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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笔者在新疆开展田野调研期间查阅有关劳动力转移

的资料时，偶然读到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一篇题为《出售维吾尔：“再教

育”、强迫劳动和超出新疆的监视》的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报告通过解读公开的中文资料、卫星图片、学术研究成果及

媒体报道等二手研究资料，对三家使用新疆维吾尔族工人的企业进

行了个案研究，提出有“充分证据”表明在中国政府的主导下新疆

维吾尔族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劳动者自 2017年至 2019 年：1.在

内地企业接受“强迫劳动”作为“再教育”活动的延续；2.在内地

企业务工期间被“严密监控，居住在被看守的宿舍，且被限制自由

流动”；3.在内地企业务工期间“没有宗教信仰和休息休假的自由，

且被迫在工作时间外学习国家通用语言和接受意识形态教育”。基于

以上论述，该报告认为一些在中国境内的工厂正在使用国家劳动力

转移计划下的被强迫的维吾尔族工人，并称这一用工行为“污染”

了全球供应链。3 

无论是作为新疆本地人或是社会科学领域的青年研究者，笔者

认为这篇报告的指控是十分严肃且令人震惊的。在当今世界，任何

形式的“强迫劳动”都是不能被接受的，“强迫劳动”既不符合中国

相关法律法规4的要求，也得不到道义上的支持。面对报告中所述的

 
3 Vicky Xiuzhong Xu,Danielle Cave,Dr James Leibold, Kelsey Munro and Nathan Ruser. Uyghurs 

for sale: ‘Re-education’,forced labour and surveillance beyond Xinjiang,ASPI,Canberra,1 

March 2020,online.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 2020 年 9月 17 日发布《新疆的劳动就业保障》白皮书，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等法律法规，《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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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少数民族群众正在内地企业接受“强迫劳动”的论述直接促使

笔者决定亲自就“强迫劳动”这一指控进行实地调查。 

具体来说，本研究使用焦点小组访谈、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

等研究方法，对广东省 5 家聘用新疆少数民族工人的企业进行了调

查（其中包括报告中提到的 2 家企业），共计访谈了包括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在内的新疆少数民族务工人员共

计 70 人（受访人自由选择用他们习惯使用的语言接受访谈），参与

观察了 5 家企业新疆少数民族工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以期能够用

一手调研资料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新疆少数民族群众为什么到内地企业务工？ 

2.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在内地企业务工的工作及生活情况如何？ 

3.到内地企业务工对新疆少数民族群众有什么意义？ 

4.这些少数民族群众对未来又有怎样的计划？ 

以上述问题为指引，本研究从新疆籍务工人员的视角出发，描

述并还原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在内地企业务工的真实情况，为研究新

疆籍务工人员的劳动与就业提供一个本土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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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提出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

民族群众在内地企业务工是在被逼迫、受威胁下进行的“强迫劳

动”，而非出于个人的自由选择，因此在访谈中我们首先想要确定的

是新疆少数民族工人为什么要到广东务工？研究发现，这 5 家企业
 

例〉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

益保障法〉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等地方性法规规章，

为公民平等享有劳动就业权利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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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疆少数民族工人全部都是出于个人自由选择到广东省的企业务

工，其选择到内地企业务工的原因较多，包括受宜居的自然环境和

更高的经济收入吸引、希望和家人朋友在一起工作、期望给子女提

供更好的教育资源、想巩固和学习新技能、作为开阔眼界的机会

等，各类原因占比如图 1 所示： 

 

图 1: 新疆少数民族工人在广东省企业务工各类原因占比 

下面将具体描述访谈中较为集中的三方面原因：即受自然及社

会环境吸引占 15%，高收入吸引占 36%，家人朋友介绍占 24%，另外

有 13%的工人是受教育资源吸引，8%是为了学习语言和技能，5%是

期望能够借此机会开阔眼界，笔者将其也放置在社会环境吸引方面

进行分析。 

��i��?Ñ@�ïÌ

人口学中的推拉理论（Push and Pull Theory）认为在市场经济

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口迁移的原因是人们可以通过搬迁改善

生活条件。于是，在流入地中那些使移民生活条件改善的因素就成了

拉力，而流出地中那些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就成了推力，这两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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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作用于人口迁移。5研究发现，内地省份更优质的社会经济条件、

更宜居的自然环境成为吸引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前来务工的“拉力”，

而流出地中那些不利的社会经济调节作为“推力”使他们更愿意到内

地企业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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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受访人在聊到回家乡后是怎么跟身边人讲述自己内地务工

的经历时，都会提到内地的社会发展和自然环境，这是他们会重点夸

赞的部分。除此以外，所有的受访人都表示他们会向家乡亲友介绍所

在企业十分可观的薪酬待遇和较为轻松的工作内容，并建议他们有机

会也要出疆务工。 

!�Þ[\@åæÌ

笔者调研的5家企业474名新疆少数民族工人的实发工资在4500

 
5 李强.影响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3(1):12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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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月-5500元/月之间，人均月收入为 5010元，其中 35%的工人工资

约为 4500元/月，40%的工人工资约为 5000元/月，19%的工人工资约

为 5500 元/月，另外有 2 家企业 6%的工人（加班和夜班较多或岗位

技术含量较高）工资可达到 6500元/月，同时 5 家企业都配有新疆少

数民族厨师，厨师平均工资为 3500元/月。也就是说，新疆少数民族

工人的年收入约为 49500元到 71500元，人均为 55110元（以一年工

作 11 个月计算，因为工人每年有 1 个月回家乡休假），即便是工资最

低的新疆少数民族厨师的年收入也可达到 38500元。 

  
图 2:新疆少数民族工人在广东省企业工资收入情况 

 

图 3:新疆少数民族工人在广东省某企业 2020 年 8 月的工资条显示 

当月实发工资为 6425 元 

 

根据《2019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2019 年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103元，城镇居民人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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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收入 3466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122元。6不难看

出，在广东务工的这些新疆少数民族工人的人均年收入不仅远远超

过了家乡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甚至也超过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高收入的吸引成为新疆少数民族工人选择来内地企业务工的

主要原因之一。 

 

 

 

图 4:在广东省务工的新疆少数民族工人收入与新疆居民收入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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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2019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0 年 04 月 02

日，http://district.ce.cn/newarea/roll/202004/02/t20200402_34604870_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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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来自新疆和田的工人在生产车间看他 2020 年 08 月的工资条 

另外，在内地务工的新疆少数民族工人也会在亲友之间相互打听

各企业的工资待遇和岗位情况，并自由选择到经济收入更高或者有自

己更喜欢的工作内容的企业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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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从青岛电子厂辞职到广东来务工的新疆塔吉克族工人 

在讲述她的务工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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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 企业生产线参与观察的过程中，有企业人事部门的负责人带

我们参观，期间有两个新疆少数民族工人看到人事负责人到了生产线，

停下手上的工作专门来询问厂里最近还招不招人，有 3 个在东莞打工

的工人想过来，人事负责人表示可以明天联系他并留下了联系电话。

在 B企业员工餐厅和新疆少数民族工人一起吃饭时，一起聊天的工人

接到电话后表示他需要去车站接一个刚从其他企业辞职过来的朋友，

不能再继续和我们聊了。 

./012345*

研究发现，新疆少数民族工人到内地企业务工的另一个原因是受

到有出疆务工经历的家人朋友影响，他们对内地务工经历的讲述使得

在家乡的人们对出疆务工产生了兴趣。另一方面，由于积极的信息来

自身边可信任的人，使得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出疆务工的意愿更加强烈。

调研中，有近三分之二的工人是夫妻、家人或朋友一起来内地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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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与带一家 5口人来广东打工的新疆柯尔克孜族工人在车间访谈 

 

总的来看，新疆少数民族群众主要是在内地社会经济环境、自然

环境、高薪工作机会的吸引和家人朋友影响下自由选择出疆务工。从

他们的务工经历中我们能看出，新疆少数民族工人完全能够根据自己

的意愿决定他们务工的地点和期限，其中薪酬待遇和工作环境成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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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他们务工选择的主要因素。 

¸bÂ¥¦½@ÇÈÊËÌ

参与式观察、访谈及记录等调查研究方法正在被学者普遍使用，

本研究选用这些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从微观层面观察新疆少数民族工

人在内地企业务工的日常生活。这一部分笔者将用深描和展示访谈内

容的方式，呈现田野调查的 5 家企业中新疆少数民族工人的日常生

活。 

��¥É@3üÌ

在内地务工的新疆少数民族工人每天正常的工作时间大多为 8

个小时（部分技术类岗位工作时间更短），分为白班和夜班两个班次，

在企业订单较多时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有额外的加班，除了加班和夜

班有额外的工资和补贴，技术类岗位也有绩效工资。虽然田野调查中

的 5 家企业生产的产品各不相同，但生产一线工人每天的工作日程基

本相似，因此描述中不做单独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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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小组访谈结束后，笔者在各企业生产车间、员工餐厅、职工

宿舍和工人租住的家中继续开展调研，一是为了能与更多新疆少数民

族工人进行沟通和交流，二是为了能够参与观察到他们日常工作与生

活的全貌。 

我们发现，新疆少数民族工人在内地企业务工期间享有宗教信仰

自由、使用本民族语言和文字的权利、可以根据自由选择住所，如免

费的集体宿舍、廉价的夫妻房或自费出租房等，同时企业为照顾新疆

少数民族工人的宗教信仰和饮食习惯，配备了专门的本民族厨师，提

供清真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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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生产车间戴着头巾工作的新疆少数民族工人 

调研中涉及的 5 家企业都为新疆少数民族工人免费提供集体宿

舍，一般为 2-4 人/间，亲友多愿意选择住在一起，集体宿舍配有独

立卫生间和浴室，也装有空调、全自动洗衣机等常用家电；对于夫妻

工人，企业会优先给新疆少数民族工人提供免费或廉价（100元/月）

的夫妻房，也有一些工人选择在工厂附近租房居住（300-400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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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少数民族工人喜欢用带有少数民族风格的装饰布置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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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中有很多少数民族工人都主动给我们看了他们从新疆带来的民

族服饰，表示在庆祝节日或者企业组织活动时会穿，还与我们分享了

他们在庆祝古尔邦节等节日时的留影。 

 

图 9：新疆少数民族工人住所的布置 

饮食方面，笔者在 3 家企业和新疆少数民族工人一起吃了他们日

常的职工餐，在我们调研当天 A 企业的午餐是碎肉抓饭加煮鸡蛋，B

企业的晚餐是米饭加大杂烩菜，C企业的晚餐是肉汤鸡蛋面条，且口

味都符合各民族不同的饮食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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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 B 企业用餐时偶遇了从孟加拉国来该企业学习技术的穆

斯林工程师，在交谈中他们表示因为新疆职工餐厅提供的餐品不仅清

真也更符合他们的口味，所以他们一行人向企业申请在这里就餐。与

其他 4 家企业提供国家通用文字和少数民族文字的双语菜单不同，这

家企业的菜单有国家通用文字、柯尔克孜文、英文三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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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广东某企业新疆少数民族职工餐厅三种语言版本的菜单 

除了在职工餐厅用餐外，新疆少数民族工人平时下班后也会到周

边的清真餐厅和烧烤店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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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生产情况的不同，所调研的 5 家企业每周有 1-2 天的休

息日，员工也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请事假、病假；在国家法定节假日，

新疆少数民族工人依法享受休假的权利，如果因企业需要在国家法定

节假日上班，企业会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向工人支付三倍工资。 

访谈中，新疆少数民族工人向笔者介绍了他们在休息日和节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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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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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新疆少数民族工人参加企业文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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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新疆少数民族工人参加企业文艺活动 

除此之外，在新疆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各企业也会安排庆祝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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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新疆少数民族工人在内地企业庆祝古尔邦节 

./6789:*

考虑到新疆少数民族工人往返路程远，所调研的 5 家企业都会每

年给他们放 30 天的探亲长假，按期返回的工人可享受由企业提供的

免费交通费用，其中 4 家企业报销往返交通中的火车卧铺车票，1 家

企业报销机票，也有新疆少数民族工人表示因为淡季时票价相差不多，

他们更愿意补差价购买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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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目的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回答新疆少数民族工人出疆务

工是否存在“强迫劳动”、是否“失去休假和自由流动的权利”等报

告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而是期望能够了解新疆少数民族工人出疆务

工的生活经历和他们对这种经历的意义赋予。虽然我们不可能完全了

解某个个体，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深度访谈了解其生活经历，在个体用

故事的方式讲述其经历的过程中必然会赋予这种经历以自身的意义，

笔者认为这种意义赋予的内容及过程是我们探究新疆少数民族工人

出疆务工体验的最佳途径。因此，这一部分笔者期望通过几个新疆少

数民族工人自己讲述的个人故事来探究到内地企业务工对他们的意

义。 

��"ZjäÌ

新疆少数民族工人通过出疆务工大幅增加了他们的家庭经济收

入，用自己的劳动创造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美好生活。2015 年，受访人

17和她的丈夫从新疆阿合奇县来到广东某企业务工，至今已经有 5年

了，访谈中她向我们讲述了夫妻俩的务工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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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结束后，受访人 17 带我们参观了她在广东的家，还主动加

了笔者的微信，希望我们能保持联系。当天晚上我们回到酒店后，她

给笔者发了微信问候，并询问我们是否知道企业内部的消息，她很担

心会因为企业受疫情影响，效益不好而失去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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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企业负责人和人事部门的座谈中，我们了解到今年受疫情影

响，该企业的订单下降较多，所以今年没有太突出的招工问题，但是

这几个月情况有了好转，明年应该还会有用工缺口，对于现有的新疆

少数民族工人他们还是会继续聘用。笔者将了解到的信息转述给了这

位工人，希望她暂时不要太担心。 

另外一位受访人的故事，也让我们了解到出疆务工的机会对新疆

少数民族工人维持生计来说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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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ö#Àj^�EÂj'Q�xj@ý�ö�}rQRN@e¦¢

|Å�d§Q�_��ÕÅx§|�e�½Í�¥d~`§Q© ð%

Sì@êQ3×%1a@ýcxS ¡""" å|�s�@ý?�}x§

R�Sr|EÌ

与上述新疆少数民族工人一样，对于出疆务工的少数民族工人而

言，内地企业这份高收入的工作是他们家庭主要的收入来源，为他们

维持生计和追求美好生活提供了经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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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出疆务工，少数民族群众有机会接触到内地发达省份的社会

经济生活，在亲身体验先进的科学技术及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后，不

仅开阔了眼界，转变了过去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摒弃

了过去诸如“不重视教育”、“重男轻女”、“靠天吃饭”等落后的观念，

开始逐渐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并重视子女教育，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的

地位得到提升，勤劳致富的美德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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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内地企业务工的经历让新疆少数民族牧民、农民走出牧区

和农田，来到中国发达的东部省份感受到了世界的发展和多样化，在

现代化工厂作为工人的体验使他们对先进的科学技术有了切身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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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新疆少数民族工人在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共同劳动、生

活、互相交往交流的过程中，不仅加深了彼此的了解，结下了深厚友

谊，并且逐渐接受并主动学习和吸纳现代文明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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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在生产车间的新疆少数民族工人 

另外，到内地企业务工对少数民族女性家庭和社会地位的提升起

到了重要作用，调研中少数民族女性工人指出出疆务工在增加其收入

的同时增强了她们在家庭中的话语权，还有许多少数民族夫妻工表示，

共同务工的经历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妇女地位，增进了夫妻感情，实现

了家庭中的男女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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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笔者与新疆少数民族工人进行焦点小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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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新疆少数民族工人在内地企业务工的过程中，语言和

职业技能都得到了显著提高，为他们今后的职业发展和自主创业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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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良好的基础。 

语言方面，笔者调研的 5 家企业中，新疆少数民族员工都是与来

自全国各地的其他员工混合在生产线共同劳动，也就是说他们需要使

用国家通用语言在生产线上与其他工人进行沟通交流，因此掌握国家

通用语言成为在内地企业务工的新疆少数民族工人必须具备的能力

之一。 

 

图 16：生产车间与汉族工人在同一生产线工作的新疆少数民族工人 

出疆务工的机会，为新疆少数民族群众更快更好的掌握国家通用

语言提供了极佳的语言学习环境，相关部门也配备了专门的生活老师

为语言沟通有困难的少数民族工人做翻译，为尽快适应在内地的工作

与生活，新疆少数民族工人也自发的通过各种方法学习国家通用语言。

调研中我们发现，一些少数民族工人在车间和当地工人交流时，普通

话发音带有浓厚的当地方言口音，这是因为他们到内地企业务工后才

开始掌握并提高其国家通用语言交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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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提高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能力外，为更好的适应其工作岗位

和实现个人价值的提升，一些新疆少数民族工人开始学习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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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方面，在笔者调研的企业中，语言和学习能力较强的新疆少

数民族工人都从事着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作，他们不再仅仅是车间流

水线上的普通工人，而是依靠自身努力成为工厂车间的技术人员、办

公室的文员甚至走向了管理层。这样的工人不在少数，以调研中的某

电路企业为例，超过一半的新疆少数民族工人被安排在了重要的技术

岗位，他们极强的学习能力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得到了用工企业的

高度认可。在内地企业的这些技术和管理岗位，新疆少数民族工人收

获的不仅是相对较高的收入和舒适的工作环境，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提



 27 

升了自身价值，改变了命运，实现了更高的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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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车间主任向笔者介绍新疆少数民族工人的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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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获得更为开阔的眼界、高收入的工作机会和提升个人价值外，

对一些新疆少数民族工人而言出疆务工也意味着能够为子女享受内

地优质的教育资源提供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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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为满足新疆少数民族工人希望在内地省份教育子女的

需求，政府、企业和个人都通过各种渠道为其提供便利条件，这些工

人的子女不但能够享受内地优质的教育资源，而且在饮食习惯、日常

接送、课后辅导方面都得到了周到的照顾。 

¸ÏÂt>¥¦zk@ijÌ

调研中我们了解到，在内地企业务工的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对未来

有着多样而细致的计划，但无论是哪种规划，出疆务工的经历都已经

成为影响他们未来人生道路的重要因素。这一部分，笔者将呈现访谈

中新疆少数民族工人讲述的如图所示的几类常见的未来计划，有 45%

的工人希望继续在企业务工增加收入，31%的工人计划用已有的储蓄

回家乡创业，也有 23%的工人计划移居到广东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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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新疆少数民族工人对未来的各类规划占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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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增加家庭经济收入、继续子女教育的需要，新疆少数民族工

人在提到今后计划时表示未来两三年都会继续在内地企业务工，同时

他们也表示因为诸如亲友都在家乡、已经在家乡购置了房产、家中还

有老人需要照料等原因，长远来看还是会选择回到家乡。选择再多干

几年的工人以 40 岁-50 岁的中年人居多，调研发现这一年龄段的工

人以夫妻工、家庭工居多，他们在内地企业务工过程中更倾向于将工

资收入用于储蓄、购买不动产和投资子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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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在生产车间与新疆哈萨克族工人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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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疆务工让新疆少数民族工人亲身感受到了内地相对宜居的自

然环境以及改革开放前沿的发展，长期在内地工作和生活的体验让他

们逐渐产生了移居的想法，并有一些新疆少数民族工人已经把移居作

为短期内要完成的计划，这一部分工人以 20岁-35岁的青年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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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一份自己独立的事业是许多新疆少数民族工人未来所期望

实现的目标，而出疆务工的经历使他们得以积累创业所需的资金，了

解时代的发展和市场需求，并提高了自身的职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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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访谈中笔者也了解到有许多过去在所调研企业务工，有

了积蓄后回新疆创业成功的少数民族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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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在广东 5 家使用新疆少数民族工人的企业开展田野

调查，深入了解了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到内地企业务工的原因、他们日

常的工作和生活、出疆务工经历对其的意义以及他们对未来的规划。

总的来看，本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在内地企业务工的任

何一个环节都不存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报告中所提出的“再教

育“、“强迫劳动”和“监视”。从新疆少数民族工人到内地企业务工

的原因来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前提下，

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受内地省份宜居自然环境、社会发展、高收入工作

机会和优质教育资源等“拉力”的吸引，同时受家乡与内地发达省份

相比恶劣的生态环境、落后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和较低的工资收入水平

等“推力”的影响，自愿选择到广东等发达省份的企业务工，而这一

流动过程也验证了人口学经典的“推拉理论”；从新疆少数民族工人

在所调研企业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在务工过程中

的各项劳动者权利都得到了保障，包括平等就业、获得劳动报酬、法

定节假日休假、休息日休息、参加社会保险、职业安全、宗教信仰自

由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等，也与其他工人一样享受企业的其他福利

待遇，如团建聚餐、集体旅游、生日礼物、婚礼红包等；不仅如此，

新疆少数民族工人还在饮食习惯、子女教育、探亲休假和往返交通等

方面得到了更多照顾，而新疆少数民族工人平时下班和朋友在外聚餐，

休息日外出逛街、到周边旅游，和家人在外租房居住等都能说明他们

在内地企业的生活并没有报告中所谓的“被监管”，从一些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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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根据自身需要和喜好更换务工企业的经历也能看出，他们的流动

完全是自由的。 

然后，劳动力转移是国家扶贫取得巨大成效的方式之一，它不仅

提高了新疆各民族群众的收入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提高职业技

能和语言能力等提升了其个人价值，更重要的是转变了落后的思想观

念，有效促进了西部地区的发展，同时也给全球脱贫事业提供了经验。

广东省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不仅给新疆少数民族工人提供了高薪舒

适的工作机会，还让他们切身感受到了时代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从

而主动融入到现代化进程中，接受更为先进生产方式和生活观念。这

份务工经历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养家糊口的收入、提高语言能力和职

业技能的途径、让子女接受更优质教育的机会等等，未来他们有的想

要继续在内地企业靠劳动赚取高薪，有的希望举家移居广东享受现代

化发展，也有的计划用务工收入实现创业梦想，无论是哪一种选择，

都是新疆少数民族群众追求美好生活最朴素的愿望。 

最后，即便这 5 家企业是合法合规的聘用新疆少数民族工人，用

工过程中充分保障了这些工人的各项劳动权利。调研企业为新疆籍工

人提供了较有竞争力的工资收入，许多在内地务工的新疆少数民族工

人在听说广东省企业提供的工资待遇后自发的来到这些企业务工，而

一些国家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这些雇佣新疆少数民族工人的企

业进行制裁，实际上是打着人权的旗号损害新疆各族人民正常工作的

权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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