约需要等两个小

时左右。工厂提供了带薪休假并为工人依法购买保险。但总体的管理文化是建立在辱骂员工之上

的，工人得不到正常的尊重，也经常被主管大吼大叫。 

 

佛山南海美泰工厂在宿舍里安装了空调，但因为宿舍空间不足，一间房仍然挤了八位工人，甚至

部分工人要住到另一家工厂的宿舍里——因为宿舍空房不足。而另外一家工厂的宿舍环境相对更

差。佛山美泰支付了必要的社会保险费用，并给员工提供带薪病假以及法定假期。然而，佛山美

泰的管理文化并不友好，有时候会侮辱员工。管理人员对新员工相当粗鲁，甚至大吼大叫。在受

采访的十位女工中，有三位表示自己在工厂受到骚扰，调查员本人也觉得在工厂不安全。 

  

港鑫工厂的生活条件相对良好，六至七人住一间宿舍，房间里有空调和卫生间。工厂提供带薪病

假以及法定假期。但工厂没有主动给工人购买社会保险，而是要求工人自行向工厂提出申请购买。

港鑫的管理文化总体而言相当宽松，工人可以自行离开生产线去卫生间，也可以在工作期间相互

交谈或听音乐。 

 

永辉工厂提供免费的宿舍给工人，但住宿条件非常糟糕。通常三至四人住一间房，但房里有臭虫，

同时，禁止工人在白天使用电灯。因为只有在宿舍走廊有热水房，所以工人必须去热水房打水回

卫生间洗澡，而且热水只在特定时段提供。工厂会为正式工购买保险，但并没有替临时工购买。

但工厂会提供带薪休假给工人。 

 

工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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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工人代表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工人没有权利自由地组建社团。工人组织的工会都隶属于

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这也是全国唯一合法的工会。尽管中华全国总工会招募了 3 亿多名

会员，并致力于增加会员数量，但在工作场所中的工会往往只有一个形式，很少成为协助工人解

决问题的渠道。我们先前的调查工作显示，即使我们在工厂中看到了工会，工会领导人也一般是

由工厂管理层任命的，而不是由工人选举产生。通常工人也不知道工会的功能。因为没有工人代

表，也没有实际有效的工会，大部分的工人只能无条件接受工厂的要求或者向他们的车间线长反

映问题。 

  

4） 女性工人面对的不公平的对待、歧视、性别暴力 

IETP 的数据显示，全世界的玩具工厂的劳动力中女性工人占 60%。13在中国，女性占劳动力的

57%，但是平均收入比做类似工作的男性要低 35%，在“全球性别收入差指数”中排倒数第三。

14在招工广告上强调性别的很少。但是性别不平等会特别体现在男女工人占管理层职位的比例上，

其中男性工人占管理层职位绝大多数，女性工人占普通工人、线长和组长中的大多数。这个现象

的理由很多：玩具业，尽管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像如建筑业一样要求体力。虽然收入很低，

但许多学历低的大龄女性工人依然愿意长时间待在玩具工厂。因为比起高薪资，这类工人更在意

稳定的工作，以及避免离职后找不到工作。 

 

许多工厂倾向于招聘女性工人，因为中国社会仍然将女性看作为更容易驯服、听命令、很少制造

麻烦的人。然而与此相反的是，女性工人常常会在罢工和抗议中站到最前线，面对警察的暴力威

胁时将男性工友护在身后。她们越来越有组织，积极参与集体谈判，并且担任工人代表去和管理

层谈判。例如去年三月的国际妇女节时，专门做奢侈提包的世门工厂爆发了罢工，工厂中 80%是

女性工人。15工人们的要求包括，补偿工人的社保和住房公积金。16在公司同意了各项要求后罢工

                                              
13 Ma, Bella. “Women’s Empowerment in the Toy Supply Chain.” ICTI Ethical Toy Program, 

https://www.ethicaltoyprogram.org/en/womens-empowerment-in-the-toy-supply-chain/. 

 

14 “The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17.” World Economic Forum, 2 Nov. 2017,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the-global-gender-gap-report-2017. 

 

15 “On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Guangzhou Shimen’s Women Workers Are Acting!” China Labor 

Watch, 8 Mar. 2018, http://www.chinalaborwatch.org/newscast/653. 

 

16 Li, Jane. “Eight-Day Strike at China Factory Making Michael Kors Bags Ends as Workers’ Pension and 

Wage Demands Me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8 Mar. 2018, https://www.scmp.com/business/china-

business/article/2137548/eight-day-strike-china-factory-making-michael-kors-bags-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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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终于结束。而在 2015 年的利得鞋厂罢工中，工人抗议的重点在于搬迁补偿和社保。其中女性

工人不仅积极参与罢工，还担任工人代表与管理层谈判。17 

 

在生产线上，女性工人也面临许多挑战。她们升职到管理岗位的机会更少。工厂也缺乏对怀孕工

人的保护，怀孕工人也要加班和接触有毒化学物。因为资金拮据和户口系统的限制，农民工的小

孩很难接受到和当地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和教育，女性工人常常需要把小孩留在老家。另外，

2013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70%的女性工人曾遭受过性骚扰。18 

 

#MeToo 去年已经成为了一场国际性的运动，尽管中国的互联网上关于女权主义和女性权益的内

容受到严格审查，性骚扰的受害者站出来指认侵犯者的新闻还是上了全国头条。尽管如此，在工

厂里的女性工人却很少能够让公众听到她们被骚扰的经历。唯一的例外是 2018 年 1 月的一封来

自中国大型电子厂富士康女工的信，要求工厂建立一个反性骚扰的机制，并且要求着力解决两性

不平等的问题。在这封信里，她写到: “大声讲黄段子，用身材和长相调侃身边的女同事，借‘指

导工作’为由进行毫无必要的肢体接触……在工厂车间里，普遍存在着像这样的‘性骚扰文化’

（未婚女工友遭遇性骚扰的情况尤其严重），而且很多人对此都习以为常。”19 

 

今年的玩具厂报告关注的不仅是总体的劳工权益侵犯现象，还包括了急需加强保障的女性工人权

益。这份报告发现，男性工人常常被提拔到管理岗位，而怀孕女工人则是需要照常加班。此外还

有女性工人被性骚扰的案例。一个佛山美泰的女性工人提到，她被两个来自同一个生产线的男性

工人尾随，还用手机拍她的照片。并且该厂的女性工人总体相较于男性工人更容易被骂。社保在

中国包括了生育险，如果工厂没有付社保，怀孕工人则没有生育险，其中包括医疗检查费用和生

育补贴。根据《女职工保护特殊规定》第十二条，工会应该监督企业遵守该项法律。但是中国并

                                              
17 Feng, Coco, et al. “China’s ‘Factory Girls’ Have Grown up—and Are Going on Strike.” Quartz, 9 Mar. 

2015, https://qz.com/351393/chinas-factory-girls-have-grown-up-and-are-going-on-strike/. 

 

18 “Up to 70 Percent of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Guangzhou Sexually Harassed.” China Labour Bulletin, 

6 Dec. 2013, https://clb.org.hk/en/content/70-percent-women-factory-workers-guangzhou-sexually-

harassed. “The Sexual Harassment of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Guangzhou.” The Sunflower Women 

Workers Centre, 25 Nov. 2013,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archive/en/Image/research_report/sexual 

harassment survey sunflower centre.pdf. 

 
19 Feng, Jiayun. “‘I Am A Woman Worker At Foxconn, And I Demand A System That Opposes Sexual 

Harassment’: A Translated Essay.” SupChina, 26 Jan. 2018, https://supchina.com/2018/01/26/i-am-a-

woman-worker-at-foxconn-demand-system-opposes-sexual-hara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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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独立的工会或者驻厂工人代表和工人接触，工人只能跟线长或者管理部门反映问题。公开性

骚扰案例本身已经足够困难，而缺乏工会和工人代表就愈发使问题雪上加霜。 

 

5） 结论 

 

我们每年都在呼吁品牌公司解决其下辖工厂中持续发生的侵权行为，并且确保供应链中的工人都

能获得平等的对待。实际上，品牌公司和工厂非常了解中国的劳动法以及国际劳工待遇标准，然

而，他们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断钻中国法律的漏洞并逃避法律规范。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持续，生产

成本不断上升，工厂及品牌公司可能被迫将业务移转到国外。然而，这些不良的工作条件及环境

只会移植到劳动法更加薄弱且难以执行的其他国家中。因此，品牌公司有责任认真严肃地开展改

革措施，并从根本上改善其供应链中工人的工作条件。 

 

 

 

权利侵犯一览表 

  华登（河源）玩

具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盈峰塑胶

电子制品有限

公司 

佛山南海美

泰精密压铸

公司 

东莞港鑫

实业有限

公司 

 东莞永辉轻

胶制品有限

公司 

管理层升职机会

的性别歧视 

x     x x 

以妇女为言语霸

凌的目标 

    x     

性骚扰事件     x     

非全体工人的入

职体检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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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加班*     ?   x 

超额加班时长* x x x x x 

工资低于生活水

平 

x x x x x 

无薪的工作时间           

对工人不尊重的

行为 

x x x     

工厂未向工人解

释劳动合同的内

容 

x x ？ x x 

工人未收到劳动

合同副本 

          

签空白的劳动合

同 

          

工厂未提供 24 小

时的岗前培训* 

x x x x x 

工厂未提供工人

劳动保护用品* 

  x x   x 

 

工厂缺乏充足的

岗位健康与安全

措施*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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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车间存在火

灾隐患* 

          

恶劣的生活条件 x x x   x 

 

未能依照法律购

买社会保险* 

x20     x x21 

缺乏独立的工人

代表及组织 

x x x x x 

 

缺乏有效的投诉

渠道 

x x x x x 

备注：“*”代表违反中国劳动法 

  

                                              
20 工厂不给 50 岁以上工人购买社保。 

21 工厂不给临时工购买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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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工厂的女工权益 
在今年的报告中，中国劳工观察组织采访了 42 位女性工人，从中了解到在中国玩具工厂工作的

女性权益现状。我们归纳总结出了 4 项关键议题，详细内容请见下文。 

 

升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规定，“在晋职、晋级、评定专业技术职务等方面，

应当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不得歧视妇女。”然而，在玩具工厂中，管理层级别的职位仍然存在

明显的性别歧视。女工的工资和劳动强度通常和男工相同，但即使女工拥有和男工相同的技术水

平，玩具工厂的女工却更难晋升。根据调查人员观察，尽管大多数正式工人、线长（拉长）或小

组领导都是女性，但男性工人却更有可能被提拔到更高的管理岗位，例如部门经理。 

 

在华登工厂的某条生产线上，两名负责的线长均为男性，没有女性线长。而另外一方面，在有 30

名工人的生产线上，调查员又只发现了 3-4 名男性工人，其余皆为女性工人。港鑫工厂的主管男

女比例为 7:3。根据调查人员的分析，正式工的晋升与否高度依赖他们与主管的关系好坏，而不

是实际的工作绩效，而工厂的男工和主管之间的关系通常要比女性工人密切，晋升也比较容易。

在永辉工厂，大约 40%的工人是女性，尽管线长大部分是女性，但经理及经理以上的管理职却多

为男性。在盈峰工厂，正式工人的男女比例为 6:4。佛山美泰工厂方面，工厂大多数的工人是男

性，女性则是担任线长的职位。 

 

怀孕及生育保护 

 

生育保险 

中国劳动法规定，雇主除为工人购买住房公积金外，还应为全体工人购买社会保险。中国的社会

保险涵盖五个方面：生育、养老、失业、工伤和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则是帮助工人储蓄和提取

资金来购买、翻新和租赁房屋。对女工来说，生育保险尤为重要，它涵盖了怀孕和节育期间的所

有医疗检查费用，同时也给女工提供产假津贴，让女工在产假期间有除了雇主工资外的其他收入。 

对于没有为工人购买社会保险，也就是没有为工人缴交生育保险费的雇主，根据《女职工劳动保

护特别规定》，因为没有生育保险的津贴，雇主应该为女性员工提供补助，贴补其医疗费用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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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开销22。然而，在那些工人无法领取社会保险津贴的工厂中，调查人员都没有找到有关此方面

的信息。 

 

港鑫工厂并未主动为所有工人购买社会保险，而是让想买保险的工人在工厂工作满一个月后，自

行通知其部门负责人购买。在永辉，只有正式工才有资格购买社保。同时，工厂也没有强制要求

所有岗位的工人都拥有社保，只有在特殊岗位的工人才必须购买。 

 

华登工厂只为 50 岁以下的工人购买社会保险。佛山美泰工厂的工人在工作一个月后才加入保险。

而盈峰工厂的正式工可以在入职后的第二个月加入社会保险，临时工则是在工作满两个月后可以

获得一个月的保险。 

 

带薪产假 

中国政府在 2012 年将工人的产假天数从 90 天增加到 98 天，达到了国际劳工组织《保护妇女生

育公约》中所规定的最低产假天数。23这是国家级的规定，中国各地区也都制订了自己的产假规

定，以广东省来说（今年报告中五个工厂的所在地），法定的休假天数为 178 天。24 

 

佛山美泰和盈峰工厂都达到了广东省的标准，工人有 178 天的带薪产假。华登和永辉工厂也提供

了工人产假，但调查人员并未收集到天数的资料。除此之外，调查人员并未了解到港鑫工厂对于

产假的相关规定。 

 

针对孕妇的特殊设施及保护措施 

                                              
22 “Article 8.” Special Rules on the Labor Protection of Female Employees,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2, 

https://www.ilo.org/dyn/natlex/docs/ELECTRONIC/95280/112948/F2014302976/CHN95280 Chn.pdf. 

 

23 “International Labour Standards on Maternity Protection.”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https://www.ilo.org/global/standards/subjects-covered-by-international-labour-standards/maternity-

protection/lang--en/index.htm 

“Expecting in China: Employee Maternity Leave and Allowances.” Edited by Weining Hu, China Briefing, 

Dezan Shira & Associates, 6 Apr. 2017, https://www.china-briefing.com/news/maternity-leave-allowance-

china/.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第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19 号, 28 Apr. 2012, 

http://www.gov.cn/zwgk/2012-05/07/content_2131567.htm. 

 

24 “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第三十条.” 民商法律网, June 2018, http://m.liuxiaoer.com/cx/1257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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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永辉工厂工人所说，工厂怀孕的女工将继续在相同的位置工作并持续加班，工厂并未制订规

范替换怀孕女工的岗位。这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规定“妇女在月经、怀

孕、生产及哺乳期间应受到特别保护”；在中国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也规定“用人单

位不得在女职工怀孕七个月或以后延长工作时间或安排夜班工作，并应在工作时间内给予一定的

休息时间。” 

 

佛山美泰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护孕妇。例如注塑部门有明显刺鼻气味，所以怀孕工人被转移到其

它部门。工厂也不允许怀孕七个月以上的孕妇加班。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也提到，有大量女性职工的工作场所“应该依据其需求建立相关设

施，例如女职工诊所、孕妇休息室或者哺乳室。”但调查人员并没有在任何一家工厂找到类似的

设施。 

 

留守儿童以及流动儿童 

 

留守儿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项主要问题。因为父母前往城市寻找较好的工厂工作机会，这些

孩子只能留在自己的家乡，而他们的家乡一般在农村或较偏远地区。孩子们通常由祖父母照顾，

甚至有时不得不由孩子自己照顾自己，他们父母所赚的工资大部分都寄回了家乡。留守儿童的困

境在玩具产业中并不少见。2015 年，在中国的一个农村，有 4 个孩子因为父母抛弃他们出外工

作，而选择喝农药自杀。25 他们的母亲在广东省的一家玩具工厂工作。此外，流动儿童，即和父

母一起移居城市的儿童，也常常遭到歧视。 

 

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都缺乏父母足够的照料。在今年的调查中，永辉的一位女工请她的姑姑照顾

她 11 岁的女儿。另一位女工有两个孩子，都交给自己母亲照顾。佛山美泰的一位女工表示她有

两个孩子，但因为她和丈夫必须外出赚钱养家，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只好让孩子与祖父母同住。 

由于妇女继续承担照顾孩子的重担，许多女工必须仔细考虑后才做出选择，到底是将子女留在家

乡还是将子女带到城市。玩具工厂的工作时间很长，工人平均每个月要加班 100 个小时，因此女

工一般没有足够的时间照顾孩子；再者，工人的基本薪资通常就等于当地的最低工资，他们必须

依靠过量的加班时数来赚取足以维生的工作；同时，工厂的宿舍房间只给工人居住，家人和孩子

                                              
25 Phillips, Tom. “Chinese Police 'Find Suicide Note' in Case of 'Left behind' Children Deaths.” The 

Guardian, 14 June 2015,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5/jun/14/chinese-police-investigating-

deaths-of-left-behind-children-find-suicide-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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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一起入住，一间宿舍房通常也会住 4 位或以上的工人。大多数工人选择住工厂宿舍，因为宿

舍有时是免费的。就算收费，也比租当地的一般公寓便宜。城市的生活费比农村高许多，工人的

工资不足以供养整个家庭在城市的生活。在淡季期间，工人的收入更少，实际薪资甚至接近基本

工资。 

 

中国的户籍制度给流动儿童的教育造成了许多障碍。持农村户口的儿童在当地公立学校入学时面

临歧视，因为许多学校要求农村儿童在入学前提交大量文件，或者参加其他额外的入学考试。农

村儿童成功入学后，老师也可能将他们分配在单独的班级。因此，农民工只好将自己的孩子送到

未经许可私办的学校，这些学校的基础设施较差，教学质量也相对不好。26 

 

鉴于玩具产业的工作性质，农民工的孩子无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农民工为了赚取足以维持家庭的

工资，会将工作放在第一位，而忽视建立家庭情感支持。他们的祖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通常无法

提供孩子所需的教育和足够的支持。由于孩子很少见到父母，这也严重影响到了他们的成长和心

理健康。 

 

性骚扰 

 

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针对性骚扰的专项法律，尽管有几项国家法律提到性骚扰问题。《中国女职

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第十一条特别强调，“在劳动场所，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

的性骚扰”。《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利保障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

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尽管当前的法律没有对性骚扰进行定义，但最新的民法草

案还是包括了该定义，并且通过强调雇佣方在预防性骚扰中的责任，以保护雇员免受性骚扰。27 

 

今年的玩具产业报告中发现了一些性骚扰的案例。佛山美泰的女性工人举报过几起性骚扰事件。

基于她们的反馈，我们了解到工厂里有很多男性工人，其中不少还是正式工，会经常试图约见女

工人或拉着她们聊天。而许多暑期临时工是年轻女性。其中三个受访者说，她们被做正式工的男

                                              
26 Antoninis, Manos. “For China’s Migrant Children Struggling to Get into Schools, Policies May Have 

Changed but Attitudes Haven’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2 Nov. 2018, 

https://www.scmp.com/comment/insight-opinion/hong-kong/article/2174363/chinas-migrant-children-

struggling-get-schools. 

 

27 Wong, Dorcas. “Sexual Harassment in China: #MeToo Movement Prompts New Legal Developments.” 

China Briefing, Dezan Shira & Associates, 26 Sept. 2018, https://www.china-briefing.com/news/sexual-

harassment-china-metoo-movement-prompts-new-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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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给性骚扰了。其中一位说一个男性工人总是来邀请她一起吃晚饭，哪怕她多次坚定拒绝也还

是继续。另一个暑期临时工则提到，一个比她老的男性工人在休息时间不停来找她聊天。还有一

个女性工人提到她曾被两个男同事尾随，还被偷拍了照片。她感到非常不安，但她并没有想过跟

工会提起这件事情，因为她没有任何证据，并且觉得可能是自己的错觉。她也没有跟工厂投诉这

件事情。如果她去和那两个男性工人对质，他们也可以说只是恰巧跟她走了同一条路。 

 

佛山美泰的男性工人和女性工人住在同一个宿舍楼的不同楼层里。男性工人住在一楼和四楼。女

性工人住在五楼和六楼。一楼和二楼之间有一道安全门，只要穿过了这道安全门，任何人都可以

随意在四楼和五楼之间走动。在调查期间，有一个男性工人上到五楼并站在女厕所外与另一个女

性工人聊天。男性工人实际上禁止进入到女性宿舍楼层，但是并没有人监管。 

 

在华登、港鑫、盈峰以及永辉工厂，女工们并未举报相关性骚扰案件。然而，由于受害人通常对

性骚扰事件难以启齿，因此即使我们没有调查到相关内容，依然无法确定此四家工厂完全没有此

类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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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登（河源）玩具制品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华登工厂大门 

 

华登（河源）玩具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7 年 12 月 29 日。公司位于河源市源城区高塘工业园。

工厂主要生产塑胶玩具、电动玩具、电子玩具，金属玩具，木制玩具，电动玩具， 洋娃娃，毛绒

玩具，礼品，纪念品及赠品等。产品销往美国、日本、欧洲、澳大利亚等国家。厂房面积约四万

余平方米，职员约 2000 余人。 

 

工厂基本信息28 

工厂全名：华登（河源）玩具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高塘工业区 

工人人数：未知 

主要产品：电子玩具，金属玩具，木制玩具，电动玩具， 洋娃娃，毛绒玩具，塑胶玩具，礼品，

纪念品及赠品等 

主要客户：迪士尼29，Buzzbee 

                                              

28 数据基于调查人员的观测估算得出。 

29 根据工人访谈得知工厂有为迪士尼生产产品。迪士尼的供应方列表上有华登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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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工人男女比例：未知 

工厂主管男女比例：未知 

受访人数：10 

受访者男女比例：2:8 

访谈形式：面谈 

工人平均年龄：未知 

产品照片： 

 
BUZZBEE Air Warriors Gladiator Blaster 

一、入职及离职 

 

入职政策 

 

招工要求： 

工厂招工无性别限制，但有年龄歧视，申请者规定年龄为 18-45 岁。入职面试需携带身份证原件

和两张一寸彩色照片。 

 



璀璨世界的黑暗面 

23 

 

 
华登工厂招工资讯说明 

入职途径： 

工厂通过网络平台直接招聘。 

 

 
面试所需资料以及相关交通资讯 

岗位分配： 

男工和女工分配的岗位大致相同，工作内容相同。但男性工人数量很少，大部分被派去拉重货物

的工人都是男工，调查员只看到一或两个女工负责需要提重物的工作。 

 

今年因为订单减少，所以工厂加班数随之也减少，工厂基本上也很少招新员工。 

 

未成年工： 

工厂没有未成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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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 

工人入职不需要体检，离职同样也没有体检。受访工人并不清楚生产车间是否有伤害身体的化学

原料。他们也从来没有被工厂安排体检过。 

 

入职培训:  

工人没有参加任何入职培训 

 

离职: 

工人离职需要提前申请。因为现在订单很少，工人基本上不加班，导致很多工人申请离职。离职

手续办完后的第二天就可以拿到工资。调查人员没有见过工厂主管辞退工人，通常是主管要求工

人主动离职，因为只有这样工厂才不用给经济补偿。 

 

二、劳动合同 

 

签署过程： 

工厂要求工人在签订合同时候同时签署自愿加班同意书。同意书中写明，工人自愿加班，没有被

工厂强制加班。 

 

三、工作时间 

 

周一到周五不加班一天工作 8 小时，加班一天工作 10—11 个小时，周六若加班，加班时间 8—

10 个小时，周日休息。 

 

根据对华登工厂的观察，调查员发现现在工人加班很少。即使在 8 月的时候，工人加班时间也大

多低于每月 60 小时，而其它玩具厂这个时候的加班时间在每月 100 小时左右。 

 

四、劳动报酬及福利 

 

报酬： 

基本薪资每月大概为 1500 元，总共薪水加起来约 2000-3000 元。 

工人的薪资包括：基本工资+基本加班费+周末加班费+法定假日加班费+带薪年假+岗位津贴+社

保。旺季中的每日薪资约为 120-130 元。旺季之外时，每日薪资约为 80-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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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工厂没有什么订单，生产目标很低，所以每天加班时间很少，工人的薪水相较于去年旺季减

少了。 

 
工厂每月提供工资条明细 

请假制度： 

工厂整改前请假不容易，但是整改后基本上请假都会获得批准，甚至是请较长的假，只要有正当

理由。工厂整改后还有产假，访谈中曾提及：“去年有女工因其儿媳妇坐月子请了二十天的假”。 

 

休假： 

调查员不清楚工厂是否按照法定假期放假。 

 

社保： 

工厂会给 50 岁以下的工人购买社保。正式工的工资单上会写明每月扣除 308 元的社保费用。工

厂规定，年满 50 岁的工人不得购买社保。 

 

五、食宿条件 

 

工人可以自己选择是否在工厂的宿舍和食堂吃住，可以在外面吃或者在工厂附近自己租房。在工

厂宿舍住宿是免费的，如果工人在外租房，也不会有任何住房补贴。 

 

 

伙食条件： 

工厂里有两个员工食堂，大一点的那个稍贵一些。早晚餐食堂会提供米粉，大致在 3 到 5 元左右。

至于午餐，一个食堂的套餐 6 元左右，另一个的套餐价格在 7 元左右。虽然有两个食堂，中午餐

吃饭的工人还是很多，两个食堂都会被挤满，只要稍稍晚去一点就很难买到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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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想吃工厂的食堂，工人可以在下午下班时间到工厂外的路边摊上买小吃，或者去厂门外街边

的餐馆，价格不一。凉皮和凉面都是 4 元，肉粽 2 元一个，粥 2 元一份，米粉 3 元一份，盒饭 8

到 10 元。 

 

宿舍条件： 

工厂的宿舍分为普工宿舍和管工宿舍（给线长以上的职位入住）。普工宿舍一般为 8-10 人一间，

非常简陋。每间宿舍没有空调，只有两台电扇，和一个储物柜。宿舍有独立的洗手间，但是洗澡

没有热水。所以工人每次洗澡必须要提着桶去楼道处提热水。宿舍墙壁上没有插座，工人需要手

机充电的时候需要去一楼宿管的房间。工厂男工和女工住同一栋宿舍楼。女工住在二楼，三楼和

四楼。 男工住五楼和六楼。管工宿舍分散在各层。 

 

 
华登工厂宿舍大楼 

 

六、职业安全和劳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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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设备： 

工厂有在车间安装医药箱。 

 

劳保用品： 

工厂会给工人每日发放手套和口罩。包装部里会接触胶水或者酒精的工人每天都会有手套和口罩

提供。其它的工位则没有手套和口罩。调查员不清楚其他部门的状况。根据工人叙述，生产部门

的薪水比包装部门更高，可是车间里有刺鼻的味道。 

 

环境健康安全委员会： 

工厂有环境健康安全委员会。委员会在往年没有办过培训和活动，从 2019 年起有一些健康宣传

以及安全培训，但是培训都只有 2 个小时。 

 

工伤： 

调查期间没有遇到工伤事件。 

 

七、消防 

 

2019 年有消防演习。工厂有消防设备，可以看到灭火器。 

 

八、奖惩管理 

 

工厂有很长很详细的惩罚项目清单，大部分违规行为均以罚款为惩罚形式。犯错的工人需要将罚

金以现金形式直接交给拉长。部分惩罚的项目如下： 

上班穿拖鞋——罚款十元 

旷工半天——罚款十元 

旷工一天——罚款二十元（连续旷工三天及以上，会被开除） 

迟到五分钟——罚款五元 

迟到十分钟——罚款十元 

宿舍无人情况下未关灯——罚款（数目未知） 

 

因为入职期间并没有员工培训，所以工人们也没有收到任何关于工厂奖励和惩罚的书面通知。所

有的惩罚项目均由线长口述为准。调查人员发现工厂车间的宣传栏上贴有员工手册。纸张已经泛

黄变旧。加上页面字迹太小，看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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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工人表示不清楚工厂的奖励措施。 

 

九、劳工协会和投诉 

 

工会: 

受访工人不清楚是否有工会存在。他们从未被工会联系过。有事情通常是主管先开会，再把解决

方案传达给工人们。 

 

投诉渠道: 

工厂有员工关爱热线，工人若遇到问题可以打关爱热线投诉。但是工厂并没有公开告知员工热线

号码，很多受访工人表示都没有听说过有关爱热线，也并不清楚其他投诉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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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港鑫实业有限公司调查报告 

公司简介 

东莞市港鑫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2 月，公司位于广东省东莞市谢岗镇第五工业区，占地

面积 15000 平方米，目前有约 700 名员工。主要生产各种玩具和文具礼品，包含塑胶玩具、电

子玩具、软胶玩具、毛绒玩具等。产品主要销往美国、欧洲、日本、澳洲等国家和地区。 

 

 
东莞市港鑫实业工厂正门 

工厂基本信息30 

工厂全名：东莞市港鑫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谢岗镇第五工业区 

工人人数：700 

主要产品：文具礼品、塑胶玩具、毛绒玩具、软胶玩具、电子玩具等 

主要客户：孩之宝（Hasbro）、迪士尼（Disney）、基础乐趣（Basic Fun Inc.）、FGTeeV 

工厂工人男女比例：1:1 

工厂主管男女比例：7:3 

受访人数：18 

受访者男女比例：1:1 

访谈形式：面谈 

工人平均年龄：35 岁 

产品照片： 

                                              

30 数据基于调查人员的观测估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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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宝 (Hasbro)/Basic Fun! 

 
My little Pony 

迪士尼 (Disney)/Basic Fun! 

 
Disney Frozen II Snow Globe Su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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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Lion King ； 右：Toy Story 4 

FGTeeV 

 
FGTeeV Squishy 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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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职及离职 

 

入职政策 

招工要求： 

招聘要求年龄在 16 周岁以上，无地区、民族、宗教、性别等限制，入职面试需要提供身份证原

件、身份证复印件和照片。 

 

 
招工要求与招聘信息一览 

招聘程序 

入职的时候，人事先让工人将身份证复印件粘在报名时填好的个人资料表上，然后让工人填写背

景调查，签自愿加班书、危害告知书、新员工入职培训签到。自愿加班书写明工人们是自愿加班。

之后人事给新员工作入职培训，培训的过程中人事向工人介绍工资结算、工资发放、工作时间、

考勤打卡、年假、社保、福利津贴、食宿、离职手续等。培训过程大约半个小时，培训时间计薪。

培训结束后，新员工进车间工作一小时左右，人事开始陆续给新员工照相、录指纹、办厂牌。工

厂给员工提供有工作服，工作服在员工工作一到两周后发放。 

 

入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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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以直招的形式招聘工人，除招聘正式工外，在生产旺季还招收临时工和学生工，非旺季不招

临时工与学生工。调查期间并未发现工厂与派遣公司或中介合作，所有劳动力皆为工厂直招。 

 

调查员调查期间，正式工与学生工的人数比例为 9:1（约为 10%）。学生工并非由学校统一组织

来实习，而多是透过亲朋好友推荐，自行到工厂应徵。 

 

岗位分配： 

工人应聘时可自行选择想去哪个部门，但确切的岗位由拉长分配。 

 

尽管生产目标相同，男工岗位的工作量一般比女工略重一些。男工通常被分配到需要操作机器或

者加压和钻孔的工位。 

 

未成年工： 

生产旺季招收临时工（包括学生工）。 

 

学生工合同和薪资待遇与正式工相同。因为装配部门没有夜班，所以装配部的学生工没有上夜班

的问题。也有学生工在注塑部门上班。 

 

体检： 

为追踪会接触到有害化学物质的工人的职业病问题，需要做入职和离职体检。 

 

装配部工人不需要体检，根据调查员了解，因为装配部岗位的工作几乎都是无害的，工人也不会

接触到任何有毒物质。但装配部的未成年工仍需要体检。喷印、注塑等部门也需要体检。 

 

体检费 70 元先由工人支付，一个月后工厂退还给工人。体检费用由工厂负担，工人也能拿到自

己的体检报告。体检流程是工人自行去谢岗人民医院，提交工厂给他们的体检单，然后接受常规

体检。 

 

入职培训: 

入职培训的过程中，人事向工人介绍工资结算、工资发放、工作时间、考勤打卡、年假、社保、

福利津贴、食宿、离职手续等。培训过程大约半个小时，培训时间计入工时。 

 

试用期: 

试用期为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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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用期间薪资相同，但没有全勤奖金。 

 

离职 

试用期内辞职需要提前 3 到 7 天申请。合同期内，正式工辞职则需要提前一个月申请。如果是临

时工，要提前半个月申请。人事在每周一、三、五办理离职手续。 

 

在离职当天，上午 10 点左右，员工须上交帽子、袖章、工作服，以及核对工时。若员工不慎将

帽子、袖章、工作服等遗失，工厂不会要求赔偿。下午 3 点左右，交厂牌、签工资单领工资，下

午 6 点退宿。上个月的工资将发放到银行卡中，当月工资发现金。按正常程序可以辞职，听工人

说这个厂辞职很容易。 

 

 
左图：离职申请表；右图：离职承诺书与工时核对表 

二、劳动合同 

 

签署过程： 

工厂在员工入职后几天内批量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工人可能在入职两天或三天后拿到合同，也

有的工人在一周后才拿到合同。所有工人都能拿到合同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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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由人事将填写好内容的合同拿给工人，只要求工人签上名字和按手印，人

事对劳动合同内容没有作任何解释。工人们似乎并不了解劳动合同的作用，对合同内容也不了解。

他们觉得劳动合同没什么用。 

 

合同内容： 

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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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的变更、合同的解除和终止、调解与仲裁、服务期与

竞业限制，以及其他。 

 

正式工和学生工的合同内容一样。 

 

 
广东省制式合同，签署时人事并未讲解内容 

三、工作时间 

 

工厂实行五天八小时工作制，目前装配车间每天加班 3 小时，周六加班 8 小时或者 10 小时，周

日不加班。平均每月加班 99 小时，包括工作日加班 65 小时和周末加班 34 小时。根据调查员访

谈与估计，4-9 月应为旺季，其余月份为淡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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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季时，每天加班 3 小时或者不加班；旺季时，一般每天加班 3 小时，有时会到 4 小时。4 月是

加班最多的月份，该月每天加班 4 小时，一直到 22:30。据员工说，工资在该月达到最高，能拿

到 3800 多元。不是每个部门都有夜班。装配部门没有夜班。注塑部门有夜班。 

 

目前装配部实行一班制： 

       工作时效部门 上午工作时间 下午工作时间 加班时间 

一班制 8:00-12:00 13:30-17:30 18:30-21:30 

 

工人可以选择不加班，但需要在下午下班之前口头通知拉长，不加班没有处罚。工人每周日休息

一天。工人中午吃饭和休息时间是 1.5 小时，下午是 1 小时。 

 

 
在上班途中的工人 

 

生产线有生产指标。前一段时间产量是 16000 个，工厂允许工人完成产量就回去休息。工人赶得

快的话，能在晚上 8 点钟左右完成产量，但是需要在晚上 9:30 回来打卡，算 3 个小时加班，而

实际加班 1.5 小时。目前车间新领导上任后要求加 2000 产量，但并不容易做到，需要员工加班

到晚上 9:30。很多员工对工厂增加产量却不增加工资表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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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上下班通过指纹打卡记录工时，下班时打卡排队需要两分钟，不计入工时。工时记录完整，

如果有错误，可以在每月 2 号核对工资的时候提出修改。 

 

 
工人排队打卡下班 

四、劳动报酬及福利 

 

报酬： 

装配部工人每月工资 3400 元左右，除了底薪 1720 元外，其余部分工资几乎全靠加班。工资包

括正常班工资、平时加班工资、休息日加班工资和全勤奖。装配部除了工龄补贴外没有任何补贴，

但注塑部可能有岗位补贴和高温补贴。工人是按工时计酬，每小时 9.89 元，平时加班 14.84 元/

小时，周末加班 19.78 元/小时。全勤奖每月 50 元，如果有请假、旷工或者当月补卡超过 3 次，

就没有全勤奖。如果在厂里住宿，要从工资中扣除住宿费 45 元。 

 

工厂每月 2 号和工人核对工资，20 号发工资条，27 号发放工资，工资由工厂直接发放到工人的

工商银行卡。实领工资和工资条上显示的金额相同，工资条和考勤记录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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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 20 号会拿到工资条，工资条金额和实领工资相符 

请假制度： 

工人请病假时依然有工资。想请病假找拉长要请假单填写即可，通常不会被刁难。病假回来后工

人需要提交由社区门诊或人民医院出具的建议病休证明。 

 

休假： 

工厂有带薪年假，和 11 天带薪法定节假日休息。不清楚有没有带薪产假、婚假和丧假。 

 

工作满一年未满十年者，享受带薪年假 5 天。满十年未满二十年者，享受带薪年假 10 天。工作

二十年以上者，享受带薪年假 15 天。 

 

 
工人在作业中 

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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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购买社会保险需要在入职一个月后找部门文员申请，购买的种类及金额不明。大部分工人都

没有购买保险，因为工资不高，不愿再多扣一部分工资。相关劳动法律规定，工人和雇主建立了

正式的雇佣关系后必须购买社保。 

 

购买了社保的工人的每月工资单上会显示扣费项目、金额和明细。 

 

福利设施： 

工厂内没有任何福利设施。 

 

 

五、食宿条件 

 

伙食条件： 

2019 年开始，工人在工厂吃饭三餐免费。工人可以自行选择是否在工厂的食堂吃饭，但没有额

外餐补。 

 

每天每餐的伙食都不一样。早餐有皮蛋瘦肉粥、稀饭、包子、馒头、油条、炒河粉等。中午和晚

上提供两荤一素的套餐，还有肉汤、紫菜蛋汤或者西红柿蛋汤。 

 

 
左图：工人在食堂外排队打饭；中图：工人食堂内用餐情形；右图：食堂供餐 

 

宿舍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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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房间住六七个人，有空调、冲凉房、洗手间、电风扇、阳台。宿舍没有上锁，厂里规定离职

人员需要在中午或者下午休息的时间，也就是宿舍人员都在的时候搬离，避免有个人物品丢失的

可能性。每月住宿费为 45 元人民币，包含了水电费。若未住满一个月，水电费扣费以每天 1.5

元计算。宿舍没有配备急救箱。 

 

 
左图：港鑫宿舍为上下铺；中图：宿舍洗手间；右图：工人通常在阳台晒衣服 

 

六、职业安全和劳动保护 

 

安全设备： 

车间里有专人打扫卫生。 车间较宽敞，大部分的通道畅通，但是偶尔有物料和生产设备占用人行

通道。车间里有风扇，温度较室外凉快一点。车间机器设备有定期检查。此外，每个车间备有急

救箱，没有上锁。 

 

劳保用品： 

调查人员在装配部三楼没有发现有毒有害物质，只是装填粉袋的工人被要求戴口罩。装配部一楼

工人会接触到有害物质，据估计为某种油漆，工人戴有防护面罩，但没有提供手套。 

 

环境健康安全委员会： 

不清楚工厂是否设有环境健康安全委员会。装配部工人上岗前没有经过岗位的环境健康安全方面

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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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墙上的有毒物质危害告知牌 

工伤： 

调查期间未发生工伤事故，没有职业病患者。 

 

七、消防 

 

车间通道和紧急出口有清晰的标识，照明充足，但是车间人行通道有时被物料和生产设备阻塞。

车间内纸箱是易燃物质，也会堆放在通道附近。 

车间在四周的墙边放置有灭火器，厂区灭火器充满气，每月检查一次。 

 

 
左图：火警电话与点检表；中图：火警铃；右图：点检表与灭火器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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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通道和紧急出口有清晰的标识，照明充足、没有杂物阻塞。紧急出口的门没有上锁。宿舍区

没有易燃物质。宿舍区灭火器充满气，但没有做到每月检查一次，调查员在八月份看到最近的一

次灭火器点检是在六月份。 

 

 
逃生平面图，有清楚标志灭火器及逃生出口 

 

工厂每半年有一次消防演习， 但不是全体人员参加。根据工人反映，七月份工厂在生产区域有过

消防演习，让一部分员工观看灭火器操作的过程。 

 

八、奖惩管理 

 

工厂有厂规厂纪，但是没有看到奖励措施。培训期间，只提到连续旷工三天按自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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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规厂纪告示牌 

九、劳工协会和投诉 

 

工会: 

工厂没有工会，工人有问题只能找车间领导或者行政部。 

 

投诉渠道: 

在厂牌后面的卡片上有“ICTI Ethical Toy Program”工人热线，但是工厂没有介绍，工人不知

道这是什么电话，也从没有工人打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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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车间墙上贴的热线电话介绍；中图：布告栏贴的热线电话海报；右图：厂牌的工人热线 

 

十、其他 

 

员工关系: 

工厂管理比较宽松，工人有行动的自由，上班时可以去洗手间、喝水，下班后可以自由进出宿舍。

工人进出工厂不会被搜身。没有受访工人遭遇过侮辱、殴打或性骚扰。 

 

客户访问及审计: 

客户会派人来验厂。工厂在验厂的那天，安排员工将堆积一周的不良品处理掉，并且将其余物料

摆放得非常整齐。调查员询问过主管，主管也不清楚是哪个品牌的客户。 

 

工人满意度: 

工人们选择这家工厂，有的是亲戚朋友介绍过来的，有的因为这里的装配车间只上长白班，而且

活不是很累。 

 

受访员工觉得目前和其他厂比工资有点少，平时月总工资为 3400 元左右，这是一年下来的平均

工资。加班的时候也只有 3700-3800 元，其中包括基本工资 1720 元，平日每天 3 小时加班费

和周末 11 小时加班费。以 8 月为例，工人工作 22 天，另有 5 个周六需要上班。 所以，平日工

资为 22*8*9.89= 1740 元，工作日加班工资为 22*3*9.89*1.5=929 元，周末加班工资为

5*11*9.89*2=1087 元，外加全勤奖 50 元，扣除住宿费 45 元。总共能拿到 381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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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员工觉得加班时间有点长，但也有员工希望加班时间能更多一点，因为每个月的工资主要靠

加班，不加班就挣不到什么钱。 

 

工厂管理比较宽松。尽管车间规定不可以穿拖鞋、戴耳机听歌，但是如果有人违反，也没有受到

领导指责。喝水上厕所也都安排有助拉来顶岗。没有看到因违反规定而被罚款的实例。好的方面

是，活不是很累，宿舍有空调，一日三餐免费。工厂在学生工离开前还专门给他们开了茶话会，

用好吃的招待他们。工厂在劳保方面做的比较好，在一些对身体有害的岗位上都有相应的劳保用

品。不好的方面是，工资有些低了，另外加产量让工人不满。 

 

受访员工有的表示将来会找一些更自由的临时工做，还有的打算找一份工资更高的工作。 

 

调查员日记: 

东莞今天温度比较高，37 度，天气预报里说体感温度有 48 度，这是很热的一天，还好宿舍有空

调，我在东莞这么多玩具厂呆过，这是头一次遇到有空调的玩具厂，还免收电费，连吃饭也是免

费的，真是很良心了。宿舍人也不多，就七个人，三个学生工二十几号就要走了，然后就剩下四

个人了。 

 

我在三楼的装配车间上班，做的是迪斯尼的冰雪奇缘 2 的玩具，我的岗位是检查塑料球（用来装

玩具人物的袋子）的牢固程度，需要在产线上敲一下，看看是否漏粉和掉落。工作很简单，也比

较轻松。我通常是用一只手来工作的。每天的产量是 16000 个，看着很多，其实很快的。我们上

午和下午各上 4 小时的班，按通常的排班，每天加班三小时，但是我们通常晚上 8 点左右就完成

了产量，然后就可以走了，等到 9：30 再回来打下班卡就可以了。不要以为每条线都是 8 点做完，

我前一天在另一条线上可是确实干到 9：30。 

 

车间里大量的年轻人可能都是学生工，他们一走到时候又会重新分线，不知道又会要我做什么，

不知道还能不能八点下班了。如果我还在这条线上，到时候我就是老员工了。无聊的时候，除了

听歌就是聊天，线上人都比较和善。我发现越来自是偏远的地方的人，越是朴实善良。吃完饭回

宿舍躺下，玩手机，睡觉。中午休息时间是一个半小时。下午 1：25 从宿舍离开去车间。 

 

下午 1：30 打卡上班。我这个位置风扇吹的很少，我都闻到腋下的汗酸了，今天实在是热。 

回宿舍躺会，还是宿舍里凉快。期间有个室友办完离职手续准备回去，他回房整理的时候正好是

我们休息的时候，这时候人都在，不会有东西失窃的情况出现，后来，宿管又过来确认了一下。

我觉得这样子挺好，起码安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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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宿舍里，有两个小伙子，学生工，下午请假了，呆在宿舍吹空调。八点的时候，注塑部的和

喷油的也下班了。后面还有几个人也陆续下班了。宿舍里两个想离职的长期工，是嫌工资太低，

第一个月三千多块，但他们没有做满一个月。而用钱的地方又比较多，物价又那么贵，三千多确

实不够养家糊口。 

 

这么热的天，还是呆在宿舍吹空调舒服。晚上 9：30，我去打了下班卡，回到宿舍洗澡洗衣服，

躺床上玩手机，11：00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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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南海美泰调查报告 

公司简介 

 
佛山南海美泰工厂正门 

 

佛山南海美泰精密压铸公司于 1999 年 6 月份建成投产，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官窑永

安大道东路。佛山南海美泰是美泰集团在佛山的 7 个生产基地之一。主要生产费雪（Fisher-

Price)品牌的塑胶和电子类玩具。工厂占地共 9 万多平方米，现拥有超过 3000 名员工。 

 

工厂基本信息31 

工厂全名：佛山市南海美泰精密压铸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官窑办事处永安大道东 

工人人数：未知 

主要产品：生产经营合金玩具车、塑料合金产品及其它玩具产品等 

主要客户：Mattel 美泰（托马斯小火车，迷你托马斯小火车，Fisher-Price 游戏手柄系列） 

工厂工人男女比例：平时为 7:3 / 暑假时期为 8:2 

工厂主管男女比例：2:8 

受访人数：14 

受访者男女比例：4:10 

访谈形式：面谈 

                                              

31 数据基于调查人员的观测估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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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平均年龄：未知 

产品照片： 

 
Mattel Brands Thomas Mini Fig Asrt Checklane 

 

 
Fisher-Price Silly Safari Swirlin’ Surpirse Elephant, Multi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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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职及离职 

 

入职政策 

招工要求： 

工厂招收正式工和临时工。无地区、民族、宗教、性别上的歧视。符合法定务工年龄（16 岁及以

上），身体健康，持有效身份证。面试需带齐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两张和一寸彩照两张（持有效

残疾证的有劳动力的残疾人士亦可）。根据工人，旺季时因为缺工，工厂也招收退休工人以及

16-18 岁的未成年工。  

 

一般装配岗位免入职体检，特殊岗位如注塑部门会安排上岗体检，体检费由公司支付。面试不收

取任何费用。 

 

招聘程序： 

正式工和暑假工一起面试，暑假工填应聘申请表时需填写工作截止时间。调查人员在 58 同城上

了解到佛山南海美泰在招聘，所以自己打电话联系了工厂。因为工厂之前招了很多暑假工，所以

现在只收正式工。 

 

正式员工基本工资 1860 元/月，每天工作 8 个小时。旺季每天可以自愿加 3 个小时班。加班费为

平时工资的 1.5 倍，周六为双倍加班费，每周休息一天。 

 

美泰工作人员通过微信通知面试，若当天应聘者没有住宿可以安排临时住宿。面试地点在位于美

泰工厂左边的招聘中心。 

 

调查员到达美泰工厂的时候是中午，正值工作人员午休。一位保安引导调查员和其它应聘者进入

办公室填表。调查员和其它几个应聘者在招聘中心等到 13:30，一个穿保安制服的工作人员和一

个戴吊牌的工作人员开始工作，让应聘者交表再去里面的一个房间。进去后检查是否穿长裤、不

露脚趾和脚踝的鞋子和不露肩膀的衣服，如是则需马上换掉。接下来参观厂内环境，工作人员带

领大家逛了 5 分钟工厂，主要是一楼注塑二楼移印和装配部门。 

 

回到办公室后开始面试，工作人员先介绍每个部门的职能。工厂一共五个部门，其中四个部门正

在招人，分别是手喷、装配、移印和注塑部门。物料和打印部门目前不招人。其中移印和注塑有

危险工序补助。移印部门补助最高为 350 元/月。如果想被分到移印和注塑部门，则需要另外做

体检，体检内容包括抽血，测视力和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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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厂牌的工作人员会征询应聘者工作意向，并要他们将选择的部门写在申请表上。除了装配部，

其它所有部门都需要体检。选择部门并报名后，工人们拿着身份证到最前面办公桌照相。人资提

醒工人们第二天需带建设银行账户的复印件用于办理工资卡。从未在建设银行开户的可由工厂办

理，开过的则将自己的卡带来即可。 

 

入职途径： 

工厂的入职途径主要有三种:  

1. 工厂直招：工厂通过人事部门直招和网上招聘。 

2. 内部推荐：现职员工可以推荐新人来面试。被推荐入职的工人做满三个月，推荐人与被推

荐人双方均可拿到 300 元人民币的奖金。 

3. 离职返聘：工厂聘用之前离职的员工。但返聘的工人没有任何的优惠优待。 

 

入职培训： 

工厂的入职培训应该有二十四个小时，但实际上只有四个小时，其余二十个小时的培训时间，新

进工人都在厂房工作。四小时的培训时间里，工人还花了两小时签各种文件。 

 

早上工人们先到一个教室签到，培训老师发给每个工人一份员工守则，工人需要在最后一页签字

证明已读过员工守则。工人们接着看了几个有关于培训的视频，分别是安全，工作义务，工作环

境，薪酬与福利，保密协议等内容。保密协议又分为竞业禁止协议以及保密协议。工人必须在每

段视频结束后签字。最后一个视频播放结束后，培训老师讲解了关于公司的待遇问题以及工厂的

全勤奖政策，例如：每个月做满 168 个小时就有 150 元人民币的全勤奖。接下来签订合同，一式

两份，工人有拿到属于自己存底的那份。签完合同后，老师发了一份关于环境安全健康的试卷，

结束后老师发答案让工人自己对照改正。在试卷背后有一个预支工资申请报告，用于预支工资吃

饭。培训结束后老师依次发放厂牌和工作制服。整个过程除去签字大致为两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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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入职培训；中图：员工守则最后一页要签名； 

 

 
左图：环境健康安全试题；右图：工厂宣传 24 小时安全培训，实际上只有 4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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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员工分配到各自岗位，去相应部门开始工作。培训时间都算正常的上班打卡工时。根据调

查人员的体验，职业安全培训以及车间级培训的部分，并没有讲到危险源等一系列关于生产安全

的知识。另外，工厂里每条生产线产品不同，各条生产线员工会轮换岗位，但是工人开始工作之

前并没有收到培训或通知，不知道哪一条生产线是危险化工品或存在危险机器。新进工人只在培

训期间看了一个简短的视频介绍工作安全，甚至需要自己和工厂工作人员要劳保用具，如帽子和

手套，工厂工作人员并不会主动提供这些劳保用品给工人们。 

 

未成年工： 

工厂旺季时会招收 16-18 岁的未成年工，但没有由学校统一组织来实习的学生工。 

 

体检： 

工人由工厂统一组织到工厂外的一家医院进行体检，体检内容包括抽血、测视力及听力。 

由于装配部不属于特殊部门，入职和离职都没有体检。 

 

注塑和移印部属于特殊部门，工人在工作期间可能会接触到有毒物质，因此除了入职体检外，还

被要求做离职体检。但公司表示，临时工若要公司出离职体检费，那么明年暑假必须返厂做暑期

工，如果自己出钱则不用。体检是在工厂外的一家医院进行的。 

 

体检工人不能拿到体检报告。 

 

试用期： 

试用期一个月，试用期工资和正式工资一样，但没有社保和住房公积金。 

 

离职： 

辞职需要提前递交辞职单。正式工必须提前一周交辞职报告，还在试用期的员工和学生工可以提

前三天递交辞职报告。辞职后下个月十号之前能收到工资。离职当日，工人需要先收拾行李退宿

舍，再去离职办理处交还工作服和厂牌。最后结算工资，确认无误后可签字离开。 

 

二、劳动合同 

 

正式工和暑假工都要签订一年的劳动合同。两者的试用期皆为一个月。合同签订只需填写姓名、

身份证号码、住址和最后签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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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的内容包含：合同期限、工作内容与地点、工作时间与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与福利、

劳动保护、劳动条件与职业危害防护等。 

 

 
左图：合同封面；中图：合同内页；右图：合同确认页 

三、工作时间 

 

具体时间安排: 

 

 天 周 月（31 天） 

正常工作 8 小时 40 小时 176 小时 

平时加班 3 小时 15 小时 66 小时 

周末加班 11 小时 11 小时 44 小时 

最长工时   约 286 小时 

 

调查员在旺季入职，外加辞职的员工较多，所以每天都有加班。据老员工称，淡季每天只需要加

班两小时且星期六不加班。每一条生产线的生产目标不同，有的每人一天生产 1200，1400 或

1600。调查员所在装配部门规定两个人一天需生产 4800，三个人 5200 一天。注塑部门的产量

目标统一是一人一天 2900。部分生产线的产量目标不容易达到。如果有工人没有达到生产目标，

拉长通常会辱骂他们或者替换其它手脚比较快的工人来这个位置工作。 

 

每天早上需在提前上班时间十四分钟之内打卡，下班在规定时间后十四分钟之内打卡，这段时间

不计入工资条。如果哪天打了卡没显示可以联系拉长纠正。美泰每半个月换一次班，每次换班在

每个星期休息日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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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在作业中） 

工作时间: 

 

两班制 工作时间 休息时间 工作时间 休息时间 工作时间 

白班 7:00～11:00 

7:30～11:30 

11:00～11:40 

11:30～12:10 

11:40～3:10 

12:10～3:10 

3:10～3:30 3:30～7:00 

3:30～7:30 

夜班 7:00～11:00 

7:30～11:30 

11:00～11:40 

11:30～12:10 

11:40～3:10 

12:10～3:10 

3:10～3:30 3:30～7:00 

3:30～7:30 

加班 4:00～7:00 

4:30～7:30 

    

 

早晚班和加班各有两个排班表，时间相差半个小时。注塑部门上班时间为早上 7：00 到晚上

19:00，星期四休息。（虽然注塑部门星期天要上班，但是实际上每周只有一天是双倍工资。这

在劳动法上是合法的，因为劳动法只规定工人每周需有一天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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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劳动报酬及福利 

 

调查期间工厂正值旺季，如果不请假、不迟到也不早退，实得工资平均为 3400-4000 元人民币

（扣除住宿，社保和个人所得税后净收入）其中包括普通工资 1860 元/月，以及加班费和各类补

贴。加班费及各类补贴如下：  

 

 工作日加班为 1.5 倍加班工资，周六加班为 2 倍加班工资。 

 夜班津贴     10 元/天 

 伙食补贴      260 元/月（工厂会预支员工第一个月伙食费） 

 全勤奖励  150 元/月（请事假、旷工以及病假，一月内迟到早退三次以上，或其中任何一

次达到五分钟，照扣该月全勤奖） 

 高温补贴   最高为 200 元/月（只有部分部门有此补贴，装配部员工没有，注塑部门可以

领取 200 元） 

 重点工站补贴  移印和注塑部门的工人有危险岗位补贴，移印部门工人最多能拿到 350 元

/月。 

 

不在厂里住宿的工人没有额外的住宿补贴。暑假工和正式工一样，只要工作了一个月就会扣除

457.69 元/月的社保和住房公积金。 

 

工资支付方式： 

每个月最迟十号发工资，工资发到培训时填写的银行卡里。每个月都会有工资条，显示工资明细。

扣款包括住宿扣款，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的扣款还有个人所得税扣款。如果工人旷工，工厂会扣当

天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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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单明细，显示各项扣款及补贴 

福利： 

社保 不管是暑假工还是正式工，只要进去有一个月就会扣除社保，只有满了两个月公

司才会办理社保卡，如果只扣了一个月社保，那么就需要自己单独去银行办理社

保卡。（社保卡是可以使用各项社会服务的一种凭证，例如，在线查询社保支付

情况，申请失业保险等。只要公民正常缴纳社会保险，即使没有社保卡，他们的

权利也不会受影响。但是没有社保卡会让他们使用一些社会服务的时候多一些手

续，有时候会比较麻烦。）很多暑假工都不知道还有社保卡。拉长也不会说。 

假期工资 病假有工资，事假没有，病假需要医生开具证明。医生证明需要由工厂里或者厂

外的医生提供。医生必须在证明上明确写出病假时间。如果是厂外医生开具的证

明，则需加盖至少县级及以上医院的公章作为批准凭据。 

带薪休假 丧假，婚假，病假，工伤假，产假，年休假 （具体见表带薪休假） 

法定节假日 工厂付薪 

 

带薪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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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假 三天 

婚假 三天 

计 划 生 育 假

（产假） 

通常为 98 天（产前休假 15 天），外加生育奖励假 80 天。共为 178 天。若难

产增加 30 天，多胞胎每胞加 15 天。 

病假 工人个人工龄五年以下者： 

本厂工作年限未满五年，带薪病假共计 3 个月； 

本厂工作五年以上，带薪病假共计 6 个月； 

工人个人工龄五年以上者： 

本厂工作年限未满五年，带薪病假共计 6 个月； 

本厂工作年限五年以上，未满十年，带薪病假共计 9 个月； 

本厂工作年限十年以上，未满十五年，带薪病假共计 12 个月； 

本厂工作年限十五年以上，未满二十年，带薪病假共计 18 个月； 

本厂工工作年限二十年以上，带薪病假共计 24 个月。 

工伤假 依据医院证明时间而定 

年休假 服务年限五年以下，40 个小时； 

服务年限五到十年，56 个小时； 

服务年限十到二十年，80 个小时； 

服务年限二十年以上，120 个小时。 

（以下员工不享受年休假：服务满一年未满十年者，请病假累计两个月以上；

服务满十年未满二十年者，请病假累计三个月以上；服务满二十年以上者，请

病假累计四个月以上） 

 

工厂产假为 178 天。工人一般选择出产前一个月开始请假，以留出时间照顾婴儿，所以会工作到

预产期前一个月。女工可以请事假照顾孩子，但是会没有工资。 

 

福利设施： 

电视房，免费 Wi-Fi（连上不能用），多功能厅（星期六晚上开放），图书馆，医务室，小卖部

（八点左右关门），健身房，羽毛球场（设在宿舍二楼），篮球场，足球场（没看见过） 

 

五、食宿条件 

 

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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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给工人提供宿舍，厂区内有两栋宿舍，另外七月份因为暑假工较多，美泰本身的宿舍已经住

满了，所以向中美玩具厂租了宿舍，有许多员工被安排到了中美厂宿舍。男工临时宿舍是一楼的

房间，女工临时宿舍则是在五楼和六楼空闲的床位。 

 

服务年限 住宿费（元/人/月） 

第一年 45 

第二年 35 

第三年 25 

第四年及以上 15 

 

 
左图：美泰工厂宿舍；右图：宿舍阳台，许多工人会在阳台晒衣服 

 

住中美厂里有免费的往返巴士，十多分钟能到，走路大概四五十分钟。 

 

美泰厂里的宿舍八人一间，没有单独的卫生间和淋浴间，洗漱上厕所要去楼道中间的洗漱间。基

本每个宿舍都配有空调和四个风扇，还有一个阳台。每层楼有二十个独立的淋浴间和厕所供大约

两百个工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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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楼道中间的洗漱间；右图：淋浴间没有门，隐私性不足 

 

中美厂里的宿舍六人一间，只有一个风扇没有配空调。据说等暑假工走了后会安排正式工搬回美

泰厂里的宿舍住，如果有空房的话也会让临时工搬回来住。 

 

工人宿舍旁边一栋楼是职员宿舍，供拉长和主管居住。职员宿舍四人一间，配有冰箱空调等全套

设施。 

 

雇员的住宿费用第一年是 45 元/月，第二年是 35 元/月，第三年是 25 元/月，四年及以上住宿费

为 15 元/月。另外每年 5 到 9 月会加收空调间宿舍的 50 元/人/月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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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规范 

 

食堂： 

工人可以自行选择在食堂用餐与否，如果在食堂吃，第一个月预支工资 260 元作为餐补。如果在

外面吃，不会收 260 元。食堂有 2 元套餐，包括三个素菜。还有面条、湘菜和其他自选菜，一般

自选菜为 3-4 元一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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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工人食堂；右图：食堂员工正在打菜 

餐厅里有水果店和奶茶店。 

据老员工反映，食堂卫生条件不好，曾经吃出头发丝、铝丝和青虫，碗筷也只经过很简单的冲洗。 

 

服务餐饮 服务时间 

早餐 6:30～8:00 

午餐 11:00～13:00 

下午茶 15:10～15:30 

晚餐 18:00～20:00 

夜宵 23:00～00:30 

 

星期天装配部门基本放假，只有注塑部工作，所以星期天食堂营业的窗口会变少。 

夜班凌晨 3:10 食堂有饮料部开放，卖面包、鸡腿、烤肠、奶茶。 

厂门口也有各种小吃：麻辣烫、炒粉和沙县小吃，平均七到八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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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有饮料部贩售各种点心、面包和饮料 

六、职业安全和劳动保护 

 

安全设备： 

员工宿舍没有急救箱，但宿舍楼下有医疗室。工厂办公室配有急救箱。 

 

劳保用品： 

试用期间工厂会发一件马甲给工人，一个月后会发制服。 

 

调查员负责的岗位没有分配到其他劳保用品，但去其它岗位支援时发现工人有帽子和手套。但因

为调查员只是支援，尽管她也在做相同的工作，拉长没有给其该有的配备；有一次她在另外一条

线工作一小时后，一个线长给了她一副手套；当她负责协助超声波缝纫机的工位时，工厂人员也

没有提供耳塞；使用天那水的时候也没有被提供手套和口罩。另一个工人接替她的工位时也没有

得到劳保用品。接替调查员超声波缝纫机工位的工人自己去问了线长要手套和口罩，他抱怨味道

太重了，需要劳保用品，所以他决定自己去申请。 

 

调查员在接触天那水时没有相关劳保用品，并且工厂未曾说明超声波压机器对耳朵有伤害。如果

工人接触天那水并且需要劳保用品，他们需要自己去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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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健康安全委员会： 

工厂未设置环境健康安全委员会。 

 

工伤： 

调查期间，调查员因为早餐吃的少所以有一点头晕，被扶到医务室，医生建议休息半天，没有进

一步检查。 

 

七、消防安全 

 

每层楼设有灭火器六个，消防拴报警器九个，紧急出口五个。 

没有消防演练，但一楼有电视循环播放消防安全知识。 

车间和宿舍的通道以及紧急出口有清晰的标识，照明充足、没有杂物阻塞。 

 

 
左图：宿舍疏散平面图；右图：灭火器 

八、奖惩管理 

 



璀璨世界的黑暗面 

64 

 

工厂对考勤制度也有具体规定，员工上下班必须亲自打卡，委托他人打卡或代打卡都属于违纪行

为。打卡时间为：实际上班时间前的十四分钟内和实际下班后的十四分钟内。违纪行为可能被工

厂辞退，但是这些规定并没有被严格执行。 

 

如果因为公务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正常打卡，可以联系主管及以上领导，由人力资源部确定，然

后补卡，不然视为旷工。旷工只扣当天工资。 

 

根据工厂员工守则，纪律处分具有递进性：一年内 2 次口头警告升格为 1 次书面警告；一年内 2

次书面警告升格为辞退。员工一年内受书面警告的，当年不得升职调薪。 

关于每条拉的操作流程，每次会有专门品质检测员来拿样品检查，以及随时会有品质部门到处巡

查。但是实际上有人来检查时才会按照标准来制作，若没人检查就怎么方便怎么做。 

 

 
员工手册里有详细的劳动纪律规定 

九、劳工协会和投诉 

 

工会： 

工厂有工人代表，但是没听说有工会。员工们一般有事直接联系员工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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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服务中心： 

员工服务中心位于厂门入口。员工有问题或者需要投诉，以及正式办理离职手续都在这里处理。

在调查期间，调查者没有看见或者听说任何工人去服务中心投诉，也没有了解到任何处理性骚扰

或性侵的特殊程序。除了在服务中心办理辞职手续，工人还需要到工人宿舍楼一楼的办公室签署

书面协议。开放办理时间是每周一，三，五。以前员工投诉与离职办理在同一处，但因为离职的

人太多了，怕其他员工看见也想离职，所以工厂就安排了单独一个房间来办理离职。 

 

投诉渠道： 

在工人的厂牌背后和工人手册上有一个热线电话号码。虽然设置有渠道，但是受访工人们表示只

是形式。有问题都是官官相护，根本投诉不了。如果反映的是工厂想要解决的问题，就会得到很

有效率的处理；如果投诉的是不想管理的问题，这个渠道就只是给员工发泄的心理安慰。例如一

个工人曾经抱怨车间太热了，第二天车间生产线上就有车间管理人员摆上了风扇。另一个工人抱

怨了拉长的管理问题，工厂却没有调查，拉长也没有受到惩罚。 

 

十、其他 

 

工人选择原因： 

美泰的工人有一部分是本地人，为了社保才一直留在这里上班。其他很多外地人，多数是老乡一

个带一个介绍过来。因为有内部推荐奖励，只要被推荐人做满三个月，双方都会有 300 元。 

 

工人满意度： 

部分员工抱怨，这几年产量越来越高，而工资却没有上涨。当调查人员问他们想投诉什么时，大

多数员工第一反应也是能否将产量减少。一般旺季都会有很多新人进厂，但相对的辞职的人也比

较多，辞职的原因主要是工作量太大。许多员工抱怨拉长不停催促他们工作速度加快，如果工人

犯了任何错或者工作不够快，线长就会大骂对方，许多男员工和女员工受不了这种环境就走了。 

 

受访员工表示，这个厂不把人当人看，产量特别高。好多员工都是新员工，还不熟悉岗位就被要

求有老员工一样的速度，达不到还会被骂。受访者看到被骂哭的例子有不少，那些人一般两天后

就离职了。 

 

客户访问及审计： 

没有遇到客户访问和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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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员日记 

第一天 

负责人让我们填了表，表格检查完后就由负责人带着看工厂，看完工厂就回去培训室让我们了解

了几个次序，问我们愿意去哪儿。第一个看的地方是移印车间，噪音特别大，里面工作人员都有

带一副耳机。第二个去看喷漆车间，里面有很大一股味道，但是带我们的培训老师强调是无毒的。

最后第三个厂年轻人多一些，应该是组装部门，一条线一般十几个人。最后培训老师推荐我和一

个妹子进的装配部，我被分配的是托马斯小火车安装部门。 

 

第二天 

下午我被分配到装配部门其中的小火车组装部。我听老员工说这个部门相对其他装配部会更容易

请假。一般这家工厂旺季是在九月之前，九月之后属于淡季。淡季一般就有很多人离职去其它地

方，因为淡季工厂就不会让工人加班。这样工人每个月只有基本的 1860 元底薪，加上扣去保险

金和公积金，能拿到的工资就更少了。 

 

离职的人多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产量要求一年比一年多，但是工资还是不涨。以前是 1680 元然后

到今年涨了两百元。但是有个奖励金两百元没了，就相当于没有扣也没有涨一样。所以离职的人

就变多。很多人愿意忙的时候回来，不忙的时候去其它厂。 

 

老员工还说那个注塑工序虽然公司强调是无毒的。但实际上有很浓的气味，有这种气味的其实有

害。一般怀孕的会调来我们这个部门，因为这里就没有气味。 

 

第四天 

下午三点我被抽中去参加茶话会。会上都是新人，因为人事部管理想听听新人意见。有新人就说

了部分拉长对新员工不友好，横幅说帮助新员工结果全是欺负新员工的，以及部分拉长因为最近

是旺季所以才提升上来,所以管理经验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人事部管理说会纠正。（后来有老员工

说茶话会只是让新人发泄一下，并不会实际解决）。茶话会开完结束回去生产线。 

 

夜班第一天 

今天中午休息四十分钟和舍友回去拿东西。另一个上白班的舍友告诉我们说她那一条线的小姐姐

被骚扰。被同一条组装线的两个男员工跟踪和拍照。本来她不知道的，但是最近因为和她一起的

那个朋友是夜班，所以只剩她就一个人在那条线。那两个男员工就开始有偷偷拿手机拍她，她说

她特别害怕。她也没有想过去联系工会，因为没有证据，怕是她自己的错觉。 

 

第八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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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是第二天夜班。今晚的工作是给昨天每个包装好的小火车按照批数号分别装进一个展示盒子

里，站了一个晚上，到下班的时候已经特别累了，比第一天累很多。 

 

至于产量指标，在这个部门有个姐姐和我说，之前她进来时两个人产量是 3800 个，今年产量变

到了两个人 4500 个。 

 

第九天 

我今天被借调到其他的装配部帮忙。拉长先是让我贴贴纸。贴了大概一分钟后，那个男拉长走过

来叫我去了另一条拉。这条拉是专门焊电线的。拉长是个穿粉色衣服的小姐姐，她叫我去焊电线。

我不会，结果她就把我派到隔壁的一条拉。这条拉上都没有什么员工，是专门组装一个球。步骤

是先把一半的四个点粘上天那水，然后和另一半组装在一起，然后压一下再贴上贴纸就算完成。

天那水其实是不能直接接触皮肤的，但是拉长并没有给我什么防护措施。天那水粘在手上了过几

秒就会干但是会有很大一股味道。 

 

最后一天 

旁边淑姐和福哥听见我要辞职，就过来问我为什么。我说太累了。福哥说，和我一起到部门的那

个男生也要辞职了，也是十九号。我问福哥他为什么要辞职，福哥说他天天晚上都被外面的拉长

骂，不是做的太慢就是做不好，然后就生气了。福哥还说美泰的管理人员完全是在逼着人走，刚

刚去的新员工怎么可能跟上老员工的速度。 

 

淑姐说现在之所以产量那么大因为希望把十月份之后的订单做完，那样才能让之后的周末不加班

了。之后淡季只有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加班两个小时，如果不加班两个小时，工厂走的人更多。 

 

工人故事 

张小姐 

面试那天认识了二十岁的张小姐，她是来当暑假工的，因为她同学在这个厂工作所以她也进来了。 

第二天培训的时候，本来厂里是不招暑假工了，但是因为厂忘了给她发消息通知她不来，所以最

后协商了一下还是给她办理了入职。她每年都在其他厂当暑假工，然后工作到哪儿就玩到哪儿。 

 

罗小姐 

也是一个暑假工，和我一个寝室的，她已经来一个多月了，但是因为之前有点事请了几天假所以

那个月就没有全勤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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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注塑部门的，她们部门男女比例一般三比七，其中很多都是结了婚的大姐，年轻人很少。她

们部门调机员基本都是男生做，但是有什么问题大姐问他们他们不回回答，年轻女生问他们才会

理，调机员通常负责维修机台。 

 

她和我说这个厂的男生特别多，只要是妹子就会被很多人找聊天，因为她经常被找，但她似乎没

有觉得困扰。 

 

她的每日目标产量是 2900，但是因为她是新进工人所以每天一般只能做 2400-2500。她说如果

是老员工的话都会很认真的坐满产量，因为怕被组长骂，大部分会骂人的组长都是女性组长。一

般来说，年轻的组长较年长的组长骂人少。 

 

罗小姐准备做到十六号就不做了，她说上夜班太累了，而且她十九号就要回家拿毕业档案。 

 

福大叔 

福大叔是和我一个部门的一位大叔。我们部门是组装小火车的，每条线只有三个人。一个人负责

组装轮子底板和车板，还有一个人负责把头按在组装好的车板上，最后一个人负责打螺丝。福大

叔说他已经来这个工厂三年了。他刚刚来的时候，工资只有 1680 元，到现在涨了两百块，但是

之前有一个奖给取消了也是两百块，所以工资没有变。但是这三年来，每年的生产产量都在涨。 

 

我问他如果工会让他去提意见他会提什么。他就说，希望产量可以少点。他说人资有时会安排一

些茶话会的活动，但从来不会让老员工参加，因为老员工通常有比较多的问题和抱怨。但因为茶

话会占用休息时间，所以尽管老员工不能参加，还是没有人会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去投诉。 

 

福说我们这个部门算是比较轻松的，部门规格比较小，但是却有两个拉长一个主管，所以算是独

立的一个部门。一般主管的工资有一万多，我问他他怎么知道的。他说他有个朋友的老公就是当

主管的，所以四舍五入的也就知道一点。 

 

福哥还说过关于注塑部门其实呆久了对身体有害。有毒材料容易让女人子宫受损。 

 

丽小妹 

她是我们宿舍的一个小妹妹，也暑假工的。今年 6 月 20 日进厂到现在已经做了接近两个月了。

我听她说，有些女性拉长特别凶，骂哭过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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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一般男员工都会做物料员，因为物料员会去库房拉很多货，都非常重，女员工是做不动的。

她有一次被分配到男员工做的体力活，结果也差点哭。那次她是打包装，需要把一个盒子安好然

后把东西放进去然后贴胶布，结果做完后她手都打出水泡肿了。 

 

她妈妈已经在这个厂工作了十多年，升到了拉长的位置。她妈妈说注塑部有很重的味道，身体不

舒服，所以去医院检查，可是并没有检查出来任何异样。医生让她换个工作环境，结果她换了岗

位后，身体就好了。 

 

我认识她的这段时间，她都抱怨一直工厂里有个叔叔骚扰她，想约她出去吃晚饭。她只向其它工

人抱怨过这件事，没有向拉长提过，也没有想过向服务中心投诉。 

 

宿舍大姐 

来了接近一个月了，她说她准备把今年做完再走。因为之前她夜班我白班所以接触比较少，今天

夜班所以白天就闲聊了几句。她说她老公可能一个月之后就来这边找她，她准备去外面租房住。

她有两个孩子，在家里都是父母在帮忙照顾，因为她和丈夫必须外出工作养家，没有足够的时间

照顾孩子。 

 

她觉得她们拉长都不骂男生（大部分拉长都是女性），即使男生速度慢或产量低也不骂。她说她

们拉长之前还骂哭过女员工，结果那个女员工做了两天就离职了。 

 

大姐说这个里面很多机器和物料员本来应该男的做，但很多让女的来做，有点不公平。因为物料

员通常需要拿很重的货物，工作量也比较大，所以很多女工认为应该由男性来当物料员。 

 

老乡阿姨 

老乡阿姨来美泰十七年了，还有一个多月就退休了。她准备下个月把她的年假全部休完，向她这

样的资深员工每年都有 48 小时的带薪休假，她跟我说，她每次请年假都是只请早上几个小时而

不是请一整天，如果一次请一天，同一天还得回来加班三个小时。如果不回来加班，工人将不会

拿到任何的补偿金，即使工人是请了自己的带薪休假。所以她都只请假几个小时，晚上还可以继

续加班，赚 1.5 倍的加班费，比请一天假划算很多。一次休一天的都是本地人。之前有个阿姨发

了工资发现休了年假之后工资少了点，然后问福哥，福哥说是因为她虽然休的是年假但是一天假

期也只有八个小时，还有三个小时的加班没来，肯定没有加班工资。 

 

她有个女儿是她妈妈帮忙照顾大的，所以和她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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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她之前在电子厂、鞋厂、五金厂都做过，她觉得电子厂是最干净的，而五金厂是最脏的，因

为她负责疏通管道。她说这个厂里很大一部分人都是来混保险的都是本地人多一些，但是那些本

地人特别看不起外地人。 

 

她来这个厂做了两年多迷你托马斯部门，六年多注塑，六年多品控部，还有三年左右是刚刚进来

那会那时厂里还是做钢制玩具。她说这个厂里很多事情都不公平的，因为一般拉长都是物料员提

上去，那些物料员没事就会给拉长买一大堆东西。我问她这个员工服务中心有什么用吗，她说那

基本上都是做样子的，这边员工有什么想说了基本都会憋着，也不想去哪里找事。 

 

媛 

媛也是暑假工，她和小丽一起到的工厂。她现在的生产线上包括她只有两名女工，其他都是男工。

她说也有一个叔叔经常骚扰她，每到休息时间就会过来找她。她很害怕，也不敢在休息的时候呆

在自己的工位上，所以总是来找我聊天。 

 

她们拉一般任务是 1400。如果她做的快的话，每天六点半能结束下班。做的慢的话，七点钟才

能结束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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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永辉轻胶调查报告 

公司简介 

东莞永辉轻胶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9 年，隶属的香港永丰出品有限公司。东莞永辉轻胶制品

有限公司现有员工 200-300 名，位于中国广东省东莞市清溪土桥村金桥工业区兴业二街 1 号，公

司厂区占地面积两万多平方米。 工厂的主要经营范围为 EVA 玩具、礼品、文具、幼教器材、工

艺品、鞋以及箱包等产品。 产品主要出口到美国、日本、东欧等国家及地区。 

 

 
工厂使用的乐高纸箱 

工厂基本信息32 

工厂全名：东莞永辉轻胶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广东省东莞市清溪土桥村金桥工业区兴业二街 1 号 

工人人数：约为两百到三百人 （正式工：20%；临时工：80%） 

主要产品：EVA 玩具、礼品、文具、幼教器材、工艺品、鞋以及箱包等 

主要客户：乐高，乐高乐园，迪士尼33 

                                              

32 数据基于调查人员的观测估算得出。 

33 根据工人访谈得知工厂有为迪士尼生产产品。迪士尼的供应方列表上有永辉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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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工人男女比例：6：4 （装配部基本均为女性） 

工厂主管男女比例：未知 

受访人数：十人 

受访者男女比例：1：9 

访谈形式：面谈，微信（受访者所在部门： 生产部、丝印部） 

工人平均年龄：未知 

产品照片： 

 
乐高乐园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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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加工的乐高乐园盾牌 

 

一、 入职及离职 

 

入职政策 

招工要求： 

工厂招正式工和临时工。无地区、民族、宗教、性别上的歧视。只要符合法定务工年龄， 十八周

岁以上，就可以入职。最高入职年龄无硬性规定，现在职工人中最高年龄为 50 岁。入职面试时，

求职者需要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和一寸彩照两张。面试不需要交任何押金，也不会被扣押证件。

求职者可自行选择成为临时工或正式工。但是工厂的人事在面试时会鼓励求职者应聘正式工。 

 

招聘程序： 

临时工和正式工的面试程序一样。将行李寄存在保安室后，由主管带去人事部。人事会首先要求

求职者填写入职申请表，其中包含学历信息，住址电话等。人事根据相关资历分配岗位。人事部

要求员工看过入职须知和一份自拟的劳动保护条例后并签字盖手印。其中劳动条例主要解释了一

周有一天休息的规定。期间，人事没有提及入职培训内容，只是讲解了入职须知表，并再次确认

入职申请的内容。讲解并签字结束后，工作人员要求求职者上交身份证复印件以及彩照。到此面

试结束，就算正式入职。工作人员安排新员工去保安室领取宿舍钥匙，入住工厂的宿舍。 

 

入职途径： 

工厂的入职途径主要有两种。1. 工厂通过各类网上招聘平台发布招聘信息来直接招聘员工。2. 工

厂通过中介公司来招聘正式工和临时工。 

 

入职培训： 

工厂没有对新员工进行入职培训。唯一和培训相关的内容是面试时介绍的入职须知表。面试时候，

工作人员会解释入职须知表里的内容，比如，晚上十二点之后严禁进出工厂；工厂里严禁吸烟，

吸烟要去吸烟区；工资在每个月二十八号左右以现金发放；上下班打卡应当在正式时间的十四分

钟之内等等。 

 

试用期： 

试用期为一个月。 

 

岗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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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不能选择在哪个部门工作。一共有 5 个部门：生产部，制造部，丝印部，喷油部，转印部。

另外还有品质管控，不单独设部。几个部门中，装配属于生产部；制造部是制造材料然后由生产

部组装包装；丝印部使用丝网印刷技术，要接触 EV 塑料；喷油部主要负责表面上色涂装；转印

也是一种印刷工艺；品管负责定时取样品送检。 工人会被安排到缺人的部门。丝印要求有工作经

验。工厂也会根据工作岗位所需的体力来分配男女员工。一般女员工会被安排进需要较少体力劳

动的生产部，而男员工则会被安排去体力需求较大的岗位，比如制造部，因为需要操作机器。 

 

未成年工： 

根据调查人员观察，未发现工厂使用学生工。 

 

体检： 

工厂没有对任何部门的任何员工进行体检。 

 

离职： 

根据工厂自拟的劳动保护单，如果是工厂直招工人，只有月中和月末才能办理离职。正式工需要

提前一个月报告申请离职。工作未满一个月的临时工，报告离职后十五天后才能离职。中介带来

的临时工提前一天申请，第二天就可以离职。 

 

若是离职时没有提交离职申请报告，工厂就会定义该员工为自离。自离的员工就拿不到当月工资。 

 

二 、劳动合同 

 

签署过程： 

工厂不会在工人一入职时就和工人签订合同，而是等工人工作了半个月或一个月后才签订劳动合

同。工厂与正式工或临时工会签署同样的劳动合同，也会拿到副本。调查员离职时，仍未和工厂

签订劳动合同。 

 

合同内容： 

劳动合同就是广州劳动合同。 

 

三、 工作时间 

 

工厂实行五天八小时工作制，八小时工作皆是白班。旺季期间（8 月之后），周一至周五每天加

班 3 小时，周六加班一天，周日休息。调查人员进厂期间正好碰到旺季，工厂在赶单，所以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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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一天也被取消，用来加班完成订单。工人们最长连续上班十一天无休。每日正常工作时间为 8

小时，外加 3.5 小时加班时间，共为 11.5 小时。生产部工人旺季这段时间每天的生产指标为

4000 件，一般情况下晚上八点半可以能完成当天的产量，其它时间一般没有指标。如果提前完

成任务可以提前下班，等到指定的下班时间再回打卡下班。工资也是按照三点五个小时算的。 

 

 
左图：工人在微信上讨论加班事情；右图：工厂宣布加班及假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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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运输产品使用的工具 

 

 
左图：工人的工位；右图：完成的产品 

 

每天早上八点上班，七点四十六到七点五十九可以打卡，上午工作四个小时，到中午十二点下班。

中午吃饭和休息时间是 1.5 小时。下午一点半到五点半上班。晚上若有加班，加班时间为六点半

到晚上十点。如果没有打卡应该要扣工资。若有工人忘记打卡，可以找组长解释。 

 

工厂里除了丝印部门有夜班外，其他的部门都没有夜班。夜班补贴为 13 元/晚，加上一碗泡面。

夜班正常上下班时间是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 

 

正式工 正常工作 

 

加班 

 

每天 

 

8 小时 

 

3.5 小时 

 

每周 

 

5 天 

 

1 天（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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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 

 

22 天 

 

最长加班时间为 126.5 小时 

 

工资 

 

1720 元/月 周一到周末加班 1.5 倍，周六或周末加班 2 倍 

 

 

临时工 

 

正常工作 

 

加班 

 

每天 

 

8 小时 

 

3.5 小时 

 

每周 

 

5 天 

 

1 天 

 

每月 

 

22 天 

 

最长时间 126.5 小时 

 

工资 

 

13 元，13.5 元，14 元，14.5 元/小时 

 

没有加班补贴按小时算 

 

 

淡季期间，工人可以不加班。若不想加班，需要每日下午 3：30 之前和自己所在的组的组长说明

情况。旺季期间，工人必须加班。调查人员听到某车间的组长说“除非起不来了，不然都不准请

假。” 

 

 上班时间 

上午 8：00-12：00 

午餐休息 12：00-1：30 

下午 1：30-5：30 

（加班） 6：30-10：00 

 

四、 劳动报酬及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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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 

正式工工资分为底薪和加班费。每月底薪为 1720 元。加班费是按工时计算，一般工作日内加班

为 1.5 倍工资，周末加班为 2 倍工资。正式工除了底薪和加班费以外，还可以领取 150 元/月的

职位补贴，职位补贴依据岗位不同而浮动，装配职位补贴最低。 

 

临时工工资也分为底薪和加班费。不同的是，临时工按进厂时间不同，每小时的工资也不同。一

般分为 13 元/时，13.5 元/时，14 元/时，和 14.5 元/时。每个部门每批进来的临时工工资都不

一样，所以在入职须知最下面有写严禁工人讨论薪资。此外，临时工不会享受 1.5 倍或 2 倍的加

班工资，也没有职位补贴。临时工加班统一按照每小时工资计算。 

 

旺季期间，正式工实领工资（不包括社保）可以领到 3500 元左右每月。临时工的实领工资（不

包括社保）可以拿到 4000 元以上。临时工工资较高是因为他们以小时计薪，而正式工是基本薪

资外加加班费。此外，工厂工资一律以现金支付，每月的 28 号工厂会发放工资。听工人说这样

可以不扣个人所得税。工人需要当面领取，再去银行存钱进账户。 

 

休假： 

正式工有带薪年假和产假。临时工若做满两年后有四天的带薪年假。 

若是员工放弃休年假，可以领取相当于 4 天的工资作为奖励。 

 

社保： 

 社保 假期工资 

 

带薪休假 法定节

假日 

 

正式工 

 

无论本省外省工人均可购买社保，但是需要自己

去和人事部说明，工人可以自己选择是否购买。

社保按照广州市最低要求购买。每月工人缴纳

306 元，公司帮忙交 600 多元。但是第一个月

属于试用期没有社保。而特殊部门必须要买社

保，比如一楼开机制造部。公司还会单独给每个

员工购买一份十几块的商业保险，不需要员工自

己出钱。员工需自行办理社保卡。 

 

病假和工

伤假工资

不明 

 

带薪年假产

假 

 

工厂付

薪 

 



璀璨世界的黑暗面 

79 

 

临时工 

 

没有社保，也没有商业保险 

 

没有 满两年有四

天年假。不

想休假按照

正常上班则

正常付薪。 

 

没有薪

资 

 

没有住房公积金。 

 

福利设施： 

工厂里没有任何福利设施。只有一处吸烟区提供给需要吸烟的员工。 

 

五、 食宿条件 

 

工厂提供宿舍，不加收任何费用。但住宿条件很差。普通宿舍一般 3-4 人一间。宿舍内白天不允

许开灯。楼道内有热水间，并且热水只有固定时间段才提供。（早上 7：00~8：00，下午 5：

30~6：30，晚上 8：30~12：00）洗澡需要带桶到走廊两头提热水回卫生间洗澡。 

 
左图：宿舍走廊；中图：老旧的宿舍房门；右图：脏乱的宿舍房间与破旧的水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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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坏了的厕所门；右图：厕所里只有一个蹲式马桶 

 
楼层结构图 

 

男女员工住同一栋宿舍楼的左右两边，分别使用不同楼梯，每层楼中间用铁门隔开。女员工宿舍

走廊两边各一间夫妻房。夫妻房公用一个卫生间，只有这里的卫生间有花洒。宿舍区域里二三楼

有监控器，四楼无监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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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男女宿舍的铁门 

 
被暴雨吹倒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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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员住的宿舍有天晚上暴雨，洗漱间门被吹倒了。宿舍职员告知需要打报告写申请才可以修门

卫生间的门也是坏的，有的宿舍上卫生间要把门整个搬起来。调查人员发现寝室内有臭虫，工人

经常会被虫子咬的满身是包。如果员工选择不住宿舍，在外面租房子没有补贴。宿舍楼有 WiFi

但是连接进去也是用不了。 

 

工人可以在食堂用餐。每个月会有 26 天的餐钱补贴。每天补贴 14 元伙食费（早餐 2 元；午餐 6

元；晚餐 6 元）。如果当月额度没有用完，月底会清空。食堂做什么，就只能吃什么。早上一般

是面食。六元的饭一般是两个小份肉菜和一素，七元的餐大小份肉菜一素。食堂晚上不开门，但

工厂大门晚上 12 点后会关，夜班工人也不能出厂了。所以夜班会补贴一盒方便面。 

 

如果不想再食堂吃饭可以去零食窗口买零食，方便面和饮料。员工食堂的餐具以及洗洁精需要自

备。餐厅里还有一个专门放碗的架子。刷卡每天最高额度是五十元，早饭以 10 元为上限。中饭

和晚饭都是 20 元，超过这个数字今天就不能再刷。只要过了饭点，食堂下班就不能买零食了。

食堂的零食普遍比工厂外要贵一些。如方便面在厂里卖 4.5 元，外面小卖部的是 4 元。 

 

工厂外面走五分钟会有一个市场。市场里有些卖夜宵卖饭的摊子和生活超市。 

 
左图：餐票；右图：食堂墙上的用餐价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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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工人食堂；右图：工厂通告（分两批下班避免食堂拥堵） 

六 、职业安全和劳动保护 

 

工厂里没有环境健康安全委员会。临时工和正式工上岗前都没有经过岗位培训和环境健康安全培

训。厂房有急救箱，但是员工宿舍的急救箱是空的。 

 

 
员工宿舍空的急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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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员上班期间，有人手被卷进机器，流了血，听那位员工说当时工作人员有准备带她去打针但

是她怕疼就没去，然后第二天就调离了那个职位。 

 

工厂里面说不允许穿着拖鞋上班，但是实际上是没有人管的。三楼用了天那水以及其它化学用品

所以有很刺鼻的味道，工厂每天会提供口罩，但是需要员工自己去拿。但就算工人带上口罩也还

是能闻到刺鼻的气味的。 

 

工厂有提醒带防护用具标识，但是没看见过工厂发口罩外的防护用具。除口罩外没有其他护具。

厕所门口有洗眼器，但已经坏掉了，目前工人用它来洗手。 

 

七、 消防 

 

每层楼都有消防用具和灭火器，但是检验时间标签都被撕掉了，外面也都是灰尘。调查人员发现

有些灭火器是 2013 年检验的，有些时间甚至更久。 

 

宿舍每层楼有紧急逃生标志。 

工厂里的灭火器装置和宿舍一样，很旧，标签很多被撕掉了。工厂里也没有举行过消防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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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上的消防栓和灭火器 

八 、奖惩管理 

 

工厂里没有特殊的奖惩管理制度。工厂里禁止吸烟。晚上十二点不能进出厂门。不打卡算旷工一

天，扣当天的工资。 

 

九、 劳动协会和投诉 

 

工厂内没有设置工会。工人们若有问题，没有任何投诉渠道。投诉或抱怨会被视作不适应工作，

组长以此劝退工人。 

 

十、 其它 

 

很多工人选择永辉工厂的主要原因是除了丝印部，基本没有夜班。除了赶货期间，其他时间工厂

不算很忙也没有压力。工厂管理不是很严苛，上班时间上厕所喝水都比较随便。进出车间不需要

打卡，进出厂门也不需要刷卡和检查随身物品。但是上班期间出厂必须由组长开具放行条或者请

假条，不然不允许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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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随意进出的厂门 

 

调查人员日记 

 

2019.第一天 

今天和我一起进厂的有十几人来，管理人员让告诉包工头让工人不慌签合同，试试能不能做。我

问管理人员明天是不是有培训，他叫我明天早上七点五十五到办公室弄指纹，这边打卡是提前十

四分钟之内都可以比如说八点上班，七点四十六到八点之前是可以打卡有效的。然后给我安排了

宿舍。然后进了宿舍，七张床位但是只有四个人住很简陋，地上是水泥地坑坑洼洼的，只有两个

风扇，插头也只有两个，每个宿舍有一个厕所和洗漱池，要洗澡要在时间内去楼梯口接热水到卫

生间里洗，同宿舍阿姨说四楼还有很多空的宿舍应该人少没人住。 

 

旁边宿舍的阿姨洗完头发就在门口吹头发，她说这里有几个部门丝印部，装配部，喷油部，还有

几个她也不是很清楚，丝印部在忙的时候会赶班就是加夜班，她说装配部好些，没有那么重的味

道，丝印特别臭，还有个部门噪音很大，应该是制造部。但是装配部也有用难闻气味的材料的时

候，比如一种叫多正喷胶的胶水。 

 

2019.第三天 

中午吃饭，听对面的姐说因为食堂吃饭时间人多要分成两个班吃饭。 

吃完饭基本上还有四十多的时间，听工人说 ，207 的宿舍是最坏的，四楼有很多空房间但是没有

摄像头，楼道尽头的两边是夫妻房，两个房间共用一个洗手间，有花洒，摄像头只有二楼和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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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楼有个房间修好了但是不让人住，现在的 207 卫生间也就是洗澡的地方的门是坏掉的，每

次洗澡得先把门搬出来，门很重。后来找了保安保安说换门需要打申请报告，要找人事部。 

 

我那天下去看公告，本来以为中秋节放三天，结果工人告诉我这个月在追产量，所以只会放中秋

一天的假。（下面公告说的是十三号星期六上班提到了八号星期天来上）意思就是工人们从二号

一直要上到十二号，然后休一天假又是连续六天（不知道下个星期会不会有星期天休息）当时进

去说的是每个星期固定有一天休息的。这个厂没有离职返聘优惠也没有内部推荐奖，而且所有的

职业都没有体检。而且临时工加班费是没有几倍的，还是正常的是多少一个小时就是多少，只有

正式员工才有。 

 

在公司里不许讨论每个人的工资是多少，但是如果每个月一直加班，那么正式工扣完社保能拿到

三千二左右，而临时工没有买社保可以拿四千以上，所以大部分人都愿意做临时工，然后等旺季

过了再去其他厂。 临时工每小时的的工资的是不变的，加班费也是按正常小时工资支付。 

 

一个女工说她们选择在这里上班主要是没有夜班，而且不会催产量比较简单所以愿意在这儿上班。 

 

2019.第四天 

晚上在小窗口刷的方便面，热水在保安室旁边有，宿舍的阿姨说，她们丝印部有夜班，夜班补贴

是十三元一晚上，而且发一桶方便面，但是都很少有人愿意上，觉得累。 

 

夜班正常上下班时间是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 

 

我说我晚上想出去洗个头，这边没有淋浴怕洗不干净。然后英告诉我说两个夫妻房中间卫生间有

沐。我去看了下没看见。她说二楼左边夫妻房有一个房间住了一个叔叔，可以去洗。我问她这栋

楼有男职工住吗？她说一般男职工都是夫妻房，我们宿舍有一栋，左边是男职工，右边女职工，

每层中间有个铁门隔着，但是女生这边每一层都会有夫妻房四楼也有，所以晚上有男职工上楼。

很多时候有些阿姨的老公也会来宿舍找人，他们没有住夫妻房。晚上经常有男工上楼，很不方便。 

 

2019.第五天 

早上一进去就开了一个早会，主管说不管做几天走，反正在这里做一天就好好做，只要每天产量

够了就可以下班，不够他就陪着呆到十点，这两个月是特殊时期，这批货要在十月十多号之前出。

这两个月要忙着赶货，如果有不想加班的员工他不需要，如果要请假头天下午三点半之前和组长

说加班也是，三点半后说就是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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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故事 

 

阿姨 1 

和我同一天来这个厂的，她说她侄子在这个厂里就一起过来了，之前在汕头那边的工厂做过，但

是很累也只能拿四千多，这边也能拿四千多会轻松一些。她有两个孩子大儿子十八岁在读高二，

小的那个女儿才十一岁，是她姐姐在她家里带孩子。她老公也在外面打工，因为他老公那儿太累

了所以她没有一起。 

 

阿姨 2 

在这里做了三年了，是丝印部，他老公也是在外地工厂上班不想在这边，她女儿都 23 岁了也是

没有读大学就直接工作，现在已经不需要她管了。阿姨最近是上的夜班，每天晚上八点上班，她

说丝印部味道其实特别不好，而且很多人都不愿意上夜班就算有补贴也不愿意，她也没有听说过

这个厂有什么投诉渠道，也没有工会。 

 

阿姨 3 

和我是老乡，她来这个厂已经两个月了。我一去的时候她就和我说这边这个味道特别难闻闻久了

会长痘还容易不孕不育。她有一个儿子在上大学，她老公也没和她一起在外地打工。 

 

阿姨 4 

和我一起去辞工，也是才来几天的，但是她是中介介绍过来的，她说她老公来找她了，但是这个

工厂不收男员工所以就准备搬出去。 

 

英 

她也是临时工，来这个厂不到一年。我问她会不会一直呆下去，她说不会。她比我大两岁，和我

说这个厂里面关系特别乱很多人都有情人。厂房一共有两栋，我们现在是在左边那一栋的三楼。

英说，因为这边生产的乐高的玩具检验标准更高，所以用的胶水以及设施都会比对面二楼的好。

英还有个弟弟经常问她要钱，她父母也没怎么管她了。 

 

波波 

再来这个工厂之前去过很多工厂，已经工作十年了但是这个工厂没有夜班相对轻松一些就一直呆

在这个工厂。她有两个孩子但是都是她妈妈在帮忙带，这次中秋节还请了几天假回家。 

 

波波来这个工厂来了两年了，第一次进来是去年，十个人里面就她一个正式工。当时还没有工作

她就准备去转临时的，但是工厂都不同意。当时正式工还得交一百元伙食补贴。然后过年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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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就辞职回家今年又进来的这个厂然后是临时工。在去年正式工的时候她不扣社保有个月一直加

班拿到了三千六，那是最多的一次。然后现在临时工可以拿四千以上。波波说这个部门这边味道

特别重，但是偶尔闻一两个月是没有问题的。波波是在外面租房住，晚上下班回家那一条路其实

没有灯特别黑，但是她说她已经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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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盈峰塑胶电子制品有限公司调查报告 

公司简介  

东莞盈峰塑胶电子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位于东莞市虎门镇龙眼工业区东十路，法定代

表人为张赛娥。是华盛玩具集团众多生产基地之一，华盛集团是大型港资企业，新加坡上市公司，

隶属于香港南华集团旗下公司。华盛集团在香港以及中国南部有七家工厂，一家研发中心以及一

家造模工厂，拥有超过 3000 多名员工，以生产塑胶、电子、布绒和机械玩具产品及礼品为主，

产品主要销往日本，美国等国家。 

 

 
工厂大门实拍图 （红色横幅下为工厂招聘处） 

公司基本情况34 

工厂全名：东莞盈峰塑胶电子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虎门镇龙眼工业区东十路 

工人人数：3000 

主要产品：塑胶、电子、布绒和机械玩具产品及礼品 

主 要 客 户 ： 孩 之 宝 （ Plumber Pants, Power Rangers, Toilet Trouble, Transformers, 

Pocupine Pop, Nerf), MGA Entertainment (L.O.L! and Poopsie Slime Surprise), Inspiration 

Works, Melissa & Doug 

工厂工人男女比例：1:1 

工厂主管男女比例：6:4 

受访人数：20 

受访者男女比例：7:3 

访谈形式：面谈 

                                              

34 数据基于调查人员的观测估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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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平均年龄：30 岁 

产品照片： 

 

孩之宝（Hasbro） 

 
Plumber Pants Board Game/Ray Mon Plombier 

 

 
Saban‘s Power Rangers Beast Morp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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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zione allo Sciacquone (Toilet Trouble Flush Down) 

 

 
Porcupine 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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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rf Sports——Nerf Dude Perfect Signature Bow (With Two Whistling Arrows) 

 

 
Nerf Sports——Zombie Strike Dreadbolt Crossb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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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ers 

 

MGA Entertainment 

 
L.O.L. Surprise! ——Amazing Surprise With 14 Dolls and 70+ Surprises 

 



璀璨世界的黑暗面 

95 

 

 
左图：LOL Surprise!——Makeover Series #Hairgoals Wave 2； 

右图：LOL Surprise!——Winter Disco Glitter Globe 

 
Poopsie Slime Surprise——Poopsie Unicorn Cr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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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issa & Doug 

 
Melissa & Doug Fashion Design Activity Kit 

Inspirational Works 

 
Inspirational Works Holly’s Magical Learning W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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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职及离职 
 

入职政策 

 

招工要求： 
工厂招聘正式工和临时工。对正式工的年龄要求是 24-52 岁，而临时工的最低年龄的要求是 18

岁。根据工厂张贴的招聘海报，招工并无无地区、民族、宗教、性别上的限制。面试者前来面试

时，需要携带本人身份证以及身份证复印件。装配车间招人几乎没有要求，任何愿意做的人都可

以进来。因为注塑和喷油等部门可能有其他要求，工厂会派专人面试。 

  
招聘广告 

 

招聘程序： 

面试：不管是正式工还是临时工，装配部工人都基本没有面试。招聘时只是问年龄多大，然后让

填写入职申请表，没有其他问题。只有装配部招临时工。对于其他岗位的工人，招聘要求不同，

比如喷油工人，会有相对应部门的人员来面试。 

 

笔试：面试者需要接受笔试。然而笔试相当没意义，面试者只需将人事部员工报出的答案写在试

卷上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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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入职手续：第二天早上 9 点，正式工开始办入职手续。新工人按照人事念的内容来填写劳动

合同、声明书和其他表单。人事对合同内容没有任何解释，只是让新员工自己看。填写完所有表

单之后，新员工被安排拍照做厂牌，以及进行接受简单培训。 

 

临时工办理入职手续的时间是下午两点，按照人事念的内容填写合同、声明书和各类表单。表单

和合约都是和盈峰厂签而不是和中介签定的。工资和正式工一样，底薪 1720 元，正常班工资

9.89 元/小时，平时加班 1.5 倍工资（14.83 元/小时），周末加班双倍工资（19.78 元/小时)。 

 

临时工要在入职申报声明上注明“劳务公司没有要求做多久才可以离职”、“在入职本公司之前，

劳务公司已确认临时工和正式工同工同酬”。这些明显违背事实。 

调查员向劳务公司驻厂人员咨询工资条款时，得到回复以私下口头协议为准，合同只是形式。而

调查员征询厂里的临时工时，工人们表示按照 15 元/小时或者 16 元/小时发放。 

 

除此之外，临时工没有跟派遣公司签订任何协议。 

 

 
在上班途中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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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职途径： 

应聘者可以通过工厂的直接招聘入职或通过派遣公司的面试入职。 

 

工厂会在厂门口设招聘点直接招聘正式工。旺季时除了周日基本每天都在招，淡季时不清楚是否

招工。招工地点在工厂正门左侧，立有一个小棚，有桌子和长椅。调查人员应聘了正式工。 

 

而派遣公司则会通过在各地的分支机构来招聘临时工。临时工入职时在一张小纸条上要填写所属

派遣公司，派遣工职员会告诉新员工他们派遣公司的名字。 

 

工厂大部分工人由各家中介和三家派遣公司招入，称为临时工。由中介招收的临时工也会挂在某

个派遣公司名下。临时工和正式工的比例约为 7:3。临时工 7 月份工资是 14 元/小时，8 月上涨

到 15 元/小时或者 16 元/小时。 

 

 
入职通知书 

岗位分配： 

调查员被分派到装配部门。正式工若满足其他部门要求，也可以申请去其他部门，但要接受其他

岗位的面试。由派遣公司招募的临时工只能去装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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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部负责把其他部门生产好的零部件组装成产品并包装起来，属于生产过程的尾段。穿橙色厂

服的工人都是装配部的。据观察，装配工大概占工人总数的 85%以上，具体人数不明。 

 

未成年工： 

工厂不收未成年工(16 岁以上 18 岁未滿)。但有学生工。 

 

体检： 

调查员所属的装配部不需做入职体检，注塑部的人员也无需体检。喷油部门则需要在面试时体检，

体检费由工厂负责。入职后，喷油部还会每月对员工进行一次体检，体检费同样由工厂负责。具

体体检流程不明。此外调查员没有遇到其它需要做体检的员工。 

 

入职培训： 

根据调查人员亲身经历，新员工进厂仅需签署一系列表格。人事让工人签保密协议、员工确认表、

背景调查表、员工手册等。由于员工手册第 18 章节记录了厂规厂纪，是奖惩依据，所以人事也

让新员工在那一张上面签字，表示新员工知晓并同意这些厂规厂纪。在新员工入职培训时间里，

人事要求工人按她念的内容去填写入职培训试卷。 

 

 
个人声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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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培训中对于新入职员工应该知道的工资组成、安全教育、职业安全防护等等都没做介绍。

人事只是在给工人拍办理厂牌所需的照片之后提到了进厂注意事项。事项包括：第二天早上 7：

50 厂门口集合、不能穿拖鞋上班、不能带玻璃水杯、迟到早退请假均扣 100 元全勤奖、准备建

设银行卡复印件交给文员、食堂吃饭需要充现金、至少要干一个月、离职需提前一周申请等。这

位人事语速很快，介绍这些不超过十分钟。填完所有的文件加上人事对新员工宣导，整个流程下

来平均 15 分钟左右。 

 

进入车间以后，车间领导还会有 10 分钟左右的介绍，例如请假流程等。分配到岗位后会有人指

导操作流程。 

 

整个入职过程持续了 1 小时 20 分，培训时间不计入工时。培训最后，要在工厂内住宿的就留下

来分宿舍，不住宿的就可以回自己的租屋处。 

  

第二天早上，新员工在工厂门口集合，排队领厂牌，在新入职员工培训记录表上面签名，之后录

入人脸数据。文员告知了新员工一些车间规矩，发放防头发掉落的帽子，接着让新员工在《有害

物质 RoHS 培训表》上签名。但是新员工并没有受到入职培训和有害物质 RoHS 培训。 

 

 
左图：背景调查表；右图：工厂规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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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进工人培训试题 

试用期： 

员工的试用期为三个月。通过三个月试用期后，员工可以转正。试用期期间工资与正式工相同。 

 

离职： 

劳动合同上写明，工人在试用期内离职，要提前三天递交申请。这和人事跟调查员说的不一样，

人事告诉调查人员，实际操作中，工人试用期内离职要提前一周申请。合同期内离职则要提前一

个月申请。 

 

临时工要遵循和所在的派遣公司的约定，通常至少需要干满一个月才能申请离职。临时工不满一

个月辞职，其组长或线长不会批准。除非确实有紧急情况才可以提出离职。自离没有当月工资。 

 

办理离职时，工人要先在人事部通知的时间地点核对工时，办理离职手续。第二天退宿，签工资

单，然后当天发工资。临时工工资也是当天拿到。工资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和正式工一样，由厂

里发放；另一部分是补差价，由派遣公司的驻厂人员发放。 

 



璀璨世界的黑暗面 

103 

 

 
离职手续及要求 

二、劳动合同 
 

签署过程： 

工厂和工人在入职时签订劳动合同。人事给员工发一式两份的劳动合同，让员工填写个人信息并

签名，对合同中的内容无任何讲解。员工对自己的权利和福利都一无所知。人事要求合约生效日

期写第二天的日期。签完这些文件之后，人事给每个人拍照用来制作厂牌。 

 

第二天早上集合的时候，人事和派遣公司的人员给新员工发放了保密协议和劳动合同的副本，都

是和盈峰工厂签订的，而和派遣公司无关。 

 

合同内容： 

临时工和正式工的劳动合同内容相同。合同期限均是两年。但是没有严格执行。 

 

劳动合同的内容包括：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和地点、工作时间、休息与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

险与福利待遇、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规章制度、合同变更、合同解除和终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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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 

三、工作时间 
 

工厂实行五天八小时工作制，每天加班三小时，周六加班十一小时，周日休息一天。平均每月满

额加班 109 小时。加班最长的月份一般在六、七、八这三个月，每月加班 109 小时左右。 

  

目前装配部 A 栋三楼实行一班制，早上 7：30 上班，也有其他栋的工人在 7：45、8：00、9：

00 上班；上夜班的工人只有一条拉，作息时间不明。休息时间为中午用餐的一小时 12:30-13:30，

下午从 13:30 一直工作到 19:30，中间没有休息时间。 

  

工作时效部门 上午工作时间 下午工作时间 加班时间 

装配部一班制 7：30-12：30 13：30-16：30 16：30-19：30 

  

可以不加班，要跟拉长申请。但是据员工说比较困难，也不清楚有什么惩罚。 

工人每天工作十一小时，每周休息一天，每个班次的中午吃饭时间是一小时。 

  

调查员没有见到明确的生产指标，但是有新工人说工作很累，手中的活基本没停过，喝水上厕所

的时候都要找人顶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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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时靠上下班打卡加人工签到来记录。上班要在上班时间前 15 分钟之内完成打卡，迟到 3 分钟

以上扣全勤奖 100 元。早退和请假也会各扣全勤奖 100 元，直到每月的 250 元全勤奖扣完为止。 

  

中午和晚上下班的时候，车间下班的人很多，非常拥挤，占满了楼梯道。在生产区打卡机前，七

八百人蜂拥在一起打卡，非常混乱。虽然打卡机有十几个，但是很多打卡机打不上卡，工人只能

一个一个的去试，打卡效率低下。工人从下班到完成打卡需要 7-12 分钟，这段时间不计入工资。 

 

工时记录完整，有错误可以纠正。上班前有车间开会，每次大约 5 分钟，主要讲一些工作中的不

足和今日的注意事项。开会时间计入工时。下班不开会。 

 

 
工人在作业中 

四、劳动报酬及福利 
 

报酬： 

每月工资：底薪 1720 元 + 全勤奖 250 元 = 1970 元 

据受访工人所讲，正式工人旺季工资有 4200 元，淡季工资 3200 元。平均下来，每月工资大致

3600 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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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期间，临时工的月薪是 4500 元-4800 元不等。 

工资包括各类补助： 

生活补助（外宿补贴 150 元/月） 

夜班补助（10 元/天） 

岗位补助（接触化学药品的检查岗位等补助 130 元-500 元） 

餐补（180 元/月 临时工的发到饭卡里，正式工的则算进工资） 

全勤奖（250 元/月） 

绩效奖（最高至 728 元/月） 

工龄奖（就职满一年为 100 元/月；满两年 120 元/月；满三年 140 元/月） 

 

各类扣费（从工资中扣除）： 

扣费项目有住宿水电费（50 元/月） 

社保（最新社保标准，每月扣 300.7 元/月） 

 

工资主要靠加班，其中加班工资差不多占了总工资的 45%。 

 
工人在作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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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部工人按时计薪，每小时工资 9.89 元，平时加班 14.84 元/小时（1.5 倍），周末加班 19.78

元/小时（2 倍），法定节假日加班 29.67 元/小时（3 倍）。 

 

临时工资以和派遣公司或中介的约定为准。依照条款或招工时间不同，可能为 15-17 元/小时。

假如一个月工作 270 小时，有些人可能拿到最低薪的 15 元，有人可能是 16 元，有人和派遣公

司达成协议能拿 17 元（可能有额外条款，例如：需做满 55 天）。总工资为每月 4050－4590 元，

外加餐费补助，约为 4200-4800 元。 

  

工厂每月 15 号发工资，工资发放到工人的建设银行卡。正式工由工厂发放。临时工工资分两部

分，一部分是和正式工一样，由厂里发放；另一部分是补差价，由派遣公司的驻厂人员发放。工

人会拿到工资条，列有应发和应扣的工资明细，实领工资和工资条上显示的金额相同，工资条和

考勤记录相同。扣款项目有住宿费和社保。根据员工确认表，住宿费为 1.67 元/天，一个月大致

为 50 元/月。 

 

 
工资单 

请假制度： 

工厂有提供带薪的年假、产假、婚假、丧假和病假。 

 

病假：工人请病假时有给薪，工资以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80%支付。请病假的程序为，和线长口

头报告并写请假单。病假回来上班后，需出示医生开具的证明。但工厂并没有具体说明病假能请

多少天。 

 

除带薪年假以外，请假都要开具证明。带薪产假（178 天）、婚假（3 天）、丧假（3 天）的请

假程序和病假一致。 

 

带薪年假：员工连续工作 1 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已满 1 年不满 10 年的，年休假为 5 天；

已满 10 年不满 20 年的，年休假为 10 天；已满 20 年的，年休假为 15 天。 



璀璨世界的黑暗面 

108 

 

休假： 

法定假日休息有付薪。 

 

 
员工休假及住宿确认表 

社保： 

正式工人必须从开始工作的第二个月开始买社保。临时工每工作两个月就可以购买一个月的保险。

工厂也会为户口非东莞本地的外省的工人购买社保。 

工厂给工人买的社保并不包括住房公积金。 

 

购买社会保险内容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以及生育保险。 

所有社保按照最低工资标准缴纳。员工自费承担 300.76 元/月，工厂承担 561.53 元/月。 

 

离职时通常社保不退保，可直接转移到下一家公司或工人的老家。离职工人需要先联系好转入单

位，再到社保局填一张转移社保的表格。 

 

东莞社保缴费明细表 

项目 缴费基数（元） 企业部分 个人部分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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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缴费金额（元） 比例 缴费金额（元） 

养老保险 3376 13% 438.88 8% 270.08 708.96 

医疗保险 4895 1.6% 78.32 0.5% 24.48 102.80 

失业保险 3100 0.48% 14.88 0.2% 6.2 21.08 

工伤保险 3100 0.25% 7.75 0% 0 7.75 

生育保险 3100 0.7% 21.7 0% 0 21.7 

合计 - - 561.53 - 300.76 862.29 

 

福利设施： 

工厂内除了走廊上的椅子，没有任何福利设施。 

宿舍和食堂旁有一个篮球场，但空间被货物占据，通常没有人使用。 

 

五、食宿条件 
 

伙食条件： 

工厂提供早中晚三餐。早餐有包子、油条、豆浆、稀饭等等，一餐 2-3 元。中餐和晚餐有提供面

条和套餐，面食 6 元/份，套餐 7-10 元/份，有荤有素。有工友觉得比起工作过的其他厂，收费

略贵。 

  

工人可以自由选择在工厂食堂和宿舍吃住，不在厂里吃住不扣钱，且一样能拿到每月餐补 180 元。

临时工的 180 元补贴会提前打到饭卡，正式工的 180 元补贴会在发工资时补上。员工需要花自己

的钱到食堂充卡。 

 

大部分员工都不在食堂吃饭，因为工厂工人实在太多（三四千人），食堂只能满足一千多人同时

吃饭。要排很长的队，队伍能排到食堂门口，食堂里面也很热。大部分工人都去工厂附近的大小

餐馆吃饭，餐馆的餐价要比工厂食堂略贵一些，这段路程差不多要七八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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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工厂食堂；右图：工厂附近餐馆 

宿舍条件： 

一个宿舍住 10-15 人（大多数住 15 人），有洗手间、电风扇、冲凉房，手机 USB 充电接口，个

别宿舍有储物柜。工人在宿舍使用的褥子和枕头等，都需要自行准备。 

 

宿舍楼 B 的下三层楼是女员工宿舍，上三层楼是男员工宿舍。楼层之间没有门禁。男员工宿舍没

有门锁，调查员不清楚女员工宿舍有没有门锁。 

 

 
宿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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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又脏又乱，有的铺位床板很薄，有的铺位床板变形翘了起来，有的上铺没有栏杆，很不安全。

USB 充电口离睡的床铺很远，且不能直接给手机充电，只能先给充电宝充电，再用充电宝给手机

充电。有些上铺的床没有栏杆，睡在上面的工人有掉下床的风险。下铺的工人表示吹不到风扇风，

睡觉时很热，一般自己另外买一两个小风扇。太热的时候，有些工人会睡在走廊上。 

 

宿舍有臭虫，有些工人被臭虫咬得过于瘙痒睡不着觉。但工厂也不会报销员工因此看病的钱。好

多宿舍一整夜开着灯，防止臭虫夜间出来活动。工厂组织过灭杀宿舍臭虫，之后有一定改善，但

并不是太彻底。直到近期，工厂全部更换了床板，将木床板换成了塑料床板，效果很好。 

 

 
臭虫防治通知 

 

宿舍门没有钥匙，任何人都可以随便进出，安全没有保障。除此之外，有的宿舍没有储物柜。宿

舍人太多，排队冲凉大约需要 2 个小时。一层宿舍只有一个热水器，冬天同一层楼的工人得共用

一个热水器的热水来洗澡，很不方便。 

 

有很多工人选择不在宿舍里住，他们在距离工厂两三公里的地方租房子，上班的时候骑自行车或

者电瓶车。房租大约是 300-400 元/月，加上水电费大致为 500 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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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有住宿管理规定，例如：禁止外来人员进出宿舍；未经他人同意不得进出他人宿舍；空床不

得摆放物品；不得在宿舍使用电炉电饭煲；不得上宿舍天台等。违反宿舍管理条例并达书面警告

两次者，取消住宿资格。 

 

 
杂乱的宿舍环境，有的床板已经凹陷 

 

 
小且脏的淋浴间和卫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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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职业安全和劳动保护 
 

安全设备： 

生产线上方有风扇，温度较室外凉快，车间整体卫生干净。 

 

但是有物料箱压住黄线的情况，使得生产线旁边的人行通道非常狭窄；甚至物料箱和箱纸会占据

整个人行通道。由于生产过快，生产线下游物料堆积在工人身边，堆积的物料箱使工人的活动范

围很小，还会挡住生产线工人走向人行通道的路。 

 

车间和宿舍有急救箱，都设置在办公室里。 

 

  
生产线边物料堆放情况 

劳保用品： 

工厂在新工人工作两天后发工作服（淡粉色 T 恤衫两件），装配车间还发了防散落头发的头套，

工作服不需要自己付钱，离职时需要交还给厂里。若是工作服遗失，离职时需要赔款。 

 

一些检验岗位会使用到慢干天那水（香蕉水），这是一种非常强效的溶剂，用来溶解掉玩具上面

的黑色油漆污迹。其人体有一定的毒性，但工厂没有为接触到这些药水的工人做好安全防护。只

是在客户前来审计那天给这些工人发了口罩（据工人说是迪斯尼公司来审计的人员）。这些岗位

无职业病体检，也没有岗位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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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车间里面的某些小车间，有着浓厚的油漆味，有的是香蕉水味，里面的员工根本不戴口罩。

车间里空气流通也不好。这些岗位大多是临时工在做。 

 

 
左图：慢干天那水；右图：产线上的工人穿着统一的 T 恤，部分人戴了防尘帽，普遍没有手套。 

 

环境健康安全委员会： 

调查员不清楚工厂有没有环境健康安全委员会，管理人员在训练期间也没有提到过该委员会。工

厂没有任何健康安全方面的培训，工厂只是在上班第一天让员工签《装配工岗位有害物质 RoHS

（欧盟危害性物质限制）培训签到表》。尽管车间有些岗位会接触到洗面水和天那水等化学物品，

但是工厂没有对工人进行相关培训教育。 

 

调查过程未遇到有害废弃物。 

 

工伤： 

调查过程未遇到工伤事故。 

 

七、消防 

 

车间通道和紧急出口有清晰的标识，照明充足，通道有时会被杂物占据。 

宿舍通道和紧急出口有清晰的标识，照明充足，没有杂物阻塞。 



璀璨世界的黑暗面 

115 

 

紧急出口的门没有上锁。 

厂区和宿舍区没有发现易燃物质。灭火器充满气，每月检查一次。 

有半年一次的消防演习，六月至九月间有消防演习，最近一次在 6 月份，在生产区域，工厂组织

工人集合，教工人使用消防设备。 

 

八、奖惩管理 
 

工厂的惩罚措施： 

 口头警告：未穿戴工作服，未佩戴员工卡，大声喧哗嬉戏打闹等。 

 书面警告：两次口头警告等于一次书面警告。其余事项包括，在同事中打听散布他人收入，

不履行保密义务，擅自将工资、奖金等信息透露给他人，消极怠工等。 

 严重书面警告：两次书面警告等于一次严重书面警告。其余事项包括，故意损坏公司财务

造成经济损失 100-500 元，上班时间睡觉等。 

 开除：一年内收到三次书面警告，员工连续旷工三天，在公司打架斗殴，煽动他人罢工及

参与罢工。 

 

工厂的奖励措施： 

 培训过程未提及奖励，工人未被告知可以获得何种奖励。 

 

九、劳工协会和投诉  
 

工会： 

从厂门的牌子上可以看到有工会组织，但是工人不清楚工会是否存在。 

 

投诉渠道： 

工人有问题主要找班组长，但不清楚班组长通常如何处理。入职考试中提到员工有问题可向工会

反映，但是工人都不知道工会是什么或者工会在哪里。 

工厂张贴了关于工人热线的告示，但几乎没人使用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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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告栏的关爱热线电话 

十、其他 
 

员工关系： 

工人有行动的自由，进出工厂不会被搜身。 

有工人曾遭遇拉长使用侮辱性词汇。 

 

客户访问及审计： 

有客户到工厂审计时，工厂会在当天暂停新聘工人进厂，以免让审计人员看到工厂不够充分的入

职培训。审计当天，工厂要求每个工人必须穿厂服，物料不要多做，不要乱堆，接触有害化学药

品的检查岗位必须带口罩，还要把化学品放进二次容器中，打孔的要戴耳塞。然而在平时，检查

岗位没有戴口罩，打孔的不一定戴耳塞。 

 

工人满意度： 

工人选择这家厂，主要是因为只用做长白班（极少数产线有夜班），也因为其它工作不好找，而

这家厂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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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员工表示工资不高，开销却不小。日常开销大致有吃饭，电话费，洗漱用品。外宿的有餐饮

花销，还有房租水电费。住工厂宿舍的工人每月要花七百多元的日常生活费。外宿的工人每月要

花一千多元。 

 

有些新员工说，等到九月份，暑假工走了，再去找其他工作。  

 

有些员工觉得工厂管理很糟糕：一个是宿舍乱，一个是打卡系统乱，一个是生产车间物料堆放很

乱。 

 

 
拥挤的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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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员日记 

 

今天是我在盈峰上班的第三天。上个周末双休，仅仅个别老员工在周六加了班。早上七点钟室友

手机闹铃声响起，然后他看起了电视剧，吵得我心烦，记得昨天晚上也是他看这个电视剧看到十

二点多。宿舍挺破，十六个铺位，六个是空的，我们宿舍大概只剩下八个人住，还有两人住外面

了，只是偶尔回来一下。7：10 我起床洗漱，7：25 穿上厂服去厂门口打卡上班。今天是个好天

气，下雨了，比较凉快，我们工作时可以少出很多汗了。打卡后，进入装配 A 栋三楼 13 线。可

能是我今天感冒了，脑袋有些昏沉，竟然走错了线，后来看到同一条线上的员工才觉察到走错了

线，然后我又看到自己居然穿了拖鞋上班，还好没人说什么，他们自己也都穿着不是拖鞋但近似

拖鞋的凉拖鞋。 

  

进车间后，所有人在拉长前面的排队开会，由各自的拉长开会，很挤很挤，每个队的员工之间没

有间隔，拉长也只是在各自的拉前面随便讲几句，后面的员工估计也没听清。我们拉长是个女的，

年纪四十多岁，她说今天迪士尼审核，要求每个人必须穿厂服，玩手机的开除，然后要求我们物

料做多少放多少，不能乱放，不能在消防通道放东西，人行道也要清理开，使用化学药品的要戴

上口罩，并要求把药品瓶放进二次容器中，我觉得并没有什么用，药品是挥发性的。她还要求打

孔的必须戴上耳塞，然而平时并没有戴。昨天看到中介的微信说今天厂里验厂，所以不带新员工

来了。 

 

今天好几个新员工没来，估计是找到更好的工作了。我留意到这个车间的 13 条线全部都是

Hasbro 专线，产品也都是 Hasbro 的。开线后，我回到自己原来的位子上，戴上纱帽，在签到

表上面签名，接过物料员发的刀片，物料员又发了个口罩，毕竟今天验厂，样子是要做的。因为

我这里没有夜班，所以，物料还都是我上次剩下的物料。我的工作是把旁边压合好金属轴的两块

料 跟线上留下来的一块料拼合在一起，并用棉签沾上慢干天那水，也就是香蕉水，把产品上面的

黑色油漆擦掉，擦不掉的时候要用刀片刮掉。拼装玩具对我来说并不难，难的是擦黑点，以我的

速度，这三天来没有堆过料，但是我后面的大姐堆了三框料，她应该比我早来几天，她不让我把

料往下流，都放在我这里，于是这几框料也就堆在我这了，记得上一个班，我没听到她说什么，

把料放了下去，结果被她骂的很难听。后来物料员发了一张记录表，用来记录生产过程中的不良

率。旁边的靓妹好心提醒我，填了这张表就有 4 块钱，物料员给的时候一定要拿。上午上班的过

程相当无聊， 一开始做的很快，后来也有停顿，物料一阵一阵的下，快到下班的时候，物料下的

慢多了，中午 12：30 停线下班，脱下帽子，排队出车间。车间的楼梯被人群挤得满满当当，厂

门前等待打卡的人群也是挤得满满当当。我有时就感叹，这盈峰厂的空间真是狭小，工作空间小，

有时候都挪不开腿，物料有的时候会挡在人行道上，小商店也挤得满满当当，食堂排队都快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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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口了，厂门口下班打卡要挤 7-10 分钟，十分拥挤，每次下班我都拍了照片，今天看到正对我

的摄像头，以后还是小心点好。看到这么拥挤的人群，我真怀疑这厂是否真的只有三千多人。 

  

因为食堂人太多，饭菜价钱和外面也差不多，还很热，所以大多数人都在厂外吃饭，我骑着共享

单车到我熟悉的那家食店， 要了份 7 元的午间特餐，我看到很多盈峰厂的人也都来这里吃饭。吃

完饭身上出了一身汗。我买了瓶矿泉水喝掉。中午休息时间一小时。  

 

下午 1：25 我回到厂里打卡上班，继续上午的工作。为了和其它工人聊比较深入的工厂问题，我

试着和他们混熟悉一点。下午干活的时候，我看到大组长在训斥一个人，可能是干的慢了吧。两

点多的时候，我们拉长要求换线，就是把全部工作物品除了生产线都搬到里面的一条线。我们快

速搬好位子，拉长多次要求我们挪动，有个员工烦了，抵触了一下，拉长当着众人的面骂她“你

妈的”。给我供料的那个员工还没搬好位置，拉长就让我们赶快做。下午六点钟，还有一个半小

时就下班了，我们又签了一次到。物料下来的速度慢了很多，旁边几个员工聊起了租房，有两百

多租到的，也有四百租到的，但是都没有空调。在广东这边，空调似乎真的很奢侈，大多数的商

店、食店都只有电风扇。聊着聊着 7：30 下班了。然后是排队打卡，我不想在食堂吃，我又去了

上午的食店吃饭。然后在网吧连上 ssr，用火狐登录 google docs，写了一会文档又回去了。 

 

宿舍他们有的玩抖音，有的看电视剧，有的跟好友聊天，他们之间似乎也不是很熟悉，除了固定

的好友，一般很少说话。我冲了凉，回到床上， 打开 google docs，把调查报告缺少的部分列出

来，准备在接下来的这些天里做好访谈和记录。宿舍晚上是不关灯的，因为宿舍有臭虫，灯光可

以阻止臭虫晚上出来活动。宿舍晚上 12：00 基本上就安静了，第二天都要上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