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录像截屏显示一个小男孩手持铁棍、对峙城
管，保护奶奶的摊点。这个小男孩一遍挥舞铁棍，
一边高喊，“不准欺负我奶奶！走开！”这段录像
尽管暗示城管臭名昭著的恶劣、甚至暴力行为，但
最初获得了官方许可，多家官方媒体4月14日贴在
他们的社交媒体账户上。但当这段录像开始传遍网
络并吸引了很多批评当局的评论后，《中国数字时
代》报道说，审查人员下令将之撤下所有“要闻
区”。 至4月20日，全球之声的Oiwan Lam 报道
说，社交媒体对这段录像的讨论已经被“支持城管
执法”的观点所主导。

图片來源:《中国数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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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网络安全和信息技术的讲话标志着外国
公司的处境将更加不利

特写

莎拉∙库克

自由之家东亚资深研
究员，《中国媒体快

报》负责人

本文也发表于《外交家》
网站。

中国国家主席以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月就网络安全和信息技术发表了一个讲话，国际媒体
注意到，虽然习近平呼吁要对网上批评持更加容忍的态度，但是审查者们却不许中国网民在
习近平讲话下面跟帖，以防止他们发表负面评论。不过外国记者们忽视了4月19日这个讲话中
其它重要的内容，包括暗示中国政府将会进一步减少外国、特别是美国在中国信息产业中的
介入。

在这篇讲话的前面部分，习近平敦促官员多与公民在网上接触，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要多
一些包容和耐心”。但他是在“加强网络空间治理”以及加强“互联网监督”的前提下这样
说的。

另一方面，党的官员继续惩罚或打压对习近平以及中央政府的批评，包括持不同意见的党
员。习近平讲话后还不到两个星期，有报道说，喜欢在社交媒体发表言论的地产大亨任志强
被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这显然是对他批评习近平2月份就媒体政策发表的强硬讲话的一个
惩罚。

习近平在4月19日的讲话中刚说完要包容，接着就说，中国需要在核心技术上做出快速突破，
加强中国本土产品在相关领域的使用。“核心技术”是一个并未清楚定义的说法，但是习近
平说，它包括“非对称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在一个充满军事比喻的段落中，习近平提
到一些美国公司，如微软、英特尔、谷歌和苹果，说他们是“骨干企业”并具有“协同效
应”，中国公司和国有企业应该形成合力，超越它们。

习近平没有呼吁将外国技术和专门知识完全排除在中国之外，在讲话的最后一段，他以少见
的坦率指出，中国现在面临人才流失，他敦促技术公司建立“人才制度”，从许多国家招募
专家，将在境外的中国人才吸引回来。

尽管如此，这个讲话的方向符合中国政府在可能的领域与可能的时机寻求排斥外国公司和技
术、推广中国公司的趋势。在斯诺登2013年泄露了美国网络监控活动后，推动自力更生似乎
有了更大的紧迫性，但这并不是新事。

美国分析人士 Bill Bishop注意到了习近平讲话中的这个暗流，并在他的中国新闻简报Sinocism
中警告说，“长期来看，中国的目的是在中国信息科技行业去美国化，美国科技公司对此不
应该报任何幻想。” 的确，在这个讲话前几天，苹果的书店和电影两个应用都被关闭，而这
两个应用六个月前才在获得中国政府许可后登场。

全球、特别是美国科技公司的股动和雇员应该注意习近平说的话。这个讲话表明，在目前的
政治领导人治下，美国科技公司不太可能在中国市场有太大发展。中国已经把目标明说了，
再像脸书那样宣传一下习近平语录，像思科那样与中国政府合作改善监控能力，或者像推特
那样雇一个前军队工程师，都不是为未来扩大在中国的市场而奠定基础，反而可能让美国科
技行业领导人看上去很傻。这样的做法还向中国内外中文互联网用户送去一个信息：外国科
技公司对他们的感受抛弃不顾。而他们才恰恰是喜欢硅谷的理想的人，他们赞同开放、言论
自由、创造性，和全球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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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影响外国公司外，中国政府这种限制性的、越来越收缩的政策显然也损害中国国内的互
联网用户。后者无法享受一系列方便和前沿的国际服务，并被排除在全球网络社群之外，在
中国安全机构的监控下他们毫无隐私可言，无法享受中国公司和国际公司进行真正竞争的情
况下会享受到的利益。随着时间的推移，把中国用户、软件开发商、和企业家将会从诸如苹
果这样的全球巨人切割开，也会损害到更广范围的国家经济。

尽管对中国本身有这么多可能的负面影响，但是在习近平2月发表了媒体政策讲话后，最新的
这个讲话不太可能引起内部反弹。相反，批评很可能会来自海外，由于中国管制政策的任意
以及更多网站被封，外国公司在中国利益丰厚的信息技术市场越来越收缩。
 
这也许是为什么官方新华社在对这个讲话的英语报道中（也是大多数外国媒体报道的基础）
淡化了习近平讲话中的这些方面。

新媒体 
美国将中国审查视为贸易壁垒，中国则进一步封锁境外内容

据《纽约时报》4月7日报道，美国官员3月31日首次将中国国家防火墙列入年度贸易障碍清
单。这份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全国贸易评估报告》说，过去一年来，“直接封锁境
外网站的做法更加恶化”，这种做法“对外国供应商造成相当大负担，既损害这些网站本身，
也损害常常依赖这些网站做生意的用户。”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在决定封锁某些网站时的任意
性，比如说，一个看上去完全不相干的居家装饰网站也在“被防火墙封锁”的网站之列。

虽然人们开始再次注意审查对国际贸易的负面影响，但是中国官员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继续封
锁了一系列外国网站和网上服务。4月2日和5日，英语网站《经济学人》和《时代》杂志分别
被封锁，《经济学人》的微信应用据说也被封了。这两个新闻网站被封，看来都源于他们的封
面图片将习近平和毛泽东加以比较，指出越来越显著的习近平个人崇拜现象。一星期后，一个
用于分享文章的平台Medium也被封锁，原因可能是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传播有关巴拿马文件的
内容，以及这个平台可以被用于分享被中国封锁的外媒上的内容。4月中，苹果的网上书店网
站iBooks Store 和网上电影网站iTunes Movie也被封，尽管这两个服务六个月前才在中国获准
上市。这两个服务被封影响到大量中国用户。一个星期后，一个与中国的阿里巴巴公司合作推
出的网络电影和其它内容网站DisneyLife才运作了五个月后就被下线。这些事件对这两个外国
公司来说都是较大的打击，而它们之前比大多数竞争者都在中国享有更大的市场准入。

新媒体
互联网又添新规定：微信新规定，网络电视遭打压，百度丑闻

• 微信新的内部规定：4月12日，微信想用户公布了一系列它将实行的新规定，用来控
制平台上的内容。违反规定的用户可能被永久吊销账户。一些规定限制传播全球社交
媒体普遍限制的内容，如性虐待、或对其他用户的骚扰。另一些规定的目的则在于保
护微信本身，如禁止链接到其它游戏网站。但是新规定中好几条，包括那些针对“谣
言”的规定，都会为钳紧政治、社会、和宗教内容打开通道。近年来，微信在中国网
民中很受欢迎，包括知识分子、活动人士、律师、和记者，部分原因在于它的审查似
乎不像新浪微博那样严厉。跟踪微信上的审查比跟踪新浪微博审查要困难得多，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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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
当局和公民就保外就医、国家媒体诬陷、以及言论自由发生冲突

• 盟友向政府施压，要求给予郭飞雄保外就医：4月26日，著名广东活动人士郭飞雄
的姐姐到监狱看望了他。郭飞雄因2013年声援《南方周末》、倡导新闻自由而被中国
当局枉判六年。她的姐姐报告说，郭飞雄健康恶化，没有得到医疗。消息传出，各地
活动人士5月4日发起了绝食接力，每人绝食24小时，目的是为中国当局施压，满足他
们提出的两个要求：1）允许郭飞雄保外就医；2）公开他以前以及拘押期间的医疗记
录。协调绝食接力的活动人士“哎乌”表示，至5月6日，已经有一千多人在要求释放
郭飞雄的联署上签名。联署由几名中国国内外著名活动人士发起，包括盲人活动人士
陈光诚、权利倡导者胡佳、作家慕容雪村、专栏作家笑蜀。

• 内地活动分子因声援香港雨伞运动而被判刑：据维权网报道，4月8日，在离香港雨
伞运动爆发已经过去了大约一年半的样子，广东省四名活动人士因在网上发帖或照片
声援要求更大的政治自由的香港抗议者而被判刑。王默、谢丰夏（谢文飞）、张荣平
（张圣雨）、以及梁勤辉被分别判处18个月至4年半刑期，对他们的指控是“煽动颠
覆国家政权”。 对他们最初的指控是比较轻的“寻衅滋事”。4月21日，活动分子苏
昌兰也因为在网上发照片声援香港而在广东受到审判。

• 劳工权利活动人士的母亲控告国家媒体诬陷，但随后撤诉：4月初，广东劳工权利
活动人士曾飞洋的母亲状告新华社，指称新华社2015年12月的一篇文章抹黑他儿子
的人品，是沆瀣一气的诬陷行为。她要求新华社从其网站撤除这篇文章、公开道歉、
并提供一百万人民币（相当于大约$150,000美元）的赔偿。诉讼中的被告还包括当地
警察和曾飞洋被关的广州看守所。曾飞洋的母亲陈文英告诉Quartz网站说，在官媒报

大多数微信交流都发生在比较小的、私密的圈子内。

• 电视真人秀与实时播报：4月14日，中央电视台宣布文化部对主要实播平台进行调
查。当局指责越来越多平台上的内容低俗、暴力、或煽动犯罪活动。三天后，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宣布，儿童（特别是名人的孩子）不许参加电视真人秀。Papi Jiang
是一个以在网上发布三分钟搞笑视频而出名的年轻女性。4月19日，有关方面下令删
除大多数Papi Jiang的视频，原因是脏话太多。她随后在有一千一百多万粉丝的新
浪微博道歉，承诺改变方式。中国网民对这些规定和做法的反应多种多样。有些欢迎
减少视频服务和社交平台上的低俗语言、露胸和铺天盖地的广告。另一些网民则表达
了对纯粹娱乐内容的限制、对某些具体规定表示不解，如禁止用暗示性爱的方式吃香
蕉：上传录像的人完全可以换吃黄瓜来绕过这个规定。

• 百度医药广告丑闻： 4月14日，一个名叫魏则西的大学生根据百度搜索引擎广告寻
求可疑的癌症治疗后死亡，搜索引擎的伦理问题在中国成为一个热点话题。他的家人
在这种骗人的治疗上花了20万人民币（相当于$30,700美元）。他的故事在网上激起
很大反响，网民指责百度只认钱、不顾用户安全。政府管制部门5月2日对百度采取
了行动，百度在进行了调查后承诺要改变政策，包括对广告商的所有医疗信息进行检
查，并采用一种新的机制对被误导的用户进行补偿。百度还表达了歉意，清除了一亿
两千六百万条广告以及两千多个不符合规定的医疗机构。网民对百度的医疗广告做法
提出批评，此次并非第一次。今年一月，当用户发现百度将主持医疗论坛的权利卖给
明显有利益冲突的不合格个人或公司的时候，成千上万用户发誓要抵制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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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编辑突遭解雇，六四博物馆关闭，新闻自由每况愈下

香港大学上月进行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香港居民对新闻自由现状的满意度是1997年回归以
来的最低点，其中三分之一答卷者对目前的局面表示不满。主要中文报纸《明报》4月20日突
然解雇一名编辑，令人更加担忧。

《明报》执行总主编姜国元被突然解雇，管理层说，这样做是为了降低支出。明报记者们对
此非常气愤，他们怀疑这个决定与明报当天在头版报道巴拿马文件中关于香港商人和政客的
内容有关。4月24日和25日，5名专栏作家在这份报纸的印刷版中留白，以示抗议。5月2日，
香港四百多名记者和社区活动人士上街抗议，香港记者协会主席宣读了一份由八个记者团体
签署的公开信，要求恢复姜国元的总编职务。

在姜国元被解雇前一个星期，已经有几个事情强化了人们对香港言论自由恶化的担忧。法新
社4月14日报道说，由于所在大楼内其它租户的法律投诉，六四屠杀博物馆不得不关闭现址，
但是博物馆的支持者们说，强迫关闭是有政治动机的。三天后，《南华早报》报道说，与往
年相比，旨在将六四事件搬上舞台的香港民间剧团“六四舞台”今年收到了较少的来自学校
的请求。他们担心学校老师受到压力，不许邀请他们去表演。4月15日，《南华早报》报道
说，第一本英文版讲述香港2014年占中运动的书籍的出版商竟然找不到印刷商。报道指出，
两家印刷厂因书籍主题而拒绝印刷，第三家同意匿名印刷。这一事件反映了2015年五名香港
书商被绑架至中国的事件在香港出版业造成的寒蝉效应。这五名书商所经营的出版社经常出
版批评或曝光中共领导人的书籍。

道后，就连老朋友和家人都开始质疑曾飞洋的道德以及他帮助工人的工作。但是《南
华早报》5月1日报道说，陈文英在遭到法院的压力后被迫撤诉，后者以她孙子的就业
要挟。这个诉讼以其撤诉向我们显示中国国家媒体与共产党司法部门是如何密切合作
的。

• 维吾尔人因观看有关穆斯林的电影而被判刑：自由亚洲5月9日报道说，新疆阿克苏
一个名叫伊利亚辛的男子2月份被判处七年徒刑，原因是他观看了一部关于穆斯林迁徙
的“政治敏感”电影。这部电影的内容目前还不明确，但据报道，当地官员认为，亚
辛和几个亲戚计划出国“发动圣战”而观看这部电影。亚辛所在村落负责治安的一名
官员告诉自由亚洲说，他对这个结论表示怀疑，他说，作为治安负责人，他无法向他
的村人解释这些指控。近年来，很多维吾尔人因为制作或传播任何有关伊斯兰或与共
产党官方版本不同的维吾尔历史而遭到严厉惩罚，但这个案例是仅因为观看被中国当
局认定为极端主义内容的电影而受到的最严厉惩罚的案例之一。

中国之外
推特任命大中华区主管，印度签证，韩国舞蹈节目，美国反宣传提案

• 推特雇用前二炮工程师担任大中华区主管：4月14日，推特宣布雇用陈葵担任包括
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在内的大中华区主管。推特是一个在中国大陆遭到封锁的社交
平台，但对于成千上万翻墙使用推特的中国国内用户来说，它是一个分享未经审查的

中国媒体快报: 2016年5月

4

https://www.hongkongfp.com/2016/04/20/satisfaction-hong-kong-press-freedom-lowest-since-1997-handover-survey/
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6/04/panama-papers-hong-kong-editor-fired/479187/
http://www.nytimes.com/2016/04/21/world/asia/hong-kong-ming-pao-editor.html?smprod=nytcore-iphone&_r=0
https://www.hongkongfp.com/2016/05/02/hundreds-join-protest-sacking-ming-pao-editor/
https://www.hongkongfp.com/2016/04/25/more-blank-columns-appear-in-ming-pao-protesting-sacking-of-top-editor/
http://www.scmp.com/news/hong-kong/article/1940504/ginger-rally-more-400-gather-protest-sacking-top-editor-hong-kong
https://www.hongkongfp.com/2016/04/14/worlds-first-tiananmen-museum-to-close-as-organisers-complain-of-political-targeting/
http://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1936693/hong-kong-theatre-group-dedicated-tiananmen-crackdown
http://www.scmp.com/news/hong-kong/economy/article/1936155/climate-fear-hong-kong-publisher-claims-printers-rejected?utm_source=&utm_medium=&utm_campaign=SCMPSocialNewsfeed
http://www.scmp.com/news/china/policies-politics/article/1940373/mother-detained-labour-activist-takes-state-media-and
http://www.scmp.com/news/china/policies-politics/article/1940373/mother-detained-labour-activist-takes-state-media-and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film-05092016151441.html
https://twitter.com/jack/status/720767307794911232


www.freedomhouse.org

信息的重要渠道。陈葵的任命很快在中国活动人士以及国际观察者当中引发注意和担
忧。许多人指出，她过去曾经是解放军二炮的一名软件工程师，她担任过总经理的一
家技术公司曾经属于中国公安部，她很可能是一名中共党员，推特雇她主要是看上了
她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人们继而担心，她在推特的工作很可能会推动中共的外宣以及
审查政策。她最初的推文呼吁要与中国喉舌媒体进行合作。在一条推文中，她的语言
听起来像是重复习近平的话：“让我们一起努力，向世界讲好伟大的中国故事！” 直
到她获得任命那天，陈葵从来没有在推特活跃过。推特为雇用陈葵的决定辩护，但是
民族主义意味浓厚的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也撰文为她辩护，在怀疑者眼中，《
环球时报》的辩护可谓越护越黑。

• 印度拒绝给予维吾尔活动人士和中国活动人士签证：一组汉族、藏人、维人代表4
月末在印度达兰萨拉举行了一个多民族、多信仰会议。这个一年一度的会议由位于华
盛顿的民主倡导组织“公民力量”主办，今年首次在达兰萨拉举行。 几十位来自世
界各地的个人参加了会议，但是至少三名计划参会的维吾尔活动人士和汉族活动人士
被印度拒签签证，令人担心这是印度受到中国政府压力的结果。据报道，总部位于德
国的组织“世界维吾尔大会”领导人多尔坤、身居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吕京华、前香
港学生领袖黄台仰分别遭遇签证拒签或被收回的经历 。印度当局称，这三人的材料不
完整，但是多尔坤被拒签是最后关头改变的决定，过去也曾有过其他人遭到拒签的例
子，因此这三人相信，他们被拒入境是中国施压的结果，或者至少是中国政府提供错
误信息的结果。

• 中国大使馆施压，神韵表演在韩国被取消：韩国首都首尔一家法庭5月4号发表一项
裁决，取消神韵表演艺术团在KBS电视台音乐厅的中国古典舞蹈演出。裁决中明确指
出中国大使馆对音乐厅拥有者发出威胁。这个来自纽约的表演团体说，它的宗旨是复
兴被中国共产党统治摧毁的五千年中国文化。他们的舞蹈刻画皇朝时代的景象或文学
经典中的一些场景，有些节目则刻画法轮功在当代中国遭到迫害的情景，或者佛教庙
宇在文革期间遭到破坏的场面。这样的主题令神韵成为中共的攻击目标，后者近年来
在世界各地不止60次地试图阻挠神韵的演出。中共施压有时导致演出取消，但是这个
月发生在韩国的事件凸显出两点。首先，同一个法庭刚刚两个星期前裁决神韵可以演
出，这令人怀疑中国或韩国官员是否在此期间对法庭施加了更大压力。其次，法庭在
裁决中表示，如果KBS电视台音乐厅的拥有人KBS电视台允许演出进行的话，北京有可
能对KBS进行报复，阻挠它很受欢迎的韩剧进入中国市场，从而给KBS带来财政损失。
法官裁决说，这样的损失将大大超过这个公司取消神韵演出后需要向后者支付的卖票
损失。这一事件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即在中国大陆的广播收入被明确用作在中国
境外限制言论自由的理由。

• 美国参议院提出一个反宣传提案：一个名为《2016年反信息战法》的提案3月16日
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提出，并提交到了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这个提案由俄亥俄州共
和党参议员波特曼和康乃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墨菲共同提出。提案指出，包括中国和
俄罗斯在内的外国政府使用虚假信息和宣传损害美国及其盟友的国家安全利益。提案
呼吁建立一个信息分析和应对中心，协调对外国政府“信息战”的研究，发展美国政
府全面的应对措施。国会将初步拨款两千万美元建立这个中心，后者还将支持位于美
国以及境外的智库、学术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研究。位于华盛顿的智库“2049项
目”的Claire Chu在《国家利益》撰文说，尽管美国国会有一个很长的反俄罗斯宣传
的历史，这是“国会首次就直接应对中国全面而强力的信息运作而提出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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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讲话的实际影响，美国贸易壁垒指认：随着美国贸易代表3月31人确认中国互联网防护墙构成贸
易壁垒，注意这个指认是否有任何实际影响，包括美国是否加大力度，挑战中国封锁美国网站和技术服
务的随意性。继习近平4月19日讲话后，注意中国对在中国运营的美国科技公司是否会增加限制。

微信强化审查： 继微信4月12日宣布关于内容管理的新规定后，注意用户关于审查、删贴的描述，包括
以前容忍的社会、政治或宗教话题是否受到了更严厉的审查。 

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对新闻与言论自由的影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4月28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这项新法律受到了广泛批评，可能对外国以及中国境内民间社会
组织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造成很大障碍。尽管这个法律大部分条款与自由表达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对境
外组织训练中国记者的限制、对非政府组织网站的限制、对散布所谓的“政治敏感”内容的惩罚、以及
警察部门的技术监控等，都有可能损害媒体和互联网自由。注意这方面的限制以及更广范围内对在中国
大陆活跃的中国以及香港民间社会的寒蝉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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