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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 2012 年 8 月 04 日 转载) 

     海城西洋集团（下面简称西洋）在朝鲜投资的【洋峰合营会社】，是中国目前

对朝鲜投资最大的项目，从 2007 年开始到 2011 年 9 月经过了 4 年多时间，总计投入人民

币 2.4 亿元（3000 多万欧元），建成现代采矿场，年生产 50 万吨铁精粉选矿厂，同时建

成配套设施齐全及朝鲜员工住房 210 栋等。 

     

     2011 年 4 月 25 日，年产 50 万吨铁精粉选矿厂开始投入生产，经过西洋人的努

力，西洋为了在朝鲜顺利开车，把国内选厂的技术骨干 100 多名技术工人派往朝鲜，首次

开车就生产出最优质的铁精粉（铁含量超过 67%，硅含量低于 3%，低硫、低磷的铁精粉）

。经过三个多月中方手把手的教朝鲜工人技术，朝鲜工人也掌握了铁精粉生产技术，生产

出 30000 多吨铁精粉。 (博讯 boxun.com) 
 

     

     2011 年 9 月 6 日，朝方突然提出与合同完全相违背的 16 个问题，朝方单方面

撕毁合同，致使合营会社无法生产。 

     

    以下是朝方提出的主要问题： 

     

    1）、资源费收取铁粉销售价格的 4-10%。 

     

    2）、土地租赁费每年每平方米 1 欧元。 

     

    3）、收取工业用海水费用，每立方米 0.14 欧元。 

     

    合同中规定没有资源费和土地租赁费，原因是朝方以矿山资源和土地出资折 120

0 万欧元，包括了资源费和土地租赁费，现在又重复收费。海水在合同中规定是不收费的

。 

     

     4）、电费每度电按 0.5 欧元收取。（电费在合同中明确规定是每度电 0.33 元

人民币)。 

     

    5）、朝方工人与中国工人实现同工同酬。合同中规定朝方人员工资每月 30 美元

以上，合营会社一直按每人每月 300 元人民币支付。 

     

    6）、选矿厂尾矿库处理的工业废水，即使是清水也不能排入大海。 



     

    选矿厂不许排出清水是无法生产的，朝方等于强行停止生产。 

     

    7）、最严重的问题是生产的铁精粉不准销售。 

     

    8）、并再三强调朝方是法人，企业是朝方说了算（合同规定中方管理）…… 

     

     朝方急于撕毁合同的原因： 

     

     翁津铁矿是朝鲜一直没有开发的储量巨大的铁矿，总储量有 17 多亿吨，是低品

位的贫矿，平均含铁量只有 14%左右。 

     

    低品位选矿技术，是一个世界性技术难题。因为，朝鲜国家封闭制度，也不准许

西洋拉大量矿样回中国实验，所以西洋只能凭经验设计选矿厂，西洋是冒着很大风险进行

投资。 

     

     根据朝鲜外商投资资源类政策和朝鲜的社会条件西洋是不会去朝鲜投资，朝方

为了拉西洋去朝鲜投资，采用欺骗加许愿的手段，所以，合同签署的条款十分优越，包

括 2009 年西洋因为朝鲜政府调整外商投资政策而停止投资，朝方马上以最高人民议会常

任委员会名义给西洋下发【53号文件】，文件内容是保证西洋签署的合同 30 年不变，现

在把西洋从朝鲜赶出来，这不是践踏了朝鲜最高权利机关的权威性吗？ 

     

    西洋从 2007 —

2011 年 9 月经过 4 年多艰苦的投资和克服了人们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终于在 2011 年 4

月 25 日开始投入生产，经过 3 个多月时间，生产出 30000 多吨铁精粉。证明了西洋采用

的选矿工艺技术是完全正确和可靠的。为朝方翁津铁矿完成了工业化大规模的实验并取得

成果。 

     

     2011 年 10 月 18 日，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秘书王丛容和朝鲜合营投资委员会处

长洪南吉的参加和组织下，双方在平壤进行了长达 12 个小时的会谈，会谈没有取得什么

实质性进展。 

     

     2012 年 2 月 7 日，朝方单方面终止双方合同，并下发了朝鲜投资委员会第 58

文件，取消洋峰合营会社企业创立证书。 

     

     2012 年 2 月 29 日朝方开始采用暴力手段强行对中方在工地留守人员断水、断



电、断通讯、砸碎住房玻璃，剥夺中国人外出的自由权。 

     

     2012 年 3 月 2 日，凌晨 2点，岭峰会社金华龙副局长带领武装警察和保安人员

20 多名强行闯进中方驻地，把中方正在熟睡人员强行集中在一起宣布，“洋峰合营会社

取消是经过国家一把总理签字批准”，充分证明不光是企业行为，而是变成了国家行为，

所以你们必须马上离开，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强行遣送以董野社长为代表的 10 名西洋留守

员工，朝方把中方 10 名留守人员押上大巴车，从瓮津现场直接押运到新义州遣返回中国

。用强盗手段全部霸占了西洋在洋峰合营会社的资产。西洋集团在朝鲜投资是做了一场噩

梦，入了朝鲜的虎穴，最终是要搭上性命。 

     

     西洋集团是历届中国 500 强企业，总部位于辽宁省海城市。 

     

    2005 年积极响应国家“走出去”的号召，到朝鲜考察，我们也听说朝鲜人不讲

信誉，国家法律不健全，容易上当受骗，我们在考察中十分的谨慎，所以，到 2007 年才

签署合同。2007 年 3 月，经中国政府商务部批准（商合批【2007】128号），西洋集团与

朝鲜岭峰联合会社合资设立朝鲜洋峰合营会社。 

     

    2007 年 11 月，朝鲜政府贸易省（96-015号文件）对该项目予以正式批复。 

     

    双方合同规定：中方以选矿技术、生产管理技术、无形资产和资金出资（3600

万欧元），占 75%；朝方以翁津地区铁矿资源和建厂土地（折 1200 万欧元）出资，占 25%

。 

     

     西洋集团与朝鲜岭峰联合会社在中国西洋集团总部签订项目合同 

     

     中国政府商务部对朝鲜《洋峰合营会社》项目的批准证书 

     

    朝鲜政府外务省对朝鲜《洋峰合营会社》项目的批准证书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 

     

      

     

    批准第 53号 主体 98（2009 年 10 月 12 日） 

     

      



     

    文件批准的内容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做如下决定： 

     

    1、批准朝鲜岭峰联合会社和中国西洋集团公司签约的洋峰合营会社合同书（200

6 年 10 月 26 日）。 

     

    2、有关部门对签约的内容要正确的履行。 

     

    中国西洋集团在朝鲜投资新建《洋峰合营会社》选矿厂生产的 30000 吨铁精粉 

     

    中国西洋集团在朝鲜投资新建《洋峰合营会社》选矿厂球磨机设备 

     

    西洋集团在朝鲜投资新建《洋峰合营会社》选矿厂鄂式破碎机设备 

     

    朝方合作企业岭峰联合会社法人叫李成奎，他是欺骗西洋的罪魁祸首，这个大阴

谋家大骗子，一直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用花言巧语在欺骗西洋。 

     

    下面举例说明李成奎欺骗西洋的例子： 

     

    1、欺骗之一： 

     

     股份问题，2006 年双方在谈合作股份的时侯，西洋提出要占总股份的 75%，朝

鲜国家当时对资源类合营企业的政策是，朝方所占股份最低不能低于 30%，李成奎为了欺

骗西洋入朝投资，违反朝鲜国家的投资法，同西洋签署了合营合同，朝方只占总股份的 2

5%。为了取得西洋的信任，李成奎伪造了朝鲜政府的投资批准证书。西洋进入朝鲜实际投

资后，李成奎又欺骗西洋说：“朝方股份低于 30%国家不能批准，以前发的批准证书作废

了，要换新的证书。所差的 5%股份我可以从岭峰的分红中给西洋弥补”。当时西洋也没

有认清李成奎这个大骗局，所以上当受骗。只有在 2011 年 9 月 6 日李成奎彻底的撕下了

假面具，露出了阴谋家和骗子的嘴脸后，西洋才知道上当受骗。目前，在双方合同中约定

的股份比例是朝方占 25%，中方占 75%。 

     

    在朝鲜政府批准文号 96-

108 的文件中（2007 年 2 月 14 日），双方股份比例为朝方 25%，中方 75% ，下发文件单

位是朝鲜经济协调指导局。 



     

    在朝鲜政府批准文号 96-

015 的文件中（2007 年 11 月 27 日），双方股份比例为朝方 30%，中方是 70% ，下发文件

单位是朝鲜外务省，这就是最好的欺骗证据。 

     

    2、欺骗之二： 

     

     催促西洋尽快投入生产。按照国际惯例试生产验收时间是 72小时，李成奎并没

有在试生产 72小时之后通知西洋停止试生产，也没有提前告知西洋试生产的产品是不能

销售的，而是天天追西洋快生产，多生产。我们发货的港口是朝鲜海州港，海州港最大吨

位只能进 5000 吨的货船，西洋在生产 5000 吨铁粉后，就催李成奎办理发货手续，李成奎

推脱在办理出口手续，并通知西洋向海州港发运铁精粉，制造出马上发货假象，来欺骗西

洋，一直到 2011 年 9 月 6 日李成奎撕毁合同，朝方才向西洋宣布试生产的铁精粉不能销

售，西洋才知道上当受骗并停止生产，给西洋带来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3、欺骗之三： 

     

     朝鲜国家目前的办事体系是政府各部门对外国人是保密的，不准许外国人去政

府部门办理业务，西洋在同李成奎 2006 年签合同时就有明确分工，朝鲜国家方面的有关

问题由李成奎方全权办理。2009 年 10 月 10 日在平壤签属的协议书第 4条中明确写到：

“尾矿沉淀池…… 由岭峰向国家审批……”。  

     

    在 2011 年 9 月 6 日双方的会谈中才暴露出，朝方既没有向国家报批，也没有设

计和施工，更谈不上审批。他的目的就是不让西洋在朝鲜继续生产赶走西洋。 

     

    4、欺骗之四： 

     

    2008 年末朝鲜政府调整对外投资政策，资源类投资项目由原来的鼓励类变成了

限制类，资源税提高到了 25%，根据企业的成本核算，如继续投资，毫无利润可图。 

     

    经过 1 年的实际操作，才知道朝鲜投资环境的恶劣，供电、供水、交通道路、通

讯设备都没有，再加上朝鲜国家这种封闭政策使很多及其最简单的问题在朝鲜就变成了不

可逾越的大难题，举 2例子说明： 

     

    例子一：中国人在工地需要上街买菜吃饭，这是最普遍简单的事，拿钱上街买就

可以了，但是朝鲜政府规定外国人是不能去自由菜市场，经过中方多次申请，最后通过朝



鲜领导人批准，而且必须由朝方 2 人陪同并在朝方安全部门办理好路条的情况下（如果朝

方陪同人员不足 2 人也不可以，这种情况时常发生，严重影响合营会社正常工作），才能

去距离工地 60公里以外的菜市场。 

     

    例子二：朝方强行给中国人划定活动区域，面积只有 2 平方公里，会社距离海边

近在咫尺（只有 500 多米），但是，中国人下班以后想去海边散步，这是被绝对禁止的。 

     

    给中国人划分行走路线，如：从合营会社到平壤距离 200公里，即使有近路也不

允许走，只能按照朝方陪同人员事先安排好的路线行走。 

     

    中方借为给徐天元社长开追悼会名义，撤回全部中方人员（徐天元是西洋驻朝鲜

总负责人，因为得了癌症回国医治无效去世）。西洋集团董事会作出决定，宁可损失已经

投资的 8000 多万元人民币，停止对朝的投资，所以我们在 2009 年 6 月向朝鲜政府发出了

正式的停止投资函。 

     

    李成奎得知中方停止投资，像热锅蚂蚁多次来中国找西洋董事长说情，又是道歉

又是保证又是作揖，就差没有跪下磕头，并带来朝鲜政府的对外投资委员会的保证函，周

董事长认为朝鲜政府对外投资委员会的保证函级别太低，其保证函没有权威性和法律约束

力，西洋担心在朝鲜投资得不到法律上的保护，所以提出要最高权利机关的保证函。才能

恢复西洋投资的信心，所以，朝方才搞出来一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

任委员会下发 2009第 53号文件（确认书）确认西洋集团 2006 年 10 月 26 日签订的合同

内容 30 年不变的文件，朝方的态度终于感动了周董事长才有了第二次投资。又一次把西

洋骗到朝鲜。 

     

    请看李成奎用欺骗的手段是怎样把西洋拉入朝鲜投资，又怎样把西洋从朝鲜赶出

去，全部霸占西洋在朝鲜的全部资产，以下分十个步骤： 

     

    第一步：以丰厚的条件吸引西洋上当。 

     

    1. 

瓮津矿山铁矿资源丰富储量 17 亿吨，并表示朝方矿权和土地只占总股份的 25%。 

     

    2. 朝鲜国家税收低，没有增值税和出口免关税，企业所得税仅为 10%。 

     

    3. 朝鲜劳动力廉价，30 美元/月每个工人。 

     



    第二步：拉关系同周董事长称兄道弟，在朝鲜破格接待，每次周总访朝李成奎都

是美女鲜花迎接，每次会谈都在平壤万寿台议事厅（相当中国的人民大会堂），安排朝鲜

政府高官接待。 

     

    第三步：向西洋隐瞒朝鲜国家投资方面法规和法律，向西洋许愿。 

     

    第四步：以朝鲜国家政治节日为借口，如：金正日提出的 100天战斗，为“4.15

”太阳节、建党节献礼等，催促西洋快投资、多投资。 

     

    第五步：诱导西洋把试生产，变为正式生产，生产出铁精粉 3 万多吨。 

     

    第六步：李成奎见到了生产出来的铁精粉质量很好，而且经过三个月的生产，朝

鲜工人在中国人的技术指导下已经掌握了选矿技术，没有中国人也可以进行生产，更重要

的是李成奎看到了洋峰合营会社可观的利润。 

     

    第七步：李成奎现在有了资本，撕下面罩露出阴谋家和骗子的真面目。李成奎就

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失去以往的笑脸，态度十分蛮横和傲慢，用恶狼般的眼光看中国人。 

     

    2011 年 9 月 6 日突然向中方提出 16条“国家规定”，不顾以往承诺和合同条款

及全国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 53号法律文件，公然撕毁合同。 

     

    西洋周董事长看了这 16条，简直无法理解。李成奎美其名曰这些都是朝鲜国家

的合营法的规定，生产出来 3 万吨铁粉也不能销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西洋再继续投资

生产，才真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 

     

    第八步：李成奎在即没有通知西洋，也没有召开董事会的情况下单方面强行吊销

洋峰合营会社企业的企业创立证书。 

     

    第九步：给西洋驻朝鲜留守人员断水、断电、断通讯，限制人身自由，砸坏中国

人住房玻璃，用武装警察把西洋留守人员全部赶出朝鲜，遣送回中国。全部霸占整个洋峰

合营会社的资产。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国际强盗行为吗！ 

     

    第十步：现在没有得到中方的同意，李成奎之流单方面把 3 万吨铁粉全部卖掉，

并且进行开车，这种强盗般的做法说明了李成奎之流，答应向中方付 3124 万美元的转让

金全部是假的，为什么转让金没有付就开动设备卖掉铁粉，这不是强盗行为是什么？ 

     



    中国西洋集团董事长每次去朝鲜总是鲜花和美女迎接 

     

    朝鲜为迎接中国西洋集团董事长举行国宴宴会中有歌舞 

     

    中国政府代表团到朝鲜《洋峰合营会社》工地指导参观 

     

     揭秘朝方李成奎等腐败生活方式： 

     

    朝鲜方同西洋合作单位是朝鲜岭峰联合会社，法人李成奎，长得肥头大耳外加一

个草包的肚子，体重 108公斤是朝鲜国第一胖子，大家都知道目前朝鲜是粮食困难时期，

普遍百姓是吃不饱饭，所以朝鲜人体格是比较瘦小，李成奎肥头大耳特殊的体型充分说明

他的生活非常优越丰厚，才能长出这样肥胖的体型。事实一点也不假，李成奎等这些人到

中国后原型毕露丧失国格和人格，向中国人什么都要，要钱、要物、要吃、要喝、要小姐

。回国时光要钱不行还得什么都要，他们来一次中国真是搞得个沟满壕平。 

     

    西洋统计这 4 年除在朝鲜项目投资 3000 多万欧元外，给这些腐败官员的额外费

用多达 80 多万美元。 

     

    1. 

2007 年 6 月李成奎来中国，以为了顺利办理合营会社手续需要打点朝鲜政府各部门人员

为名向西洋索要 20 万元人民币。 

     

    2. 2008 年李成奎买了一台美国的悍马大吉普车向西洋索要 8 万美元。 

     

    3. 2009 年李成奎以支援朝鲜黄海南道建设为由向西洋索要 10 万美元。 

     

    4. 2010 年李成奎以朝鲜员工建房为名，向西洋索要 7 万美元。 

     

    5. 

李成奎带朝鲜代表团来西洋，每次向西洋索要多者 1 万欧元少者 2 万元人民币之外每人还

得购买上万元一套的高级西服，每人最少带 40条中华香烟、手提电脑、手机、服装、日

用品、食品、水果等等回国……。 

     

     这些朝鲜官员到中国后忘乎所以，每天要喝 4顿酒，三顿饭必须喝白酒，到夜

里每个房间最少要 10瓶啤酒，每天喝的醉醺醺，晚上还得找小姐按摩，有时中国人没有

给找小姐，他们就自己喊，把账单挂在房费里，朝鲜代表团每次来西洋从路费开始、房费



、饭费、交通费、旅游费、小姐费用、回国采购费等等，每个朝鲜代表团来西洋最少要花

费 20 多万人民币。这还不说，西洋还得想法为朝鲜代表团开据宿费和餐费发票，他们回

朝鲜再向国家报一份出差费用。 

     

    7. 

中国人去朝鲜什么费用全部得自己负责，朝鲜国家规定外国人吃饭住宿必须在涉外的饭店

和宾馆进行，朝鲜会安排 2 人以上的监督人员 24小时监督中国人的行动，监督人员把吃

、喝、住的费用全部下在中国人的账单上，这还是比较好的朝鲜人，更严重的是敲中国人

竹杠是把家中的花销全部记到中国人的账单上，2008 年 6 月 24 日在朝鲜羊角岛宾馆结账

时发现账单金额超出太多，一问服务员才知道，是李成奎家中办事情从羊角岛宾馆拿了 2

0箱啤酒，帐全部下在我们的房费里，我们一问朝鲜人，他说你们中国人有的是钱不差这

一点，不行就从以后洋峰合营会社我们朝方中的利润扣除，最后搞的我们哭笑不得，只好

说下不为例。 

     

    8. 

2011 年西洋集团周董事长应李成奎邀请去他家做客，又被李成奎索要 2000 美元。 

     

     西洋在朝鲜的投资，简直就像做了一场噩梦。通过在朝鲜 4 年多的时间与朝方

接触，真正认清了朝鲜人欺骗和强盗的本质。西洋投了 3000 多万欧元、花费了 4 年多的

时间，用血汗在朝鲜建成了现代化选矿厂，刚刚见到曙光美梦就破灭—

变成了一场噩梦，一夜之间西洋在朝鲜全部资产就被朝方强行霸占了，充分暴露了朝鲜方

的强盗的真实面目和嘴脸。 

     

     西洋集团为了保护西洋的资产；为了不使更多的中国人再上当受骗；为了不让

更多中国企业去朝鲜投资上当受骗；为了保护更多的中国人乃至全世界各国人民不再上当

受骗；所以，我们大胆的站出来用西洋血的教训，在朝鲜上当、受骗、被抢劫的事实经历

，用事实说话使中国的同行和世界朋友吸取西洋在朝鲜投资的典型教训。不希望有人再上

当，特此宣告。暂停待续。 

     

    朝方必须马上停止开车，尽快归还中方转让金！ 

     

     中国西洋集团 

     

     2012. 8 . 2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