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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簡稱：追查國際 WOIPFG），通過對中共監獄、勞教所強迫法輪功

學員生產奴工產品的調查，揭露中共對被奴役者人權的嚴重侵害、對國際社會的經濟侵略和對

人類道德良知的破壞。調查發現，奴役受害的主體有法輪功學員及正義律師等人權義士。 

 

中共超低成本、競爭力強大的奴工產品的大量生產和流通，給國際勞工市場和經濟市場帶來巨
大衝擊，致使同類企業大量倒閉。同時，大量的失業人員流向社會，給國際社會及國家政府也

造成嚴重負擔，打亂了市場經濟的正常次序。 

 

更為嚴重的是，中國現行的奴工企業，是利用全中國的監獄人力物力資源建成的國有獨資企

業，是由監獄企業系統轉變成中共全國統一軍事化管理、司法機構直接領導、國家財政支持的

國家奴工產業。據不完全調查所獲的資料顯示，中國 30 個省、市、自治區目前至少有 681 家

國有監獄企業。由於這些企業高度集中統一管理，勞力資源是幾乎沒有成本的奴工，而且是在

挑戰人體生理、心理極限和酷刑逼迫下的強制勞動，集全國監獄、勞教所、洗腦班的人力資源

的巨大規模，加之中共國家經濟資訊資源、國家經貿外交的支持和優惠政策的配合，就形成了

超級強大的、超越限制的經濟貿易實體，為中共的國際貿易經濟侵略提供了威力巨大的戰略武

器。因此，全世界，任何企業都無法與之抗衡；無論美國加多少關稅，中共奴工產業都不會受

到很大影響。 

 

這些集團公司、子公司的建設規模和生產能力驚人。例如，四川和強集團有限責任公司1，隸屬

四川省監獄管理局，下屬至少有 43 個子公司。監企法人代表、公司總經理曾永忠，同時擔任

四川省監獄管理局副局長、中共黨委委員。2 該集團公司於 2011 年 11 月組建成立，全省 43 所

監獄也相應組建成立由集團公司統一管理的子公司。截止 2017 年 12月 31 日，四川省監獄企

業國有資產總額 34.85 億元。其中，子公司：隸屬于四川雷馬屏監獄的四川新雷實業有限公司
3，有 1100 餘名中共公安幹警及解放軍官兵，關押規模十萬人，地處四川與雲南交界的大山深

處，在方圓 133 平方公里的崇山峻嶺之間，230 個山頭處建立關押點，最高山峰關押點關押

23000 餘人。經營範圍包括：電子設備製造；水力發電、住房；紡織品、服裝加工；建築材

料、塑膠製品、日用百貨、日用雜品；零售預包裝食品、乳製品；零售捲煙、雪茄煙。 

 

中共稱這種在監獄、勞教所、拘留所實行的奴工制度為“勞動改造”。由於奴工產品巨額利潤

的誘惑，使奴工產業越來越發達。尤其自 1999 年中共開始鎮壓法輪功以後，中共的奴工產品

規模迅速擴大。隨著中共的改革開放、加入 WTO，為了使監獄經濟能夠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中

凸顯其“競爭優勢”。2003 年，中共將監獄企業與監獄分開，組建新的監獄國有獨資公司及子

公司或分公司，各級監獄企業的法定代表人，由各級中共的黨政官員擔任。形成了從中共中央

到基層全國軍事化高度統一計畫、調配、管理的中共國家奴工產業。
4
 

 

追查國際根據目前所獲資料顯示，中共的監獄、勞教所都存在嚴重的奴役。所有被非法關押的

法輪功學員都遭受嚴重的奴役迫害。被奴役受害的還有呼籲民生疾苦、敢向強權要公平的人權

義士和正義律師、維權的訪民、地下教會、新疆維吾爾族等等。年齡從 16 歲至 70 歲不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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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牆鐵窗裡，在酷刑逼迫下，他們很多人每天被強迫要從事 12～19個小時不等的殘酷奴役。

甚至當“生產任務”繁重時，他們還要“加班加點”，幾天幾夜不得合眼。奴工們的身心遭受

著局外人難以想像的痛苦，惡劣的生存環境、體罰甚至酷刑，挑戰著他們的生理心理極限。他

們很多人患上各種疾病，甚至被迫害致殘致死5。 

 

法輪功又名“法輪大法”，是基於“真，善，忍”的原則，政府估計 1998 年中國大陸的法輪

功學員人數在 7,000 萬至 1億之間。中共從 1999 年 7月開始迫害法輪功學員。美國國務院在

2013 年發佈的一份報告中估計，中國有 681 所監獄，關押著 164萬名囚犯。非營利性的勞改研

究基金會在中國發現了大約 1400 種各種類型的強迫勞動設施，據估計，囚犯人數超過 300 萬

人6。美國《 2008 年宗教自由報告》提到，中國勞改營的囚犯中有一半以上是法輪功學員7。鑒

於上述理由，據估計，每天有超過 100 萬法輪功學員被監禁在勞改營（勞改系統）中。 

 

1998 年 6 月 18 日，國際勞工組織在日內瓦召開的第八十六屆會議的閉幕式上，正式通過

《國際勞工組織關於工作中基本原則和權利宣言》, 明確指出“消除一切形式的強迫或強制勞

動”。中國作為國際勞工組織的參加國，不但沒有履行該規定，還給予勞教系統和監獄企業大

量的優惠政策，來刺激、鼓勵該類產業的增長和吸引外資合作。一些省市經濟發展區的企業在

優惠政策的保護下，直接在招商引資廣告中以地處監獄、勞教所區域、服刑人員勞動力更加低

廉，來吸引外資。使奴工企業達到了驚人的規模，例如，“杭州中賽實業有限公司”

（Hangzhou Z-shine industrial Co.,Ltd.），生產單位就有 38 所監獄，加工人員達 4萬餘

人。長年從事來料加工外貿出口服裝，外銷產品占 90%。 
 

本報告，僅僅是中共奴役實況的滄海之一粟，冰山之一角，但透視出的問題卻殃及整個社會，

引人深思。這不僅嚴重侵害被奴役者的人權，更是對人類道德良知的毀滅性的破壞。 

 

實際上，中共的奴工產業是在國際社會的協同下生存、發展的。追查國際於 2003 年 11 月 7日
8，2004 年 4月 5日9分別發表過相應的報告，揭露了中共奴工產的黑幕和對國際市場的影響。

並且，十多年前就給美國政府提交過禁止某勞教產品進口的要求，但受到阻礙。包括美國在內

很多國家的工作，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是丟給了中國的奴工產業，資助了中共的人權迫害。換句

話說，關注人權，國際社會不僅有道義責任，也直接關係到自身的經濟利益和社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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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層面 

-—中共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司法部密切配合，國家財政大力支持 

中共的監獄企業是受中共黨中央和國務院的統一管理、受中共法律保護的全民所有制工業企

業，中共根據所謂“改造罪犯”的需要由國家提供生產設施和經營。中共的監獄企業原本實行

的是“監企合一”的體制，2003 年中共司法部向全國的監獄系統發出《國務院批轉司法部關於

監獄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指導意見的通知》（國函[2003]15 號）10，要求實行“監企分開”，“組

建新的監獄國有獨資公司及子公司或分公司”，“監獄局、監獄及監獄企業按照精簡、高效、

統一的原則設置內設機構”。過程中所需的各項改造經費由國家財政“全額保障”。 

 

下面是中共《國務院批轉司法部關於監獄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指導意見》11一文相關內容的截圖 

 

 

圖 1.1 《國務院批轉司法部關於監獄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指導意見》相關內容的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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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國務院批轉司法部關於監獄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指導意見》相關內容的截圖 

 

 
圖 1.3 司法部關於對監獄體制改革試點工作進行檢查的通知的截圖 

 

 

二、管理層面——由中共中央統一調配管理，中共黨政官員直接領導 

 

按中共司法部規定，監獄企業屬於國有企業，接受中共的統一領導、監督和管理。各級監獄企

業的法定代表人，由各級中共的黨政官員擔任。形成了從中共中央到基層，由中共軍事化高度

統一管理的國家奴工產業。如，雲南省司法廳和雲南省人民政府在 2016 年共同任命夏新建，

同時擔任雲南省監獄管理局局長（正廳級）12和雲南金馬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雲南金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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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是由在任的雲南省監獄管理局副局長(副廳級)李寶堂擔任13。 

 

 

 
 

圖 2.1 2016-12-14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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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百科截圖 

 

下面僅以雲南省監獄企業金馬集團部分子公司法人代表擔任中共官方行政職務舉例； 

表 2.1 

序号 监狱企业名称 所属监狱名称 监企法人代

表及职务 

中共官方行政职务 

1 雲南金馬集團光明實

業有限責任公司 

云南省安宁监狱 何灿荣 

公司总经理 

雲南省安寧監獄黨委委員、副監獄長14 

2 雲南金馬集團明瑞工

貿有限責任公司 

云南省昭通监狱 刘昌文 

公司总经理
15 

昭通監獄黨委委員、副監獄長兼 

3 雲南金馬集團金馬機

電製造有限責任公司 

云南省昆明监狱 宋涌 

公司总经理 

昆明監獄監獄黨委委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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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监狱企业名称 所属监狱名称 监企法人代

表及职务 

中共官方行政职务 

4 雲南金馬集團金馬動

力有限責任公司 

云南省五华监狱 刘开乔 

公司总经理 

雲南五華監獄黨委委員、副監獄長
17
 

5 雲南金馬集團金馬金

屬容器有限責任 

云南官渡监狱 鲍照昆 

公司总经理 

雲南官渡監獄黨委委員、副監獄長
18
 

6 雲南金馬集團新城實

業有限責任公司 

云南临沧监狱 赵学 

公司总经理 

雲南臨滄監獄黨委成員、副監獄長19 

7 雲南金馬集團精磊建

材有限責任公司 

云南嵩明监狱 李俊佛 

公司总经理 

嵩明監獄監獄黨委委員、副監獄長
20
 

8 雲南金馬集團富益實

業有限責任公司 

云南中安监狱 普国 

公司总经理 

雲南中安監獄黨委委員
21
 

9 雲南金馬集團鳳鳴實

業有限責任公司 

云南宜良监狱 孙西盖 

公司总经理 

雲南宜良監獄黨委委員，副監獄長
22
 

10 雲南金馬集團益東實

業有限責任公司 

云南省曲靖监狱 丁永忠 

公司总经理 

曲靖監獄黨委委員、副監獄長
23
 

11 雲南金馬集團包容工

貿有限責任公司 

云南省杨林监狱 李程 

公司总经理 

雲南楊林監獄黨委委員、副監獄長24 

12 雲南金馬集團金輝實

業有限責任公司 

云南省元江监狱 刘荣顺 

公司总经理 

雲南元江監獄黨委委員、副監獄長25 

13 雲南金馬集團惠人實

業有限責任公司 

云南省保山监狱 杨发建 

公司总经理 

雲南保山監獄黨委委員、副監獄長
26
 

14 雲南金馬集團文華實

業有限責任公司 

云南省普洱监狱 陶永波 

公司总经理 

雲南普洱監獄黨委委員、副監獄長27 

15 雲南金馬集團海宏實

業有限責任公司 

云南省楚雄监狱 李正平 

公司总经理 

雲南楚雄監獄黨委委員、副監獄長28 

16 雲南金馬集團天馳金

馬機械有限責任公司 

云南省第二监狱 施万华 

公司总经理 

雲南省第二監獄黨委委員、副監獄長29 

17 雲南金馬集團博傑實

業有限責任公司 

云南省第四监狱 陈发达 

公司总经理 

雲南省第四監獄黨委委員、副監獄長
30
 

18 雲南金馬集團麗江大 云南省丽江监狱 和春宏 麗江監獄黨委委員、副監獄長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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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监狱企业名称 所属监狱名称 监企法人代

表及职务 

中共官方行政职务 

研農場實業有限責任

公司 
公司总经理 

19 雲南金馬集團坤宇服

裝有限責任公司 

云南省第二女子监

狱 

刘彬山 

公司总经理 

雲南省第二女子監獄黨委副書記、副監

獄長
32
 

 

根據不完全統計，在中國 30個省、市、自治區的 681 家監獄企業中，追查國際已經查獲並列

出任職情況的 432 家監獄企業的法定代表人都同時擔任相關監獄管理局局長、副局長，監獄

長、副監獄長等中共官方職務。詳見附件 1.432家監獄企業主管領導的中共官方行政職務統計

表。 

 

三、監獄奴工企業生產的奴工產品與監獄情況摘要 

 
由於中共政策的統一指令，中國各省、市、自治區監獄管理局都組建了集團公司，下屬各個監

獄都建有相應的子公司。據追查國際目前掌握的不完全資料統計，至目前為止，全國至少有 30

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建有 681 家監獄奴工企業。這 30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分別是：北

京、天津、上海、重慶、雲南、四川、貴州、山西、湖南、吉林、安徽、河北、江西、廣西、

內蒙古、河南、遼寧、大連、山東、江蘇、新疆、浙江、湖北、陝西、廣東、黑龍江、甘肅、

寧夏、青海、海南。 

 

在這 681 家企業中不乏國家大型重點企業，擁有豐厚的資產和專業技術人員。生產的產品種類

包括煤炭、工業生產及機械加工、農產品的生產及加工、食品生產及加工，服裝及日用品生產

及加工等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產品不僅覆蓋了中國國內市場，還遠銷世界其它國家。下

面是各省部分監獄企業舉例簡要介紹，更多情況見附件：各省監獄奴工企業情況清單。 

 

 

1、四川和強集團有限責任公司33，隸屬四川省監獄管理局，至少有 43 個子公司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 曾永忠，公司總經理34；中共官方監獄行政職務 : 四川省監獄管理

局副局長、黨委委員。 

2011 年 11月組建成立的集團公司，四川省 43 所監獄也相應組建成立由集團公司統一管理的子

公司。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日，全省監獄企業國有資產總額 34.85 億元，其中國有資本總額

14.7 億元，較集團公司成立時的 11.5 億元增加 3.2 億元，增值率 27.8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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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四川和強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監獄企業子公司舉例： 

1）四川新雷實業有限公司，隸屬于四川雷馬屏監獄36。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王永權，公司經理，雷馬屏監獄黨委委員、副監獄長37。 

 

有 1100 余名中共公安幹警及解放軍官兵，關押規模曾經達十萬人。位於四川與雲南結合部，

雷波縣（涼山州）、馬邊縣（樂山市）、屏山縣（宜賓市）交界的大山深處。在方圓 133平方

公里的崇山峻嶺之間，230 個山頭處，建立起一個個關押點，最高山峰關押點關押罪犯 23000

余人。2012 年完成整體搬遷。單位位址：四川省峨眉山市符溪鎮樂峨路 318 號。 

 

經營範圍：電子設備製造；水力發電、住房；紡織品、服裝加工；建築材料、塑膠製品、日用

百貨、日用雜品；零售預包裝食品、乳製品；零售捲煙、雪茄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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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四川省雷馬屏監獄 

 

 

2）四川省苗溪有限責任公司38，隸屬於四川省川西監獄39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鄧啟平，公司經理，川西監獄黨委委員、副監獄長、子公司經理40 

 

現有民警 860 人，職工 234 人，關押能力 5000 至 6000 人，生產項目有服裝、毛衣編織、皮

鞋、電熱毯、酒瓶座等，年產值 3000 余萬元。位於四川省成都市龍泉驛區洪安鎮紅光村，地

處龍泉山脈北麓，緊鄰川西著名客家古鎮洛帶，距成都市主城區 28 公里，交通方便，資訊快

捷。監獄占地面積 143.3 畝，主要收押被判處有期徒的各類刑事罪犯，為中度戒備的大型監

獄。 

 

經營範圍：服裝、鞋類、毛衣、電子元件生產加工、銷售；教育資訊諮詢；銷售預包裝食品。 

 

https://archive.is/KRomn/fcc72bd446717af97be1f20e1263b2a82ad6d54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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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川西監獄 

 

3）四川航騰電子有限責任公司，隸屬於四川省蕎窩監獄41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鄭文彬，公司經理，蕎窩監獄黨委委員、副監獄長。42 

 

四川省蕎窩監獄先後合併了西普軍墾農場、天全硫磺礦、甯南鉛鋅礦、花灘鐵礦、西昌礦山機

械廠、成都動力廠、四坪煤礦、石棉礦就業大隊、溪口水銀礦、灣丘農場、熊爾農場、川鐵

“四一五”二大隊、烏依鉛礦、西洛農場、涼山煤礦等十多個“兩勞”及地方企業。監獄占地

4.2 萬畝，有糧食生產面積 3500 畝，果園面積 3000 畝，桑園面積 5000 畝，森林面積 1.7 萬

畝。2009 年 11 月，按照中共司法部對監獄佈局調整的規劃要求，蕎窩監獄實施改擴建。2014

年 1月 15日監獄整體搬遷至位於禮州鎮的新監獄。監企重要生產電子產品、服裝及針織品、

鞋帽箱包、編織類、燈飾、寶石、工藝品、紙製品及玩具的加工。 

 

經營範圍：電子產品、服裝及針織品、鞋帽箱包、編織類、燈飾、寶石、工藝品、紙製品及玩

具的加工；房屋租賃；餐飲服務；住宿服務。 

 
 

 

https://archive.is/0Z3kX/76f0bfc5d687281b20ba1aff2644323bded4ef6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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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四川省蕎窩監獄 

（更多情況見附表 2.2.四川省監獄奴工企業情況清單） 

2、安徽省皖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43，隸屬安徽省監獄管理局，27 個子公司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許曉剛，公司董事長，中共官方監獄行政職務 : 安徽省監獄管理局

局長44。 

註冊資本:44346.900000 萬人民幣。資產總額達 15 億元。成立於 1996 年 12 月，全資子公司 19

個（另有資料顯示 27 所監獄企業），分佈在全省 11 個市縣，企業工人 7000 多人，服刑人員 4.7

萬人。主要產品包括鐵道軌枕扣件、中低壓閥門、汽車鍛件、動力配件、紡織服裝、水泥建材、

特色農產品、各類勞務加工產品及旅館餐飲等三產服務業。 

 

集團公司 2007 年實現營業收入 14.4 億元，利潤 8200 萬元，稅金 7090 萬元，實現利稅總額

1.56 億元。目前，集團有 14個企業通過 ISO9000 品質體系認證；2個企業獲司法部品質管制

獎（白閥、武鷹），4 個企業獲省品質管制獎（巢鑄、白閥、白湖、武鷹）；國家免檢產品 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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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湖），“安徽名牌”產品 7個，署優省優產品 6個。主要產品包括軌枕扣件、中低壓閥

門、汽車鍛件、動力配件、紡織服裝、水泥建材、特色農產品、各類勞務加工產品及旅館餐飲

等三產服務業。 

 
 

 
 

圖 3.5 百度百科網頁截圖 

 

監獄企業子公司舉例： 

1）安徽省白湖閥門廠有限責任公司，隸屬於安徽省廬江監獄45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李正全，安徽省白湖閥門廠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
46
。 

安徽省白湖閥門廠有限責任公司（原名安徽省白湖閥門廠），是中國最大的閥門廠家之一。隸屬

於安徽省廬江監獄，一座高度戒備、部級現代化的重型犯監獄。是中國閥門行業協會理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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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省級技術中心，安徽省出口重點企業。公司占地面積 105 萬平方米，資產 1 億多元，現

有職工 1200 多人，各類專業技術人員近 400 人。公司下設八個部門、五個分公司、三個分廠和

四個直屬車間。公司目前擁有三條國內最先進的樹脂砂造型生產線，兩條國內最先進的噴塑生產

線和一流的閥門檢測設備。企業技術力量雄厚，設備精良，中、低壓閥門年生產能力一萬多噸。

主要產品是公稱壓力 4.0MPa 以下的“白湖”牌閘閥、截止閥、止回閥、蝶閥、球閥、排汙閥、

軟密封閘閥等 7 大系列 100 多個型號 1000 多個品種規格，公稱通徑 15~2000mm，驅動形式有手

動、電動、齒輪傳動、蝸輪傳動。產品廣泛應用於石油、化工、冶金、電力、建築等行業及城市

給排水系統。 

 

經營範圍：中、低壓閥門，泵件，機械產品生產、銷售；服裝加工。其中主要生產英標、美標、

等系列閥門，具有進出口自營權，產品遠銷美、英、日等 60 多個國家和地區，並被國內許多企

業用於“以國代進”。 

 

 

 
圖 3.6 安徽省白湖閥門廠有限責任公司 

 

中國 30 個省、市、自治區監獄企業更多資料，詳見附件 2. 681 家監獄企業生產奴工產品的調

查資料統計表。 

 

2）安徽省白湖農工商集團有限責任公司47，隸屬安徽省白湖監獄管理分局西大圩新監區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林靜/公司經理，中共官方監獄行政職務 : 安徽省白湖監獄管理分

局副局長48。 

 

原名安徽省白湖農場，建於 1953 年，於 1998 年組建的國有獨資公司。占地面積 162 平方公

里，耕地面積 14.6 萬畝，可養水面 3000 畝。公司擁有資產 2.32 億元。已形成了以農業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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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加工業為方向，第三產業配套發展的企業集團。 

 

主要農產品為水稻、小麥、生豬、水產；主要工業產品為大米加工、冰箱配件、鑄件協作加

工、服裝建材加工和來料加工。年加工大米 1 萬噸以上。公司由 8 個農場和與之配套的糧油貿

易公司（精米加工廠）、種子公司、養殖公司、林業公司、供銷公司、機電公司、農技服務中

心、農業示範園，形成產前、產中、產後一體化的產業化經營體系。 

 

2009 年，糧食總產 90048 噸，其中稻穀 70832 噸，產銷稻麥良種 10021 噸，加工銷售優質大米

25700 噸，年出欄商品豬 10045 頭。採用訂單種植、分戶承包、訂單收購、雇工作業等形式帶

動農戶 3340 戶。2010 年預計糧食總產 90000 噸，產銷稻麥良種 15000 噸，產銷優質大米

35000 噸，出欄商品豬 11000 頭，實現銷售收入 4.5 億元，稅後利潤 4000 萬元。企業所在地：

安徽省廬江縣白湖鎮。 

 

 
 

圖 3.7  百度百科網頁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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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徽省巢湖鑄造廠有限責任公司49，隸屬安徽省巢湖監獄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史磊/總經理
50
，中共官方監獄行政職務 : 巢湖監獄負責人

51
 

 

1959 年建廠，現為國家大型企業，全國機械行業重點企業，是鐵道部生產鐵道扣件的定點專業

廠和試驗基地。 

 

公司淨資產 2 億元。能配套生產普通線路用鐵道扣件、道岔扣件、調高扣件、橋樑線路用扣

件、大軌距調整量扣件、大軸重運送鐵水專用線扣件、城市軌道交通系列扣件、高強度系列緊

固件和各種型號預應力混凝土軌枕，以及無基坑動態軌道衡、普通車床、刻楦機、物料輸送設

備、水泥等產品。現年產各類鑄鐵件 1.1 萬噸，冷、熱衝壓件 3萬噸，高強度緊固件 500萬

套，預應力鋼筋混凝土軌枕 40 萬根。 

 

 
 

圖 3.8     百度百科網頁截圖 

 

4）安徽華騰染織制衣有限責任公司
52
，隸屬安徽省宿州監獄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王道敏/公司總經理，中共官方監獄行政職務 : 安徽宿州監獄副監

獄長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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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始建於 20 世紀 50 年代初期。地處皖北平原的宿州，京滬鐵路、合徐高速、206國道穿城

而過，北鄰徐州觀音機場，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捷。公司資產總額 5000 萬元。公司主營色

織布產品和服裝加工，是目前安徽省內最大的色織布生產企業，中國色織行業協會會員企業。

公司現已形成集染色、整經、織造、後整理加工一體化的色織布產品生產體系和服裝裁剪、縫

紉、整燙為一體的服裝加工體系。現擁有劍杆織機和染色、整經、後整理加工的成套設備；有

進口高速平縫機 340台， 10條服裝加工生產流水線，以及日處理工業污水 2600 噸的汙水處理

設施。年生產加工色織布 500萬米，染紗 2400 噸，後整理加工 1200 萬米的生產規模。色織布

主要產品有棉、麻、化纖等中高檔色織面料，本公司生產的提花布、泡泡布、滌棉布、府綢

布、絨布等多種規格的色織布是服飾、家紡飾品的首選面料。服裝生產承接各種民用服裝來料

加工，年加工服裝 60 萬件（套）。 

 

 
 

圖 3.9  百度百科網頁截圖 

 

5）安徽省合肥汽車鍛件有限責任公司54，隸屬安徽省蜀山監獄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陶善虎/公司總經理，中共官方監獄行政職務 : 安徽省蜀山監獄黨委

副書記55。 

 

始建於 1974 年，占地 17萬平方米，是國內汽車、柴油機鍛件主要生產企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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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技術力量雄厚，檢測手段完備。有汽車前軸精輥—整體模鍛、半軸套管擠壓成型等五條具

有國內先進水準的鍛造生產線，以及 6300KN、10000KN、16000KN、25000KN 摩擦壓力機、擺碾

機、電火花機床等大型設備多台，可供生產內燃機連杆、汽（叉）車半軸、前軸、轉向類及半

軸套管等六大系列產品，年總生產能力為 1.5 萬噸。公司產品供給江汽公司、南汽公司以及安

凱等十多個廠家。 

 

 

圖 3.10  百度百科網頁截圖 

 

 

6）安徽省白湖農場集團有限責任公司56，安徽省白湖監獄管理分局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 徐維安徽省白湖農場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白湖監獄管理分局

黨委副書記57。 

  

安徽省白湖監獄管理分局58是全國特大型監獄農場，地處合肥市廬江縣境內，1953 年圍湖造田

建成，總面積 162 平方公里。下屬 47 個監區，在職民警職工 4500 多人，建監 50 多年來累計

教育轉化服刑人員數三十萬人，生產糧食 210 多萬噸。 
 

位於安徽省合肥市廬江縣，東臨蕪湖市，占地面積 162平方公里，耕地 14.6 萬畝、水面 1 萬餘

畝，分東、西兩個大圩，轄區總人口 4.5 萬人。地址：廬江縣白湖鎮59。 

 

經營：糧油、土特產品生產、加工、銷售，畜禽、水產品養殖、加工、銷售，樹木、農機、鑄件、

電器、建材、日用百貨、煙、酒銷售，服裝製造、銷售，來料、來樣加工，球類加工，羊毛衫加

工，鋁合金加工；建築工程的設計、施工；水電安裝、裝飾工程；林木的種植、銷售；稻、麥種

子生產、銷售；住宿、餐飲、通訊服務。 
 

（更多情況見附表 2.7. 安徽省監獄奴工企業情況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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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湖南萬安達集團有限責任公司60，隸屬湖南省監獄管理局，25 個全資子公司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 鐘藝兵/公司董事長，湖南省司法廳黨組成員、副廳長，省監獄管理

局黨委書記、局長。 

 

集團公司擁有資產總額 12 億元，集團公司擁有資產總額 12億元，員工 15000 餘人。 
 

經營項目：主要包括特種電機，專用汽車及零部件，機械設備製造，水泥建材，礦山開採，中

西藥，食品及調味品，服裝，建築工程設計、施工與安裝，來料加工業，以及農、牧、水產等

種植養殖業產品的生產、加工與行銷等業務；在輔助經營方面，涉及賓館酒店、商貿、倉儲、

房地產開發、進出口貿易、物流、物業管理等服務產業， “十五”期間年均經濟增長率達到

19.1%，到 2005 年銷售收入突破 13億元，利潤達到 6000 萬元。“赤山牌”電機、“普華牌”

水泥、“育靈牌”飼料、“涔盾牌”缸套、“健朗牌”藥品等被評為湖南省名牌產品；集團公

司及所屬長興實業、鑫裕實業、銘德實業五 O 二飼料廠、重型離合器公司、特種電機公司、長

康醫院、健朗藥業、淩風車架、鑫源缸套公司等 9 個單位，2006 年被湖南省工商局、省消費者

委員會評為“湖南省消費者信得過單位”，“普華牌水泥”、“炎陵牌茶葉”、“天心閣牌綠

茶”等 3個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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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網頁截圖 

 
 

監獄企業子公司舉例： 

湖南鑫源缸套有限責任公司（原湖南缸套廠），隸屬湖南省津市監獄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 尹利民/公司法人，中共官方監獄行政職務 : 湖南省津市監獄黨委

委員、書記、監獄長。 

位於湖南省西北部，湘鄂兩省交界處。企業始建於六十年代，是湖南省機械廳主要定點企業，

也是國內燃機汽缸套專業生產企業。公司現有員工 1200 餘人，各類專業技術人員 260 余人，

占地面積 17 萬平方米。年產鎳鉬銅合金、硼合金、硼銅合金、鉻鉬銅合金貝氏體等各種材質

氣缸套 400 多萬隻。公司是國家鐳射缸套行業標準《內燃機鐳射淬火氣缸套技術條件》

（JB/T10406-2004）主要制定單位，上海內燃機研究所氣缸套產品新品試製基地。
61
 

 

 
 

圖 3.12 百度百科網頁截圖 

 
（更多情況見附表 2.5. 湖南省監獄奴工企業情況清單） 

 

4、湖北省楚垣集團有限責任公司62，隸屬湖北省監獄管理局63，41 個監獄企業（直屬 31個監獄

和沙洋監獄管理局（下轄 10所監獄和沙洋監獄局總醫院）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 蔣國平/湖北省楚垣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湖北省司法廳黨委委

員、副廳長、省監獄管理局黨委書記、局長64。 

 

湖北省監獄管理局，下轄沙洋監獄管理局和 31 個監獄（含女子監獄和未成年犯監獄各 1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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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襄北、襄南、江北 3 個監獄正職高配副廳級）。2003 年經中共國務院批准，按照中共司法部《監

獄體制改革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成立了湖北省楚垣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全省監獄常年關押犯

人近 6 萬名，其中女犯 2700 餘人，未成年犯 1000 餘人。全省監獄系統現有國土總面積 56萬畝。

現有在職在編民警 1萬多人，離退休民警 6000 多人。 

 

經營：對授權範圍內的國有資產行使出資者職能進行管理，並依據中共有關法律法規政策進行投

資和資本運營；糧棉油、畜禽水產品、林木花卉的生產銷售；工業、民用建築工程設計、建築施

工、裝飾裝潢、水電安裝、物業管理、房屋租賃；倉儲物流；提供勞務服務。 

監獄企業舉例： 

1）湖北省楚垣沙洋農場有限責任公司，隸屬湖北省沙洋監獄管理局6 5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王四明湖北省楚垣沙洋農場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 

 

湖北省沙洋監獄管理局創建於 1952 年 8 月 13 日，位於江漢平原中北部，漢江下游兩岸，分佈

于潛江、天門、鐘祥及沙洋、京山等三市二縣結合部，跨地面積 2200 平方公里，國土面積 230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積 11333.3 公頃。沙洋監獄管理局下轄有 10 所監獄，分別是沙洋廣華監

獄、沙洋小江湖監獄、沙洋荷花垸監獄、沙洋漳湖垸監獄、沙洋熊望台監獄、沙洋範家台監獄、

沙洋漢津監獄、沙洋陳家山監獄、沙洋長林監獄、沙洋平湖監獄。沙洋監獄管理局機關設在湖北

省沙洋監獄管理局，機關地址：湖北省荊門市沙洋縣鴻宴路，同時設有內部醫院--沙洋監獄局總

醫院。總部設在沙洋城區的沙洋農場（現沙洋監獄管理局）則是中國最大的勞改農場之一66
。 

 

經營：農作物種植及銷售，水產、畜禽養殖及銷售，農藥、種子、化肥、農機銷售，農業科技領域內的

技術開發、技術諮詢、技術服務及技術轉讓，大米加工與銷售，農副產品、預包裝食品、酒類銷售，捲

煙、食用鹽零售，日用百貨、辦公用品、通訊器材、勞保用品銷售，服裝、電子產品加工及銷售，土地

平整，水利水電工程施工，貨物配送，房屋租賃。 

2）湖北鑫盛工貿有限責任公司，隸屬湖北省漢陽監獄 

監企法人代表及職務: 萬文耀/湖北鑫盛工貿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漢陽監獄黨委67。 
 

湖北省漢陽監獄地處武漢近郊、漢江之濱
68
。成立於 1951 年 7 月，占地 1200 畝，固定資產 3448

萬元，現有民警 477人，職工 302 人，監獄設 13個科室、24 個押犯單位和特警大隊、醫院兩個

非押犯單位.常年押犯 2100 餘 人，是一所關押重型犯的高度戒備監獄。 監獄始稱“漢陽新生

磚瓦廠”，直屬原中南軍政委員會公安部，先後多次更名，1995 年由“湖北省勞動改造管教隊

第一支隊”更名為“湖北省漢陽監獄”。 地址：湖北省武漢市漢陽區琴斷口街袁家台特 1 號
69
 

 

經營：服裝加工；電子產品加工；機械加工；紙品類包裝及其產品加工 

（更多情況見附表 2.19.湖北省監獄奴工企業情況清單） 

 

5、江蘇方源集團有限公司70，隸屬江蘇省監獄管理局，27個全資子公司，(有資料顯示 36 所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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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企業)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  姜金兵/公司董事長，中共官方監獄行政職務 : 江蘇省司法廳黨

委副書記、副廳長，省監獄管理局黨委書記、局長
71
 

位於江蘇省南京市，是 1996 年由省政府出資設立的、集農工貿為一體的國有獨資大型企業集

團。 

公司現有資產 35 億元，中高級專業技術人員 8000 余人，土地面積 47.6 萬畝。下屬 27個全資

子公司，其中大型工業企業 6家，中型企業 12 家，大型農場 3個，分佈於江蘇各地，主要工

業企業均設立于經濟發達的長江三角洲和徐連經濟帶各大中心城市。主要工業產品有水泥、壓

力機、軸承、重型機械、機床及機床附件、高檔衛生潔具等，其中雙猴牌水泥、環球牌壓力

機、Z3035B×搖臂鑽床、勁牛牌牛仔布榮獲國家銀質獎，雙猴牌水泥、環球牌壓力機還被評為

江蘇省名牌產品。農業產品以種植業為主，多種經營，主要產品水稻、大小麥、棉花、種子、

茶葉，以及大米、麵粉等。 

 

 
圖 3.13 網路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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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百度百科網頁截圖 

根據有關資料顯示，江蘇省監獄管理局下轄 36 所監獄企業。（詳見附表 2.16.江蘇省監獄奴工

企業情況清單） 

6、貴州黔新企業集團有限公司72隸屬貴州省監獄局73，46 家企業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吳道明74/貴州省監獄管理局黨委委員、副局長兼貴州黔新企業集團有

限公司董事 

經營：國有資產經營、管理、投資，企業託管，資產重組，實物租賃。 

監獄企業子公司舉例： 

 

1）貴州樟緣實業有限公司，貴州省平壩監獄
75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 馬琳76/貴州省平壩監獄黨委委員、副監獄長兼貴州樟緣實業有限公

司總經理 

座落于高原明珠紅楓湖畔7 7，監獄始建於 1951 年 8 月 17 日，占地 22000 餘畝。 2010 年 4 月調

整為收押五年以上十八年以下有期徒刑男性罪犯的中度戒備監獄。關押能力為 3000 人，監獄
內設 24 個科室、6個監區、1個醫院，有在職民警 443人，在職工人 117 人。監獄建立 61 年

來，監獄關押了 26700 余名刑事罪犯。 



28 

 

 

經營：來料加工、土地開發、土地租賃、場地設備租賃、園林、園藝、技術培訓，住宿、餐

飲；煙草零售，代銷日用品、服裝。 

 

2）貴州武躍機械有限公司，貴州省王武監獄78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冉茂良79/王武監獄副監獄長、武躍公司總經理 

 
位於貴陽市經濟技術開發區松花江路 37號，距離市中心近，交通便利。王武監獄始建於 1958

年，是一所高度戒備級監獄。是全省幹警人數最多、押犯規模最大的監獄。 

 
經營：機械加工、來料加工、生產銷售建材，服裝製作，勞務服務；場地租賃；房屋租賃；倉庫租賃；

銷售：服裝、機械、煙草（僅限零售）、日用品；企業管理。 

 

 

圖 3.15 網頁截圖 

3）貴州省銅仁銀湖化工有限公司80，貴州省大硐喇監獄81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 田茂章82/貴州省銅仁銀湖化工有限公司經理，貴州省大硐喇監獄黨

委委員、副監獄長 

 

位於貴州省銅仁市碧江區大慶南路 76 號，是由 1951 年成立，1954 年成立貴州省地方國營銅仁

汞礦廠，屬國有中二型企業，歷經多年變遷、廠名更迭，1995 年 8月經貴州省監獄管理局批准

更名為“貴州省大硐喇監獄”，監獄下轄 21個職能科室及工會、團委、監獄學會等工群組

織，設四個押犯監區（現為三個）。有 3500 多名幹警、職工隊伍的正縣級單位。曾經是國內第

二大產汞基地，國家 500 強企業，其產品銷國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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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 網頁截圖 

（更多情況見附表 2.3.貴州省監獄奴工企業情況清單） 

7、雲南金馬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隸屬雲南省監獄管理局， 37 所監獄企業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夏新建83，省監獄管理局局長（正廳級）、雲南金馬集團有限責任公

司董事長。李寶堂84雲南省監獄管理局副局長, 兼雲南金馬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 

經營：機械產品及配件、內燃機及零配件、機床及零配件、機電設備及零配件、汽車（不含小轎

車）及零配件、農機產品及配件、金屬製品、礦山設備及配件、化工產品、農副產品、橡膠製品、

電子產品及配件、建築材料的銷售；服裝鞋帽加工；建築安裝及裝飾；房地產開發；物業管理。 
 

雲南省監獄管理局是 1995 年 9 月 4日根據中共《監獄法》和司法部通知，並經雲南省政府批准，

原雲南省勞改局改名為雲南省監獄管理局，建制不變。現任雲南省監獄管理局局長為夏新建85。

地址：雲南省昆明五華區翠湖南路 138 號 

 

監獄企業子公司舉例： 

1）雲南金馬集團金馬金屬容器有限責任公司，隸屬雲南官渡監獄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 鮑照昆/雲南金馬集團金馬金屬容器有限責任總經理、雲南官渡監

獄黨委委員、副監獄長86。 

 

經營：金屬包裝容器（不含特種許可容器）生產銷售，溫室大棚、金屬構件製作安裝，鐵床、服

裝、箱包生產加工，機械加工，倉儲服務等。 

 

雲南省官渡監獄成立於 1984 年。在押人員近 5000 人87。地址：雲南省昆明市官渡區大板橋鎮 

 

2）雲南金馬集團坤晟服裝有限責任公司，隸屬雲南省元江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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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 阿青崢/雲南金馬集團坤晟服裝有限責任公司法定責任人，雲南元江

監獄副監獄長
88
 

 

經營：服裝、帽子、箱包加工；建築安裝、裝飾服務；勞務輸出；物業管理；房地產經紀服

務。 

 

雲南省元江監獄89（雲南省元江農場）建於 1954 年，地處元江縣。現占地面積 18000 餘畝，可耕

地面積 9600 畝。共有獄警和在押人員近千人。設有政治處、辦公室、工會、獄政科等近三十個
科室，所轄基層單位 10個。1995 年建成銅礦，有償有期使用銅礦資源；1997 年建成電站；1999

年參與大理至中甸有線寬頻綜合資訊幹線網的建設工程；2001 年建茉莉花茶廠。自 2004 年，發

展花卉栽培產業。是一個以室內加工為主，以土地出租、水果種植、花卉栽培、水電、花茶加工

等為輔的多元化經濟格局。連年盈利。 

地址：雲南省晉甯縣昆陽街道辦事處永樂大街北段 

 

（更多情況見附表 2.1. 雲南省監獄奴工企業情況清單） 

 

8、遼寧振興實業集團有限公司，隸屬遼寧省監獄管理局， 34 所監獄企業 

原名：遼寧省監獄企業集團有限公司，2017 年 8月更名為遼寧振興實業集團有限公司90。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姚喜雙91，遼寧振興實業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現任遼寧省司法廳黨

組副書記、遼寧省監獄管理局黨委書記、局長。周戰傑，現任遼寧振興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

理。 

 

監獄企業子公司舉例： 

1）遼寧撫順機床製造有限公司（原遼寧省撫順機床廠）
92
，隸屬遼寧省撫順第一監獄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 商廣山/公司總經理，中共官方監獄行政職務 : 遼寧省撫順第一監

獄黨委書記、監獄長93 

 

始建於 1949 年，自 1958 年開始生產機床產品，以生產插床、牛頭刨床為主、仿形步沖壓力機

為輔的機床工具行業的重點企業，是目前中國唯一生產系列插床的專業生產廠，主要產品有：

B50125 型、B50100 型、B5080 型、BA5063 型、B5050A 型、B5040 型、B5032 型、B5020 型、

B5020D 型、B5016 型、B5012 型等系列插床及活絡板手專用插床等；同時生產 BC6063 型、

B60100 型牛頭刨床和 J95K－30 型（數控）、J95F－6.3（數顯）型仿形步沖壓力機、X2016 型

龍門銑床、B2016A 型龍門刨床、數控修坯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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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面積 28 萬平方米，擁有固定資產 7000 余萬元，各種主要生產設備 500 餘台。其中：金屬

切削設備 250 多台、鑄造設備 10 台、鍛壓設備 25 台、起重設備 40 台、熱處理設備 16 台、電

鍍設備 8台、主要運輸設備 34 台等。企業地址:撫順市順城區寧遠街 36 號 

 

 

 

圖 3.17 遼寧撫順機床製造有限公司網路圖片 

 

 

圖 3.18 百度百科網頁截圖 

2）淩源鴻通服裝加工有限公司，隸屬遼寧省瀋陽第一監獄，18個獄辦企業子公司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劉貴滿淩源鴻通服裝加工有限公司總經理94，淩源第五監獄監獄

長。地址：淩源市萬元店鎮黑溝村（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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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服裝加工；編織製品加工；箱包製作；鞋料、球料、工藝美術品加工；木器代料加工；

汽車零部件製造、銷售；電器設備、五金建材、縫紉設備及零部件銷售;塑膠製品加工。 

 

瀋陽第一監獄位於瀋陽市于洪區育新路 3 號。是由原瀋陽第一、三、五監獄合併重新組建，並

於 2003 年 10 月 21日整體搬遷至瀋陽監獄城。新監獄占地面積 24.5 萬平方米，主要關押 10

至 15年的服刑人員，屬於一級警戒監獄。監獄共設立科室 20 個，監區 23個，直屬單位 4

個，及獄辦企業、公司 18 個95。 

（更多情況見附表 2.13.遼寧省監獄奴工企業情況清單） 

9、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監獄企業 

1）新疆華新里安集團有限公司，隸屬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監獄管理局，33 所監獄企業（包括其它

監獄企業 11 所）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范軍，新疆華新里安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司法廳

副廳長、監獄管理局黨委書記、局長。96 

2）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監獄管理局，下轄 11 所監獄企業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監獄管理局
97
，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天山區體育館路 74 號，是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監獄管理機關。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監獄管理局”。設有紀律檢查委員

會（與監察處合署辦公）、政治部（內設組織人事處、警務處、宣傳教育處）、辦公室、機關工作

處（機關黨委）、科技資訊處、刑罰執行處、教育改造處、獄政管理處、監獄企業處、政策法規

處、計畫財務裝備處、生活衛生處、審計處、資訊指揮中心等工作機構。 

 

（更多情況見附表 2.17.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監獄奴工企業情況清單） 

10、河北聯宇實業集團有限公司，隸屬河北省監獄管理局98，33個監獄企業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劉劍民，河北聯宇實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河北省司法廳黨委副

書記、副廳長，監獄管理局黨委書記、局長
99
。聯宇集團總經理侯寶臣，河北省監獄管理局副

局長。 

 

下轄監獄和未成年犯管教所 23 所，另有省監獄管理局冀東分局100（下轄 8所監獄）、省罪犯遣

送轉運站 2 個單位；局機關內設 11個職能處(室)。 

 

監獄企業舉例： 

河北南堡鹽場有限公司，隸屬河北省監獄管理局冀東分局，下轄 8 所監獄。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郝拴記河北南堡鹽場有限公司總經理，河北省監獄管理局冀東分局

局長
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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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監獄管理局冀東分局
102
，建於 1956 年 3 月，時稱河北省第一勞改總隊，1990 年升格為

副廳級單位，1995 年 5月更名為河北省冀東監獄，2011 年 8 月正式成立冀東分局，分局地處

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區南堡經濟開發區，下設 8所監獄，是河北省關押人員最多的單位。 

 

經營：原鹽生產；鹽化工產品銷售；來料加工；房屋出租；以下由分公司經營：溴素及溴系列

產品生產；氯化鉀、元明粉、無水硝、氯化鎂、鹵塊、鈉肥製造；非承重空心砌塊及其它小型

水泥製品加工；服裝加工；可承擔高危行業以外的市屬及以下生產經營單位主要負責人、市屬
企業及市屬以下高危行業生產經營單位安全生產管理人員、特種作業人員、煙花爆竹生產、經

營（批發）企業的倉庫保管員、守護員的培訓和複審培訓工作。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區南堡經濟開發區 

 

（更多情況見附表 2.8.河北省監獄奴工企業情況清單） 

 

11、廣東省廣裕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隸屬於廣東省監獄管理局，下轄 26 所監獄及 1 所員警醫院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李景言 廣東省廣裕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廣東省司法廳黨委委

員，廣東省監獄管理局黨委書記、局長
103
 

廣東省廣裕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創建於 1951 年 7月，地處廣東省揭陽市揭東區玉滘鎮，1995

年 5月更為現名，1993-2006 年間監獄全面實施“兩個戰略轉移”（即產業結構從野外農業生

產向監內工業生產轉移，監獄佈局從邊遠山區向靠近城市和交通沿線轉移），監獄整體從偏僻

山區搬遷至今址，現占地面積 340 多畝。 
 

經營項目：104包括電子加工、車縫加工、五金加工、手工加工等。 

地址：廣州市越秀區北較場橫路 1號 7號樓 107、302、401房。 

 

監獄企業舉例： 

1）廣東省河源市蓮塘實業公司，隸屬廣東省河源監獄105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巫小志，廣東省河源市蓮塘實業公司總經理，河源監獄公司經理106 

位於河源市東環路南 2號，建於 1972 年，占地 600 畝，是一所收押原判死緩、無期、有期徒

刑男性罪犯及省指定收押外國籍罪犯、職務罪犯的大型監獄。目前監獄共設 11個監區，1 個醫

院。 

經營：毛料加工、皮具加工、布藝加工、小五金加工；零售：煙草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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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廣東省濱江實業有限公司，隸屬廣東省清遠監獄1 0 7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鐘曉文/廣東省濱江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 
位於清遠市清城區橫荷街道辦事處大有管理區，占地面積近 700 畝，緊靠清三公路（清遠至三水），距

清遠市區 12 公里。目前，下設十六個監區和一個監獄醫院。 

（更多情況見附表 2.22.廣東省監獄奴工企業情況清單） 

12、內蒙古恒正實業集團有限公司，隸屬內蒙古自治區監獄管理局，26 個監獄企業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徐宏光，公司董事長，內蒙古自治區司法廳黨委委員、副廳長，自治

區監獄管理局黨委副書記、局長108 

經營：許可經營項目：金屬加工機械製造、建材、房地產業、木材加工、服裝製造業、農業生產；

農畜產品加工及相關諮詢服務109。 

 

內蒙古自治區監獄管理局是內蒙古政府主管全省監獄工作的職能機構。全區監獄系統共有 22個

單位，區直監獄系統共有土地 96 萬畝，有監獄企業 22個（查獲資料顯示有，詳見附表 11.內蒙

古自治區監獄奴工企業情況清單），以機械製造、建材、煤炭生產、服裝加工、糧食生產為主 110。

地址：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新華西街 3號. 

 

監獄企業舉例： 

 

1）內蒙古恒正集團呼和浩特第一工貿有限公司，隸屬呼和浩特第一監獄111 

監院占地面積 1.1 平方公里，圍牆全長 4300 米，總建築面積 8.3 萬平方米，是全區創立最早

也是最大的一所城區監獄。監獄設有 16個職能科室，10 個押犯單位，5個直屬單位。 

 

2）內蒙古恒正集團呼和浩特第六工貿有限公司，隸屬內蒙古呼和浩特第二監獄五監區（呼和浩

特高度戒備監獄112）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曲寶峰，內蒙古恒正集團呼和浩特第六工貿有限公司總經理，呼和

浩特高度戒備監獄負責人113 

 

經營：一般經營項目：服裝服飾設計製造、加工、銷售；工藝品加工；電子元件加工；棉毛紡

編織品加工；竹木編制加工；塑膠製品加工。 

 

內蒙古呼和浩特第二監獄114建於 1980 年，位於呼和浩特市玉泉區小黑河鎮東二道河村界內，距

市區 0.5 公里。監獄占地面積 2500 畝。其中：獄部區域占地 1600 畝，五監區占地 900 畝（五

監區距獄部 31 公里，位於呼市賽罕區黃合少鎮界內）。地址：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賽罕區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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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少鎮集賢村。 

 

3）內蒙古恒正集團包頭工貿有限公司，隸屬包頭監獄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王乾坤/內蒙古恒正集團包頭工貿有限公司總經理，包頭監獄監獄長
115 

 

經營：機械設備及配件、服裝服飾、鞋帽、床上用品、紙質品、木製品、電子元器件、竹木、

金屬門窗、五金、塑膠製品、工藝品、紡織品的生產加工；金屬壓延加工。 
 

內蒙古自治區包頭監獄建於 1995 年，是自治區政法系統調整佈局後新建的第一所監獄，也是

內蒙古自治區目前規模最大、設施最現代化的監獄116。 

 

4）內蒙古鑫屹磚廠，內蒙古恒正集團薩拉齊工貿有限公司，隸屬內蒙古自治區薩拉齊監獄
117
 

位於包頭市土默特右旗薩拉齊鎮東，擁有 5000 多畝土地的農場，擴大養殖業，並且開辦了油

房、地毯廠。2000 年監獄搬遷至新址，引進投資年生產 5000 多萬塊、90多孔紅磚生產線，年

產值達 700 萬元。2013 年，服裝生產總效益突破 1000 萬元。 

 

（更多情況見附表 2.11.內蒙古自治區監獄奴工企業情況清單） 

 

13、山西省正華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隸屬山西省監獄管理局
118
，24 個監獄企業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石玉泉，山西正華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山西省監獄管理局

副局長
119
。 

2009 年 5月 7 日，成立120，所屬現有 22個基層單位，均為省屬單位。其中有 21 個押犯單位及 1

個警官職業學院。21 個押犯單位中有 20 個監獄，1 個未成年犯管教所。
  

 

監獄企業舉例： 

山西欣業農牧有限責任公司，隸屬山西省原平監獄121監獄現狀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王建英監企法人代表及職務: 山西欣業農牧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 

 

現有監獄員警 220 人，押犯 1500 名左右。纏線圈、編織頭髮、壓錫紙、製作工業用編織袋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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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情況見附表 2.4.山西省監獄奴工企業情況清單） 

 

14、山東省齊魯新航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122
，隸屬山東省監獄管理局，15 個分公司（24 個監獄企

業）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王立軍，董事長，山東省監獄管理局局長 

 

監獄企業子公司舉例： 

 

1）山東齊魯電機製造有限公司123，隸屬山東省監獄124（男性法輪功學員的關押點）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畢可敬/公司總經理，中共官方監獄行政職務 : 山東省監獄監獄

長。 

 

建於 1955 年 7月 1日，位於濟南高新技術開發區，濟南市曆下區華信路 18 號，占地面積

68.77 萬平方米（1031 畝），現有員工 1832 人。齊魯電機公司下轄 5個獨立法人企業（濟南發

電設備廠有限公司、濟南生建電機廠有限公司、山東電站工程有限公司、齊魯泰山電站設備有

限公司、北京齊魯金泰電站技術有限公司），三大主導產品為“汽輪機、發電機和電動機”，

年生產能力分別為 200 萬千瓦、800 萬千瓦和 60萬千瓦。2011 年全年實現工業總產值 12.5 億

元、銷售收入 14.6 億元, 分別同比增長 11.92%和 30.35%，資產總額達 30.38 億元，在全國發

電機行業列三大動力之後居第四位。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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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9 公司介紹網頁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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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東濟南發電設備廠有限公司（簡稱 JPEF），隸屬山東省監獄管理局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張波/總經理 

 

位於濟南市高新技術開發區，是以生產汽輪發電機為主，集科研開發、生產製造、經營銷售

和其他多種經營於一體的國有大型電機製造企業，主導產品為國產 QF系列空冷汽輪發電機

和引進 ALSTOM 公司許可證技術（原 ABB 公司）WX 系列空內冷汽輪發電機，單機容量達

350MW 等級，擁有一個國家級科研開發中心。126 

 

3）山東裡能集團有限公司，隸屬山東省監獄管理局裡能分局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曹務順,山東省監獄管理局裡能分局局長、黨委書記兼山東裡能

集團總裁、黨委書記127。 

 

山東裡能集團下轄六個監獄，有九個子公司128。山東省濟寧市。2001 年 4月，新組建的山東

裡能集團有限公司是由省政府作為國有資本出資人的國有獨資公司，權屬裡彥發電、裡彥
礦業、魯西礦業、新河礦業、魯寧發展、裡能投資、新河煤炭 地下氣化發電、裡能水泥、

鄆州煤電等 9 個子公司129。覆蓋電力、煤炭、水泥、機械、農業、運輸等行業，並經營投

資、營運、建設等專案，集團資產近百億，被授予“國家一流電力企業”。 

現有電廠裝機容量 70 萬千瓦、煤礦年生產能力 260萬噸、水泥年生產能力 160 萬噸、土地

1.25 萬畝、現有職工 2806 人、總資產 86億元；2003 年被評為山東省百強企業集團，並進

入全國大型企業 500 強。 

裡能集團目前正在按照中共“十五”發展規劃目標，積極加快電廠、煤炭和建材行業擴建，

煤炭地下氣化、環保等高科技產業的發展，計畫在“十五”末“十一、五”初發展成為電廠

裝機容量 136 萬千瓦、煤礦年生產能力 500 萬噸、水泥年生產能力 260 萬噸、總資產 100億

元、實現營業收入 100 億元、利稅 16億元的現代化企業集團。 

 

 

圖 3.20 公司介紹百度百科網頁截圖 

 



39 

 

 

裡彥發電有限公司隸屬於裡能集團，是以電力、煤炭生產為主，融新型建材、特鋼、機械加

工、農業等多種相關產業為輔的大型企業。公司現有淨資產 27.54 億元，裝機容量 69.2 萬

千瓦，年發電量 40 億千瓦時、產水泥 160萬噸、牆體磚 1.2 億塊，去年實現產值 11.702 億

元130。 

 

4）山東天一光電有限責任公司，隸屬山東省魯北監獄131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李洪新山東天一光電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魯北監獄黨委書
記、監獄長132  

位於濱州經濟開發區裡則街道辦事處長江五路 501 號，是山東省監獄佈局調整的重點專案之

一，總投資約 8 億元，總建設用地約 850 畝，規劃設計押犯容量 4000 人，為高戒備等級監

獄。由於當時是山東省運河監獄負責承建，當時的名稱是山東省運河監獄魯北關押點。2016

年 10 月 26 日，正式掛牌為山東省魯北監獄。 

 

主營半導體光電、顯示、照明器件及配件的生產、銷售；太陽能半導體光伏產品及電子節能

科技產品的研發、生產、銷售；服裝、鞋帽、箱包、玩具、家紡製品、藤編制品、塑編制品、

皮革製品、鑽石珠寶、文體用品、塑膠製品、金屬製品的加工和銷售；積體電路板研究設計、

外掛程式、後焊、組裝加工；複印；燈光設計、裝飾及安裝工程；電腦控制軟體技術諮詢及

相關技術服務；機械設備（不含特種加工設備）及控制設備的製造、銷售；高低壓元件、儀

器儀錶、五金交電的銷售；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專業承包。 

 

（更多情況見附表 2.14.山東省監獄奴工企業情況清單） 

 

15、吉林省吉新集團有限公司，隸屬吉林省監獄管理局，22所監獄企業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馮剛，吉林省吉新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吉林省省司法廳黨委委

員，省監獄管理局黨委書記、局長133。 

經營管理省直監獄系統企業 (屬於)國有經營性資產；機電設備（不含小轎車）、化工產品、

服裝、水泥、建材生產及銷售，農副產品生產、加工及銷售，勞務加工。 

 

監獄企業子公司舉例： 

吉林省四方農業有限責任公司，隸屬吉林省監獄管理局鎮賚分局（簡稱鎮賚分局），對外企

業名稱“吉林省四方坨子農場（簡稱四方坨子農場）”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劉長權，吉林省四方農業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吉林省監獄管理局鎮

賚分局企業副總經理134。 

 

系吉林省監獄管理局直接管理的、在鎮賚縣境內的監獄管理機構，亦是吉林省最大的一座監

獄群落，下轄 9 所監獄。鎮賚分局始建於 1956 年 1月，位於鎮賚縣東北部，地處東經

124°，北緯 46°50′至 46°22′。土地面積為 234.5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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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糧食及經濟作物種植、淡水養殖、銷售、勞務及來料加工、土木建築、預製構件、畜

禽養殖、糧食收購、食用植物油加工。 

2002 年、2003 年分局農業生產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2004 年，水田擴大到 5500 公頃，經

濟的快速發展，年內分局水稻總產近 4 萬噸，純盈利 3800 余萬元。其中，四方農業公司一分

公司現有 10 個生產監區，截止 2015 年四月未四個月，完成獄內加工創收 863.2 萬餘元。四月份實

際創收 251 萬元，
135
。 

（更多情況見附表 2.6.吉林省監獄奴工企業情況清單） 

16、廣西華盛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136
，隸屬廣西壯族自治區監獄管理局，18 個子公司（有資料

顯示現有 21個監獄企業）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瞿國華/公司董事長，中共官方監獄行政職務 : 廣西壯族自治

區監獄管理局黨委書記、局長137 

 

自治區監獄管理局機關行政編制為 134 名。自治區監獄管理局委派到廣西華盛集團公司的政

法專項編制 22 名。 

 

是 1996 年經自治區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國有獨資公司，註冊資金 3 億元，固定資產總額 15

億元。集團公司有 18 個子公司，現有土地面積 37萬畝，其中農場土地 35萬多畝，工業單

位土地 1萬多畝。工農業總產值約 9億元。 

 

經營：3個糖廠 15萬噸機制糖、1 個柴油機廠 3000 台柴油機及發電機組、1 個汽車配件廠 1

萬噸配件鑄造和加工、4 個水果生產基地 1500 萬公斤水果、7 個養殖基地 15 萬頭生豬，以

及茶葉、來料加工、機械加工等。 

 

 

圖 3.21 公司介紹百度百科網頁截圖 

 

監獄企業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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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華盛集團廖平糖業有限責任公司，隸屬廣西黎塘監獄138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胡濤廣西華盛集團廖平糖業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黎塘監獄139黨

委副書記、總經理 

 

原名廖平農場，始建於 1951 年，占地面積 64平方公里。現擁有民警職工 1800 多人，固定

資產 2 億多元。黎塘監獄是廣西最大的監獄。 

經營：白糖、紅糖、紅磚生產和銷售；食品用酒精生產的籌建；生豬養殖和銷售、家禽家畜

屠宰及加工；水稻、甘蔗、林木、水果種植和銷售；爐具及配件、針織品、人工寶石工藝

品、彩燈工藝品、手機電池、金屬飾品及旅行箱包的來樣來料加工；汽車配件、鋼材、化

工、飼料、農副產品、日用百貨、五金交電零售、批發；旅館業、鮮活農產品運輸。 

（更多情況見附表 2.10. 廣西壯族自治區監獄奴工企業情況清單） 

17、上海申嶽企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隸屬上海市監獄管理局140（資料顯示有 19所監獄

企業）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冒國平/上海申嶽企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上海市監

獄管理局計畫財務處處長141。 

 

市監獄管理局142現管理 11 所監獄，1所未成年犯管教所，其中白茅嶺監獄、軍天湖監獄在皖

南地區。另有監獄總醫院、司法警官學校以及若干為監獄工作服務的保障性企業。1949 年

以來，累計關押了 40 多萬名罪犯。 
 

監獄企業子公司舉例： 

1）上海隆光經貿服務中心
143
，隸屬上海市四岔河監獄

144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 鮑家松/上海隆光經貿服務中心總經理，上海市四岔河監獄黨

委書記、監獄長。 

 

上海市第一勞動教養管理所隆光經貿服務中心
145
。上海市四岔河監獄

146
地處江蘇省大豐市東

北部。1950 年 4 月建立起來，是上海市屬域外最大的“飛地”，歷屆市委、市政府將其定位

為“上海重要的社會治安戰略空間和上海最大的糧食、副食品生產基地”。1983 年 1月，定

名為“上海市第一勞動教養管理所”（企業名稱為上海市上海農場）。2014 年 6月，四岔河

監獄正式成立。 

 

經營：系統內勞務加工，系統內供應和銷售油料，金屬材料，建築裝潢材料，機電產品，電

子產品，針紡織品，日用百貨，農副產品，農藥，化肥，薄膜，糧油產品及製品，自有房屋

租賃。 

 

2）上海市南嶺實業總公司，隸屬上海市白茅嶺監獄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唐雲龍/上海市南嶺實業總公司總經理，上海市白茅嶺監獄副監

獄長。地址：安徽省宣城市郎溪縣濤城鎮白茅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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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機械修造；五金交電零售；玩具、針織品加工；苗木種植及組織本系統產品對外銷售

（不含許可產品） 

上海市白茅嶺監獄147，1956 年 3月作為上海市內遊民、殘老、流浪兒童和孤兒的教養外移基

地，建于皖南郎溪、廣德兩縣交界的丘陵地帶，占地 40.5 平方公里。系上海市監獄管理局

下轄的行政單位。白茅嶺監獄投資 7000 萬元、建成一個押犯規模為 2200 人左右的現代

化、全國一流的中心監區；以監社分離為目標的農場型監獄體制改革正在進行；水系改造工

程正在實施，苗木生產基地、副食品生產基地、生豬養殖基地初具規模。 

3）上海申嶽服裝廠，隸屬上海市青浦監獄，9 個監區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徐紀兵/上海申岳服裝廠總經理，青浦監獄副監獄長148 

經營：各種玩具，玉器雕刻，針紡織品，旅遊用品，服裝，皮鞋，勞防用品，金屬製品，紙

製品，紙品模具，電子產品。 

 

上海市青浦監獄149於地處上海市西郊青浦區外青松公路 7405 號，於 1994 年 12 月 24日正式

揭牌使用。監獄占地面積約 300 畝，民警 500 余人，是一所以原判 7年以上有期徒刑罪犯為

主要關押物件的高度戒備等級監獄。 

 

（更多情況見附表 2.20.上海省監獄奴工企業情況清單） 

18、福建省景弘集團有限公司，隸屬福建省監獄管理局
150
，20 個監獄企業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陳由順福建省景弘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福建省監獄管理局黨

委副書記、政委151 

 

福建省監獄管理局下轄 17 所監獄、1所未成年人管教所、福建省建新醫院、福建省司法員警

訓練總隊。 

 

經營：依法從事省人民政府授權的全省監獄企業國有資產運營管理；機械設備、模具加

工、建材水泥等工業產品的生產；服裝、電子產品、鞋業、包袋的來料加工；物業管理。 

（更多情況見附表 2.15.福建省監獄奴工企業情況清單） 

19、黑龍江省龍裕集團有限公司，隸屬黑龍江省監獄管理局152，19 所監獄企業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宋恩/黑龍江省龍裕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黑龍江省監獄管理局
黨委黨委副書記、局長153。欒景和154，省監獄企業集團公司總經理。 

 

經營：經營管理監獄企業資產，經營進出口業務（按進出口企業資格證書執行）。煤炭開

採（僅限分支機搆）。 

 

監獄企業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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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齊齊哈爾騰程新型建築材料廠，隸屬黑龍江省齊齊哈爾監獄155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王樂天/齊齊哈爾騰程新型建築材料廠總經理，黑龍江省齊齊哈

爾監獄黨委書記、監獄長156 

位於松嫩平原西北部，占地面積 5140 畝，耕地面積 3000 畝。 

 

2）黑龍江省老萊農場有限責任公司，隸屬黑龍江省訥河監獄157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祁洪連/黑龍江省老萊農場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黑龍江省訥河

監獄企業機關總經理158 

 

老萊監獄位於齊齊哈爾市訥河市境內，占地面積 27.5 萬畝，現有耕地面積 16.15 萬畝，監

舍占地面積 60900 平方米，是主要以關押 15 年以下有期徒刑罪犯為主的中等級戒備監獄。 

經營：農機具，液壓件,拖拉機件,工礦配件、鋼鐵鑄鍛件,儲油器,暖器片製造；手工編織，

農副產品經銷；氧氣、氬氣、氮氣製造銷售（僅限分支機搆經營），廢舊鋼鐵、銅、鋁等金

屬收購銷售；服裝加工；制鞋；金屬糧倉製造，運輸線路租賃。 

（更多情況見附表 2.25.黑龍江省監獄奴工企業情況清單） 

20、甘肅省監獄企業集團，甘肅省監獄管理局159，18 個監獄企業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劉琰/甘肅省監獄管理局副局長，甘肅省監獄企業集團公司總經

理160 

 

經營：機械設備〔不含小轎車〕、建築材料、化工產品〔國家限制經營的除外〕、農副產品

〔不含糧食批發〕、日用品的批發零售。 

 

監獄企業舉例： 
 

1）甘肅省監獄企業集團天水機床有限責任公司，隸屬甘肅省天水監獄161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徐方明甘肅省監獄企業集團天水機床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天

水監獄公司經理
162
 

 

天水監獄位於天水市秦州區建設路 196 號，是全省關押重刑犯的高戒備度監獄之一，主要收

押天水、隴南兩市原判 15 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罪犯。監獄機

關設所謂的反邪教教育改造科（實為迫害信仰的機構）等機構。押犯單位設七個監區。 

 

經營：鑽床、刨床、砂輪機、塑膠機械及建築機械的製造、生產、銷售和維修，機械、服

裝、電子產品（不含衛星地面接收設施）的來料加工，植發，日用百貨（不含危險品）的批

發、零售，捲煙、雪茄煙的零售，房屋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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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武威涼州地毯有限責任公司，隸屬新建武威監獄163 

2011 年 12 月 30 日，原武威、天祝監獄組建新武威監獄。位於武威市涼州區祁連大道 1526

號，總占地面積 280 畝（監獄建設用地 200.7 畝，民警、職工住宅樓用地 79.3 畝）。監獄現

有 14 個押犯監區，監獄內設醫院 1個，23 個基層黨支部。現有民警 519 人，工人 345 人。

正處級領導 3 人，副處級領導 9人，調研員 2人，副調研員 6 人，正科級幹部 46 人，副科

級幹部 65 人。監獄所屬王景寨農場占地面積 1509 畝，清源農場占地面積 906 畝。 

 

監獄企業生產項目主要有服裝加工、毛衣編織、地毯、塑編、鐵件加工等。 

（更多情況見附表 2.26.甘肅省監獄奴工企業情況清單） 

21、浙江省東聯集團有限責任公司164，隸屬浙江省監獄管理局，17 個監獄企業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胡方銳 浙江省東聯集團責任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浙江省

監獄管理局黨委書記、局長165。 

浙江省監獄管理局，地址：杭州市天目山路 110 號。將生產經營管理有關職責劃給監獄企業

集團公司。省監獄管理局機關編制 177 名（含用於到省東聯集團公司重要崗位兼職人員的

25 名專項編制），其中：局長 1名，政委 1 名，副局長 4名，政治部主任 1名；處級領導職

數 45 名（含機關黨委專職副書記 1名）。 

 

資本經營，實業投資開發，機電設備、五金交電、化工原料及產品、金屬材料、建築裝飾材

料、百貨、針紡織品、汽車配件的生產、加工與銷售技術開發與轉讓，土畜產品、農副產品

（不含食品）的銷售，經濟資訊諮詢（不含證券、期貨諮詢），自有房屋租賃，物業管理服

務。 

 

監獄企業舉例：浙江東博工貿有限公司，隸屬浙江省臨海監獄166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安豐 浙江東博工貿有限公司總經理，浙江省臨海監獄監獄長
167
。 

 

浙江省臨海監獄地處臨海市大洋街道獅雲村，占地 450 畝，2007 年開始籌建，2010 年開始

進入工程建設階段，2013 年工程竣工，2014 年開始押犯。 

 

經營：服裝、箱包、皮革製品、紐扣、拉鍊、金屬製品、塑膠製品、戶外傢俱、遮陽製品、

工藝品、電子產品製造、加工、銷售。 

（更多情況見附表 2.18.浙江省監獄奴工企業情況清單） 

 

22、陝西省益秦集團168，隸屬陝西省監獄管理局169，下轄 17 個分公司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張敏忠，陝西省益秦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陝西省監獄管
理局黨委委員、副局長170。陝西省監獄管理局，2004 年組建了陝西益秦集團公司，形成了新

型的監獄管理體制和監獄經濟運行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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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中共國務院、司法部將陝西列為全國監獄體制改革首批試點省，建立了刑罰執行

管理和生產經營管理、經費支出和生產收入各自分開運行的新機制，監獄與監獄企業基本實

施規範運行。 

經營：煤炭運銷；建材、機械、化工、電子、輕工、農副業、畜牧養殖產品的生產、加工、

運輸和銷售；糧食加工業、醫療衛生、酒店、餐飲業；房地產開發及物業管理；工民建築、

裝飾裝潢工程設計與施工；水電安裝；產品倉儲及展銷；來料加工與技術轉讓；經濟資訊諮

詢；以及經批准的其它有利於監獄安全穩定和監獄經濟高效發展的專案。 

 

監獄企業舉例： 

1）延安服彩實業有限責任公司，隸屬陝西省延安監獄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白曦/延安服彩實業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延安監獄黨委副書

記、總經理171 

監獄占地面積 37600 餘畝，其中主監占地 150 畝。主要收押榆林、延安、銅川判處 15 年以

下有期徒刑罪犯。地址：陝西省延安市寶塔區燕溝路趙莊 

經營：農業、林業、畜牧業、內陸漁業、土地出租、批發及零售業、手工加工業、服裝銷

售及加工其他印刷品印刷、鞋帽。 

 

2)陝西省益秦集團上畛子農牧業有限責任公司，隸屬陝西省黃陵監獄1 7 2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藺勇陝西省益秦集團上畛子農牧業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黃陵

監獄黨委副書記173 

 

陝西省黃陵監獄，地處延安市黃陵縣，建於 1956 年 3 月，原為陝西省上畛子勞改農場，

2006 年 1月更名為陝西省黃陵監獄。監獄占地 37000 余畝，現有耕地 6500 餘畝。2014 年

8 月，搬遷至咸陽市渭城區。留守監區地址:黃陵縣雙龍鎮上畛子 

經營：自有資產經營管理、投資、土地租賃；農、林、牧、副、漁業生產、加工、經營、

合作開發、來料加工、提供勞務、產品零售、批發。 

（更多情況見附表 2.21.陝西省監獄奴工企業情況清單） 

 

23.北京市監獄管理局174下轄 8 所監獄、清河分局（轄 6 所監獄）和 2 所監獄醫院，16 所監

獄企業 

清河分局（轄 6 所監獄），轄區總面積 115 平方公里，常年押犯占北京市全部押犯一半以

上。該分局位於天津市濱海新區茶澱鎮。 其中，前進監獄位於天津市寧河縣境內津漢公路

49 公里處。該監獄監區的占地面積達到 420 畝，監獄內的總建築面積達 20594 平方米，設

計關押能力 2000 人
175
。 

 

監獄企業子公司舉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AC%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6%B4%A5%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6%B4%A5%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C%B6%E6%B7%80%E9%95%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6%B4%A5%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6%B4%A5%E5%B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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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志軒環保科技有限公司，隸屬北京市監獄管理局清河分局柳林監獄176 

2001 年 11 月 20 日由原北京市監獄管理局清河分局茶南監獄、柳河監獄、柳林監獄合併組

建而成。該監獄位於清河分局的東南部，占地共 261 畝，建築面積達 248 畝，押犯容量

1800 余人，現有幹警 380 余名
177
。經營：環保科技研發；室內空氣淨化服務；污水、污泥處

理；空調維修；環保工程；園林綠化工程；塑膠製品、廢舊金屬、廢舊樹脂粉碎加工；建築

材料、五金、交電、裝飾裝修材料、辦公用品、化工產品銷售。 

（更多情況見附表 2.29.北京省監獄奴工企業情況清單） 

 

24.河南省中聯集團公司隸屬河南省監獄管理局，15 個分公司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李隨軍，河南省中聯集團公司董事長，河南省司法廳黨委委員、

副廳長，河南省監獄管理局黨委書記、局長178 

 

監獄企業子公司舉例： 

1）河南省亞豪電器製造有限公司
179
，隸屬河南省豫中監獄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李鋼,公司總經理，中共官方監獄行政職務 : 鄭州豫中監獄副

監獄長180。 

 

2007 年 10 月 17 日註冊成立，註冊資金 500 萬元。公司現有 7 個分廠。位於河南省鄭州市

中牟縣劉集鄉，占地 305 畝，總建築面積 78256 平方米，總投資 1.17075 億元。2005 年 9

月 5日開工建設，2007 年 6月 25 日建成投入使用，設計生產規模為吸納員工 3000 人。公

司主要從事電器、電子產品、服裝、毛織品、鞋業的生產、加工與銷售以及其他勞務加工業

務。 

 
 

 



47 

 

圖 3.22 公司介紹網頁截圖 

 

2）洛陽中聯建華工貿有限公司，隸屬河南省洛陽監獄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刁雲倉/公司總經理 

中共官方監獄行政職務 : 洛陽監獄黨委委員、副監獄長181 

公司位於洛陽市區182。公司主要從事毛衫加工、梭織針織服裝加工及其它手工加工項目。現

有標準化加工車間兩萬多平方米，加工設備齊全，技術中心和品質檢驗中心設施完善，從業

人員近 4000 名。現有 600 餘台半自動織機，400 餘台縫盤機，及其它配套專業設備。具備

承接休閒襯衣、夾克、多袋褲、棉衣、迷彩服、工裝、封膠衣、壓膠衣等各種款式服裝的加

工生產能力。 

 

 
圖 3.23 網路圖片 

 

 

圖 3.24 公司介紹百度百科網頁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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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情況見附表 2.12.河南省監獄奴工企業情況清單） 

 

25、重慶市渝劍控股（集團）有限公司隸屬重慶市監獄管理局183,14 個分公司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鄧勝明,重慶市渝劍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184。 

 

註冊地址是重慶市渝北區黃泥塝黃龍路 2號。 

 

監獄企業子公司舉例： 

1）重慶市金邁實業有限公司，隸屬于重慶市南川監獄185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范遠壽/重慶市金邁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中共官方監獄行政職

務 :南川監獄黨委委員、副監獄長。 

 

重慶市南川監獄186是 2004 年成立的一所中度戒備監獄，位於南川區水江鎮，距重慶市主城區

全程高速 84 公里。南川監獄是重慶市直轄後第一所整體遷建監獄，占地面積 800 多畝，其中

主廠區 500 多畝，204 片區近 300 畝。關押罪犯 3107 名。地址重慶市南川市水江鎮。 

2）重慶市渝劍控股集團車橋製造有限公司，隸屬於渝都監獄
187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梁進忠/重慶新生機電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 

 

渝都監獄位於重慶市南岸區彈子石群慧路 94 號。重慶市渝都監獄188，原重慶市監獄，位於重

慶市南岸區彈子石（即將搬遷至重慶市南岸區長生鎮），占地 400 餘畝，建於 1955 年，是一

所高度戒備的重刑犯監獄。主要收押被判處 16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緩期兩年執
行的男性罪犯，常年押犯 5000 人左右。監獄企業名稱為“重慶市新生機電有限責任公司”。 
 

 

圖 3.25 百度網頁截圖 

 

3）重慶市東印天鑫商貿有限責任公司，隸屬于墊江監獄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朱錫明/重慶市東印天鑫商貿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重慶市墊江監

獄公司經理189 

重慶市墊江監獄，前身系四川省東印勞改支隊、重慶市涪陵監獄。地處墊江縣桂溪鎮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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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距墊江縣 5 公里，占地 450 畝。2006 年底實現了分散關押向集中關押、偏遠向城鎮、

室外勞動向室內勞動的三個轉移的重大跨越目標。該獄是一座新型的現代化監獄，監管設施

齊全，新監舍及配套用房約 1.5 萬平方米，關押規模 4000-6000 人。 

 

 

圖 3.26 百度網頁截圖 

 

4）重慶新勝實業有限責任公司，隸屬于重慶市永川監獄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楊帆/永川監獄副監獄長，重慶新勝實業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
190
 

 

重慶市永川監獄191建於 1952 年 7 月，企業名稱為重慶市新勝茶場，國土面積 13000 畝，

主要分佈于永川區、壁山縣、銅梁縣、大足縣、雙橋區三縣二區，有部分監區分散在海拔

2951.025 米的高山上，押犯 5000 餘人，是一個室內加工和茶葉生產並舉的大型監獄。 

 

 

圖 3.27 百度網頁截圖 

 

（更多情況見附表 2.23.重慶市監獄奴工企業情況清單） 

26.江西省監獄企業集團公司, 隸屬江西省監獄管理局，14 所監獄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餘曉東江西省監獄企業集團公司董事長，江西省監獄管理局副

局長、黨委委員192 

 

經營：鑄造，機械、五金、電氣設備、水泥及化工建材的生產及銷售；建築工程設計、施工

及安裝；瑪鋼、水暖及消防器材、醫療器械的生產及銷售；服裝、鞋類、外加工產品的生產

及銷售；農林開發及種植，畜牧開發及養殖，農業生產技術推廣；農資服務；賓館管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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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對各類行業的投資；房地產開發，不動產租賃；物業管理服務；物流服務；倉儲服務；

資訊技術服務；國內貿易，進出口貿易；旅遊開發。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火炬大街 188 號 

 

監獄企業舉例：江西吉瑞商貿有限公司，隸屬江西省吉安監獄193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彭稚/江西吉瑞商貿有限公司總經理，吉安監獄領導194 

 

吉安監獄的前身是瑞州監獄（江西渡埠農場），建於 1955 年。設計押犯規模 3000 人，為高

度戒備等級中型監獄，民警編制 540 名，武警 100 名，專案總投資 1.35 億元，征地面積

19128h ㎡，規劃建築總面積 83976 ㎡。 

經營：百貨、服裝、針織品、皮革及製品、箱包、鞋帽、電子產品、五金、工藝裝飾品加

工、銷售，農作物種植、林木種植、銷售，畜牧水產銷售，工藝裝飾品包裝，資訊諮詢服

務。 

（更多情況見附表 2.9.江西省監獄奴工企業情況清單） 

27.青海青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隸屬青海省監獄管理局195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劉建家青海省監獄管理局分黨組成員、副局長，青海青江實業

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 196 

 

青海省監獄管理局下屬 14 個縣級單位，其中正縣級單位 10 個，分別為 8 所監獄，1 個局中

心醫院（青海紅十字醫院），1個局後勤服務中心等。 

 

經營：負責管理全省監獄系統資產中的經營性資產，並承擔管理範圍內資產的保值增值責任；

機電、建材、輕工產品生產、經營；工業、民用建築工程設計、施工，水電安裝，裝潢；農

畜產品生產、加工、經營；房地產開發；資訊諮詢。 

地址：青海省西寧市城東區昆侖東路 191 號 

監獄企業舉例： 

青海西新實業有限公司，隸屬青海省西川監獄197 

監企法人代表及職務: 金渤青海西新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青海省西川監獄監獄長198 

青海省西川監獄，建於 1956 年，地處西寧市城西區西川南路 151 號，占地 950 餘畝。 

 

經營：水輪發電機製造、維修；房屋建築工程施工；機電設備安裝工程施工；鑄件、鍛件製

造；高低壓開關櫃、線型金屬製品、磚瓦機配件、太陽能灶、鋁塑門窗、鋁合金門窗生產、

加工、銷售；金屬切削及焊接加工；電機、電器維修；網圍欄加工、安裝；非金屬件的製造、

加工；來料加工、服裝加工；帳房加工；爐具加工；房屋租賃。 

 

（更多情況見附表 2.27.青海省監獄奴工企業情況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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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海南省監獄企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隸屬海南省監獄管理局199，下轄 8 所監獄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李大海/海南省監獄企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海南省監獄

管理局黨委委員、副局長
200
。 

 

海南省監獄管理局是主管全省監獄、少年管教所等刑罰執行工作的職能部門，下轄 8所監

獄。 

 

經營：房地產投資；自有房屋租賃；電子、建材、日用品、服裝、玩具、針織品加工及銷

售；廠房、設備租賃；熱帶高效農業。地址：海口市鳳翔路藍盾大廈 705 房 

（更多情況見附表 2.24.海南省監獄奴工企業情況清單） 

 

29. 寧夏甯朔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隸屬寧夏自治區監獄管理局，6 個監獄企業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曹藝/寧夏甯朔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寧夏回族自治區

司法廳副廳長、黨委委員，自治區監獄管理局局長201 

 

監獄企業舉例： 

1）寧夏新海岸制衣有限責任公司，隸屬寧夏女子監獄202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杜興華/寧夏新海岸制衣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寧夏女子監獄政委 

 

經營：服裝、被服等輕工業產品的生產與銷售；特種勞動防護用品生產、銷售；布料、服裝

輔料、紡織品的銷售；農副產品生產、銷售；手工製品加工銷售；勞務加工；資訊諮詢；水

電安裝。 

 

寧夏女子監獄成立於 2001 年 5 月 28 日，於 2005 年 4 月與原寧夏未成年犯管教所合併，成

為寧夏回族自治區唯一關押女性罪犯和未成年男犯的監獄。2015 年 6 月 28 日，整體搬遷至
新建女子監獄。現在的女子監獄投資 1.4 億元，占地 72.86 畝，設計關押規模 1500 人。 

2）寧夏甯朔集團關馬湖農工貿有限責任公司，寧夏吳忠監獄203 

監企法人代表及官方職務：陳有才/寧夏甯朔集團關馬湖農工貿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 

 

經營：農副產品、五金交電、日用百貨、電器機械及器材、建築材料的銷售；各種門窗、傢

俱製造、制磚；服裝加工；皮具、禮盒、裝飾品來料加工；電子產品組裝及銷售。 

 

寧夏吳忠監獄建於 1955 年，位於吳忠市利通區侯家灣，地處吳忠市南郊 18公里，總占地面

積 16656 畝，是一座中度戒備等級的監獄，以關押 15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為主，分設 2

個關押點。主要從事服裝加工、禮品盒加工和皮具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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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情況見附表 2.28.寧夏自治區監獄奴工企業情況清單） 

 

30. 天津通寶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4，隸屬天津市監獄管理局 

 

2009 年 6 月 19 日，正式成立。集團公司共有 11 個全資子公司。局屬 13 個單位，包括天津

市監獄、河西監獄、梨園監獄、楊柳青監獄、李港監獄、濱海監獄、西青監獄、女子監獄、

津西監獄、康寧監獄、未成年犯管教所、長泰監獄 12 個押犯單位和 1支應急特勤隊。 

 

（更多情況見附表 2.30.天津市監獄奴工企業情況清單） 

 

四、中共奴工產業的形式、規模和發展過程 

 

中國大陸監獄、勞教所、看守所生產奴工產品主要是兩種形式，一種是以公司名義直接生產

經營，另一種是以廉價勞動力吸引國內外公司委託加工。 

 

（一）監獄對外以公司名義生產奴工產品中共的監獄經常以企業、公司為名招攬業務，這一

類公司生產的所有產品都是奴工產品。 

 

如四川德陽監獄以四川省德陽市九五廠為名生產的毛絨玩具遠銷歐美，產品上還貼有英、法、

德文標籤，實際上卻是地道的奴工產品；山西女子監獄以山西省化工廠為名生產的禮品包裝

袋、中國結、手工汽車坐墊，以及出口海外的蝴蝶、毛衣編織、手提袋、勾假髮套、檔案盒

等。 

位於湖北省沙洋縣範家台監獄的湖北省沙洋新生磚瓦廠註冊資本 398萬元，在職員工 800名。

主要生產銷售磚瓦，同時作為湖北“沙洋農場加工廠”的一個分廠，分擔著“沙洋農場加工

廠”的諸多奴工業務205。2011 年元月開始為湖南省岳陽市三五一七兵工廠大批加工解放鞋。

範家台監獄只加工鞋的上部份，橡膠底由另一家監獄加工。加工機械設備由兵工廠搬到範家

台各監區，每個監區完成流水線作業的部份工序，如，四監區負責沖鞋眼，打鉚釘。一、二、

四監區在四監區食堂做工，縫紉機、沖眼機、裁剪機等機械設備擺放在食堂內，形成可容納

2000 人的車間。所生產的鞋出口海外206。 

雲南省光明磷化工總廠，隸屬于雲南省安寧監獄（雲南省雲南省第三監獄），位於素有“滇中

寶地”之稱的昆明西郊的安寧市連然鎮松華路，創建於 1965 年，1995 年晉升為國家大型企

業，是中國磷化工重點企業之一。擁有固定資產 1.2 億元，技術人員 320 多人，1989 年和

1992 年被分別確定為雲南省 100 戶重點骨幹企業和百強工業企業。產品出口日本、韓國、東
南亞等地，國內市場覆蓋河南、河北、山東、甘肅、新疆、黑龍江等省區，遍佈省內各地州

縣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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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女子監獄（前身石家莊監獄），長年以金泰實業有限公司的名稱生產出口服裝。如出口

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的黑色多袋褲、蒙娜麗莎長擺裙等，也生產許多牛仔褲。河北省女

子監獄和河北省女子勞教所還對外加工包裝飯店常用的“一次性衛生筷”。二零零八年，三

鹿毒奶風波後，不法廠家開始和監獄勾結，仿造外國的乳製品包裝生產全外文（英文）包裝

袋。208等等。 

 

以下是監獄系統以企業的名義生產的部分奴工產品或相關圖片： 

 

聖誕彩燈（出口美國）    水晶石打磨 

 

圖 4.1 湖北省沙洋縣範家台監獄生產的奴工產品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2-7-2-cmh-nugong-fanjiatai-jail-19.jp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2-7-2-cmh-nugong-fanjiatai-jail-20.jp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2-7-2-cmh-nugong-fanjiatai-jail-03.jp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2-7-2-cmh-nugong-fanjiatai-jail-04.jp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2-7-2-cmh-nugong-fanjiatai-jail-05.jp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2-7-2-cmh-nugong-fanjiatai-jail-06.jp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2-7-2-cmh-nugong-fanjiatai-jail-07.jp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2-7-2-cmh-nugong-fanjiatai-jail-08.jp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2-7-2-cmh-nugong-fanjiatai-jail-09.jp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2-7-2-cmh-nugong-fanjiatai-jail-10.jpg
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2-7-2-cmh-nugong-fanjiatai-jail-11.jpg
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2-7-2-cmh-nugong-fanjiatai-jail-12.jpg
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2-7-2-cmh-nugong-fanjiatai-jail-13.jp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2-7-2-cmh-nugong-fanjiatai-jail-21.png


54 

 

   

圖 4.2.湖北沙洋農場（沙洋監獄管理局）加工廠的部分奴工產品209 

 

 

圖 4.3.山東省興業發展有限公司（山東省女子監獄）生產的知名品牌臺灣童裝 ABC 品牌標

誌/CHARLES RIVER APPAREL 牌運動休閒裝標誌/寒思羽絨服牌標誌 

 

 

方便筷         龍蝦扣一次性無紡布內褲軍膠的鞋幫 

圖 4.4.吉林省石嶺水泥有限責任公司生產的部分奴工產品 

 
皇宮毯 

 
藏羊毯 

 
砍毯 

 
雕刻 

4.5吉林省浩宇工貿有限公司（歸屬于梅河口監獄）生產的部分奴工產品(來料加工的生產
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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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監獄、勞教所和看守所以廉價勞動力吸引國內外公司委託加工 

1、在監獄生產的奴工產品和委託公司 

1）依託 38 所監獄加工生產的杭州中賽實業有限公司 

Hangzhou Z-shine industrial Co.,Ltd. 

是依託各地監獄服裝工廠生產的企業,長年替全國各地服裝企業來料加工外貿出口服裝。 

本公司工人 3500 人。 

依託監獄生產單位：有 38 所監獄，加工人員：4萬餘人。 

企業廠房總面積：100000 平方米。 

 

加工地點是：杭州，金華，衢州，湖州，寧波，蘇州，南京，南通，株洲，岳陽等地監獄系

統服裝加工廠！因體制特殊，加工費較低，年產量 500 萬件，產值 5000 萬人民幣。其中

外銷產品占比 90%。產品主要銷往非洲、亞洲(除中國外)、中南美、東歐與獨聯體、中東、

北美、大洋洲和西歐等地區。
210
 

 

加工項目： 

（1）針織服裝加工，包括男 polo 衫、男短袖、男長、短褲、沙灘褲、男背心、男 T恤衫、

女 T恤衫、女長褲、女襯衫、運動套裝、呢大衣,西服，衝鋒衣。棉衣。羽絨衣，硬領襯

衣，雨衣，工作服，等四季服裝加工。 

 

（2）日用品加工，包括床上用品、窗簾、浴簾、抱枕、靠墊、反光背心等。 

 

（3）箱包加工、監獄服裝加工 

 

主要生產普通梭織服裝、普通針織服裝和牛仔服裝等產品，產品主要銷往非洲、亞洲(除中

國外)、中南美、日韓·東歐與獨聯體、中東、北美、大洋洲和西歐等地區。 

主要客戶群體：國外買家/外企駐中國辦事處，國內貿易公司，國內實體品牌商，國內批發

商/零售商，國內網商/電商，國內超市。 

 
（4）其他產品：有 0-6 歲嬰童服，0-16 歲專業兒童羽絨服，0-16 歲 100%純山羊絨服。旗

下品牌【貝貝王國 PEPEVEGA】。兒童羽絨服授權品牌有：巴布豆（日本著名卡通形象，授權

還包括巴布豆嬰童服、巴布豆兒童羊絨服）、DISNEY（包括米奇、小熊維尼、公主系列三大

品牌）、天線寶寶（英國 BBCW 授權品牌）、樂一通/崔弟/貓和老鼠（美國時代華納授權品

牌）。 

 

該公司在招商廣告中明確講： 

“各位老闆，如果你們有能力和管道接到大的訂單怎麼辦？但是苦於廠子小，工人少，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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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做不了，不接有怕白白浪費這個機會。怎麼辦？可以考慮與監獄系統服裝廠合作，把大訂

單交給我們來做，我們將會以低的加工費，超高的品質，高速的效率來完成您們的訂單！本

公司依託監獄加工，能夠為您的的訂單生產負責。 

 

監獄系統服裝加工廠的優勢在於： 

 

（1）信譽度高――國有單位性質，辦事嚴謹認真； 

 

（2）加工費較低――因體制特殊，價格更有競爭力； 

 

（3）品質穩定――通過 ISO9001:2000 品質體系認證，全程 ERP 流程控制，嚴格按照合同

約定組織生產； 

 

（4）交貨及時――有三十八所監獄，加工人員四萬余人,尤其適合貨急量大訂單。監獄服裝

加工工廠，有點特殊，但比起其他廠家卻存在極大的優勢：一、這有絕對穩定的工人四萬余

人，且全部經過專門的技術培訓；工廠內實行軍事化管理；設備優良，品種齊全，自動平

車，釘扣機，電剪，電蒸汽燙,一應俱全。二、因為有專門的技術培訓，可以承接加工羽絨

服，棉服戶外運動服等各類服裝。211” 

 

 

 

 

圖 4.6 杭州中賽貿易有限公司的部分加工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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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中賽貿易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錢江新城新業路 8 號華聯時代大廈 A 幢 21 層(杭州大劇院旁） 

 Address： 21Floor,Section A,UDC Times Tower,Hangzhou 

 傳真/FAX： 86-571-81101599 

 售後服務 QQ： 1146639341 

 郵箱/E_mail： support@zshine.com.cn 

 電話/TEL： 86-571-81101588/86505081 

 网站：http://www.pepevega.com/ 

 

2）浙江省第一、五、七監獄與衢州浩龍服飾有限公司 

 

 

圖 4.7 衢州浩龍服飾有限公司車間和樣品 

衢州浩龍服飾有限公司在其尋客戶合作的廣告上明確寫道，該公司訂單主要放在自己工廠、

監獄生產。經調查確認為其加工的監獄有浙江省第一、第四、第五、第七監獄，加工人員

20,000 多人。下面是該公司連絡人 Johnny 來信介紹： 

 

附件是工廠簡介請查閱: 

工廠主要以 FOB 美金全經銷訂單為主占我工廠總生產量 70%，外加工 20%，內銷訂單 10%比

例. 

 

（1）工廠主要生產梭織類：羽絨服，棉衣，夾克，工裝，防風登山戶外服裝，休閒褲等產

品:。 

主要市場：法國歐洲市場、美國。 

品牌客戶：法國 Father & sons, Armand Thierry, Chillums, Harrington, Galleries 

Lafayette, Bayed,  ODB , American Vintage. 美國 Allen. USA, Micros。 

年服裝產量 2,000,000 萬件。 

 

（2）工廠目前主要是 70%法國市場，20%美國市場，10%國內是市場，美國市場目前只是在

通過 COSCO 框架下做幾個品牌。 

http://www.pepeveg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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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委託監獄： 省一監獄：20年以上至無期刑期， 十裡豐監獄 (十裡豐屬於第四，第

五，第七監獄總服刑人員 1萬 2000 人左右，有人員流動因刑期短。) ：5至 20年刑期，共

服刑人員約 2 萬人，都屬健康狀態。 

 

表 4.衢州浩龍服飾有限公司在其網頁上列出的(奴工)產品種類及聯繫方式： 

主營產品或服

務： 

棉衣,夾克,休閒褲,

工裝,針織系列服裝 
主營行業： 服裝 

企業類型： 個人獨資企業 經營模式： 生產型,貿易型 

註冊地址： 浙江省衢州市 經營地址： 
中國浙江省衢州市柯城

區 花園街道福苑新村 

公司成立時間： 2010-05-05 法定代表人/負人： 傅 

員工人數： 91 - 100 人 年營業額： 
人民幣 1000 萬元 - 

2000 萬元 

經營品牌： 
歐洲、美國、德國、

俄羅斯、波蘭 
註冊資本： 人民幣 105000.05 萬元 

主要客戶群： 
外資辦事處，最終買

家，貿易公司 
主要市場： 

西歐,南美,北美,香港,

東歐,東亞,東南亞 

年出口額： 
人民幣 3000 萬元 - 

5000 萬元 
年進口額： 人民幣 10 萬元以下 

開戶銀行： 衢州銀行 銀行帳號： 12 

是否提供 OEM 服

務： 
是 研發部門人數： 11 - 20 人 

月產量： 5000000 件 廠房面積： 5000（平方米） 

地址：中國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區花園街道福苑新村 

 

3）佳木斯監獄與浙江兄弟鞋業 

2011 年，佳木斯監獄強迫一監區、初監區、五監區、八監區（九監區取消了）的在押人員

手工製作男女皮涼鞋、旅遊鞋的半成品（不上鞋底，出口到俄羅斯以後再安裝鞋底）。鞋上

標注的廠家是浙江兄弟鞋業，英文商標是 coollook，商標和商品資訊見下圖
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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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商標和商品資訊 

 

鞋的原材料來自大連。運輸原材料和拉走半成品鞋的車號為黑 C89165，是黑龍江省牡丹江

市東寧縣（東寧縣是黑龍江省較大的對俄邊貿縣之一）的貨運車，司機手機號碼：

13946375897213。 

 

以下是一段時間內生產鞋的部份產品資訊： 

貨號 A585，黑色，700 雙； 

貨號 K232，棕色、米色，900 雙； 

貨號 0587，米色、黑色，1400 雙； 

貨號 8211，黑色，300 雙； 

貨號 2731，黑色，600 雙； 

貨號 5023，棕色，2000 雙； 

貨號 5025，黑色、白色、米黃色供 2600 雙； 

貨號 3101，藍色、黑色共 10000 雙； 

貨號 6577，黑色、白色共 3000 雙； 

貨號 6378，白色共 3000 雙。 

 

製作鞋的膠有兩種：一種呈白色叫 103 粉漿，有刺鼻氣味，傷眼；另一種膠呈黃色，也有刺

鼻的氣味，手接觸這種膠以後會掉皮214。 

 

4）遼寧省女子監獄與相關公司 

遼寧省女子監獄與百家好、BANG BANG、ABC、森馬、肯德基、麥當勞、瀋陽桃李食品廠、好

利來、瀋陽逸生健康用品開發公司遼寧省女子監獄,原女子監獄三監區（2011 年改為一監

區）以“瀋陽寧大服裝廠”的名義加工各種服裝（詳見《對外以公司名義生產奴工產品的監

獄 7》）。其餘十三個監區除醫院和伙房不從事生產奴工產品外，各監區都設有生產車間：出

入監和少犯監區主要從事生產棉簽；七監區（在押人員近五百人）的奴工產品有百家好（韓

國品牌 BASIC HOUSE）、BANG BANG（南韓品牌）、ABC、森馬，都有大量加工，每年的純利潤

超過三千萬元215；九監區是紙製品車間，主要產品有肯德基、麥當勞的速食盒、瀋陽桃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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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廠、好利來的禮品盒等；十監區四小隊生產化妝品，灌裝、扣蓋、打號、裝盒、打簽、封

盒、包裝、進庫等；還有毛衫216、手工藝品、醫療用品、化妝用品、食品和園藝等。217這

些監區中部分也在生產服裝。 

 

 
圖 4.9.往遼寧省女子監獄運送奴工原料的貨車

（2005 年 10 月） 

 
加工羽絨服馬甲的原料“滑絲

棉” 

  

圖 4.10.往九監區送滑絲棉（加工羽絨服馬甲的原料）的貨車駛入遼寧省女子監獄218 

 

下圖中顯示一輛滿載奴工原料的貨車停在遼寧省女子監獄門前，貨箱上注有“金天宇”磁振

系列健康用品標識，廠家為瀋陽逸生健康用品開發公司（瀋陽市和平區三好街 79 號，電

話：22948660 22947708 郵編：110004）219 

 

 

圖 4.11.貨箱上注有“金天宇”磁振系列健康用品標識 

 

5）上海女子監獄與相關公司 

上海女子監獄與益海嘉裡食品行銷有限公司、上海家化聯合股份有限公司、肯德基、飛雕電

工電器有限公司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05-10-23-slave-labor-01.jp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05-10-23-slave-labor-02.jp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05-10-23-slave-labor-03.jp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05-10-23-slave-labor-04.jp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05-10-23-slave-labor-0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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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益海嘉裡食品行銷有限公司委託上海市女子監獄為“金龍魚”產品掛牌打結 

為“金龍魚”掛牌打結是上海市女子監獄一項長期的奴工勞役，女子監獄的五大隊非法關押

了幾十名法輪功學員，日常的勞動主要是金龍魚掛牌打結，一天指標為五千四百個，法輪功

學員常常連續幾個月從事這種勞動，手指摩擦的部位結繭、磨破、流血、流膿。監獄為了加

大生產，迫使奴工吃、睡、勞動，上廁所都在監室內完成。
220
 

 

 

 

圖 4.12.金龍魚產品和掛牌圖片 

（2）其它知道品牌的奴工產品有吉利刀片紙盒、上海家化化妝品包裝紙盒，折疊肯德基優

惠券、飛雕牌開關；不知道品牌的奴工產品有手工制衣服、手工編織毛衣。 

 

 
圖 4.13.肯德基優惠券 

 
圖 4.14.飛雕牌開關 

 

6）黑龍江省泰來監獄與韓國 MISSHA 

MISSHA（中文名：迷尚），品牌所在地：韓國 

製作程式221： 

A、將成捆的假眼毛分成小卷。 

B、網狀的眼毛：用鑷子將每一根眼毛插入模具中，再將兩片合成一片。很傷眼睛，加重近

視或遠視，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生產 200-300 片。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1-12-16-jinlongyu-11211062183501.jp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3-1-1-minghui-shanghai-nugong-product-05.jp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3-1-1-minghui-shanghai-nugong-product-0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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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面的眼毛：畫一張圖（就像起伏的山峰一樣），一根一根的覆蓋直到成型，鋪滿。 

 

 
 

 
圖 4.15.製作眼睫毛的模具 、網狀眼毛將兩片合成一片的眼睫毛、扇狀眼睫毛 及

半成品 

 

C、定型：將半成品的膠帶部份刷上刺鼻的膠（致癌），上下再粘上兩條浸過膠的黑線，然後

放入改裝後的烤箱（麵包店的大烤箱裡面分很多層）裡，烘烤的膠味刺鼻，熏得人直淌眼

淚，吃飯沒食欲，冬季門窗緊閉更是難熬。 

D、將眼睫毛的膠帶處切下，粘在包裝盒上. 

 

圖 4.16 成品（網路截圖） 

 

7）上海監獄和勞教所與相關公司 

上海监狱和劳教所与 GOFFA・TOPVALU・ィォン株式会社・上海鑫华玩具有限公司 

 

（1）上海監獄與勞教所每天生產用於出口西方國家的眾多的布偶玩具中有一個品牌叫

“GOFFA”，這家玩具公司註冊在美國紐約布魯克林區。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3-2-8-minghui-qinlaijialproducts-01.jp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3-2-8-minghui-qinlaijialproducts-02.pn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3-2-8-minghui-qinlaijialproducts-03.jp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3-2-8-minghui-qinlaijialproducts-04.jp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3-2-8-minghui-qinlaijialproducts-07.jp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3-2-8-minghui-qinlaijialproducts-05.jp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3-2-8-minghui-qinlaijialproducts-0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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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及地址如下： GOFFA INT’L CORP BROOKLYN.NY.11206 

玩具標籤上印有“RECOMMENDED FOR CHILDREN”的字樣
222
。 

 

（2）生产众多出口的服装中，有一种睡衣睡袍系列品牌叫“TOPVALU”（日文：トップバリ

ュ），服装标签是日本公司“ィォン株式会社”（トップバリュ是ィォン的自有品牌），服

装标签上的服务热线电话：0120-28-4196。之外還有其它各種品牌的奴工產品在源源不斷的

大量生產著223。 

 
（3）上海鑫華玩具有限公司承包了 120 名左右女子勞教所勞教人員作為公司職工。其中 70

名車工，40 到 50個為後道工種。 

上海鑫華玩具禮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負責人：葉弘 

經濟類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 

主營行業：玩具製造業 

註冊資金：21萬元  

 

電話號碼（傳真）：64500863 

郵遞區號：201109  

地址：上海市閔行區七寶鎮滬星路 189 號 

 

 

8）上海提籃橋監獄與上海制皂有限公司、上海家化聯合股份有限公司 

蜂花（bee & flower sandalwood soap）是上海制皂有限公司的老品牌，而美加淨（英文名

稱 MAXAM）是上海家化聯合股份有限公司的旗下品牌。這兩個品牌的部份產品外銷東南亞等
一些國家，而它們的香皂等洗滌產品的部分工序大量加工於上海提籃橋等監獄224。之外，03

年“非典”（SARS）時期，市面上大量銷售藥皂（見下圖），提籃橋監獄的許多服刑人員還

加班加點為上海制皂有限公司225加工過這種藥皂。 

 

 

圖 4.17 奴工產品圖片 

在上海提籃橋監獄完成的蜂花香皂的一道工序是：粘貼兩根腰帶式產品說明書和品名標識，

再粘貼兩個圓形商標貼。 

 



64 

 

 

圖 4.18  產品截圖 

生產過程： 

（1）蜂花產品，包大香皂 70 多箱（每箱 72 塊）；或者包小香皂 30 多箱（每箱 144 塊）。每

天要包大約 5500 塊左右。在開始粘貼包裝前，需要準備好輔料：把一頁紙張的說明書折疊

成帶狀，把裝成品的紙盒子折疊好，有兩種紙盒，分別可裝 12 塊和 4塊香皂。有時給全英

文包裝的香皂貼產品序號標籤。為完成定量，很多在押人員都得利用休息時間做輔料。 

 

（2）美加淨產品，在押人員主要從事包香皂（下圖），洗手液的包裝也做過226。 

 

 

圖 4.19  奴工產品 

 

2、在勞教所生產的奴工產品和委託公司 

2013 年 12月勞動教養制度被正式廢止之前，勞教所也曾是大量生產奴工產品的黑工廠。 

 

1）河北省女子勞教所與相關公司 

河北省女子勞教所與河北益康棉紡織有限公司、河北金環包裝公司、內蒙古伊利實業集團股

份有限公司、內蒙古蒙牛乳業（集團）股份公司、石家莊市送變電勞動服務公司 

（1）河北益康棉紡織有限公司 

對外出口三十年，下設河北益生環保科技有限公司和石家莊益發紡織品有限公司兩個子公

司，注冊商標“YK”牌。主要產品有坯布、色布、系列尿布、床上用品、洗浴用品、兒童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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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清潔用品、衛生材料、環保材料等。產品遠銷日本、馬來西亞、澳大利亞、美國、德國

等幾十個國家和地區
227
。 

 

地址：中國 河北 靈壽縣 縣城南環東路 177 號 

郵編：050500 

 

客戶類型： 代理商、超市 

董事長：蘇億位，男，55 歲，現任河北益康針棉織有限公司總經理兼黨支部書記。0311-
82962619 0311-82527107 

連絡人：許震震 女士 （副總經理） 

連絡人：趙媛；行動電話：15931090261 159；電話：86-0311-66068260；傳真：86-0311-

82511069 

連絡人：孟金鵬 （銷售） 電 話：86-311-82516396 E-mail：jaspercn@yahoo.cn 

連絡人：蘇輝 電話： 0311-82527107 傳真：86-311-82963968 

郵箱： info@hbyk.com 

 

近年，河北省女子勞教所二、三大隊主要為河北益康棉紡織有限公司加工尺寸

38cm×40cm、粉、藍、黃三種顏色超細纖維清潔巾、兒童尿布、眼鏡布、竹纖維廚房用布、

魚鱗布、擦車布、玻璃布，茶巾、浴帽、超細纖維 PU 等228。 

 

產品圖片： 

  

  

圖 4.20.超細纖維清潔巾（勞教所主要加工粉藍黃三種顏色） 

   

mailto:info@hby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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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全棉尿布（這是不帶圖案的，還有帶圖案的，男嬰是小熊，女嬰是小公主） 

 

圖 4.22.超細纖維 PU 圖 30.超細纖維魚鱗布 

 

  

屠 4.23.玻璃布（主要加工藍色） 

 

圖 4.24.浴帽        圖 4.25.超細纖維茶巾（還有藍格子與粉格子的） 

 

生產過程： 

 

加工三色清潔巾的工序分為：鎖、燙、包。鎖是鎖邊，把廠家運來的切割好的布料用電動縫

紉機鎖邊，對針碼間距、上商標的位置等都有嚴格的技術要求。燙是燙頭，用變壓器連接一

段固定在板凳上的鐵絲，鐵絲燒紅後把鎖好邊的清潔巾多餘的接頭燙掉。要求不准燙糊，不

准散頭。布料與鎖邊用的線都是化學纖維，燃燒後產生刺激的化學氣體，對呼吸道及眼睛都

有傷害。包是包裝，將燙好的清潔巾包裝裝箱。清潔巾布料有很多化纖纖維彌漫在空氣中，

對呼吸系統有很大的傷害。其它的產品尿布、玻璃布等基本是運來成品直接包裝。鎖邊的任

務量是每人每天 840 塊，新手 500 塊。燙頭的任務量是每人每天是 1680 塊，包裝任務量是

每人每天 600 塊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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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北金環包裝有限公司 

河北金環包裝有限公司創立於 1992 年，總投資 1.5億元人民幣，生產各種規格的抗生素玻

璃瓶蓋、玻璃輸液瓶蓋及口服液瓶蓋。產品被上海羅氏製藥公司、華北製藥、石藥、三九企

業集團、哈藥、太極集團等知名製藥企業廣泛使用，並批量出口東南亞、東北亞、中東和臺

灣等地區230。 

連絡人：劉保軍（銷售部銷售部經理） 

網站：http://www.flipoffcap.com 

郵編：050026 
地址：中國河北石家莊裕華區方村開發區方興路 

 

河北省女子勞教所四大隊主要為河北金環包裝公司加工口服液瓶鋁塑複合蓋，分不同型號，

鋁蓋顏色有金黃、銀白和藍色（見下圖）。 

 
圖 4.26.河北金環包裝公司的瓶蓋 

 

生產過程： 

 

加工口服液瓶蓋的大概三個程式，首先把不合格的鋁蓋挑出去，再把橡膠瓶塞扣進合格的鋁

制瓶蓋裡，最後是質檢，把塞好膠塞的瓶蓋放在一個塑膠的大圓盤裡挑出不合格的產品。這

些工序本應在嚴格消毒的淨化車間由專門機械完成，但在河北省女子勞教所四大隊全部手工

完成，裝瓶蓋就是用一種模具扣住膠塞再塞進鋁蓋裡。四大隊加工金黃色鋁蓋每人每天的產

量要求做一萬個。作業者中甚至有傳染病患者。幹活前只用濕抹布擦一下桌子，有的人為了

趕產量不用模具，直接用手指和指甲塞瓶蓋，這樣的口服液包裝根本不可能達到衛生標準
231
。 

（3）內蒙古伊利有限公司和蒙牛乳業（集團）股份公司 

2008 年～2009 年期間，河北女子勞教所還承攬過為伊利（內蒙古伊利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

司）和蒙牛奶（內蒙古蒙牛乳業（集團）股份公司）箱穿提手，及其他零活兒糊月餅盒，包

裝牙籤、筷子等232。 

 

（4）石家莊市送變電勞動服務公司 

河北省女子勞教所二大隊給石家莊市送變電勞動服務公司外貿部疊浴簾（出口多個國家），

還疊過棉花種子的紙袋子，2012 年年前給蔬菜公司摘揀過蔬菜。 

 

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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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7.河北女子勞教所的內部局部放大可以看到有貨車停在門口 

 

2）上海市青松女子勞教所三大隊與相關公司 

上海市青松女子勞教所三大隊與義大利名牌“ My Doll”、 上海三槍集團公司、上海達芙

妮鞋業有限公司、上海海欣集團公司（其三個子公司海燕玩具有限公司、海信玩具有限公

司、海利玩具有限公司與勞教所也有業務關係）、上海環球玩具有限公司、上海友生玩具有

限公司、上海申新玩具有限公司、上海長富玩具有限公司、昊江第一電器公司、上海恰恰食

品有限公司、上海徐涇紅三角長毛絨玩具廠等。 

 

李迎 1992 年畢業於上海同濟大學企業管理專業，曾就職於上海一諮詢有限公司。2001 年 10

月因堅持修煉法輪功被非法勞教兩年，關押在上海青松女子勞教所。 

 

李迎的證詞： 

 “三大隊自從 2002 年 6 月份左右一直到 2003 年 4、5月，一直在加工這些玩具娃娃產品，

有些是直接包裝出口到義大利，有的是做一些半成品。其中，玩具娃娃是直接運到勞教所來

的，都是用大麻袋裝的，共有三種規格，大的娃娃（如圖十）每個麻袋裝 100 個，最小娃娃

的每個麻袋裝 500 個。這些娃娃都堆在勞教所的地上，有些因為天熱發黴，但娃娃都被穿上

衣服，表面上根本看不出來裡面有多髒。這些直接包裝、出口的產品，都有時間要求。勞教

人員和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每天從早上 7點不到開始工作，正常情況是晚上 9點收工，

但大多數都要工作到 11 點左右。勞教所定指標是按照 10 個小時的工作量來計算的，但大多

數根本無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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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8 奴工產品被銷往國外. 

 

圖片中的這兩個女孩手中的娃娃和她們倆戴的帽子、穿的褲子都是在上海青松女子勞教所生

產的奴工產品右邊女孩手中的娃娃，是三大隊一中隊包裝的。為了按照要求的時間包裝完成

這個產品，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要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淩晨。左邊女孩褲子的右褲腳管上貼的

花，也是一針一線繡上去的，要求是不能看到針腳、不能有毛邊、花不能有一點點歪、不能

有棱角。勞教所只負責繡花，生產的是半成品。兩個女孩戴的帽子，上面的花，包括旁邊的

毯子上帶煙囪的小房子，也是勞教所完成的，是半成品，由 7 塊布組成，每一塊布都要按順

序繡到底布上。一個人一天的工作量是 120 個。 

 

 
圖 4.29.奴工產品 

 

左邊娃娃身上穿的背帶褲，右面褲腳管上面的補花，全部是手工製作的。右邊娃娃背帶褲的

領口一圈也要用線均勻的繡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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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圖 

. 圖 4.50.奴工產品圖片 

上右圖中女孩腳前邊的草莓包，這兩面上面都是用線繡的，完成後是菱形塊，有凹凸感。要

求每條線不能有一點彎，針腳要均勻。 

下左圖中坐在椅子上的玩具熊所穿的褲子，右褲腿上後排左一的娃娃身上穿的裙子，上面的

太陽花 

面的補花，是勞教所負責繡制的半成品。是繡上去的、並且用線把藍色的前圍兜底邊、領口

都繡了一圈，要求針腳勻稱，不能超過 0.5 釐米，不能看到線頭、接頭。頭花也是勞教所生

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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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51.

奴工產品 

上圖所有娃娃穿的裙子上的補花，這些娃娃衣服上的蝴蝶以及蝴蝶飛過的路線， 

都是勞教所繡制的，領口一圈、圍兜底邊一圈也要都是由勞教所負責繡制的。 

 

 

以上圖片下載於 www.mydoll.it 網站。這個網站刊登的圖片只是李迎在勞教所裡生產的產品

的一部分，除此之外還有與之配套、單獨包裝的衣服、書包等。233”此外，“上海女勞教所

各個大隊各有不同的管道，所以奴工產品品種繁多，如加工長毛絨玩具、生產加工襯衫、加

工鞋子、電子產品等等。上海女勞教所附近的很多公司與勞教所與監獄有加工業務聯繫。但

也有很多集團企業與勞教所有加工承包業務。如上海三槍集團公司，上海達芙妮鞋業有限公

司，上海海欣集團公司（其三個子公司與勞教所也有業務關係：海燕玩具有限公司，海信玩

具有限公司，海利玩具有限公司），上海環球玩具有限公司，上海友生玩具有限公司，上海
申新玩具有限公司，上海長富玩具有限公司，昊江第一電器公司，上海恰恰食品有限公司等

等。
234
”“女勞教所二大隊以加工長毛絨玩具為主（見下圖），其中部份勞教人員被廠家包

掉，例如：上海徐涇紅三角長毛絨玩具廠包掉勞教所的五十名勞教人員作為其公司的職工
235” 

 

 
圖 4.52.上海長富玩具公司產品 

http://minghui-c.org/mh/article_images/2007-7-13-shanghai-04.jp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07-7-13-shanghai-05.jp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07-7-13-shanghai-0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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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槍牌棉毛衫褲 

 

二極體 

圖 4.53.上海女子勞教所加工奴工產品 

 

3）重慶市女子勞教所與重慶長安汽車、雅軒集團有限公司 

重慶市女子勞教所獄警把年輕一點的弄到膠皮車間，生產重慶長安汽車所用的配件。二零零

八年十二月這個車間垮掉之後改為線卡車間，生產用於安裝電線的配件236。在押人員中年紀

大的一般都被強迫到包糖車間包糖。如果一周內差上九個小時的定額，六十歲以上每天晚上

要被罰坐二小時，六十歲以下的每晚罰站兩小時237。 

女子勞教所四大隊的包糖的桶、板都是發黴的，老鼠屎都混雜在糖裡面，極不衛生。如遇上

級單位檢查，獄警就叫把糖藏起來。如有在押人員暴露了包糖的工種，就要被延教238。 

以下是勞教所包糖果的品種、名稱和生產廠家。239 

廠家：雅軒集團有限公司 

地址：重慶江北魚嘴鎮工業園區 

 

 

圖 4.54.繩子糖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3-1-1-minghui-shanghai-nugong-product-02.jp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3-1-1-minghui-shanghai-nugong-product-03.jp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0-3-6-214021-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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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5.扇子糖 

 

4）陝西省棗子河勞教所與西鳳酒廠 

西鳳牌西鳳酒是陝西省西鳳酒廠的主導產品。位於陝西省鳳翔縣棗子河勞教所，自二零零二

年以來一直為西鳳酒廠生產手提袋和外包裝袋等。 

陝西西鳳酒行銷有限公司 

地址：陝西鳳翔縣柳林鎮  

郵編：721406  

 

5）上海勞教所與相關公司 

上海勞教所與上海海利玩具有限公司、上海徐涇紅三角長毛絨玩具廠、上海海發玩具有限公

司、長富玩具有限公司、上海玩具七廠、上海環球玩具有限公司、上海海燕玩具有限公司 

上海海利玩具有限公司是海欣集團公司其中的一個子公司，專業生產、銷售各類長毛絨，部

份出口歐美。但是這些產品部分生產基地卻來自上海的勞教所。 

 
圖 4.56.海利玩具公司的產品之一 

 

生產過程：上面的兔子的鼻子需要繡，線為兩股而一般所謂的“快手”為了完成生產指標偷

工，她們的線為四股、六股，一個鼻子只需要幾針就完事了。下面的蝴蝶結一般縫在玩具上

基本要求就要縫“井字形”打來回針，“快手們”就一針對穿。眼睛的工藝要求一般從頭頸

處起針，從一個眼睛到頭下，然後再回到另一個眼睛上再往下做眼線240。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0-3-6-214021-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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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7.為勞教所新蓋大樓 

2004 年竣工，一樓為“青苑超市”，二樓為二大隊電子流水線，三樓為強戒四大隊電子流

水線，四樓為多功能會議廳。 

 

上海與勞教所有生產關係的廠家除上海海利玩具有限公司外。還有上海徐涇紅三角長毛絨玩

具廠、上海海發玩具有限公司、長富玩具有限公司、上海玩具七廠、上海環球玩具有限公

司、上海海燕玩具有限公司241。上海近年來不斷創建玩具企業，大量的生產廠商為了利益，

與勞教所簽訂生產訂單。 

 

6）湖南長沙新開鋪勞教所與相關公司 

湖南長沙新開鋪勞教所與湖南、重慶、鄭州的絕味鴨脖和湖南特產酥糖、長沙南方明珠國際

大酒店、長沙唯楚大廚房、凱厭美食、大蓉和、吉首湘西民族賓館、九芝堂、芝牌驢膠補血

口服液等 

 

湖南長沙新開鋪勞教所生產食品包裝袋，熟食包裝品。幹活的場地到處都是灰塵、垃圾，衛

生條件極差，根本不能用來從事生產。一些犯人為發洩不滿，在生產過程中，甚至把痰、鼻

涕、屎等故意沾、抹在產品上242。 

 

生產的奴工產品有：湖南、重慶、鄭州的絕味鴨脖和湖南特產酥糖（發往婁底）的內包裝，

長沙南方明珠國際大酒店的筷子（發往長沙唯楚大廚房、凱美食、大蓉和、吉首湘西民族賓

館）、江西萍鄉的牙籤、湖南酸乳外包裝（酸乳生產地安鄉縣）、板栗及袋供楊天星，京都、

鵬程、南仔奶粉、九芝堂、芝牌驢膠補血口服液禮品袋，人保測體溫卡、萊陽含片等等。243 

7）山東省第一女子勞教所與北京雙鶴藥業有限公司 

山東省第一女子勞教所又俗稱濟南漿水泉勞教所，在 2002 年到 2003 年之間，勞教所內的勞

動項目之一是給藥品包裝盒粘貼標籤。這是由濟南市天一印務公司（以前叫東港公司，對外
是生產高級的無碳複寫紙）印製的，貼在北京雙鶴藥業有限公司生產的“北京降壓 0號”產

品的內外包裝上。 

勞教所內被非法關押在一、二、三大隊的法輪功學員被強迫給“北京降壓 0號”貼“雙鶴”

牌標籤。標籤的形狀有長方形、橢圓形等多種型號。而“北京降壓 0號”藥盒是被折疊後緊

密的排起來放入紙箱中被運到勞教所的。紙箱分大、小箱兩種。大箱上、下兩層，裝 2000

個藥盒;小箱也能裝 1000 個左右。一、二、三大隊每個人每天至少要完成 6000～8000 個標

籤粘貼，多的甚至要完成 20000 多個。244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07-8-31-shanghai-0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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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馬三家男勞教所與韋氏羽絨服、波司登羽絨服 

馬三家男勞教所的奴工勞動之一是用縫紉機加工童裝羽絨服、褲子。羽絨服的品牌有多種，

“韋氏” 羽絨服和“波司登” 羽絨服是其中的兩種245。 

 

9）馬三家女子勞教所 

馬三家女子勞教所（Masanjia Women's Labor camp）歸屬馬三家勞動教養院，位於中國大

陸遼寧省瀋陽市于洪區馬三家街道馬三家村，是一所女子勞動教養機構，它不只是關押、酷

刑迫害法輪功學員等人，也是個生產奴工產品的黑工廠。 
 

據《新聞週刊》（Newsweek）母公司旗下的網路雜誌《每日野獸》（Daily Beast）2012 年 12

月 27 日報導說，美國俄勒岡居民茱麗葉‧凱斯在購買的萬聖節用品當中發現了來自中國勞教

所的一封求救信。信被折了八次，塞在兩個泡沫墓碑之間。信上寫道：“先生：如果你偶然

間購買了這個產品，請幫忙轉送這封信給世界人權組織。這裡處在中共政府迫害之下的數千

人將永遠感謝並記住您。”“在這裡工作的人們不得不一天工作 15 個小時，沒有週六周日

休息和任何節假日。否則，他們就將遭到酷刑，毆打和粗暴的話語。幾乎沒有工資（一個月

10 元人民幣）。”“這裡的人平均被判 1～3 年勞教，但是卻沒有經過正常法庭判決。他們

許多人是法輪功學員，他們完全是無辜的人，僅僅因為他們有不同於中國共產黨政府的信

仰，他們常常遭受比其他人更多的懲罰。”這封沒有署名的信中說，這個墳墓包是在中國瀋

陽馬三家勞教所二所八大隊製造的246。 

 

 
圖 4.58.求救信手稿影印件截圖 

 

以下是遼寧省馬三家勞動教養院強迫法輪功學員做的出口用的部份奴工產品
247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國大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國大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遼寧省
https://zh.wikipedia.org/wiki/瀋陽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瀋陽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马三家街道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劳动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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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9.項鍊、手鏈 

 
圖 4.60.工藝品 

 
圖 4.61.小孩頭上戴的裝飾

品 

 

10）原河北女子勞教所為“金龍魚”掛牌打結 

2012 年底，原河北女子勞教所為金龍魚加工大米包裝袋（廠址在鹿泉、正定一帶）。勞教所

對每個在押人員制定勞動產量，產量是遞增式的上調，對完不成者強迫加班。該勞教所的四

大隊作為嚴管大隊，生產的奴工產品最多，其中就有金龍魚產品。248 

 

11）保定市八裡莊勞教所與保定市久旺塑業包裝有限公司 

保定市八裡莊勞教所的在押人員從事的奴工勞役有組裝的行李箱密碼鎖（見圖），給久旺果

蔬編織袋穿口繩（見圖） 

 

圖 4.62.組裝的行李箱密碼鎖圖 4.63.給久旺編織袋穿口繩 

 

保定市久旺塑業包裝有限公司 

地址：保定市南二環朱莊村北工業區郵編：071000 

12）新疆烏拉泊勞教所、新疆女子勞教所、新疆昌吉勞教所、新疆第三監獄、新疆第五監獄

與新疆天山毛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1）新疆天山毛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即原新疆天山毛紡織品有限公司 

由烏魯木齊天山毛紡織公司、香港天山毛紡織有限公司（香港半島針織有限公司、日本東洋

紡絲工業株式會社）、香港國際棉業有限公司、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供銷社合資興建。1990

年以來，該公司為降低生產成本，競爭國際市場，在新疆烏拉泊勞教所、新疆女子勞教所、

新疆昌吉勞教所、新疆第三監獄、新疆第五監獄都建有新疆天山毛紡的毛衣車間249。 

http://www.jwsybz.com/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05-3-16-mansajia-01.jp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05-3-16-mansajia-02.jp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05-3-16-mansajia-03.jp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2-3-27-cmh-baodin-04.jp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2-3-27-cmh-baodin-05.jp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2-3-27-cmh-baodin-0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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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8月，新疆被非法勞教的男性法輪功學員被集中到昌吉勞教所六大隊，六大隊成為

昌吉勞教所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專業大隊，也是新疆天山毛紡公司奴工產品的主要生產、加工

大隊。在 2000 年到 2002 年兩年間，先後有 50多名法輪功學員被迫為新疆天山毛紡公司加

工過奴工產品250。 

新疆天山毛紡公司接到訂單後，轉給勞教所、監獄生產並提供原料，在限定時間內以極低的

成本收回。獄警們為牟取暴利，常常強迫在押人員連續幾天不睡覺加班加點。新疆昌吉勞教

所一大隊很多人通常十天半月見不到自己的枕頭，每天工作二十個小時以上，幹了一天一
夜，在天亮的時候才能在毛衣案子上趴一會，拉機子時一站就是一天一夜，被奴役者天天雙

腿浮腫，毛衣車間到食堂只有 200 米，在押者常常沒時間去吃飯，提—桶稀飯到車間吃完接

著幹251。 

 

織毛衣時睡著了惡警就用電棍電，令車間大組長（由勞教人員擔任）用磚頭、木棍毒打，毛

衣交工時，沒有完成任務，就被獄警用手銬銬在暖氣管上，扒光衣服，在脖子、腋下、小

腹、下身、口腔及耳部猛烈電擊，同時還被延期處罰。尤其是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要比對一

般在押人員更加兇狠惡毒。六大隊惡警強迫不屈服的法輪功學員白天幹重體力勞動、挖菜

窖，晚上強迫學員整夜縫毛衣。勞累使法輪功學員在半夜縫毛衣時打瞌睡，就要被勞教組長

用長針和剪刀紮。克拉瑪依法輪功學員王建平因左手有殘疾，縫毛衣慢，就常被勞教組長用

整塊紅磚在前胸、後背上砸。有時法輪功學員把毛衣縫錯了，就要被檢驗工借機打罵、敲

詐。新疆天山毛紡公司就經常讓沒有經濟來源的在押人員賠償縫壞的毛衣，沒錢的人就要被

加期抵債252。 

因為長時間不能洗澡，新疆天山毛紡公司的毛衣上常爬著勞教人員身上的蝨子，沾著疥瘡患

者的膿血。由於刑事犯們痛恨天毛廠方和勞教所勾結不顧他人死活超限奴役，就故意把最髒

的東西往毛衣上抹。但這些毛衣在出售和出口前天山毛紡公司都要進行熨燙整形，所以從毛

衣表面上看不出來穢物和血跡253。 

 

而新疆天山毛紡公司的產品商標卻被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認定為馳名商標，被新疆維吾

爾自治區工商行政管理局認定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著名商標，被大陸商品品質監督檢驗檢疫

總局評為“2003 年中國名牌產品”、“2002-2005 年產品品質免檢企業”，欺騙國際認證機

構，得到了 IQNET 國際認證，其大量毛衣、羊絨衫為十幾個國際知名品牌貼牌生產，包括：

除香港天山企業的“TSE”以外，如：BANANA REPUBLIC、NEIMAN MARCUS、HOLT RENFREW、

PORTS、MINIMUM、BON GENIE、TUTTI COLORI、ESPINA、CREAM、ANIVEE F.、SON JUNG 

WAN、FRENCH CONNECTION 等，其中 BANANA REPUBLIC 品牌的訂單每年均在 20～28 萬件

254。 

 

新疆天山毛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XINJIANG TIANSHAN WOOLTEX STOCK CO，LTD.  

地址：中國新疆烏魯木齊市銀川路 1號 

郵遞區號：830054 

ADDRESS： NO.1 YINCHUAN ROAD，URUMQI，XINJIANG，CHINA 

POST CODE： 830054 公司國際互聯網網址：http://www.chinatiansh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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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信箱：tsjszx@chinatianshan.com  

公司法定代表人：張自強 

香港分公司 

XINJIANG TIANSHAN WOOLTEX HONGKONG OFFICE LTD。 

ADDRESS： BLOCK B&C，9/F，702 CASTLE PEAK ROAD，HOP HINGIND.BLDG，KOWLOON，

HONGKONG 

 

（2）新疆昌吉勞教所 

新疆昌吉勞教所的員警和包夾經常強迫法輪功學員接受洗腦，不從者拉出去就是拳腳電棍毒

打，然後第二天接著下車間，完不成任務接著被折磨。每天幹活都在 16 個小時以上。除法

輪功學員之外，被關押的刑事犯人也遭到奴役迫害。由於長期過度勞累、缺乏睡眠、營養不

良，精神高度緊張，並且沒有任何醫療保障，很多勞教人員患上肺結核、肝炎、疥瘡、哮喘

等傳染病，但依然被強迫勞動。 

 

3、在看守所製造的奴工產品和委託公司 

1）上海寶山區看守所與浙江紅蜻蜓鞋業股份有限公司、久光百貨 

遠東第一看守所的上海寶山區看守所，日常奴工勞動繁重。其產品包括：隱形眼鏡紙盒、名

牌月餅盒/袋、出口到日本的遊樂園介紹手冊、紅蜻蜓鞋盒（見下圖）、久光百貨的節日購物

袋等等。這些產品都是在封閉狹小的看守所監室生產出來的。 

 

 
圖 4.64.紅蜻蜓鞋盒 

 

2）河北省遷安市看守所與秦皇島市昌黎縣帽子廠 

秦皇島市昌黎縣帽子廠在河北省遷安市看守所加工的產品大約有六、七種，帽子廠將半成品

原料送到看守所後，押人員在監室通鋪上和地上坐著加工255。 

生產過程：加工時，需用廢筆芯做的大針，把帽子大圈用塑膠扁線編成鋸牙型，小圈也按要

求編成花型，再把大圈、小圈和帽頂縫合在一起，串好帽帶256。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3-1-1-minghui-shanghai-nugong-product-0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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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5.產品圖片 

 

除此之外，秋天看守所還要給遷安市蘭若院兩家罐頭廠捅山楂核。 

生產過程： 

做工時，用一根不銹鋼管的粗頭對準山楂的大頭鑽眼兒，細頭對準山楂的尾部把山楂核捅出

來。每人每天要捅四五十斤山楂。因不銹鋼管很鋒利，山楂核又硬，稍一用力就會傷到手，

因此在押人員經常帶傷幹活
257
。 

 

4、其它監獄、勞教所製造的不明廠家和品牌的奴工產品 

1）四川省女子監獄 

以下是一名四川法輪功修煉者，在四川省女子監獄被非法關押期間生產過的產品圖案。據這

位女性法輪功學員披露，她在四川省女子監獄期間做過很多的工種：織過發（就是在橡膠的

模特兒頭皮上織上長長的披肩真發）；打過鞋幫；糊過裝月餅的紙盒；粘過信封；只要能掙

錢的活，監獄都接。老弱病殘者織手工毛衣，繡鞋墊，做鞭炮等的手工活258。其它奴工產

品還包括小女孩喜愛的珠包，繡有蝴蝶、甲殼蟲、小狗臉、蘋果、香蕉等卡通圖案的珠繡；

還有女士珠繡拎包和背包。據廠方負責指導技術和驗收的工作人員說，這些產品都是出口的
259。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2-7-24-cmh-qianan-nugong-product-01.jp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2-7-24-cmh-qianan-nugong-product-0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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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6.奴工產品圖紙 

 

她說；“蜀繡分單面繡和雙面繡，蜀繡通常一根絲線剖成幾根用。這幾個圖案是為三星堆旅

遊景點繡在繡帕上出售用的。象這類圖案很多，還有大幅的繡品，如我在監獄遭迫害時曾繡

過出口到韓國的女式朝鮮禮服，領口和袖口上全是滿繡。260” 

 

 

 

圖 4.67.繡在三星堆旅遊景點出售的繡帕上的蜀繡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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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8.被套面料上的粵繡圖案261 

 

更多圖案：下載（3.7MB） 

http://pkg2.minghui.org/mh/2013/8/26/yue-xiu.zip 

 

2）雲南省第二女子監獄 

雲南省第二女子監獄除了第九監區之外其它監區都進行奴工生產，其中第一、二、三、五、

六、七監區是制衣監區，生產成人服裝，多數是工作服，也有流行款式。第四監區和第八監

區（第八監區是老殘監區）生產手工製品，如錢包、手工藝品、繡花、串珠珠、編手鏈等，

多數為帶有雲南民族風格特色的飾品或包包，類似以下款式262： 

 

圖 4.9.各種皮包和布包圖 4.70. 錢包和手鏈 

 

三、  

http://pkg2.minghui.org/mh/2013/8/26/yue-xiu.zip
http://pkg2.minghui.org/mh/2013/8/26/yue-xiu.zip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2-6-1-minghui-yunnan-prison-products-01.jp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2-6-1-minghui-yunnan-prison-products-0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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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昆明市勞動教養管理所 

原名；昆明市強制戒毒勞動教養管理所，位於昆明市王大橋。2009 年 3 月更名為“昆明市

勞動教養管理所”，並加掛“昆明市強制隔離戒毒所”牌子，2009 年底轉移至呈貢新所。 

與昆明市勞動教養管理所合作的廠家均為當地的私人企業和個體老闆，生產的奴工產品有的

在本地旅遊景點銷售，有的遠銷外省甚至海外263。 

奴工產品的種類
264
： 

 

（1）民族工藝品，如：民族娃娃（在各大旅遊景點銷售） 

 
圖 4.71. 

（2）布袋上的裝飾紐扣、拼花 

 
圖 4.72. 

（3）各種手提袋、布袋、錢包（遠銷日本） 

 

圖 4.73. 

（4）繡花 

 

圖 4.74. 

（5）假髮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2-6-1-minghui-yunnan-prison-products-03.jp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2-6-1-minghui-yunnan-prison-products-04.jp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2-6-1-minghui-yunnan-prison-products-05.jp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2-6-1-minghui-yunnan-prison-products-0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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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75 

4）何灣勞教所 

何灣勞教所六大隊臨街的大門上掛著服裝廠的牌子。而且不止六大隊有個“服裝廠”，還有

其它的企業執照265。 

 

圖 4.76.奴工產品 

這個“小狗”身上穿的毛衣是何灣勞教所八大隊的產品，有的勞教人員每天被規定要打八件

至十件。右邊放到衣服上的小花也是何灣勞教所八大隊生產的產品，每人每天要做幾十朵，

一朵幾分錢人民幣。還加工婚紗上的各種小花，每天要做很多朵這樣的花，很傷眼睛。何灣

勞教所還做過拆紗、包裝產品、刮頁子等。只要能錢賺，勞教所什麼活都接266。 

 

5）吉林省長春市黑嘴子女子勞教所 

吉林省長春市黑嘴子女子勞教所製作的出口羽毛蝴蝶267 

 

圖 4.77.奴工產品 
 

圖 4.78.奴工產品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2-6-1-minghui-yunnan-prison-products-07.jp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05-9-7-heizuizi-1.jp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05-9-7-heizuizi-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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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雲南省女子勞教所 

雲南省女子勞教所對外稱“引晟學校”。 

 

奴工工種主要有268： 

（1）磨寶石、洗寶石、粘寶石：磨洗寶石用的是石灰水，在無任何防護措施的條件下，雙

手很快紅腫、破皮、化膿。長時間在強烈的日光燈下作業，很多人頭昏眼花，視力急速下

降，視物模糊不清，怕見光，眼疼的直流淚。 

（2）揀菌子用手直接分揀用濃鹽水醃制過的菌子（雲南山上松樹林中產的野生菌，用鹽水

醃制，可長期保存） 

（3）幹挑大糞、挖地、栽菜、挖果塘、挖垃圾等。 

（4）剪拉鍊、穿拉鍊。幹計件，不幹完，不合格，不准休息。 

（5）繡花、縫紉。幹計件，不幹完，不合格，不准休息。 

（6）做玩具。帶有毒物質，散發出難聞的氣味。 

（7）編手鏈。幹計件，不幹完，不合格，不准休息。 

（8）揀黃豆。每天每人分揀幾百斤，不合格的返工。 

（9）扛紙板。 

（10）被帶出所外做勞工，給勞教員警掙外快。 

（11）仿造名牌（凡市面有的名牌褲子都可製造）；製造偽劣產品（包括製造燒給死人用的

冥幣）； 

為逃避食品衛生監督，在衛生條件很差的條件下，製作無商標餅乾、食品、衛生筷等，而生

產人員很多都是吸食毒品者，大多是肝病病毒、愛滋病病毒的攜帶者。 

五、中共奴工產品的去向 

中共有明確的法規，禁止監獄的人員從事出口產品的加工。然而，實際上奴工產品種類數不

勝數。根據明慧網 2014 年統計發表的《中共監獄奴工勞動調查報告》269顯示，中國的監獄

（包括看守所、戒毒所和已經解體的勞教所）90%以上都存在嚴重的奴役。生產的奴工產品

的種類有上百種之多，覆蓋人們的吃、穿、住、行，休閒娛樂、化妝美容、婚宴、祭祀、節

慶等。內銷，遍及中國大陸的城市與鄉村，其中不乏名牌與時尚。同時因中國不少企業（包

括很多從事出口生產的企業）與勞教所、監獄、看守所註冊的“企業”有業務關係，因此大

量的奴工產品通過這些公司出口到美國、澳洲、印度、英國、日本、韓國、俄羅斯、德國、

非洲、土耳其、義大利、阿拉伯、馬來西亞、加拿大、港澳、臺灣等 30 多個國家與地區
270。 

2016 年 6月 6日，美國政府下令，禁止從中國大陸三家涉嫌奴工產品的公司進口商品：唐

山三孚矽業股份有限公司、唐山三友集團和內蒙古恒正集團；並且尋找中國監獄奴工的目擊

證人。 

但這些措施並沒有引起中共當局的重視，每年仍有中國的奴工產品進入美國等其它國家的市

場，比如 2017 年，一位在紐約經營自家蛋糕坊的女孩，在打開新的蛋糕包裝紙盒時，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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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來自中國監獄的字條，上面寫著：“在中國監獄製造。我想要自由。”（Made in 

china prison. I want freedom.）等等。 

下表僅列出了部分生產外銷奴工產品的監獄及對應的公司和產品銷往國家，在中國這樣的監

獄企業還有很多。 

 

表 5.部分外銷奴工產品的監獄及對應的公司和產品銷往國家情況清單 

 

序號 監獄名稱 對外公司名稱 奴工產品種類及銷往國家 

1 四川德陽監獄 四川省德陽市九五廠 毛絨玩具（貼有英、法、德文標籤）遠銷歐美 

2 

 

湖北省沙洋縣範家台

監獄（ 

湖北省沙洋農場加工廠範

家台分廠 

飾品加工、服裝鞋帽加工、電子產品加工、組

裝、包裝加工。生產的成品先運往浙江，重新

精裝後再運往臺灣，然後經臺灣出口美國。此

外，還為一家南方公司加工窗紗上的繡花：產

品出口到南非或非洲國家
271
。 

3 
遼寧省女子監獄三

（後改稱一）監區 
瀋陽寧大服裝廠 

服裝出口歐美等國。主要的合作廠家有“安

娜”和“中和”等，加工的安娜公司的產品主

要有：鉛筆褲，格襯衫，短褲，裙子等。鉛筆

褲打的是韓國 BANGBANG 的牌子，還有些短褲打

的也是韓國 BANGBANG 的牌子。加工的中和公司

的產品主要是冬季的棉服和工作服，出口加拿

大，是警用的或清潔工人用的，帶有銀色反光

條。零星的還有滑雪服，還有傑克丹尼的棉服、

米奇的童裝等。
272
 

4 內蒙古女子監獄 興華服裝廠 

製作公安、工商系統的服裝，還有如毛衣上繡

花、製作圍巾兩頭的穗子、揀毛刺、包裝衛生

筷、牙籤、挑選蕎麥等手工零活。零活送到監

獄時是半成品，經過在監獄的最後一道加工工

序後的成品標上中國製造的字樣，大多出口到

日本、歐洲等國家。 

5 山東省女子監獄 山東省興業發展有限公司 

服裝加工，生產玩具。監獄科室有專門的警官

負責對外承攬加工任務，其中大部份是外貿公

司或者是服裝加工企業接到外貿單後，轉手外

包給監獄，所生產的各種款式的衣服和玩具，

大量出口到美國、日本、南韓、俄羅斯、德國

等國家。包括“皮爾卡丹”等著名的國際品牌

的服裝都在女監生產加工。有三個品牌：一是

ABC 童裝；CHARLES RIVER APPAREL 牌多款運

動休閒裝（標示牌上注明出口美國）、雷諾 reno

襯衣、寒思羽絨服在監獄也曾經大量生產。 

http://www.epochtimes.com/gb/tag/%E7%9B%91%E7%8B%B1.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gb/tag/%E7%9B%91%E7%8B%B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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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河北省女子監獄 

（前身石家莊監獄） 
金泰實業有限公司 

長年生產出口服裝，如出口美國、加拿大、澳

大利亞的黑色多袋褲、蒙娜麗莎長擺裙等。二

零零八年三鹿毒奶風波後，不法廠家開始和監

獄勾結，仿造外國的乳製品包裝生產全外文（英

文）包裝袋。273 

7 長春監獄 

吉林省華遠橡膠製品有限

公司 

 

從事制服、棉服、休閒服裝的生產和加工，產

品主要遠銷日韓東南亞
274
。 

8 長春市興業監獄 
吉林省佳路工貿有限責任

公司 

主要經營紙箱加工、服裝加工、工藝品製作及

各種半成品加工和勞務加工。各種造型的羊毛

衫，產品遠銷美國、日本、韓國等十多個國家。 

9 延吉秋梨溝監獄 
吉林省龍鑫工貿有限責任

公司 

主要從事出口地毯、出口毛衣、出口塑膠編織

製品、矽藻土的生產。 

10 雲南省安寧監獄（雲

南省雲南省第 三監

獄） 

光明磷化工總廠 中國磷化工重點企業之一，產品出口日本、

韓國、東南亞等地275
。 

11 貴州省第一女子監獄 貴州羊艾實業有限公司 茶葉、牛奶及乳製品；以貿易方式從事進出口業

務。 

12 安徽省廬江監獄 安徽省白湖閥門廠有限責

任公司 

中、低壓閥門，泵件，機械產品生產、銷售；服

裝加工。是安徽省出口重點企業，主要生產英標、

美標、等系列閥門，產品遠銷美、英、日等 60 多

個國家和地區。 

 

六、奴工產業的危害 

根據明慧網統計發表的《中共監獄奴工勞動調查報告》顯示，中國奴工產品的種類僅近兩年

披露的就有上百種，覆蓋人們的吃、穿、住、行，休閒娛樂、化妝美容、婚宴、祭祀、節慶

等。同時因中國不少企業（包括很多從事出口生產的企業）與勞教所、監獄、看守所註冊的

“企業”有業務關係，因此大量的奴工產品通過這些公司出口到美國、澳洲、印度、英國、

日本、韓國、俄羅斯、德國、非洲、土耳其、義大利、阿拉伯、馬來西亞、加拿大、港澳、

臺灣等 30 多個國家與地區276。但是這些奴工產品在世界上的流通，不僅嚴重侵害了被奴役

人員的人身權益，給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和危害也是巨大的。 

1、廉價產品衝擊國際市場擾亂國際社會金融秩序 

根據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發表的資料指出，目前全球奴工產品的黑色利潤已高達 1,500 多億

美元277。 

而根據美國聯邦勞工部 2014 年公佈的奴工和童工產品名單顯示，其中至少有 12種產品來自

中國，包括磚頭、聖誕裝飾物、煤炭、棉花、電子產品、煙花、鞋、服裝、紡織品、玩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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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這些產品大多來自中國的監獄、勞教所和看守所。 

當大量的強制[無酬]勞動所生產的價格低廉的商品向國際市場的傾銷，既擾亂了國際經濟市

場的正常秩序、削弱了其他國家正常商品的竟爭力，又衝擊了國際勞工市場。 

 

2002 年 5月，美中安全檢討委員會曾向美國國會提出幾項建議，加強美國禁止監獄囚犯製

造的產品由中國大陸和其他國家進口的執行情形，包括將產品並非囚犯或其他強制勞工製造

的舉證責任由美國政府轉移到進口公司身上。但是建議的實施效果非常不好。 

 

據中央社同年 5 月 11 日報導，該委員會認為，雖然美國法律禁止由任何國家進口囚犯或強

制勞工製造的產品，但是此一法律並未適當或有效的執行，沒有禁止這些產品由中國大陸進

口。 

 

這個委員會指出，美國與中共已在一九九二年簽署諒解備忘錄，並於一九九四年簽署一項合

作聲明，防止強制勞工生產的產品由中國大陸外銷美國。但是國務院表示，美國根據這些協

定提出檢查涉嫌的中共監獄勞工設施的要求，大部分都遭到中共拒絕或漠視。 

2、奴工產品巨額利潤的誘惑，進一步加深了對在押人員的迫害，甚至致死 

當中國的奴工產品大量的銷往世界各國時，所帶來的巨大利潤，又刺激了監獄、勞教系統進

一步加重對被關押、勞教人員的迫害。監獄、勞教所等為了更多的賺取利潤，接納更多的訂

單，瘋狂的逼迫被關押的奴工們超負荷的勞動，每天工作十幾小時以上，甚至幾天都不休

息，導致很多在押人員非正常死亡。這部分內容在第七章第（一）節中有詳細論述。 

3、奴工產品嚴重威脅著消費者的人身健康 

消費者在使用中國的奴工產品時，可能想不到這些包裝精美的商品背後掩蓋的罪惡和潛在危

險。也無法想像生產場地是多麼骯髒和簡陋。 

1）奴工產品的衛生狀況 

以大陸生產的一次性筷子為例，大陸生產的被稱為“衛生筷”的一次性筷子，上面印著“已

消毒，請放心使用”。然而據調查，這些“衛生筷”部分是來自中國監獄、勞教所的產品，

加工筷子的屋子跳虱橫行，勞教人員長期不讓洗澡，部分人甚至是吸毒、皮膚病、性病患

者，衛生狀況極其可怕。 

據明慧網報導，原遼寧省瀋陽市服裝企業負責人的于溟（男）因修煉法輪功被關進位於北京

市大興區的團河勞教人員調遣處。於溟寫道：“幾乎每天，所有被勞教的人都要熬夜和起大

早拚命給員警幹活賺錢，幹的活大多是給街邊小飯館裡吃飯用的一次性“衛生方便筷”，頭

上包層薄薄的紙片以算“衛生合格”。一箱筷子員警可掙 6元人民幣，每個被勞教的一天完

工近 3 箱，一個隊 160 多人，每天每個隊給員警賺 2000～3000 元。 ” 

“包筷子的屋子就在勞教人員宿舍，每間屋子都是蝨子橫行。本來就人滿為患，筷子扔滿一

地，甚至經常掉進旁邊的便桶裡都不管，撈出來繼續包，因為筷子的總數一根都不能少，員

警盯得很細。包筷子時從沒讓洗過手，很長時間也不讓洗澡。 ” 

“被勞教的人中有吸毒和賣淫嫖娼者，但這裡可不管你是否患有什麼肝炎、什麼性病等等，

沒有正規醫檢，只要你有口氣就得給員警幹活，包括渾身長滿疥瘡的人也得幹，沾滿膿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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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筷子抓來抓去。員警挎著電棍、手銬，在周圍橫晃著踱步、看守，誰的活未及時完成，即

遭員警打罵。” 

原北京市政法大學昌平分院行政管理專業大四學生龔成喜（男）曾擔任學生會主席、班長等

職務，因修煉法輪功遭學校除名並被劫持到北京調遣處關押迫害。龔成喜在給明慧網的證詞

中提到關於“衛生筷子”的內容：“調遣處衛生狀況極差，如：每天早晚洗漱大便時間只有

幾分鐘，常常剛蹲下就被員警叫駡著出去排隊；長期不讓我們去洗澡，直到發現大量勞教人

員身上都是蝨子， 才讓洗了一次澡，而那次也是將幾十人一起哄進只有一兩個水龍頭可用

的澡堂洗了幾分鐘；2002 年夏，調遣處爆發流行性肝炎。 ”位於遼寧省大連市的大連勞動

教養院也做著同樣的工作，並將這種筷子出口到日本。 

正常的食品（入口），以及服裝（貼身），都應有身體無傳染病等保障，然而在中共監獄

內，這些都是空談，製作無商標餅乾、食品、衛生筷等，而生產人員不乏吸毒者、肝病病毒

和愛滋病病毒攜帶者。奴工食品沒有任何衛生措施和檢驗、檢疫。而服裝生產，上崗合格證

就是一個擺樣子的牌子。 

雲南女子勞教所，一法輪功學員不願生產“餅乾”，獄警問她為什麼。她回答：“這樣的餅

乾你會買嗎？”員警被問住了，沒吱聲。她繼續說：“一袋袋麵粉堆放在泥土地上，做餅乾

的機器上糊滿了灰塵，攪拌那個夾心的東西的機器也是糊滿了灰塵，這樣生產出來的餅乾能

符合衛生標準嗎？……你去看看那個廁所是什麼樣子？屎尿遍地，臭氣熏天，插足的地方都

沒有，便後在自來水管上沖一下手，連塊擦手的毛巾都沒有，只能在自己系的圍裙上抹兩下

子就去包餅乾了，這樣的餅乾你會吃嗎？我是煉法輪功修真善忍的，為的是做好人，我不能

做傷天害理的事，所以這活我不能幹，我於心不忍。” 

內蒙古第一女子監獄各監區都有老弱病殘隊，這些人因肝病、肺結核、年老等原因，不能到

生產車間。有些犯人摘毛衣上的毛球時，為了在規定時間內完成任務，有的用鞋刷子刷，有

的往毛衣上吐唾沫，再用髒手上下左右抹平舒展，然後疊好後上交。經過這些病人的手生產

的各類產品大多出口到日本、歐洲等國家279。 

下面再以下以蒙古第一女子監獄、河北省女子監獄和河北省女子勞教所、石家莊監獄及北京

女子勞教所的一部分情況摘要為例，可以更進一步的瞭解一下中國監獄系統的實際衛生狀

況： 

A.內蒙古第一女子監獄經常停水，有時是獄警為了節約水費人為停水，有時是因故障停水，

但即使停水十天左右，奴工產品仍照正常生產。在押人員因無水，上廁所沒有人洗手，洗澡

更是奢望。 

包裝衛生筷、牙籤時，有的筷子、牙籤不太直，“有的犯人索性把筷子、牙籤放到屁股下

面，坐到上面壓直。包裝牙籤和挑選蕎麥時，犯人使用的工具是一個小盆，有的是飯盆，有

的人使用的盆很特殊。這個特殊的盆是犯人們每晚用來清洗私處的。280”。 “犯人們每天

分上兩茶缸水，中午一缸，晚上一缸。犯人把晚上分到的這缸熱水節省出來，用這個小盆來

清理衛生。平時包裝牙籤、挑選蕎麥時，當工具使用。”挑選出的上等蕎麥，主要用於出口
281。 

因監獄的廁所使用受到嚴格控制，上午允許去一次，下午允許去一次。有拉肚子或尿急等情

況者必須給看管廁所的犯人一些小恩小惠，才能背著其他人偷上一趟廁所。經濟困難無東西

賄賂的在押人員，憋不住尿時就背著獄警鑽到製作出來的衣服堆裡，用塑膠袋接尿或直接尿

在衣服堆上。委託單位接受到衣服後，發現衣服上有痕跡的，可能懷疑是水痕，但也許是水

痕，也有可能是尿跡
2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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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犯人看不慣獄警們良心敗壞賺黑錢的做法，把監獄裡包裝衛生筷、牙籤、挑選蕎麥的

內幕，通過特殊管道反映到相關一些單位。”但是那些官員們只要收到好處費，對所有的大

小罪惡都開綠燈，即便檢查出來，最終也是不了了之283。 

獄警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習慣，從商店買回的衣褲，都用清水洗一遍之後才穿，他們自己也擔

心所買的物品會不會是監獄的奴工產品284。 

B.河北省女子監獄和河北省女子勞教所加工包裝飯店裡常用的“一次性衛生筷”。獄警們通

常把運來的大袋衛生筷倒在地上，讓在押人員們用小紙條包筷子頭，或裝在小塑膠袋裡，然

後捆成把裝箱封箱運出去賣。包裝箱上雖然印有“嚴格包裝，高溫消毒，操作衛生，使用方
便”的字樣，但實際上並沒有經過高溫消毒，而且是在地上進行的包裝285。 

C.石家莊監獄生產的方便筷堆在院子裡的土地上，廁所也在地面上，比地面略高。夏天下雨

過後，廁所裡的屎尿隨著雨水溢到地面，“泡濕了堆在院子裡的筷子袋。天晴以後，地面幹

了，她們就把糞便水浸透的筷子袋打開，把筷子攤在地下晾乾，然後還用紙條包裝起來，照

樣裝箱運出去出售286”。 

D.北京女子勞教所的員警特別樂意“有活”幹，有活就有提成，她們就使勁逼著被關押在勞

教所的人幹,但沒有任何衛生措施，比如裝茶葉、綠豆、白糖、月餅等應季的活。做這些食

品方面的活沒有任何衛生措施，不戴手套，很多吸毒人員上完廁所手也不洗就裝，吸毒人員

基本每人都有病。裝茶葉時，茶葉屑散在滿工作間，許多人粘在皮膚上，皮膚出現潰瘍。而

這些食品被勞教所包裝之後直接進入市場，沒有安檢。287 

 

2）奴工產品與正常產品品質的安全對比（來自明慧網
288
） 

 

表 6.奴工產品與正常產品品質的安全對比統計表 

奴工產品與正常產品品質安全的對比（部分） 

序號 正常產品 奴工產品 

1 具備營業執照、組織機構代碼、生產許可證等 

除部分監獄註冊有公司之外，大部分沒有

營業執照、生產許可證等資質 

2 

生產場地是註冊的公司，經批准的工業園區或

其它合法場地 

生產場地是環境惡劣的看守所、監獄、勞

教所、戒毒所、拘留所 

3 

如電工、焊工等特殊工種具備相關技能資質；

食品行業需要持健康證，身體健康無傳染病，

且經過培訓或取得資質的人員上崗 

從業人員無任何技能資質，部分奴工為吸

毒者，性病、肺結核等傳染病者，但這些

人可以從事醫用、餐飲和食品類產品的包

裝或加工 

4 

生產環境健康、安全，不使用禁用物資（有毒

有害化學品），有要求時取得 ISO 環境/職業健

康安全認證/社會責任體系認證 

生產環境惡劣，未獲得認證；沒有相關排

汙許可，也沒有無噪音、塵埃、廢氣等危

險源的控制，直接危害生態環境和奴工身

體健康 

5 有嚴格的品質保證系統 無任何品質控制系統 

6 產品最終品質和安全，滿足相關法規或經過強無品質安全認證；生產中大量使用有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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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認證 害輔料或原材料 

7 有商標、廠商聯繫位址和聯繫方式等 

奴工產品要麼沒有商標，要麼是委託商的

標識，但隻字不提奴工資訊 

 

3）奴工的身體狀況 

 

對服役人員進行傳染病調查的部分結果 

 

A.2005 年 1月到 2009 年 5月，對廣東省清遠市監獄 4973 名服刑人員進行的傳染病檢測發

現，HIV 陽性率 0.30%、梅毒陽性率 0.62%、丙型肝炎陽性率 9.63%、乙型肝炎陽性率

2.03%289。 

B.2008 年到 2012 年，對新疆兵團圭屯監獄 482 名服役人員進行乙肝（HBsAg）監測的結果

是，平均陽性率為 9.2%290。 

C.2007年對黑龍江省牡丹江市監獄和勞教人員 652 人進行乙肝監測的結果是，HBsAg 攜帶率

高達 16.72%291。 

D.2006 年對山東省荷澤市的三類人進行愛滋病、梅毒、乙肝、丙肝監測的結果如下，顯示

服役人員的傳染病率高於監獄外人員292。 

 

 

E.浙江省杭州市 2009 年對 482 名服役人員進行乙肝檢查的結果是，感染率高達 29%
293
。 

以上事例和資料揭示了中國奴工產品背後令人觸目驚心的黑幕，這樣的商品對消費者潛在的

傷害難以估量。 

 

七、中共為何大力發展奴工產業 
 

2016 年 5月 31 日，澳大利亞慈善機構“行走自由基金會”公佈了《2016 年全球奴役指數》

（Global Slavery Index）報告。中國有 339 萬人受奴役，絕對數字位居世界第二。不過，

人權專家認為，中國奴隸的真實人數可能不止於此。 

 

獨立調查人士 2014 年撰寫的《中共監獄奴工報告》披露，全中國 22 個省市自治區的監獄、

看守所等地，中共公權機構都強迫在押人員做奴工。 

2012 年 12 月 27 日，《新聞週刊》（Newsweek）母公司旗下的網路雜誌《每日野獸》（Daily 

Beast）報導了美國俄勒岡居民茱麗葉‧凱斯在購買的萬聖節用品當中發現了來自中國勞教所

的一封求救信。信被折了八次，塞在兩個泡沫墓碑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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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上寫道：“先生：如果你偶然間購買了這個產品，請幫忙轉送這封信給世界人權組織。這

裡處在中共政府迫害之下的數千人將永遠感謝並記住您。”“在這裡工作的人們不得不一天

工作 15 個小時，沒有週六周日休息和任何節假日。否則，他們就將遭到酷刑，毆打和粗暴

的話語。幾乎沒有工資（一個月 10 元人民幣）。”“這裡的人平均被判 1～3 年勞教，但是

卻沒有經過正常法庭判決。他們許多人是法輪功學員，他們完全是無辜的人，僅僅因為他們

有不同於中國共產黨政府的信仰，他們常常遭受比其他人更多的懲罰。”這封沒有署名的信

中說，這個墳墓包是在中國瀋陽馬三家勞教所二所八大隊製造的294。 

如同這封信中揭示的，中國傾銷到世界的奴工產品，有很大一部分是被中共迫害、關押的法

輪功學員生產的。這正是中共大力發展奴工產業的目的之一： 

（一） 用來迫害信仰人士 

追查國際在調查中發現，中共龐大的奴工產業鏈中，被逼迫生產奴工產品的包括法輪功學

員、宗教人士、維權律師和其他信仰團體等，其中以法輪功團體受迫害最重。 

眾所周知，中共政權在中國推行極權統治，信奉無神論的中國共產黨以共產主義為國教，強

迫民眾與黨統一，不允許民眾有自己的信仰，禁止民眾發出不同的聲音。 堅持信仰“真、

善、忍”的億萬法輪功學員便成了中共迫害的最大的信仰團體。無數法輪功學員被非法關進

勞教所、拘留所、監獄之後，中共為了所謂轉化法輪功學員，達到迫害目的，無所不用其極

使用種種酷刑其中包括嚴重的奴役迫害。 

目前居住在美國三藩市的唐女士因修煉法輪功被曾被判刑三年半。2009 年她被關押在廣東

女子監獄時已是花甲之年的她被強迫奴役勞動，每天被強迫包裝襪子，一打十二雙襪子，每

天要包幾百打。
295
 

甘肅省女子監獄逼迫被非法關押在那裡的法輪功學員每天 5點鐘起床，晚上十二點鐘停工，

高負荷長時間奴役般的做苦工。
296
 

廣東省女子監獄，對外稱廣東嘉禾綜合材料總廠，生產的奴工產品銷往歐洲、南美等地區。
297監獄表面上規定每天六點起床，七點開工到十二點，下午兩點到六點收工。可實際上從來
沒有準時收工過。趕貨時天天加班至深夜，星期日也不休息。 

早在 2013 年明慧網發佈的《中共酷刑虐殺法輪功學員調查報告》顯示，調查的 3，653 個被

關押迫害致死案例中，就有 3%即 110 個案例是被超負荷勞役直接致死的。 

實際上，強迫法輪功學員做奴工，這種表面看起來沒有刑具加害的幹活勞動，是超負荷的、

致命性的、無休止的折磨，同時奴工們又是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下勞動，所以它是一種更加漫

長的酷刑。 

 

根據明慧網對中國大陸 36 家奴工廠所（包含監獄、看守所、戒毒所和已經解體的勞教所）

進行統計發表的《中共監獄奴工勞動調查報告》顯示，在中國大陸在押人員每天被強制的工

作時間 10~19 小時不等，“生產任務繁重”時，還要加班加點，甚至連續幾天幾夜不得睡

眠。拒絕勞動或完不成定量者，經常遭受毆打、電擊等酷刑298。 

下圖（來自明慧網）是按奴工每天的“工作”時間進行統計的，其中，奴工每天被迫“工

作”12~14 小時的監獄最多，占統計比率的 36.11%；其次是 16~18 小時，占 25%；位列第三

的是 14~16 小時，占 19.44%，三個時間段累計占總樣本數的 8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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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奴工勞動時間統計圖表 

 

據明慧網 2013 年發佈的一份報告顯示，調查的 3,653 個被關押迫害致死案例中，共有 221

個案例在最後一次致死迫害中受到超負荷勞役迫害。 

47%法輪功學員在最後一次致死迫害中被強制每天勞役 10 個小時以上；32%法輪功學員在最

後一次致死迫害中，在身體被中共迫害致極度虛弱或嚴重病症情況下，仍被強迫勞役。 

然而這些資料還只是近年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突破網路封鎖能夠曝光到明慧網的極其有限的

統計資料，對於那些關押非法輪功學員監獄的情況就不得而知了。此外根據澳大利亞慈善機

構“行走自由基金會”的報告中指出的，中國受奴役人數將近 339 萬人299來推算，被中共奴

役致死的人數可能遠不止這些。 

中共監獄和 2013 年 12月廢除前的勞教系統對法輪功學員非法關押、酷刑折磨和強制奴工生

產等，嚴重違反了《國際勞工組織關於工作中基本原則和權利宣言》，及中國簽署的《聯合

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聯合國反酷刑公約》（即《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

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等。 

中共奴工背後滲透了多少善良人的血淚傷痕？製造了多少人間悲劇災難？  

 

（二）獲得巨大的利潤 

中共大力發展奴工產業的背後是巨大的收益。據中共“國務院批轉司法部關於監獄體制改革

試點工作指導意見”一文中稱“監獄企業的生產為監獄帶來了巨大收益，為監獄幹警帶來了

巨大的實惠，監獄幹警的收人比普通公務員高出數倍甚至數十倍”。“監獄企業在《監獄

法》的指導下，在國家優惠政策的支持下，監獄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經濟運行品質和企業

綜合實力都有了較大提高。據司法部提供的資料顯示:2001 年與 1984 年相比，全國監獄企

業總產值由 27.7 億元増加到 117.2 億元，增長 4倍多;固定資產從 34 億元增加到 116

億。”300 

下面是中共《國務院批轉司法部關於監獄體制改革試點工作知道意見》301一文的截圖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4-7-20-minghui-pohai-nugong-zongshu-3.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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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中共《國務院批轉司法部關於監獄體制改革試點工作知道意見》302一文的截圖 

 

中國《lens》雜誌曾報導：“高峰時期，馬三家的勞教人員超過五千人，無償勞動產生出龐

大的效益。……（包括那些出口奴工產品在內，）總產值一年近 1 億元。” 

 

表 7.奴工產品與正常產品的利潤對比：(來自明慧網)303 

奴工產品與正常產品的利潤對比（部分） 

序號 正常產品 奴工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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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週 5天 8小時工作制，加

班有報酬且每週最多工作時

間須控制在 60 小時內 

任意驅使奴工，奴工每天工作 10～20 小時不等，超負荷

創造價值，忙時幾天幾夜不得合眼，且沒有加班工資 

2 

員工，有匹配的薪酬和福利

（五險一金、年終獎金等） 奴工，沒有任何福利，無工資或 5～100元/月 

3 繳納產品增值稅收 17% 除註冊公司的都是背地生產，不繳稅 

4 生產場地需要租金 監獄場所，不花租金 

5 

建立並保持環境、職業健康

安全、以及其它有關的體系

或滿足相關法規的要求，每

年需要花費數十萬甚至上百

萬元 違規生產，只需要花點錢打點有關部門 

 

 

奴工的工資 

 

 

圖 7.3.統計顯示（上圖），12 家監獄僅有 2 家奴工的一月工資，才吃得起一碗街邊 12 元人

民幣的速食盒飯。 

 

表 8.近兩年明慧對報導 12家“奴工廠”“工資”的資料 

序號 場所 奴工工資（人民幣/月） 

1 河北省女子勞教所 十幾元到五六十元不等 

2 黑龍江省泰來監獄 沒有工資 

3 北京女子勞教所 幾元或不給錢 

4 北京團河勞教所（男子勞教所） 幾元 

5 四川資中楠木寺女子勞教所 幾元 

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4-7-20-minghui-pohai-nugong-zongshu-5.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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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山東第二勞教所 

沒有工資，15 元的衛生費也經常被克

扣 

7 瀋陽馬三家勞教所 10 元 

8 山東第一女子勞教所 
零活 5元，還有 20、30、80、100 元不
等 

9 內蒙古呼和浩特市第一女子勞教 沒有工資 

10 湖北沙洋範家台監獄 

8元零用金，實際到手日用品價值不到

4元。監獄改革後實行低工資制，但很

多法輪功學員沒有工資 

11 武漢女子監獄 沒有工資 

12 遼寧本溪溪湖監獄 沒有工資 

 

在嘗試過食品、機械等工業製品後，中共監獄目前大量開始轉向服裝生產，且大多以出口產

品為主。2016 年 5月，世界銀行發佈了的《縫紉致富》報告指出，中國服裝出口占世界服

裝出口的比例為 41%。而一位不據名的服裝業內人士稱，來自中國監獄系統的服裝生產量，

約占到全國服裝生產量的 10%，也就是說，中國監獄服裝生產量約占到全世界的 4%左右。 

 

追查國際根據掌握的資料顯示，浙江省第一、四、五、七監獄與衢州浩龍服飾有限公司長期

合作，衢州浩龍服飾有限公司在其尋找客戶合作的廣告上明確寫道，該公司訂單主要放在自

己工廠、監獄生產，監獄加工人員 20，000 多人。 “我工廠目前主要是 70%法國市場，20%

美國市場，10%國內市場，美國市場目前只是在通過 COSCO 框架下做幾個品牌。” 

 

雖然美國於 2016 年已徹底禁止進口奴工產品，但是，中共為了巨大的利益，監獄、勞教

所、看守所，一直用層層轉包的方式，來掩蓋真實的生產地，繼續製造和對外輸出奴工產
品。。 

 

表 9.北京的幾家以企業的名義包裝的監獄機構舉例 

企業名稱 所屬監獄機構名稱 地址 

北京市英佳服裝廠 

 

北京市女子監獄 北京市大興區北臧村鎮

天宮院東女子監獄院內 

北京市清河紙箱廠（天津） 北京市清河農場六分廠（勞教場

所） 

北京市清河農場六支隊 

北京市清河潮白雲鶴農場（天

津） 

北京市監獄管理局清河分局潮

白監獄 

北京市清河農場 

北京市清河北星農場（天津） 北京市監獄管理局清河分局清

河監獄 

北京市清河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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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名稱 所屬監獄機構名稱 地址 

北京市清河印刷廠（天津） 北京市監獄管理局清河分局柳

林監獄 

北京市清河農場五科 

北京市清河五金廠 北京市延慶監獄 北京市延慶區沈家營鄉

廣積屯村西 

北京市中原工業公司 北京市少年管教所 北京市朝陽區安定門外

辛店村 162 號 

北京市振興工貿公司 北京市第二監獄 北京市朝陽區南豆各莊

甲 1 號 

北京市天利河印刷廠 北京市外地罪犯遣送處 北京市大興區北臧村鎮

天宮院村慶豐路 9 號 

北京天河日月星印刷廠 北京市新安教育矯治所 北京市大興區黃村鎮慶

豐路 5號 

北京斯迪之路金屬加工廠 北京市監獄 北京市大興區黃村鎮團

河南大樓 

北京市器材廠 北京市良鄉監獄 北京市房山區良鄉鎮肖
莊村 

天津智慧水產養殖有限公司 北京市監獄管理局清河分局第

九分場 

北京市監獄管理局清河

分局第九分場 

天津志軒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監獄管理局清河分局柳

林監獄 

天津市甯河區清河農場

原柳林監獄院內 

北京市清河華新農場（天津） 北京市監獄管理局清河分局茶

西監獄 

北京市清河農場 

 

 

結語 

廉價奴工產品，衝擊全球市場，損害高人權企業和正常國家的競爭力，使財富流向踐踏人權

的中共政權。 

中國監獄裡發生的這種奴役勞動，既違反中國法律和也違反了中國簽署的聯合國人權國際公

約(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按照人權國際公約第 4 條(article 4)規

定：任何人不應該被作為奴隸或被奴役，任何形式的奴隸制和奴隸交易都應該被嚴格禁止。 

中共奴工生產和產品的流通，不僅嚴重侵害了被奴役人員的人身權益，也給國際社會帶來巨

大的危害。這些超低成本、競爭力強大的奴工產品的大量生產和流通，給國際勞工市場和經

濟市場帶來巨大衝擊，致使同類產品企業大量倒閉，打亂了市場經濟的正常次序。同時受影

響國大量的失業人員流向社會，給國際社會也造成嚴重負擔。 

與此同時，中共奴工產業的衝擊力和巨大經濟利潤，成為中共對外進行世界經濟侵略的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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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對內增加中共加重人權迫害的經濟資源。更為嚴重的是，中共奴工產業是建立在毀滅

人類道德良知的基礎之上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以利益做誘餌破壞國際社會的道德良知，是

共產邪靈達到毀滅人類目的的一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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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2012 年 2 月 20 日白湖閥門廠吧《省白閥公司（省廬江監獄）2012 年工作會議圓滿召開》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506012631/http://tieba.baidu.com/p/1420933320 

47《百度百科》安徽省白湖农工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9%E5%BE%BD%E7%9C%81%E7%99%BD%E6%B9%96%E5%86%9C%E5%

B7%A5%E5%95%86%E9%9B%86%E5%9B%A2%E6%9C%89%E9%99%90%E8%B4%A3%E4%BB%BB%E5%85%AC%E5%8F

%B8 
48
安徽省监狱管理局-关于林静等同志正式任职的通知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506005102/http://www.ahjyj.gov.cn/xxgk/info_64.aspx?it

emid=30658 

49安徽省巢湖铸造厂有限责任公司_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9%E5%BE%BD%E7%9C%81%E5%B7%A2%E6%B9%96%E9%93%B8

%E9%80%A0%E5%8E%82%E6%9C%89%E9%99%90%E8%B4%A3%E4%BB%BB%E5%85%AC%E5%8F%B8 
50安徽省巢湖鑄造廠有限責任公司【企業信用, 電話, 位址, 法人】_阿裡巴巴企業信用

https://www.1688.com/xinyong/fc83ca63b6040c69d2c6e537c2faceed.html 
51
冯肖在巢湖监狱被迫害致骨瘦如柴不能行走【明慧网】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1/12/25/%E5%86%AF%E8%82%96%E5%9C%A8%E5%B7%A2%E6%B

9%96%E7%9B%91%E7%8B%B1%E8%A2%AB%E8%BF%AB%E5%AE%B3%E8%87%B4%E9%AA%A8%E7%98%A6%E5%A6%82%E

6%9F%B4%E4%B8%8D%E8%83%BD%E8%A1%8C%E8%B5%B0-251000.html 

52 安徽华腾染织制衣有限责任公司_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9%E5%BE%BD%E5%8D%8E%E8%85%BE%E6%9F%93%E7%BB%87%E5%

88%B6%E8%A1%A3%E6%9C%89%E9%99%90%E8%B4%A3%E4%BB%BB%E5%85%AC%E5%8F%B8 
53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506015024/http://www.ahgcjs.com/xwtp/1031.jhtml 

54 安徽省合肥汽车锻件有限责任公司_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9%E5%BE%BD%E7%9C%81%E5%90%88%E8%82%A5%E6%B1%BD%E8%

BD%A6%E9%94%BB%E4%BB%B6%E6%9C%89%E9%99%90%E8%B4%A3%E4%BB%BB%E5%85%AC%E5%8F%B8 
55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安徽省立醫院) -麻醉手術室黨支部專題黨會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506015950/http://www.ahslyy.com.cn/web/Content.aspx?ch

n=1361&id=20434 

56 Baike.baidu.com “Anhui Baihu Agricultural Industry and Commerce Group Co., Lt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9%E5%BE%BD%E7%9C%81%E7%99%BD%E6%B9%96%E5%86%9C%E5%

B7%A5%E5%95%86%E9%9B%86%E5%9B%A2%E6%9C%89%E9%99%90%E8%B4%A3%E4%BB%BB%E5%85%AC%E5%8F%B8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503001930/https:/d.xiumi.us/board/v5/2jIpg/63108743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503001930/https:/d.xiumi.us/board/v5/2jIpg/63108743
https://archive.is/iHH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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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Jan. 4, 2017, Anhui Prison Network "Notice on Positions of Comrade Xu Wei's  etc."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506002821/http://hanhanbear.com/html/20170168160.html 

58 baike.baidu.com “Baihu Prison"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9%BD%E6%B9%96%E7%9B%91%E7%8B%B1/8697277?fromtitle=%E7

%99%BD%E6%B9%96%E5%86%9C%E5%9C%BA&fromid=9128027 

《百度百科》 白湖監獄 

59 Anhui Prison Network - Baihu Prison Administration Branch Bureau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506002126/http://www.ahjyj.gov.cn/index_51.aspx?itemid

=8 

60 湖南万安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_中国汽车零部件网《公司简介》

https://web.archive.org/save/http://www.51qlw.com/anda 

61湖南鑫源缸套有限責任公司_百度百科 

http://archive.is/betnO#selection-1329.0-1329.229 
62百度百科《湖北省監獄管理局》 

baike.baidu.com. “Hubei Provincial Prison Administration”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9%96%E5%8C%97%E7%9C%81%E7%9B%91%E7%8B%B1%E7%AE%A1%E7%

90%86%E5%B1%80/4807281 

63百度百科《湖北省監獄管理局》 

https://archive.is/zirfE 

64湖北省司法厅-省厅领导-蒋国平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508202425/http://www.hbsf.gov.cn/info/iList.jsp?cat_id

=10123 

65百度百科《沙洋监狱》 

https://archive.is/P7ven 

66互动百科《沙洋监狱》 

https://archive.is/37jfn 

672014 年 3 月 31 日北京之春《新千年初中國（漢陽）監獄黑幕（3）》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240/2014331204221.htm 

68百度百科《湖北省汉阳监狱》 

https://archive.is/3YtTT 

69 2017 年 8 月 21 日湖北省監獄管理局《基層單位》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508210951/http://jyj.hubei.gov.cn/html/3558.html 

70江苏方源集团有限公司_百度百科 https://archive.is/st0sL 
71https://archive.is/aCYmE 

72百度企业信用-贵州黔新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xin.baidu.com. “Guizhou Fuxin Enterprise Group Co., Ltd.” 

https://xin.baidu.com/detail/compinfo?pid=xlTM-TogKuTwKHNmalfoXsMPlmEzbi-

o0gmd&tab=basic 

73百度百科《貴州省監獄局》 

baike.baidu.com.“Guizhou Provincial Prison Bureau” 

http://archive.is/ELOB1 

74百度百科《吴道明（贵州省监狱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https://archive.is/1059V 

75贵州省平坝监狱介绍 

http://pb.gzjyj.gov.cn/dwgk/jyjj/index.shtml 

76貴州省監獄管理局《領導簡介》 2017 年 10 月 16 日   

https://archive.is/rCS6u  

77贵州省监狱管理局《贵州省平坝监狱简介》 2014 年 09 月 15 日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9%BD%E6%B9%96%E7%9B%91%E7%8B%B1/8697277?fromtitle=%E7%99%BD%E6%B9%96%E5%86%9C%E5%9C%BA&fromid=912802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9%BD%E6%B9%96%E7%9B%91%E7%8B%B1/8697277?fromtitle=%E7%99%BD%E6%B9%96%E5%86%9C%E5%9C%BA&fromid=9128027
http://pb.gzjyj.gov.cn/dwgk/jyjj/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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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b.gzjyj.gov.cn/zwgk/xxgkml/bmgk_76197/bmgk_76198/201811/t20181108_3683287.html 

78貴州省監獄管理局-貴州省王武監獄-部門概況-機構概況 

http://ww.gzjyj.gov.cn/zwgk/xxgkml/bmgk_75726/bmgk_75727/ 

79貴州省監獄管理局官方微博《趙金龍局長到王武監獄檢查指導工作》 2014 年 5 月 28 日   

https://archive.is/AygS9 

80 

http://ddl.gzjyj.gov.cn/dwgk/jyjj/index.shtml 

81貴州省監獄管理局《貴州省大硐喇監獄簡介》  2017 年 09 月 25 日   

http://ddl.gzjyj.gov.cn/zwgk/xxgkml/bmgk_76197/bmgk_76198/201806/t20180619_3309090.html 

82貴州省監獄管理局《貴州省大硐喇監獄黨委班子成員基本資訊情況》 

https://archive.is/6ZP62 
83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420204345/http://www.wailaike.net/news-1854060-0.html 

84https://archive.is/woLhF 
85https://archive.is/EhyiZ 
86
2015 年 5 月 7 日雲南監獄網《穩中求進安全發展----雲南省官渡監獄召開安全生產工作會議》 

https://archive.is/d9LLO 
87
2015 年 12 月 13 日云南省官渡监狱百度百科 

https://archive.is/lDmWV 
882014 年 9 月 17 日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网《我院与云南省元江监狱举行合作共建实习实训教学基

地签字暨授牌仪式》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425184443/http://www.yncpu.net/DisplayArticle.aspx?inf

oID=IZ4OaXMpTRGQhqJ2E8%2fboywEU%2buCqkZoLyfNGnlz3QU2lyhrDtKKutLPHf6%2f%2bp%2bo 
89
2016 年 1 月 17 日雲南省元江監獄百度百科 

https://archive.is/fwDDB 
90http://www.qixin.com/company/4c83d465-0874-4980-b3c6-dc9b847e6c53 
91遼寧省監獄管理局領導簡介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420194026/http://www.lnjyj.gov.cn/jgjs/ 
92
辽宁抚顺机床制造有限公司_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E%BD%E5%AE%81%E6%8A%9A%E9%A1%BA%E6%9C%BA%E5%BA%8A%E5%

88%B6%E9%80%A0%E6%9C%89%E9%99%90%E5%85%AC%E5%8F%B8 
93《遼寧省監獄管理局》 撫順一監召開 2017 年上半年總結會議 2017/07/28 

https://archive.is/KlgKD 
94http://www.lnjyj.gov.cn/jcly/201404/t20140416_1312746.html 
95《百度百科》  遼寧省沉陽第一監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88%E9%98%B3%E7%AC%AC%E4%B8%80%E7%9B%91%E7%8B%B1 
96
《百度百科》 範軍

 

https://archive.is/2weNc 
97《維琪百科》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監獄管理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96%86%E7%94%9F%E4%BA%A7%E5%BB%BA%E8%AE%BE%E5

%85%B5%E5%9B%A2%E7%9B%91%E7%8B%B1%E7%AE%A1%E7%90%86%E5%B1%80 
98 《河北省監獄管理局》 河北省監獄管理局概況 2017/09/13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506033330/http://www.hebjy.gov.cn/system/2017/09/13/01

1667495.shtml 
99《河北省監獄管理局》  劉劍民副廳長到監獄一線督導“兩會”安保並開展工作調研 2018/03/1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506033219/http://www.hebjy.gov.cn/system/2018/03/12/01

1725280.shtml 
100 September 13, 2017, Hebei Provincial Prison Administration Bureau "Jidong Branch" 

《河北省監獄管理局》  冀東分局 2017/09/13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425184443/http:/www.yncpu.net/DisplayArticle.aspx?infoID=IZ4OaXMpTRGQhqJ2E8%2fboywEU%2buCqkZoLyfNGnlz3QU2lyhrDtKKutLPHf6%2f%2bp%2bo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425184443/http:/www.yncpu.net/DisplayArticle.aspx?infoID=IZ4OaXMpTRGQhqJ2E8%2fboywEU%2buCqkZoLyfNGnlz3QU2lyhrDtKKutLPHf6%2f%2bp%2bo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88%E9%98%B3%E7%AC%AC%E4%B8%80%E7%9B%91%E7%8B%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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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506045209/http://www.hebjy.gov.cn/system/2017/09/13/01

1667502.shtml 
101
 《河北新聞網》  河北新任免一批幹部 涉及省政府副秘書長等職務 2017/01/17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506045316/http://hebei.hebnews.cn/2017-

01/17/content_6240224.htm 
102
《河北省監獄管理局》  冀東分局 2017/09/13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506045209/http://www.hebjy.gov.cn/system/2017/09/13/01

1667502.shtml 

103廣東省司法廳-領導資訊-李景言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509164717/http://www.gdsf.gov.cn/WebLeadersAction.do?i

d=9591924 
104
揭陽監獄服刑人員勞動改造情況簡介 時間：2016-05-03   

https://archive.is/Q3OkM 
105百度百科《河源监狱》 

https://archive.is/3Yg29 
106
谷歌“广东省河源监狱公司总经理巫小志”搜索结果 

https://archive.is/1SW1L 
107 

2018 年 4 月 26 日清遠社工委門戶網《廣東省清遠監獄概況》 

https://archive.is/5Cocy 
108《百度百科》 徐宏光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90%E5%AE%8F%E5%85%89/15941309 
109《百度百科》  內蒙古自治區監獄管理局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85%E8%92%99%E5%8F%A4%E8%87%AA%E6%B2%BB%E5%8C%BA%E7%

9B%91%E7%8B%B1%E7%AE%A1%E7%90%86%E5%B1%80/4809037 

110百度百科《內蒙古自治區監獄管理局》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85%E8%92%99%E5%8F%A4%E8%87%AA%E6%B2%BB%E5%8C%BA%E7%

9B%91%E7%8B%B1%E7%AE%A1%E7%90%86%E5%B1%80/4809037 
111
呼和浩特第一監獄簡介   

https://archive.is/SUjjh 
112 2014 年 8 月 22 日天涯社區《招標:呼和浩特高度戒備監獄改擴建項目—圍牆、崗樓、大門工程施

工招標公》 

https://archive.is/Zh2lx 
113 2017 年 9 月 17 日內蒙古司法廳《呼和浩特高度戒備監獄舉行員警方隊成立授旗儀式暨黨的十九

大安保誓師大會》 

https://archive.is/keyYH 
114 

2017 年 8 月 2 日包頭律師諮詢網《內蒙古呼和浩特第二監獄簡介》 

 https://archive.is/Abdds 
115 2017 年 7 月 21 日融匯島《【重要新聞】司法部煤管局何平局長一行到包頭監獄檢查指導工作》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506182904/http://rhd361.com/special/news?id=f383b3c74e

0d492c9029a8ede476709f 

116百度百科《包头监狱》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85%E5%A4%B4%E7%9B%91%E7%8B%B1/10709550?fr=zhidao_re

late 
117《內蒙古自治區監獄管理局》 萨拉齐监狱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506183336/http://nmgdynzjy.com/channel/jyglj/col14948f

.html 
118《鐵血網》  山西省監獄管理局成立正華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監企分開正式實施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421010950/http://bbs.tiexue.net/post_3563147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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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http://sx.people.com.cn/n2/2016/0218/c189132-27760328.html 
120《鐵血網》  山西省監獄管理局成立正華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監企分開正式實施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421010950/http://bbs.tiexue.net/post_3563147_1.html 
121
《互動百科》 山西省原平監獄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419205822/http://www.baike.com/wiki/%E5%B1%B1%E8%A5%BF

%E7%9C%81%E5%8E%9F%E5%B9%B3%E7%9B%91%E7%8B%B1&prd=so_1_doc 
122
2017 年 11 月 16 日山東省監獄管理局《省監獄管理局局長王立軍談深入落實治本安全觀服務法治

山東平安山東建設》 

sdjyj.gov.cn. “Wang Lijun, Director of the Provincial Prison Administration, talks 

abou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oot cause of security. Service Rule of Law Shandong 

Ping An Shandong Construction” November 6, 2017 

https://archive.is/0tAbm 
123百度百科山东齐鲁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http://archive.is/JBOr4 

124 2018 年 1 月 7 日山東省監獄網《山東省監獄基本情況》 

https://archive.is/3HVZ7 
125
山东齐鲁电机制造有限公司-看准网

https://www.kanzhun.com/gongsi/63837b0775c44ba8aa624a0d5eafe7a2/ 

http://archive.is/jbq27 
126百度百科《山东济南发电设备厂有限公司》 

baike.baidu.com.“Shandong Jinan Power Equipment Factory Co., Ltd.” 

http://archive.is/mFgcO 
127
山東省監獄管理局裡能分局原局長曹務順被開除黨籍來源:齊魯網  2015-02-27 

http://archive.is/FECpn 
128《百度百科》山東裡能集團 

http://archive.is/YHN09 
129《百度百科》山東裡能集團 

http://archive.is/EAbVA 
130《新浪新聞》品質是核心綠色即特色  ——訪山東裡能集團總裁、裡彥發電有限公司總經理曹務

順 

 2006 年 03 月 31 日中國環境報  本報記者 季英德 

http://archive.is/SBLpG 

131百度百科《山东省鲁北监狱》 

https://archive.is/A46mj 

132 2018 年 4 月 28 日今朝齊魯《等待二十年監獄中完婚魯北監獄為 5 名服刑人員舉行集體婚禮》 

https://archive.is/CF17n 

133百度百科《冯刚（吉林省司法厅副厅长、省监狱管理局局长）》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AF%E5%88%9A/15955350 

134http://sft.jl.gov.cn/nsjg/zzxcjyc/gzdt/201803/t20180307_3725457.html 

1352015 年 12 月 15 日吉林省四方農業有限責任公司《劉長權總經理到一分公司開展調研工作》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504235951/http://jlsifang.com/xinwen3/g564t.html 
136
广西华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_百度百科 

https://archive.is/WaWMk 
137http://www.gxsf.gov.cn/gzyw/5/5475.html 

《广西司法厅官网》 自治區黨委組織部到自治區監獄管理局 宣佈監獄局主要領導任免 2015/05/08 

https://archive.is/xG684 
138《百度百科》 廣西黎塘監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F%E8%A5%BF%E9%BB%8E%E5%A1%98%E7%9B%91%E7%8B%B1 

http://www.gxsf.gov.cn/gzyw/5/54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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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2017 年 10 月 18 日鳳凰新聞《【喜迎十九大】消防演練保平安》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506175411/http://share.iclient.ifeng.com/news/shareNew

s?fromType=vampire&aid=sub_33778106&channelId= 

140《百度百科》 上海市監獄管理局 

https://archive.is/tjztR 

141 2017 年 10 月 30 日上海監獄管理局《上海監獄局黨委中心組舉行十九大精神專題學習（擴大）

會》 

https://archive.is/VDF3j 

142《百度百科》 上海市監獄管理局 

https://archive.is/tjztR 

143《上海司法行政》 市司法局關於給予王通亮等同志記功嘉獎的通報 

 https://archive.is/ewiAk 

144《上海四岔河监狱》 上海市四岔河监狱 

 https://archive.is/2hj3g 

145 2010 年 10 月 18 日上海司法行政《市司法局關於給予王通亮等同志記功嘉獎的通報》 

https://archive.is/ewiAk 

146上海市四岔河监狱-单位简介 

https://archive.is/2hj3g 

147互动百科《白茅岭监狱》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419225943/http://www.baike.com/wiki/%E7%99%BD%E8%8C%85

%E5%B2%AD%E7%9B%91%E7%8B%B1 

148 2014 年 9 月 5 日上海監獄《上海各監獄多措並舉幫助服刑人員提升知識技能水準》 

https://archive.is/CAOfz 

149 2014 年 12 月 29 日上海市監獄管理局《上海市青浦監獄》 

https://archive.is/5l7G0 

150《百度百科》福建省監獄管理局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E7%9C%81%E7%9B%91%E7%8B%B1%E7%AE%A1%E7%

90%86%E5%B1%80 

https://archive.is/Khtt3 

151福建省监狱管理局《领导介绍-陈由顺》 

https://archive.is/9EtUd 
152
《百度百科》 黑龍江省監獄管理局 

https://archive.is/fleRK 
153《人民网》 宋恩接替滕曉光任黑龍江省監獄管理局局長 沃嶺生 2 月任黨委書記 2015/08/17 

https://archive.is/hJhXu 
154
《黑龍江省監獄管理局》 局領導 欒景和 

https://archive.is/L6e75 
155《百度百科》 齊齊哈爾監獄 

https://archive.is/j4wWz 
156
《黑龍江省監獄管理局》 齊齊哈爾監獄召開推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常態化制度化和作風整頓

工作動員大會 

https://archive.is/CHXlq 
157《百度百科》 老萊監獄 

https://archive.is/3Ur2K 
158
《99 街》祖國的生日禮物，你給了嗎？給了生日禮物祖國 2017/10/01 

https://archive.is/AxGsB 

159維琪百科《甘肅省監獄管理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98%E8%82%83%E7%9C%81%E7%9B%91%E7%8B%B1%E7%AE%A1%E7

https://baike.baidu.com/item/福建省监狱管理局
https://baike.baidu.com/item/福建省监狱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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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86%E5%B1%80 

160百度百科《劉琰（甘肅省監獄企業集團公司原總經理）》 

https://archive.is/zh6LD 

161甘肃省监狱管理局-天水监狱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510130645/http://www.gsjyglj.gov.cn/sysIndex!view.do?i

nfoId=f63482314edd2d46014eddbfa2a70008 

162 2018 年 4 月 20 日甘肅省監獄管理局《天水監獄召開“強化監規紀律淨化改造環境”專項活動

動員大會》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510180654/http://www.gsjyglj.gov.cn/sysIndex!view.do?i

nfoId=2c916b9362dedc410162e25d12500004 
163
《甘肃省监狱管理局》 武威监狱 发布日期：2015-08-07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420175841/http://www.gsjyglj.gov.cn/sysIndex!view.do?i

nfoId=f63482314edd2d46014eddc574e1000a 
164浙江东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簡介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420191432/http://mall.cnki.net/magazine/article/ZJZE20

0118011.htm 
165 

《浙江省司法厅》胡方锐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420191614/http://www.zjsft.gov.cn/col/col1371304/index

.html 
166《百度百科》浙江省临海监狱 

https://archive.is/KhUfn 
167《浙江省司法厅》 钱国伟组长到台州市、省临海监狱调研指导工作 发布日期:2017-02-21 

https://archive.is/jBUPk 
168
陕西省益秦集团简介   

https://archive.is/Po8MM 
169百度百科《陝西省監獄管理局》 武威監獄 

https://archive.is/Tiq4e 
170
《百度百科》 陝西省監獄管理局 

https://archive.is/Tiq4e 
1712018 年 3 月 9 日陝西省監獄管理局《鳳凰網：延安監獄與四川邛崍監獄結為友好監獄》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509032429/http://www.sxjyw.gov.cn/contents/81/8298.htm

l 
172陝西省監獄管理局-陝西省黃陵監獄 

https://archive.is/uw5Dw 
173 2018 年 4 月 30 日中國監獄資訊網《陝西省黃陵監獄赴漢江監獄參觀學習黨建工作》 

https://archive.is/TR7JQ 
174北京市監獄管理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AC%E5%B8%82%E7%9B%91%E7%8B%B1%E7%AE%A1%E7

%90%86%E5%B1%80 
175
清河分局柳林监狱 http://www.bjjgj.gov.cn/sub_unit/qianjin/ 

176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柳林监狱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AC%E5%B8%82%E7%9B%91%E7%8B%B1%E7%AE%A1%E7

%90%86%E5%B1%80%E6%B8%85%E6%B2%B3%E5%88%86%E5%B1%80#cite_note-4 
177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柳林监狱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AC%E5%B8%82%E7%9B%91%E7%8B%B1%E7%AE%A1%E7

%90%86%E5%B1%80%E6%B8%85%E6%B2%B3%E5%88%86%E5%B1%80#cite_note-4 
178百度百科《李随军》 

bkso.baidu.com. “Li Sui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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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kso.baidu.com/item/%E6%9D%8E%E9%9A%8F%E5%86%9B 
179 河南省亞豪電器製造有限公司《公司概況》   2018-05-06   https://archive.is/PiEQp 
180
《大河網》  省豫中監獄 組織員警外出學習  2008/11/21 

https://archive.is/bcx4Y 
181《中國社區網》 洛陽監獄舉辦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96 周年紀念大會 2017/07/03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420233802/http://www.heymaide.com/content/2017-

07/149906306636721.html 
182 

洛阳中联建华工贸有限公司_百度百科 https://archive.is/kW6J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4%9B%E9%98%B3%E4%B8%AD%E8%81%94%E5%BB%BA%E5%8D%8E%E5%

B7%A5%E8%B4%B8%E6%9C%89%E9%99%90%E5%85%AC%E5%8F%B8 
183
百度百科《重慶市監獄管理局》 

baike.baidu.com. “Chongqing Prison Administration” 

https://archive.is/F5NRy 
184 2016 年 5 月 13 日重慶監獄網《【重慶】重慶市監獄系統第一屆“金劍杯”羽毛球賽勝利閉幕》 

zjsjy.gov.cn. “[Chongqing] The first "Golden Cup" badminton tournament of Chongqing 

Prison System was successfully closed” May 13, 2016 

https://archive.is/NfW8M 
185
重庆市南川监狱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2 

186百度文库专业资料，重庆监狱简介 https://archive.is/ZDYKs 
187重慶市政府網 - 資訊公開 - 重慶市司法局 https://archive.is/I3TaL 
188
百度文库专业资料，重庆监狱简介 https://archive.is/ZDYKs 

189谷歌“朱錫明重慶市墊江監獄”搜索結果 

https://archive.is/UJa2d 
190
2016 年 6 月 20 日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我校承办重庆市永川监狱民警服装技能培训班》 

https://archive.is/lIACk 
1912011 年 2 月 12 日百度文库-重庆监狱简介 

https://archive.is/ZDYKs 
192
  2016 年 3 月 21 日，江西省监狱管理局《关于驻江西省司法厅、省监狱管理局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人员的批复》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506131457/http://xxgk.jiangxi.gov.cn/bmgkxx/ssft/fgwj/

qtygwj/201603/t20160321_1255845.htm 
193 

《百度百科》吉安監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89%E5%AE%89%E7%9B%91%E7%8B%B1 
194  吉安市吉安监狱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506132405/http://www.9yjk.com/%E5%90%89%E5%AE%89%E5%B8

%82%E5%90%89%E5%AE%89%E7%9B%91%E7%8B%B1/ 
195百度百科《青海省監獄管理局》 

https://archive.is/qshIE 
196秦躍福 青海省監獄管理局分黨組成員、副局長 2018-03-30     

https://archive.is/1Z57C 
1972014 年 8 月 6 日西宁文明网《青海省西宁城西区西川监狱》https://archive.is/rV9Bk 
198
 2017 年 6 月 19 日青海新聞網《新起點新希望省西川監獄"新起點"電視臺成立小記》 

https://archive.is/7ORjN 
199百度百科《海南省监狱管理局》 

https://archive.is/OvHgG 
200 2017 年 7 月 17 日浙江省監獄管理局《海南省監獄管理局副局長李大海一行到我省監獄系統考

察》 

https://archive.is/0Aqw1 

https://archive.is/ZDYKs
https://archive.is/0Aq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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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 月 2 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干部任免信息》 

https://archive.is/ZxLwk 
201
 2013 年 05 月 08 日中国警察网《曹艺拟任宁夏自治区司法厅副厅长、党委委员》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510125145/http://news.cpd.com.cn/n18106/c17011156/cont

ent.html 
202
宁夏监狱-下属监狱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510124029/http://www.nxjyw.gov.cn/prison/xiashu/xiashu

_index.jsp 

 
203
宁夏监狱-下属监狱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510124029/http://www.nxjyw.gov.cn/prison/xiashu/xiashu

_index.jsp 
204 《网易新闻》 天津市監獄實行體制改革成立集團 實現監獄與企業分開 2009/06/26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421024344/http://news.163.com/09/0626/02/5CN0IUPD00012

0GR.html 
205
 2012 年 7 月 5 日明慧網《湖北沙洋範家台監獄的奴工迫害（圖）》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7/5/湖北沙洋范家台监狱的奴工迫害（图）-

259733.html 
206 2012 年 7 月 5 日明慧網《湖北沙洋範家台監獄的奴工迫害（圖）》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7/5/湖北沙洋范家台监狱的奴工迫害（图）-

259733.html 
207云南省光明磷化工总厂《关于我们》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425140655/http://www.114nz.com/index.php?m=yp&c=com_in

dex&a=about&userid=17612&zt=about 
208《明慧網》河北省女子监狱、女子劳教所奴工产品的真面目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3/14/河北省女子监狱、女子劳教所奴工产品的真面目

-254218.html 
209
 2012 年 7 月 5 日明慧網《湖北沙洋範家台監獄的奴工迫害（圖）》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7/5/湖北沙洋范家台监狱的奴工迫害（图）-

259733.html 
210https://www.ajinga.com/company‐detail‐new/1800/  
211
http://bbs.fobshanghai.com/archiver/tid‐6001514.html 

2122012 年 6 月 12 日明慧網《黑龍江省監獄、勞教所部份奴工產品（圖）》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6/12/黑龙江省监狱、劳教所部份奴工产品（图）-

258807.html 
213
2012 年 6 月 12 日明慧網《黑龍江省監獄、勞教所部份奴工產品（圖）》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6/12/黑龙江省监狱、劳教所部份奴工产品（图）-

258807.html 
2142012 年 6 月 12 日明慧網《黑龍江省監獄、勞教所部份奴工產品（圖）》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6/12/黑龙江省监狱、劳教所部份奴工产品（图）-

258807.html 
215
2014 年 2 月 20 日明慧網《遼寧省女子監獄的奴工血淚》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4/2/20/辽宁省女子监狱的奴工血泪-287898.html 
2162014 年 2 月 20 日明慧網《遼寧省女子監獄的奴工血淚》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3/1/12/辽宁省女子监狱的奴工迫害-267696.html 
2172016 年 7 月 2 日明慧網《遼寧女子監獄慫恿犯人折磨法輪功學員》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6/7/2/辽宁女子监狱怂恿犯人折磨法轮功学员-

330803.html 

https://www.ajinga.com/company‐detail‐new/1800/
http://bbs.fobshanghai.com/archiver/tid‐60015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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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2005 年 10 月 24 日明慧網《遼寧省女子監獄奴工迫害法輪功學員（圖）》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5/10/24/113046.html 
219
2005 年 10 月 24 日明慧網《遼寧省女子監獄奴工迫害法輪功學員（圖）》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5/10/24/113046.html 
220 2011 年 12 月 17 日明慧網《“金龍魚”背後的奴工迫害》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1/12/17/“金龙鱼”背后的奴工迫害-250649.html 
221
 2013 年 2 月 9 日明慧網《曝光黑龍江省泰來監獄的奴工產品（圖）》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3/2/9/曝光黑龙江省泰来监狱的奴工产品（图）-

269357.html 
222
 2007 年 8 月 4 日明慧網《上海監獄、勞教所繼續大量生產奴工產品（圖）》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7/8/4/160155.html 
223
 2007 年 8 月 4 日明慧網《上海監獄、勞教所繼續大量生產奴工產品（圖）》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7/8/4/160155.html 
2242014 年 7 月 22 日明慧網《中共監獄奴工勞動調查報告》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4/7/22/中共监狱奴工劳动调查报告-294957.html 
225
2014 年 7 月 22 日明慧網《中共監獄奴工勞動調查報告》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4/7/22/中共监狱奴工劳动调查报告-294957.html 
226
2014 年 7 月 22 日明慧網《中共監獄奴工勞動調查報告》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4/7/22/中共监狱奴工劳动调查报告-294957.html 
2272012 年 6 月 17 日明慧網《河北省女子勞教所部份奴工產品（圖）》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6/17/河北省女子劳教所部份奴工产品（图）-

259031.html 
228
2012 年 6 月 17 日明慧網《河北省女子勞教所部份奴工產品（圖）》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6/17/河北省女子劳教所部份奴工产品（图）-

259031.html 
2292012 年 6 月 17 日明慧網《河北省女子勞教所部份奴工產品（圖）》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6/17/河北省女子劳教所部份奴工产品（图）-

259031.html 
2302012 年 6 月 17 日明慧網《河北省女子勞教所部份奴工產品（圖）》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6/17/河北省女子劳教所部份奴工产品（图）-

259031.html 
231
2012 年 6 月 17 日明慧網《河北省女子勞教所部份奴工產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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