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张照片截取自法新社记者吕蓓卡·戴维斯在推特上发布的
一段视频，反映了北京西红门地区外来人口房屋遭到强拆的情
况。北京当局在一场导致重大伤亡的火灾后，借机驱逐了数以
万计的外来人口或是拆毁了他们的房屋。那些孑立寒风中的被
驱逐家庭的图片在网上广为流传，并引发了中产阶层网民的强
烈抗议，但是审查机构很快便开始大规模删帖。根据香港大学
的“微博圈”（Weiboscope）项目提供的言论审查数据，新浪微博在11月26日和27日针对驱逐外来人口和
一家幼儿园虐待儿童事件的删帖速度超过了10月18日中共“十九大”召开当天的速度。

图片來源: 吕蓓卡·戴维斯（Rebecca Da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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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过节之时，中国打压之机
本期分析

萨拉∙库克

自由之家东亚资深
研究员，《中国媒
体快报》负责人。 

利用西方节假日判决异议人士和实施言论审查，避免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上个月，当美国家庭在准备他们的感恩节大餐的时候，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著名人权
律师江天勇入狱两年。他的罪名是企图 “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采用的方式是在网上发表
文章、与外国新闻媒体谈话以及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当事人案情等等。咋一看，案件判决的
时间点似乎是某种巧合。但是，中国政府长久以来一直选取主要民主国家忙于重要节日的
时机，对言论自由维权人士进行判决或是乘机加强言论审查。今年或许也不例外。

就在两年以前，另外一位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在紧随感恩节之后的“黑色星期五”当天被
判处入狱6年，这一天是美国最重大的购物节日之一。2013年，部分新闻记者针对日益严
厉的言论审查举行罢工，而郭飞雄则因为举行抗议支持记者而受到惩处。他被拘禁两年
多，并且成为国际社会重点关注的对象，而这也更加让人们怀疑对他的判决是刻意选在美
国的节日期间。

类似的案件也发生在圣诞节和新年前后。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因为他在网络上发表
文章和倡导民主的《08宪章》而在2009年圣诞节被判处11年刑期。著名律师浦志强曾经为
持不同政见者艺术家艾未未和其他因批评中国政府而面临打击报复的客户担任辩护律师，
他在2015年12月22日被判处缓刑3年。

李波是因涉及出版中国领导人八卦书籍而遭到拘禁的几位人士之一。2015年12月30日，他
从香港神秘失踪，再次出现时已经在中国身陷囹圄。他显然是遭到中国安全部门的绑架并
被偷运回中国内地。这起前所未有的案件让整个香港社会不寒而栗。

中国当局长久以来一直选择节假日期间实施针对外国新闻机构或科技公司的言论审查行
动，这些机构或公司在此期间的反应会相对较慢或不那么坚决，因为行政人员都在忙于与
家人团聚。

例如，迫于北京方面的压力，苹果公司于2016年12月23日在它的中国在线商店撤下了《纽
约时报》的手机应用。这家报纸在2017年1月4日之前都没有对此做出反应，可能是认为在
新年之后做出反应能够得到媒体和政策制定者更多的关注。在此之前的两年，2014年12月
28日，谷歌公司的Gmail电子邮件服务在中国遭到封杀——尤其是手机邮件应用。Gmail
服务虽然之前已经连续数月遭受阻扰，但是追踪谷歌流量的工具显示那一天出现了急遽下
跌。

对于国际新闻机构和外国政府而言，尽管时间点相当纠结，这些事件还是得到了报道和官
方反响，例如美国国务院对此表示的关注。不过，由于节假日期间工作人员减少，使得各
国使馆没有足够人力作为观察员参加有关案件的庭审听证，或是像平时那样迅速发表声
明。而且，即便新闻机构对刘晓波和江天勇这样不公正的入狱判决作出报道，读者和观察
人士也自然会在他们休假期间对诸如此类的案件予以较少关注。

经过一年严厉的网络言论审查之后，展望今年的节日季，很多著名维权律师依然身陷囹
圄。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王全璋已经被单独囚禁超过两年，而他的律师在上周再次被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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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他或许很快会面临审判。曾经遭受酷刑的高智晟律师，今年8月再次遭到拘禁。

所有关心这些维权人士，以及其他成千上万关押在中国的监狱或拘留所的政治或宗教犯
命运的人们，在未来几周都将会密切关注任何更进一步的惩罚或限制措施并作出回应。

这种节假日模式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国际压力的敏感性远高于他们愿意承认的程度。即便
公众的强烈抗议未能改善囚犯们的处境（虽然常常如此），也至少可以让中共领导人意
识到他们不能利用和平、欢快和感恩的庆典掩盖他们可耻的判决。

新闻报道
网民抗议大规模驱逐“低端人口”和虐童丑闻

11月，北京市以“安全”为名用迅速强拆的方法使得北京大批低收入劳工无家可归，这
一做法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爆愤怒声讨。引发网络一片哗然的除了这次扫荡行动，还有
在其前后发生的上海和北京两家幼儿园的虐童丑闻。尽管迅速遭到言论封锁，对这些事
件的公众反应达到了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之后罕见的规模，当时数百万愤怒的微博用 
户迫使政府公布了灾情和拙劣的掩盖手段。此类事件之后都会出现一段严厉的网络言论
管控。

这次大规模驱逐和强拆事件发生在11月18日的一场大火之后，这场火灾发生于一座北
京大兴区一座外来务工人员居住的建筑物，有19人丧生。北京市长蔡奇立即下令进行全
市范围的“消防安全”检查。以此为由，成千上万的外来务工人员和低收入居民被紧急
驱逐，被迫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之内腾出他们的房子。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众多被驱
逐的家庭在零下的严寒中徘徊在首都的街道上，身上背着或者是用纸板箱装着他们的家
当。这些图片让人们想到有关如何让城市“瘦身”的官方讨论中所用到的一个术语：“
低端人口”。《人民日报》在2010年的一篇社论中首先使用这一说法，“低端”应该是
指人们从事的某些类型工作，而不是指他们作为人的内在价值。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常常是模糊的，一位网民披露了北京各区的官方文件，描述了“清理”和“控制”“低
端人口”的种种措施。

随着从餐馆到电商配送等行业都受到驱逐行动的波及，中产阶层的网民们也把“低端人
口”一词用在自己身上，以表示与流离失所的工人们团结一致。在淘宝上甚至一度销售
一款印有“低端人口”字样的运动衫，随即便与其他一些涉及这一“敏感词”内容一
起“被消失”了。根据Weiboscope提供的“言论审查数据”，审查速度甚至超过了10
月份中共“十九大”开幕当天的水平。100多名知识分子、律师和艺术家签署了一份在网
上流传的公开信，敦促北京市当局停止驱逐行动。在强烈的抗议声浪之后，官方媒体似
乎也对北京市政府提出批评，而那位市长似乎软化了立场。

同时，那两起虐童丑闻也震动了全国。11月9日，一些来自上海携程幼儿园的监控视频
流传到微博上，携程是中国最主要的旅行社之一。在一段视频中，一名员工推搡一名女
童，导致她的头撞向桌子并跌倒。另一段视频中，一名男童因为被强制喂食芥末而嚎啕
大哭。这一虐童丑闻在网上引发的风波甚至盖过了美国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11月
24日在网上曝光的第二起虐童丑闻聚焦“红黄蓝教育机构”，这是一家上市公司，经
营幼儿园和其他学习中心。北京一所红黄蓝幼儿园的家长们声称他们的孩子受到“性侵
犯”，并且在孩子的胳膊上发现针头痕迹，还有老师让孩子服用“白色药丸”。但是这

中国媒体快报: 2017年12月

2

https://www.amnesty.org/en/documents/asa17/7091/2017/en/
http://www.smh.com.au/world/beijing-citiziens-regain-their-voice-and-challenge-authority-20171130-gzw1ps.html
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42113608
http://chinamediaproject.org/2017/11/30/the-official-origins-of-low-end-population/
http://chinamediaproject.org/2017/11/30/the-official-origins-of-low-end-population/
https://twitter.com/rebeccaludavis/status/935813961370312705
http://weiboscope.jmsc.hku.hk/
http://www.scmp.com/news/china/policies-politics/article/2121633/chinese-intellectuals-urge-beijing-authorities-stop
http://shanghaiist.com/2017/11/17/ctrip-child-abuse.php
http://supchina.com/2017/11/27/needle-marks-and-sleeping-pills-beijings-worst-kindergarten-abuse-scandal/
http://supchina.com/2017/11/27/needle-marks-and-sleeping-pills-beijings-worst-kindergarten-abuse-scandal/


www.freedomhouse.org

11月8日至9日，唐纳德·川普首次作为美国总统访问中国，中国政府推出了所谓“国
事访问增强版”，其中包括在紫禁城的晚宴和表演——这是以往美国总统从未享有的待
遇。中国官方媒体对此次访问和川普总统本人的报道绝大多数都是正面的，尽管报道特
别集中于展示一个自信的中国如何热情好客。各新闻媒体接到“特别指令”，要求在它
们的网站和手机应用的显著位置发布有关欢迎仪式的新闻。而在美国方面，川普总统则
避免在那些可能惹恼中国东道主的议题上发表评论，比如民主和人权等等，甚至在一个
新闻发布会上他都没有指责美中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尽管对北京在这个问题上的指
责是他2016年竞选活动的一部分。

官方媒体的报道占据了新浪微博的主导地位，而很多帖子的评论功能都被禁用。而对于
其他一些帖子，只有“精心挑选”的评论才能得见天日。“关键词过滤”和其他审查手
段删除了微博和微信朋友圈中批评川普的帖子，从有关批评川普访问对北京市交通的影
响到转发一篇有关习近平与川普11月9日签署2530亿美元贸易协定的文章。被删除的帖
子中有两篇来自美国驻华使馆的官方账号，其中有一篇引述了川普总统对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说，在北韩问题上“战略忍耐的时代已经结束。”

川普总统同意在与习近平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不接受媒体记者的提问。前三任美国总统
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都在新闻发布会或公众见面会上接受了记者提问，尽管奥巴
马总统在其总统任期的第一次访华期间没有这么做。川习联合新闻发布会没有在中国进
行电视直播。

中国官方媒体欢迎川普改变了先前针对中国的强硬言论。《环球时报》11月9日的一篇社
论将川普总统对美国媒体深刻的不信任，归咎于这些媒体制造“假新闻”误导中国公众
认为川普是不受欢迎的和愚蠢的。这篇社论还指出，川普总统“迄今为止还没有利用人
权问题给中国制造麻烦”，这与过去的美国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方式有所不同。

在很多方面，川普与习近平都是截然不同的，尤其在如何使用社交媒体方面。习近平只
在微博上发布过一则帖子，而这显然也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同时，这位美国“推特大
王”在访问北京期间也同步发推，还用一张他和习近平以及两位第一夫人在紫禁城的照
片更新了他的推特账号标题图片。在回答一个有关川普在中国长城防火墙内使用被屏蔽
的推特是否合法的问题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解释说，中国人民只是“用不同的
方式进行交流”，而“你不应该对总统对外界保持联系的能力有所限制。

川普总统访华期间的宣传、审查与推文

一次，警方声称由于硬盘损坏导致监控录像丢失。11月29日，警方指控两名家长编造谣
言，而另外一名女子则因在网上声称军方人员涉嫌性侵红绿蓝幼儿园儿童，以“传播谣
言”的罪名被拘留。尽管官方试图压制这起事件，但有关的视频和帖子还是广为流传。

言论审查和监控新动向：Skype下架、鲁炜被查、视频监控、《寻梦环游
记》（Coco）上映

•	 Skype从应用商店消失：11月初，Skype从腾讯和奇虎360等中国公司，以及苹果公
司的应用商店中消失。苹果公司一名发言人对媒体说，“公安部通知我们，一些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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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互联网协议的应用中的言论不符合当地法律。因此这些应用已经从应用商店中撤
除。”在禁令之前已经安装了Skype的中国用户依然可以使用这一服务。拥有Skype
的微软公司由于发现TOM-Skype对用户进行言论审查和监控，在2013年终止了与香
港TOM集团的合作关系，并改进了这一应用对用户隐私的保护。微软的新合作伙伴“
光明方大”是中共喉舌《光明日报》与北大方正集团的合资公司，不过显然这些官方
关系也没能避免Skype被下架。 

•	 前言论审查大佬“中枪”：11月21日传出新闻，前“网信办”主任鲁炜因“严重违
纪”正接受调查。徐琳在去年突然接替了鲁炜的职位，并继续了其前任在中国的网 
络空间钳制言论和扩大监控的工作。11月22日，一份泄露的宣传指示要求网站和社 
交媒体平台查禁对鲁炜案件的评论，并删除任何相关的“对制度进行攻击的负面评
论”。被指控“严重违纪”的中共官员通常都是失宠于习近平主席并在“反腐”运 
动中落网。 

•	 摄像头无处不在：IHS Markit机构在11月12日发表的一份报告中，估计中国视频监控
的软硬件市场在2016年价值64亿美元，使其成为全球同类产品的最大市场。此外，
预计到2020年，这个数字在中国还将增长三倍以上。中国和海外投资人，包括硅谷的
风险投资公司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都在支持制造监控产品的中国技术公
司。中国监控产品远销海外，包括美国。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公司42%的股权归中
国政府所有，而这家公司占据了全球视频监控设备20%的市场份额。由于中国政府正
致力于打造包含人脸、语音和甚至步态识别软件的全国性安保摄像网络，百度、阿里
巴巴和腾讯等中国科技巨头正在开发监控技术。中国的执法机构与这些公司合作，监
视公民，并使用相关数据以反恐的名义拘捕可能是无辜的人。 

•	 《寻梦环游记》（Coco）获准上映：迪士尼·皮克斯（Disney-Pixar）的动画电影
《寻梦环游记》11月24日在中国影院公映并迅即获得巨大票房成功。从技术上讲，一
部以墨西哥“亡灵节”为主题而且有鬼怪角色的电影，是不应该毫发无损获准通过审
查的。中国主要媒体监管机构发布的2008年审查指南第4条中，明确列出了必须从所
有电影中“删除或修改”的“鬼怪和超自然现象”内容。而这一次，似乎是祖先崇拜
的共同价值观克服了这些规定。网民中间流传着一个故事，说或许是Coco的故事让
电影局审查员感动泪奔，所以才能一刀未剪顺利过关。这并非是审查规定第一次做出
让步，2011年《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2）》的发行与大卖也说明了这一点。

港澳地区:	中国国歌怎么唱？香港记者怎么做？澳门议员怎么当？

•	 北京强令禁止“藐视国歌”：自从三年前的“雨伞运动”以来，香港球迷每逢赛前演
奏中国国歌时总是嘘声四起，即便将要出台的法律将对此定罪，他们依然我行我素。
在11月9日对阵巴林的表演赛中，哄笑和嘘声淹没了《义勇军进行曲》；在11月14日
对阵黎巴嫩的亚洲杯资格赛上，这一幕再度上演。11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今年
10月通过的《国歌法》加入了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实际上就是要求香港制定新的
地方法律以实施新规定。澳门也将制定类似的法律，因为《国歌法》已经同样被加入
了澳门《基本法》。大陆的《国歌法》要求对那些在公共场所不尊重国歌的人判处3
年以下徒刑。 

•	 记者受恐吓：今年八九月间，《香港自由新闻》主编汤姆·格兰迪、评论员蒂姆·哈
姆特以及格兰迪在英国的家中，都收到了恐吓信。有一封信列出了50名外国记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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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外
压力下的澳大利亚出版商	、	苹果CEO在中国、加纳漫画家的抗争、	
凯蒂 ·派瑞被拒签

•	 压力之下的出版商：11月2日，澳大利亚艾伦与昂温出版公司（Allen & Unwin）通
知克莱夫·汉密尔顿教授，他的新书《入侵无声：中国如何将澳大利亚变成傀儡？》
（Silent Invasion: How China Is Turning Australia into a Puppet State）的出版将
被推迟，直到“法院对目前的一些问题作出决定。”根据来自艾伦与昂温公司首席执
行官的8封邮件，汉密尔顿相信出版商是对两起与中国相关的诽谤诉讼有关。这两起
诉讼是针对费尔法克斯传媒和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因为这两家机构都发表了有关中
国在澳大利亚政治影响力的调查报告。作者已经要求出版商退还出版权，以便为新书
寻求其他出版机构。另外，11月21日，美国学术出版商Sage表示，他们已经受到北
京方面的特别关注，如果不遵照有关的审查要求，他们或许只能离开中国。在这家公
司受到威胁之前，今年早些时候已经有剑桥大学出版社和斯普林格·自然出版社至少
是短暂地向中国的言论审查做出过妥协。 

•	 苹果CEO出席乌镇大会：12月3日，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在浙江省乌镇召开的
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开幕式上表示，“本次大会的主题——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开
放共享——也是我们苹果公司的共同愿景。”这个会议是由中国“网信办”组织举办
的。库克在发表这次讲话前不久，刚刚回应了德州共和党参议员特德·克鲁兹（Ted 
Cruz）和佛蒙特州民主党参议员派屈克·莱希（Patrick Leahy）的质询，有关为何
苹果公司在今年夏天从它的中国应用商店撤下了VPN应用。库克说，苹果公司删除了
674个应用程序，远远超过了最初报告的60到80个。他还声称，“我们相信，我们在
中国的存在有助于促进更大的开放性，促进信息的自由流动。”很对中国问题专家对
此表示了异议。《中国数字时代》编辑塞缪尔·韦德（Samuel Wade）写道，“在
互联网大会的舞台上表演、用共同愿景和未来等动听语句为东道主粉饰、为中国官方
有关‘公开性’的空洞论调背书，库克这次太过分了。”

活动人士，其中有些人是《香港自由新闻》的员工，称他们是“犯有传播仇恨和分裂
香港、中国社会罪行”的人，并指出他们可能在2018年1月被驱逐出境。哈姆特被警
告说，“在政治上，如果一个人不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敌人，他很容易受伤，”还继续
说，“如果汤姆在未来几年遇到什么不测，我和很多人都会感到遗憾。”香港警方于
10月4日就此展开调查。同一天，香港新闻记者协会和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声明
表示支持，并敦促当局找出恐吓信的幕后人物。 

•	 澳门民主派议员遭停职：12月4日，新当选议员和支持民主的“新澳门学社”主席苏
嘉豪，被澳门立法会停职。这一变化削弱了民主派在议会的影响力并且取消了他的 
刑事豁免权。苏嘉豪因2016年5月参加在澳门特首崔世安官邸前的抗议示威，而面
临“加重违令罪”的指控。这次集会是为了抗议半官方的澳门基金会向广州的暨南
大学1亿人民币（1500万美元）捐款中可能存在的违规行为。（据称，崔世安与澳门
基金会和暨南大学均有关联。）当警方要求抗议者解散时，人们用抗议信做成纸飞机
并扔过官邸围栏然后和平离开。在停职听证会上，苏嘉豪只被允许回答议员们的问
题。26岁的苏嘉豪是立法会最年轻的议员。他也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以来第一位被
停职的议员。他的案件也呼应了那些在近一年从香港立法会被撤职的民主派或支持独
立的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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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良心犯	
李明哲

11月28日，湖南中级人民法院判处42岁的台湾人权
活动人士李明哲5年徒刑，原因是他在中国和国外的
社交媒体上讨论民主和1989年天安门屠杀等问题。
据报道，他还在网上谈论台湾民主化问题并且试图
帮助中国政治犯家属。李明哲被指控“颠覆国家政
权”，这个罪名常常被用来囚禁中国大陆批评中国
政府和中共的活动人士。而李明哲是第一位被判处
这一罪名的台湾公民。和他同时被判入狱的还有一
名中国公民彭宇华，被判7年徒刑。

李明哲3月来到大陆，不久就与朋友们失去联
系。10天之后，传出消息他已经被警方拘押。他被
指控“颠覆国家政权”并于9月在湖南接受审判。他
自己选择律师的请求被驳回，并被限制与他妻子会面。在电视转播的庭审中，他承认了
对他的指控，包括在网络谈话中“攻击”中国政府并提倡“西方式民主”。在此之前，
最近几年被拘押的中国和香港维权人士、律师和书商都被采取了明显的强制电视认罪。

国际人权组织和台湾政府对李明哲受到的严判迅速表示了谴责。他的妻子对丈夫表示自
豪，表示当“追求梦想时，你必须准备付出代价。”观察人士还指出，李明哲判决对公
民社会的更加广泛的影响不仅涉及台湾，而且也涉及整个世界。人们会意识到，如果
他们从事支持中国民主和人权的网络活动，那么去中国旅行将会令他们身处险境。据报
道，李明哲案件已经在台湾造成了寒蝉效应，并引发了台湾公民去中国旅行是否安全的
争论——在那里中国政府通常会予以台湾人同样的“国民待遇”。

•	 加纳漫画家拒绝屈从：加纳的政治漫画家布莱特·阿克沃（Bright Tetteh 
Ackwerh）在他4月份的漫画“我们在乞讨”中讽刺了加纳政府对受到中国公司支持
的有害非法金矿的反应。漫画描绘了丑化的习近平和中国驻加纳大使孙宝红。中国驻
加纳使馆向加纳政府递交了一封信，抱怨“存在很多有关中国人民的歪曲和带有偏见
的报道和故事，尤其有些报道和漫画诋毁中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阿克沃随即以漫
画《他们在威胁》讽刺中国使馆的抱怨。中国大使孙宝红显然没有继续追究并且改变
了策略，她参加了阿克沃7月份举办的一个作品展还甚至在一幅有关她的讽刺漫画前
拍了照片。 

•	 凯蒂·派瑞签证被拒：根据在新浪微博流传的一份信件，美国流行歌星凯蒂·派瑞
（Katy Perry）在10月承诺“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在11月底上海维多利亚秘密 
时装秀期间举办的演唱会上“不发表任何有关宗教和政治言论”。不过她的承诺没有
任何效果——她被无限期拒绝进入中国。这一禁令很可能是因为她2015年的台北演
唱会，当时她披着台湾国旗，身穿太阳花长裙，显然是向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致
敬。在那次运动中，抗议者们成功地阻止了一项两岸贸易协定的通过，很多人担心这
项协定将会使得北京对台湾拥有更强的政治影响力。吉吉·哈迪德（Gigi Hadid）、
伊琳娜·莎拉波娃(Irina Sharipova)和其他几名预期参加维多利亚秘密时装秀的模特
也被拒发签证。时装秀如期举办，但是警方在晚上9点之后打断了表演之后的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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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起来	！
•	 订阅《中国媒体快报》：每月直送电子邮箱，获取《中国媒体快报》最新信息，最深入分析。

免费发送！点击这里或发送邮件至 cmb@freedomhouse.org。

•	 分享《中国媒体快报》：帮助朋友和同事更好地理解中国不断变化的媒体和言论审查全景。

•	 获取未经审查的消息内容：请点击这里或这里，找到比较流行翻墙工具的综合测评以及如何
通过GreatFire.org获取翻墙工具。

•	 支持良心犯：三位维权律师因行使 言论自由权在内的基本人权，而被关押在中国并且面临遭
受酷刑的危险。他们是国际“给良心犯写信”活动的本月焦点。访问相关链接为高智晟、李
昱函和江天勇发出你们的声音！

未来看点

节假日审判和网络审查：关注对诸如高智晟律师、王全璋律师等维权人士的指控、审判或判决的
有关新闻；或关注在圣诞节和新年之夜，外国媒体和技术平台是否遭到屏蔽——如同本期分析文
章所描述的“节假日模式”。

香港有关国歌和安保立法：由于中国立法机关将新的《国歌法》加进香港《基本法》以及球迷们
对中国国歌的蔑视，关注亲北京的香港立法会议员们的立法提议，或许会通过一项法案将有关不
尊重国歌的处罚规定完全纳入香港法律。此外，中国官员上月再次呼吁香港制定安保法，此提议
在2003年由于大规模抗议而被搁置，因此要关注是否会重新设法订立这一法律，这将进一步降低
香港的自由度。

拟议的反对外国在澳大利亚进行政治干预的法规：上周，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宣布
计划订立新的法律，禁止外国政治捐款，并创建一个“透明方案”，要求外国政府代理人报告他
们与政府的关系，这项计划是模仿美国的《外国代理人注册法》。这一提议是在众多媒体发表了
中共干涉澳大利亚的政治、媒体和大学的报告之后做出的，尽管拟议中的法律不会单独针对中
国。关注早在本月就可能提出的有关立法细节。

中国媒体快报: 2017年12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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