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劳教所被强制生产奴工产品的调查报告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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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
本报告旨在进一步重点揭露，自1999年江泽民政府开始全面镇压并非法关押法轮功修炼的民众以来， 中国劳教
系统强迫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生产奴工产品的现象非常普遍, 在中国的劳教所里，超过10万人数的法轮功修
炼的民众不但被非法关押，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双重折磨，而且正在被劳教所奴役，被强制生产奴工产品，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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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教所恶劣的环境中超时劳动；完不成定额被剥夺睡眠时间或受惩罚；拒绝做强制劳工产品遭受酷刑 ；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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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廉价劳动力，劳教所经常任意延长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的期限 ；给法轮功学员造成肉体和精神双重摧残和
伤害。然而中国政府却以全部产权属于监狱、劳教系统的企业将被获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来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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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和鼓励该类产业的增长和吸引外资合作 。甚至有些劳教所不惜用金钱贿赂其他劳教所转移法轮功学员到其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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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所做强制劳工产品 ；中国的一些省市经济发展区的招商广告, 甚至以地处监狱、劳教所区域的廉价劳动力
来吸引外资5。
而这些产品大多数是出口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新西兰及东南亚等30多个国家与地区。强制
劳工产品不仅是对被劳教人员基本人权的侵犯，而且强制劳工产品所带来的巨大利润，又刺激监狱、劳教系统进
一步对被劳教人员高额定产值，加深奴役榨取血汗，同时劳教系统又用部分资金兴建更多迫害设施6。另外，由
于奴工产品成本相当低, 在市场上这些低廉的产品极具吸引力和竞争力, 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公司在不知觉的情况
下触犯本国和国际法律(许多国家是禁止进口和销售奴工产品的)7，参与合资生产和帮助进口、销售强制奴工产
品，直接冲击中国和国际劳工市场和经济市场的稳定，致使本土一些生产同类产品的公司面临倒闭的威胁。
有充分的证据显示， “上海三枪(集团)有限公司”和“山东昌邑利得尔工艺有限总公司”，“河南瑞贝卡发制
品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与劳教所或看守所一起，强迫法轮功学员在被关押期间，为其无偿生产强制奴工产品。
迫使法轮功学员每天劳动时间长达十多小时，有时甚至通宵的超强度劳动，以及因体力不支完不成任务的法轮功
学员被毒打和酷刑折磨。这几家企业的劳工产品除在中国本土各大城市销售外，“上海三枪(集团)有限公司”生
产三枪牌的高档内衣系列产品，其产品远销世界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 9。“山东昌邑利得尔工艺有限总公司”所生
产的“手工绗缝” 棉被远销美国、加拿大，智利、阿根廷，西欧的欧盟各国，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科威特、
阿联酋，澳大利亚和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额达 1000 万美元 10。“河南瑞贝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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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畅销美、日、韩、俄、欧洲、非洲等 10 多个国家、地区和国内 20 多个省市 。让这些
国家的消费者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去购买这些奴工产品, 这种具有欺骗性的行为，是强迫不明真相者参与罪恶,
令具有良心的消费者们在人格上受到侮辱。
为此，“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对涉嫌参与生产奴工产品的“山东利得尔工艺品有限公司”、“上海三枪
(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三家公司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证实（注：证据文件将
送交国际人权和法律机构备案），这三家公司与当地的劳教所联营，利用在押人生产的奴工产品，已有多年的历
史。请看以下详细报告：
(一)山东利得尔工艺品有限公司
ShanDong Leader Handicraft Articles Co. Ltd
山东利得尔工艺品有限公司(原山东昌邑抽纱厂)是一个具有四十五年生产经营抽纱工艺品历史的出口专业厂，属
国家二级企业，拥有进出口经营权，公司地处山东省渤海之滨，山东省昌邑市利民街 56 号。公司主要生产用手
工绗缝的丽洁牌床上用品及室内装饰品。

系列产品图片:

手工绗缝 -- 由纯棉手工拼制而成，适用于寝室、宾馆饭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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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利得尔”传统产品，它是用棉线编织而
成，主要出口商品。除用在餐桌、床上作为实用品外，还可以作
为沙发、茶几、靠垫等的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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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利得尔工艺品有限公司的营销网络：

山东昌邑利得尔工艺有限总公司自成立以来，产品远销世界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山东利得尔工艺品有限公司的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分布图
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简称济南女子劳教所, 地址：山东济南市浆水泉路 20 号）是山东利得尔工艺品有限公
司的手工加工场, 劳教所在押人员被强迫为其无偿加工产品。劳教所原来关押着 200 余人，2000 年 10 月(国庆)
刚过不久，猛增到 700 多人，其中，95%以上是被非法绑架进来的法轮功学员。为了挣外汇和多发奖金，劳教所
常常逼迫法轮功学员天天加班加点缝制被子，60 多岁的老太太也硬拖着疲惫的身体煎熬着,有时为完成厂家送来
的货, 被强制干到通宵。因长期加班加点致身体不支，常有人晕倒在车间。拒绝出工者被罚关进黑不见光全封闭
式的“禁闭室”, 不准睡觉休息。不得洗漱、不得出屋解手, 不分昼夜地连续站立达二十多天直致昏迷, 导致双
腿、双脚严重肿胀，无法穿鞋，无法行走，且如刀割一般胀痛。整个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仅 2002 年的上半年，劳教所单加工费就盈利 57 万元 13。在两年的时间里，盖了一座十几层的办公楼、一座接见
楼、一座大锅炉房。其成品销往美国、加拿大，南美的智利、阿根廷，西欧的欧盟各国，中东的沙特阿拉伯、土

耳其、科威特、阿联酋，澳大利亚和东南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据称, 山东利得尔工
艺品有限公司是中国的重要创汇企业,年度销售金额为 7000（万元）(The turnover of financial year is 70
million yuans), 年度出口额达 1000 万美元。(10）(Annual volume of export is over 10 million US
dollars)
（二）上海三枪(集团)有限公司
SHANGHAI THREE-GUN GROUP CO.，LTD.
中国公民李迎，原家住上海，1992 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在上海中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工
作。因修炼法轮功在 2001 年 10 月 16 日再次无辜被抓,并被非法判劳教两年，关押在上海青松女子劳教所。在未
婚夫──澳洲公民李麒忠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直坚持不懈的多方奔走呼吁营救努力之下，终于得以结束二年非人
的劳教生涯，在 10 月 15 日被释放，2003 年 11 月 29 日抵达澳洲。
李迎在被非法关押在上海女子劳教所期间，被强迫做奴工，为多家中国公司，厂家生产出口产品。其中有出口到
意大利的长毛绒玩具，还有“三枪”牌棉毛衫内衣，据李迎提供的证词：凡“检验号 16” 的“三枪”牌棉毛衫
内衣都是上海女子劳教所在押人员生产的产品。在劳教所里一般每天 5 点就要起床，7 点开始干活，经常做到晚
上 11、12 点。长达十多小时的苦役致手上经常起泡。工钱为 3 元人民币（相当于 US$0.35 美金）一天。劳教所
的在押人员每月至少交伙食费 75 元（US$9 美金），就这么点所谓的人工也被当作在押人员的伙食费被扣除了
(14 附件一)。

三枪集团与美国道康宁亚洲有限公司签订技术合作协议

“三枪”牌棉毛衫内衣广告

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显示，上海三枪集团是一家拥有自主经营进出口业务权的有限公司。主要生产三枪牌高档内衣
系列产品，其产品远销世界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9。
（三）有关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奴工产品的调查
Henan Rebecca Hair Products Inc. China
河南许昌市和禹州（许昌市辖区的一个县）是中国假发制品最多的地方，这里有 64 家企业生产假发制品。由个
人独资企业发展起来的“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许昌市文峰路南段 288 号）在中国同行业规模最
大。该公司主要生产工艺发条、女装假发、化纤发、教习发、男装发块等五大系列千余种产品。

化纤女装

工艺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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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的国有外贸进出口企业普遍情况不好，随着中国将外贸进出口经营权由审批制改为登记制，一大批生产型
企业、民营或私营企业获得进出口经营权，大大刺激了许昌市上百家毛发制品企业与外商办合资企业。 毛发制
品多是外销，一直是河南省出口创汇第一大商品 15。
1989 年，中国国家轻纺投资公司在许昌市投放 210 万元贷款，成立许昌县发制品总厂，郑有全被任命为该厂厂
长。1993 年，发制品总厂出资 126 万美元，与美国新亚公司组建了许昌市发制品业第一家合资企业——河南瑞
贝卡发制品有限公司。该公司就是股份公司的前身。其后，美国新亚让出了所持股权 16。从此，瑞贝卡的成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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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直销美国 。
由于发制品业是个极其特殊的行业，资金、技术、市场方面壁垒小，且产品外销率近 100％，所以行业竞争格外
激烈。其次，因为人发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在产品成本中占重要比重，这种竞争就转化为对原料资源和廉价劳动
力的争夺。而附近的劳教所、监狱、看守所里的在押人员便成了创造低成本假发制品的奴工。据分析，这是劳教
所成为“河南瑞贝卡发制品集团有限公司”加工场的重要原因之一。
资料显示，其中包括 800 多名被关押在河南省第三劳教所和所有被关押在河南省郑州十八里河女子劳教所的在押
人员（包括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在狱警的百般凌辱和体罚、酷刑的威胁下被强迫日夜拼命劳作，加
班加点为劳教所和“河南瑞贝卡发制品集团有限公司”挣钱创汇。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河南省第三劳教所还以
每名 800 元的价格从其他的劳教所买法轮功学员。该所在难以维持时就是靠大量绑架法轮功学员并强迫后者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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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工产品出口创收而复苏。
证人提供的证词：因为该劳教所迫害法轮功“有功”，受到了中央政法委“610 办公室”、劳教局的赏识，为河
南省第三劳教所挂上“国家级文明单位”。就在挂匾的仪式上，当时就有三人因劳累过度晕倒不省人事。而该所
所长屈双财因积极迫害法轮功受其上级赏识，2003 年 5 月被调任到郑州十八里河女子劳教所，他还与许昌“瑞
贝卡发制品集团有限公司”签定了加工合同，并带去了酷刑“约束衣”，不久便将被非法关押在十八里河的三名
女法轮功学员迫害致死 4。
近年来河南省省毛发制品出口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态势。1995 年以前，年出口仅 1000 万美元左右，1996 年出口增
至 4525 万美元，1999 年首次突破１亿美元。1999 年正是江泽民政府开始全面镇压并非法关押法轮功修炼民众的
一年，据大量举报资料显示，以万计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修炼的民众也在此时成了生产出口产品的无偿奴工。到
了 2002 年前 10 个月，河南省省毛发制品出口更增至 1.3886 亿美元，形成产值高达 10 亿元的大产业 19，成为了
世界上最大的发制品生产基地，毛发制品行业实现连续数年均近 30％的增长速度，生产的发制品占全世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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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的１／４左右 。2003 年 1 月 20 日，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有全曾兴奋地告诉记者：
2002 年公司实现创汇 4,943 万美元 17，比上年增长 20.9％。拥有多家劳教所毛发制品加工场的“河南瑞贝卡发
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工艺发条产量连续 5 年居全球首位。18

许昌发制品企业通过在国内外设立的 2000 多个收购销售网点，印度、俄罗斯、越南等地以及中国各地的人发被
源源不断地运到许昌，经过许昌加工场,又运往美国、西欧、韩国、日本、俄罗斯、非洲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销
19
售。
有消息说，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制品批发和消费市场，瑞贝卡出口占许昌出口总额的八九成，而且一直占据美国
发制品市场份额的 65％以上 11。2003 年 6 月 22 日的《步入国际大循环》报道：“许昌的发制品已经抢占了美国
四分之一的市场”。目前，六家美国公司在许昌设立了办事处。据统计，美国每年需要工艺发条 1,500 万条，其
中 1,000 万条来自许昌 17。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相关政策的鼓动下，劳教所奴役在押人员仍在发生着。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站在良心和道
义的立场上谴责和共同抵制类似这种非人性的行径, 共同抵制这些完全在恶劣的强制性环境下产生的奴工产品的
倾销。中国劳教所这种现代的法西斯集中营, 它建立的本身就是违反中国宪法的, 劳动教养的危害性不仅在于它
的对象，更在于它的程序。它的程序是一个几乎不受任何法律监督的程序。它不需要公开，更不让律师辩护。事
实上,它不仅已成为专政工具，也成为了中国贪官们的作案工具；而且诱使不知内情的一些中国和中国以外国的
公司协从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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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张贵芹、祁柏琴、林秀梅、姜阅宏、高珊珊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干警队长张志捷,干警陈建华
基本犯罪事实：为维持较高的奖金额非法加期关押受害人, 强迫受害人为劳教所挣钱做奴工。强迫受害人在无任

何劳动保护的情况下包装毒性大的农药粉,致受害人的身体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对受害人施以酷刑 “坐铁椅”,
迫害致腿肿、肉烂、晕了过去。报复性超期非法关押提出停止迫害的受害人;
详细情况:干警为维持每个月较高的奖金(有 600 多元)；多数的受害人被非法加期关押一年, 因干警面临下岗，
解教人数越多，她们下岗人数越多。劳教所不但非法关押和超期关押受害人,还强迫他们为劳教所的农药厂挣钱
做奴工, 专为齐市四友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包装农药, 仅九九年一年, 被非法关押的受害人为该所就创造了十八万
元的利润。由于该药场内农药粉毒性大，对人体伤害大，保护措施少，许多人被呛得流鼻血、咳嗽吐痰（痰内有
血）、月经失调，对受害人的身体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受害人张贵芹、祁柏琴、林秀梅、姜阅宏因抵制迫害拒
绝出工, 被施以酷刑 “坐铁椅” 手反铐，两脚插入两个方形孔内，身体被胸前一铁板固定。迫害致腿肿、肉
烂、晕了过去。事后，以高珊珊为主的六位受害人联名呼吁停止迫害，干警们就立刻把高珊珊关在小号与其他受
害人隔离，并超期非法关押长达两个月之久，对这位年仅 20 岁的受害人进行精神迫害。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4/3/27785.html
附件一
李迎的证词
上海市女劳动教养管理所，位于上海市青浦县，地址是：上海市青松公路 7501 号，邮编：201701，总机电话：
021-69209148。是 2001 年刚刚投入使用的，从外表上看整洁，一进大门就会看到一个大花园，右边是医院和劳
教所的技术学校，左面是食堂。后边是左右分列的四幢五层楼的建筑，楼中间是操场。但这一切都不能掩盖其对
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自 1999 年以来追随江泽民集团，先后非法关押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劳教所为了达到所谓的
“转化率”，采取各种非人的手段残酷折磨法轮功学员，包括上绑带（双手从背后吊在房间窗户外的铁栏杆上，
双脚只能用脚尖触及到地面）；体罚（罚站、罚坐在小板凳上不许动达四个月之久）；挑动其他劳教人员仇恨法
轮功，并默许其他劳教人员对法轮功学员谩骂、动手；延长劳教期、关禁闭、车轮战、疲劳战、攻心战、不许亲
属会见等。
劳教所还和上海三枪集团合作，为他们生产“三枪牌”棉毛衫裤、背心、内裤，以及休闲装。所有产品检验编号
为 16 的，都是劳教所生产的。
在劳教所里，我被被强迫做各种苦役，包括酷暑天收蚕豆、拔草、做各种玩具、做皮鞋、做钱包、包装娃娃、绣
花、做“眼睛结”、做彩灯、组装自动麻将机等等。通常是从早上 5 点 45 分~6 点 15 分起床，7 点不到开始干
活，劳教所规定是干到晚上 9 点钟，但一般都干到晚上 11 点左右，有时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只有这样
每个月才能完成 65 元左右。
劳教所生产的产品大部分都是出口的：
从 2001 年 12 月~2003 年 5 月，每半年接到一批做“眼睛结”的订单，每批月 50 万左右，出口日本。这是一种
类似“中国结”的手工艺品，据说是日本传统服饰的配件，有不同的尺寸规格：1.8cm、2.5cm、 2.8cmm、
3.3cm.。颜色有分红、淡绿、白色、黄色、宝蓝色等。每天指标 400 个，开始做的时候每天 200 个都做不到，为
完成指标，有人晚上 12 点多还在做，早上 4 点多就起床；手指都做肿了，有的人的指甲甚至都被磨掉一块。
2002 年 4 月~2003 年 2 月，接到两批包装娃娃的订单，制作这个娃娃从头到脚所有的头花、帽子、衣服、裙子
等，并配合其他运来的鞋子、裤子、眼镜、围巾、毛衣等进行包装。看产品说明是出口意大利的，牌子是 “ My
Doll”。由于这个产品是从劳教所直接运到集装箱出口，所以有严格要求交货的期限。我们劳动指标是每人 120
个，但最快的也只能完成 100 个左右。为了赶在规定的时间内交货，经常做到晚上 11 点以后，有时要做到第二
天的凌晨。
制作彩灯。做彩灯有不同的工序，有一道工序是焊接，用一种药水和焊锡把灯泡的两个灯脚焊在电线上，不能有
风，否则就无法焊上去，6、7 月份正好是上海最热的时候，却不能开电风扇，60 平方米左右的房间有将近 100
人，里都是烟雾，而且有刺鼻的味道，人呆久了，回头晕、恶心。还有一道工序是彩灯检验，一天下来，眼前一
直象有灯在闪烁，而且不停的流泪，视力急剧下降，看任何东西都是雾蒙蒙的。

做钱包的时候，要求用两个腿夹住钱包，两个手用针，由于不能熟练用两个手缝制，针经常扎在手上，而且由于
10 多个小时一直用力，两个腿都肿起来了。刚开始指标是 15 个，在我们熟练一些刚刚要能够做到指标的时候，
又长到 20、25 个，最后指标达到 40 个。手剧烈的疼痛，半夜经常会痛醒；早上刚出工的时候，手痛得连针都拔
不出来，需要靠镊子钳来辅助。
还加工一种特殊的灯泡，把这些灯泡的灯脚用大号铁夹子拧在一起。5000 个一包的灯泡，一天要完成 1 包半。
拿夹子的手掌是肿的，手指是僵硬的，整个晚上手指都无法伸直，夜里更是经常痛醒；另外一个拿灯泡的手，手
指都变形了。
我在劳教所做过的产品种类很多，以上只是几个而已。劳教所的生产指标是按照每天 10 小时满负荷来制定的，
完成指标的工资是 3 元人民币，但只有 10%左右的“多进宫”的劳教人员才能完成。40%左右的人能做到 2.5 元
左右。根据每个月完成指标情况，确定吃饭的等级。如果月工资 50 元以下，每天只能吃素菜，而且还要做装
货、卸货等体力活，有时还要被“整训”（包括到操场上跑步、进行队列操练、不停地做“蹲下、起立”的动作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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