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图是于YouTube上的一则视频的屏幕截图，其中是一群人
在用粤语合唱香港抗议运动的主题曲。《你被听到人民在歌
唱》。该视频被浏览130多万次，来自中国大陆网民的留言
数目之多令人惊讶。 11月15日，「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发布了一组留言的翻译，其中包括：给抗议
者的打气的如「请撑住！」，提供「翻」过防火墙与、登录
上被封锁网站的方法以了解香港抗议的真相的信息源，以及
来自广东、广西，四川以及远在内蒙古的网民问候。

图片来源：HK isn’t DONE! y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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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网路自由2019年达到新低，全世界有可能步
上其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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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领导人对意识形态整合的贪婪胃口之下，没有一个用户或平台
是安全的。

上月底，河北省公安部门和一所学校「严厉批评」了一位登录被封锁网站的15岁中学
生，因其上了被封的网站并浏览被认定为「反华」的内容。几天前，另一位中国网民说，
在他张贴了一则关于小熊维尼–因相似性而常被用来讪笑习近平的卡通人物–的评论后，
他的腾讯微信帐号因「传播恶意谣言」而被中止。不久，当局要追踪这样的个人将会变
得更加容易：12月1日，作为其实名制登记的一部分，所有电信公司皆被要求须取得所有
新网路或手机用户的面部扫描。

这些只不过是近期中国在言论、隐私和信息获取方面令人生畏加强限制的一些案例。 「
自由之家」最新发布的年度全球网路自由评估《网路自由报告》中，将中共政府列为蝉
连榜首四年、世界上最恶劣的网路自由侵害者。然而，即使与中国如此糟糕的的历史记
录相比，去年的纪录仍然十分突出–自这份年度报告十年前问世以来，中国在去年的得分
达到了史上最低。

曾经被容忍的活动遭受极端的审查和惩罚
官方围绕着天安门大屠杀30周年纪念日、香港持续的反政府抗议、以及正在进行的中美
贸易战的偏执与恐慌，使中国对资讯的控制在去年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内容移除、网站关
闭以及社交媒体帐号被删的规模不断扩大，影响了数万的个人用户和内容提供者。非政
治性，着重在娱乐、相亲和明星八卦内容的平台也面临新的限制，特别针对其即时通讯
的功能。就连如过去可以自由传播的资讯，例如经济相关的新闻，也开始被更有系统、
更长期地审查。

近年来，中国国民因接触或分享网路讯息而被拘留或监禁的风险明显地增加。仅仅在过
去一年，几种类别的个体因其网路活动而遭受针对性的法内和法外报复。这些类别包括
推特平台用户，虽然推特在中国被禁，但是用户仍通过如虚拟私人网路VPN的翻墙工具
使用该平台。大量的推特用户被警方审讯、骚扰、拘留，并被迫删除他们过去的贴文。
一些VPN的用户或商家也面临类似的报复，尽管规模小一些。

普通微信用户面临更频繁的拘留和起诉。在2019年被监禁的名单中，有一位微信帐号的
管理员因分享海外热门新闻而在7月份被判入狱两年，广东省一名教授因张贴被禁法轮功
精神运动的相关图片被判刑3年半， 一位22岁的四川省图博僧人因表达对北京减少使用图
博语言的政策的担忧而被捕。几位维护关于公民社会和人权议题的网站的管理员，也面
临判前羁押和长期监禁。最著名的就是人权网站「六四天网」的创办人黄琦，他在7月份
因「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罪」而被判12年徒刑。

在新疆地区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也面临更多的严厉惩罚和长期拘禁，就算他们只是从事一
些平常的网路活动，譬如和海外的亲戚通信。 Erpat Ablekrem，一位颇有抱负的24岁职
业足球运动员，因其用微信联络逃离至海外的家人而在2019年1月被送入劳改集中营。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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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技术快速发展、警察更容易获取用户数据，也造成了更多的逮捕和起诉。在部分的案
例中，起初被用于控制新疆的警务工具–譬如从手机中撷取数据的手持装置–如今已被扩
展到中国的其它地区作使用。

对用户通讯的影响
面临升级的现实报复和对网上言论的法律惩罚，自我审查在中国更加无所不在。失去个
人微信号的风险成为特别有效的威吓，因为微信号被应用在生活的多层面–从银行业务到
订餐–它在今天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已被视为不可少的必需品。

网路动员的空间也被限缩。中国政府对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多年打压的效果在网路空
间也可见一斑–以往敢言的维权人士，在被逮捕或社交媒体帐号被封后纷纷转向沉默。

提供替代性手段—视频分享、直播和区块链应用 —让人们仍可以沟通平常被审查话题的
几个平台，今年也面临新的限制，显示当局决意要补上这个系统中的漏洞。譬如，各区
块链平台被要求强化实名制登记并审查其内容，人工智能设备被用于过滤含有被禁内容
的图片。

全球性的影响
拜访中国的外国游客不该期望自己能幸存于中国政府持续扩张的网路监控和审查网之
外。最近自由之家针对警察用先进的数据库在中国跟踪「重点人物」的研究发现，外国
人是被锁定的族群之一。至少有一位在中国做报导的外国记者说，他的微信帐号被禁，
因为他对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事件「传播谣言」。他不得不承认犯罪行为并提供面部扫描
以恢复帐号。现今对虚拟私人网路(VPN)的限制，和针对登记手机SIM卡须面部扫描的要
求，也可能不成比例地影响前往中国的外国游客。

同时，跨国公司和国际投资者必须面对日益增强的经济新闻审查、美国政府对协助新疆
人权侵害的中国科技公司的制裁，以及如腾讯这样的社交媒体巨擘，在协助侦测和惩罚
合理的政治、宗教或仅仅是幽默性的言论中所扮演的重要脚色。诸如苹果、微软和领英

中国在2019年网路自由报告中的网路自由度得分为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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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
中共四中全会：肯定习近平统治模式，强调技术创新，警告香港

上月，中共中央委员会四中全会闭幕。该会是中共高层领导人的会议，一拖再拖后，终
于10月28日至31日间在军方营运的京西宾馆举行。上次全会是在2018年2月举行。在这
次四中全会的最后公告和决议中，号召中共强化其在社会中的角色，但针对一些重大改
变进行倡导。许多人认为，于上次全会中宣布的修宪废除主席任期相比，本次会议的结
果被认为更多是虎头蛇尾。也许正因如此，此次也没有如同2018年全会结束后出现的舆
论抗议或国家审查加剧。

有关媒体、网路和学术自由，此四中全会有三个重点：

•	 继续支持习近平和他加强政治与意识形态控制的政策：本次四中全会确认了习近平式
的威权主义特色。在习近平长达65页的讲话中，充斥着有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教条 — 这就是一般人们所提到的「习近平思想」的全称，即加强
党的政策，并逐渐融入学校、工作场所、媒体、公共场所和日常生活的其他部分。全
会公告中强调了其需要重新巩固中共党中央力量、扩展中共控制至中国社会全方位，
以及加强人们对中共社会主义体制的信念。会中所展谢的对习近平的强烈支持，消减
了一些早先的猜测–部分人认为会的延迟召开是由于党内斗争和对习近平当权的挑战。 

•	 科技技术投资与创新：今年的四中全会上强调科技技术创新，号召建立一个掌握新
「核心技术」的全国系统。据「乔治城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Georgetown’s 

这样的外国公司已经决定配合在中国的政府审查，也因此可能在中国政府逮捕用户时　
成为帮凶。

尽管在自家庭院的网路审查持续增加，中国政府和其附属的私企却在全世界影响其他国
家的网路自由。在自由之家2018年的《网路自由度报告》，发现被研究的65个国家中，
有36个国家派遣人员到中国进行新媒体或信息管理的培训，有18个国家已经购买了配置
人工智慧的监控系统。 2019年「开放技术基金」（Open Technology Fund）新发布的
研究表明，这两领域的活动持续地扩张，中国制造的网路控制设备和官方培训已经进入
了超过70个国家。

2019年度的《网路自由度报告》研究中还指出，在研发、运用和输出针对社交媒
体的大规模自动监控工具方面，中国已经跃升为领衔者。例如，中国公司乐思软件
（Knowlesys）正计划在即将于杜拜举行的商业会展上现场展示如何「监控目标人物的讯
息、个人资料、所在位置、行为表现、人际关系以及更多」，还有如何为选举「监控公
众舆论」。在该机构2019年度的报告评估的65个国家中，对社交媒体的大规模监控技术
在40个国家中被发现，尽管它们并不是全都采用中国的科技。

今年正值一系列特别敏感的周年纪念，也导致中国审查和监控的升级，但目前没有理由
相信这些新的限制日后会被解禁。相反地  ，中共领导人显然决意无限期的加强压制，执
意追求不可能的目标–意识形态的一致，以及对已和世界接轨的14亿人进行社会控制。越
来越显而易见的是，北京方面祭出的种种措施事实上打着全球的主意，而世界上的其他
所有国家必须在抵制和顺从中做出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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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 for Security and Emerging Technology）研究员艾尔萨•卡尼亚(Elsa 
Kania)指出，四中全会公告中，「创新」一词出现了31次。在本次全会前，习近平就
多次号召中国进一步发展区块链技术–比特币和其它加密货币的背后的技术。然而，
在全会结束、比特币和区块链相关的股票上升后，官方媒体如《人民日报》试图为投
资者降温，敦促他们「保持理性」。  

•	 对香港、台湾的强硬姿态：在四中全会上，尽管没有特别提到在香港发生的动乱，四
中全会公告中还是包含了多次呼吁维护「一国两制」的香港治理模式，并促进台湾与
中国的统一。该公告号召在香港建立一套改进的「维护国家安全」机制，在香港抗议
已进入第六个月以及海峡两岸整合深化之时。公告中还进一步号召出台新政策以培养
台湾民众支持统一的情绪。四中全会结束后官方媒体声明中进一步表明北京欲在香港
事件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之意图，包括更经常的行使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加强爱
国教育，以及对未来特首的选拔进行更严格的审查。

•	 Shutterstock在中国审查检索结果：据媒体The Intercept一篇11月6日 报导，上月，
在其工程师九月份接受到要落实改变的指令后，图片库提供商Shutterstock开始审查
在中国大陆的检索结果。据报导，被禁关键词包括「习主席」、「独裁者」和标志
2014年香港支持民主抗议运动的「黄雨伞」。 Shutterstock 180位员工联名请愿，呼
吁该公司拒绝中国政府审查检索结果的种种要求，并提到该公司许多来自全球各地的
员工本来就「已先遭受了政府压制」。员工们更接着表达了对这些改变可能造成的滑
坡效应，不管是中国变本加厉的主张、或是来自其他国家的类似要求。 Shutterstock
总裁约翰•奥林哲（Jon Oringer）承认公司会在中国过滤检索结果，但是辩解称该
决定与公司的「品牌承诺」一致–让中国的用户仍能使用其平台许多的创意材料来说
故事。从2014年始，Shutterstock开始在中国提供它的图片库，但自去年他们投资
1500万美金于技术平台Zcool后，它涉入中国市场的力度加大。与Zcool的伙伴关系
让Shutterstock得以进攻更被广泛使用的平台，如腾讯的社交媒体广告 

•	 讨论香港抗议后，PewDiePie在中国被审查：著名Youtube网红费里克斯•谢尔贝
里（Felix Kjellberg）—以「PewDiePie」知名— 声称，在他录了一则评论香港抗议
运动的视频后，中国政府审查了网路上与他相关的信息。视频分享频道PewDiePie
有超过一亿订户，是YouTube上排名世界第二的热门频道。在其10月16日的视频
中，PewDiePie 提到了中国政府对海外媒体名人表达对香港抗议者支持的反应，并
分享了一些关于香港抗议以及嘲讽习近平的内容。随后不久，就有媒体和中国网民举
报说，关于他的信息已被从百度贴吧上删除。百度贴吧是一类似Reddit的网上论坛。
据一推特用户说，PewDiePie在中国有60万粉丝，这位用户主要是从转贴在国内的视
频分享和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内容知道他PewDiePie的名字。 

•	 苹果将		腾讯黑名单加入其iPhone浏览器过滤内容：据10月31日Quartz报导揭示，苹
果与中国科技巨头腾讯联手，来辨识哪些在中国的网站要被其浏览器Safari所封锁。
在中国之外，苹果与谷歌的「安全浏览服务」合作，给Safari提供那些含有恶意软件
和网钓内容的网站。谷歌在中国是被封的，苹果便与腾讯合作来实现此功能。然而，
除了恶意网站外，腾讯的黑名单中，还包括中国政府认为的有害内容。苹果一再顺从
中国政府的审查要求以确保其仍能进入中国市场，尽管一些其最收入颇丰的服务如苹
果电视加，苹果书和iTunes租借电影还没有进入中国。

审查近况：Shutterstock，Youtube名人和iPhone浏览器采用腾讯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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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部识别的升级与美国制裁引起民怨与法律诉讼，以及对国际合作的审查	

•	 面部识别系统的应用扩展至更多领域和地区：当局继续扩展面部识别技术的应用，部
分案例引发了公众对隐私被侵犯的担忧。在10月29日与北京举行的「2019年城市轨
道交通运营发展论坛」上，当局宣布城市地铁将推行面部识别技术来分辨乘客，以此
为安全检查系统的一部分。根据最近上传到视频分享平台抖音上的视频显示，在湖北
襄阳，当地政府已在使用面部识别摄像头来监测在市中心闯红灯的路人，并在大的电
子屏幕上播布他们的图像、名字和居民身分证号。过去两月，据报道在江苏镇江、
浙江温州和青海西宁也实施了同样的措施。截至今年5月，上海三分之一的城市公寓
群都装上了面部识别设备，在一些情形下，因没有事前告知而有人就此抱怨。 10月
底，在深圳举行的2019第十七届「中国国际社会公共安全博览会」上，到处是表情识
别摄像系统的广告。尽管专家们说此技术仍处于初始阶段，据报道这些系统已正在新
疆被测试。在博览会上展出的其它技术有监狱监控系统、藏有摄像头的眼镜，以及可
以通过电脑和手机来识别中文和外语的装置。 

•	 中国教授就在野生公园使用面部识别技术提起诉讼：浙江科技大学教授郭兵，就杭州
野生动物世界公园要求游客面部扫描后才能入内，对该公园提起诉讼。在11月1日杭
州法院受理的诉状中，郭兵教授指控该公园侵犯游客隐私，并质询像他这样持有年卡
的会员，当因拒绝被扫脸而被拒入内后，其个人信息将如何被储存。据报，他寻求轻
度经济补偿，但也希望该案例能鼓励在生物数据手机方面加强立法。根据英国《卫
报》（the Guardian）报导，该案例可能「在中国引发更广泛的关于在公司和政府
使用该技术的辩论」。 

•	 与被禁中国公司的国际合作遭受更严格的审视：那些因参与人权侵害和新疆监控而被
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公司，海外公司和机构与其合作已被更严格的地审查。在
10月14日澳洲国家电视台ABC的一则报导指出，一些澳洲的顶级大学因为与美国政
府黑名单中的两家机构有伙伴关系，可能已潜在性地在帮助了中国政府发展监控和军
事技术。据Buzzfeed的11月初报导，科技公司谷歌、苹果和亚马逊继续散布由海康
威视、大华科技和科大讯飞生产的硬件和软件产品，而后三家公司是被美国政府列在
黑名单上的。 11月8日，据匹兹堡当地新闻Action News 4 台报导，由当地地检部门
所购买的几十个城市监控摄像头是由大华科技生产的，大华科技是一家被美图政府列
入联邦机构禁买商家的中国公司，据报道其设备可被黑客攻入。

香港:	政府、机场正在针对网路审查「试水温」

中國境內常見的審查在香港已缺席甚久，在當局對民主抗議採取日益增強的壓迫手段之
時亦然。但在香港抗議進入24週後，有跡象表明這個情況也許正在轉變。 

11月1日，香港高等法院颁发临时禁制令，禁止在「任何基于互联网的平台或媒介」上煽
动暴力或损坏财产。这些平台包括为香港抗议者们广为使用的「电报」app和网上论坛
「吹水坛（LIHKG）」，香港政府指控这些平台促进「非法活动」。此举显然是针对在
「电报」频道诸如「老豆搵仔」和「爆料」以及其它事情。这两个频道每一个都有大批
粉丝，人们用这两个频道收集和共享警察信息。 11月7日，据报导「老豆搵仔」因违背
「电报」服务协议被关。据称，警察正在试图破解该app的加密程序，以揭露频道管理
员、以及使用该软体的抗议者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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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禁令刚一发布，很快引发来自立法院议员们和国际人权组织的反应。立法院信息技术
委员会主席莫乃光表达了对该禁令的担忧，说这「只是试水」，卻可能预示着政府的进
一步审查。在给特首林郑月娥的一封公开信中，数字维权组织Access Now和其它国际
组织（包括「自由之家」）称此禁令「使香港居民的言论自由受到更广泛的限制并影响
人们上通用论坛… …违背基本人权」，并促请香港政府撤回禁令。

来自国际上和当地的压力也许有些奏效。尽管该禁令11月15日被延期 — 该日过期 — 但
据报导延期后的版本范围还是窄了，说网上平台本身不会因在其平台上发布的煽动言论
的暴力而被问责。尽管如此，香港网路协会还是表达了对禁令延期的失望，莫乃光议员
表达了由此而生的在网民中的寒蝉效应。

网路审查已延伸到了政府运营的香港国际机场。十月底，据一位Reddit用户举报，在机
场的公共ASUS网路终端上，「香港自由媒体(HKFP)」网站已被封，尽管在其它非ASUS的
终端上和机场提供的wifi网中，还是可以上去该网站。 「香港自由媒体」是一家独立的英
文数字媒体，它大量报导了香港抗议活动以及警察对抗议者的暴力行为。

抗议尚未有消减的迹象，11月6日中国副总理韩正评论称要在香港施加《国家安全法》，
未来政府审查将会加强。

中國之外:	华为「安全城市」，美国军事设施中的中国摄像头，对大学的影
响，台湾大选

•	 新报告发现华为「安全城市」散布至52国：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11
月公布的一则报告发现，全球52个国家中超过73个城市和华为签署了「安全城市」
协议。通过这些协议，这家中国科技公司给当地政府提供了监控技术，其中包括面
部和车牌照识别摄像头和社交媒体监控工具。在这些协议中，71%的政府是被自由
之家评为「不自由」或「部分自由」的，59%的政府是在亚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
区（Sub-Saharan Africa），71%的政府是在中等收入国家。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
心」的分析也对这些技术在减少犯罪方面的益处提出质疑，说华为的「解决方案很难
验证并看似在很多情形下被严重夸大」。相反地  ，已有各种报告浮现，表明这些系统
正被用来压制在接受国的政治对手。最近美联社在10月16日的报导指出，在塞尔维亚
（Serbia）首都贝尔格莱德（Belgrade），华为摄像头拍到的反政府抗议人士的视
频被警察泄漏给亲政府媒体，之后参与抗议者的照片随名字一起被发表出来。 

•	 纽约公司将中国造摄像头出售给军事基地，并声称他们是美国制造：11月初，联邦检
察官以欺诈罪起诉位于纽约的Aventura技术公司的七名现任或前任员工。他们起诉
该公司将价值数千万的中国保安设备 —Aventura产品虚假声称是美国制造 — 出售给
美国政府部门。据报导该公司重新贴标签来隐藏它们来自中国制造。联邦检查官称购
买者包括军事基地、美国能源部部门、甚至一艘海军航母，并且那些在中国的当事人
据报导对该欺骗行为是心知肚明。 

•	 加拿大中国学生会被取消社团资格：加拿大的各大学仍然为了如何应对越来越多的中
国留学生出现在他们的大学校园、以及中国留学生对校园学术自由造成的影响而伤透
脑筋，但是一项潜在有成效的措施是，当中国学生或官员违规时，校方公正执行相关
规定。 11月3日，加拿大汉米尔顿麦克马斯特大学的学生会（The student un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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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反制	
中国监狱中的政治犯获颁欧洲人权奖

尽管过去类似行为常引来威胁和中
国政府报复–譬如在2010年颁发诺
贝尔和平奖给民主人士刘晓波后，
挪威遭受了一系列的报复行动–但
过去两个月，不同欧洲组织仍将三
项享誉盛名的人权和言论自由奖颁
发在中国监狱的政治犯。

10月底，欧洲议会宣布，欧盟声望
很高声望的人权奖 2019年度萨哈
罗夫奖（2019 Sakharov Prize） 
，颁发给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
木·土赫提（Ilham Tohti）。 10
月初，土赫提获得了欧洲委员会
（Council of Europe）颁发的哈
维尔奖。作为一名学者，土赫提因
致力促成汉族人和维族人的对话，以及为对维族人的人权侵害发声，以「分裂主义」罪
而被判无期徒刑。在他2014年被捕以来，维权人士均提议土赫提获奖，认为他是实至名
归。在目前情势下颁发这些奖项，既彰显了他遭受的苦难，也象征他代表少数民族发声
而遭噤声。估计有100万维族人，因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种族，被关押在中国的拘留营。

此外，11月15日，国际笔会瑞典分会将其图霍尔斯基奖（Tucholsky Prize）颁发给了受
迫害的瑞典公民和书商桂民海，自他2015年在泰国被绑架后，桂民海就处于中国警察的

McMaster University in Hamilton）坚持其9月22日做出的决定：因中国学生学者联
合会违反校内规定，其（社团）资格被取消。最初决定的做出，是因在中国学生学者
联合会的成员在2月份的一个论坛上，打断一位维族维权人士，并从中国学生学者联
合会的微信群中的帖子看出，该活动的照片被送给了多伦多中国领事馆。类似的担心
在英国也被提出，11月5日，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报告中引用了几位学者对
中国政府在全英国各大大学校园内影响学术自由的担忧。 

•	 各国政府、公民社会，社交媒体公司对中国在台湾大选前散布不实信息高度警惕：
随着台湾2020年大选将近，一些观察人士担心中国将针对台湾选民散布更多不实信
息。 V-Dem是瑞典哥德堡大学评估民主程度的一个项目，根据该项目研究人员的信
息，台湾得到的北京方面散播的不实信息比世界上其它任何国家都要多，这些误导性
的信息从黑客攻击和自动聊天传播，透过在社交平台如脸书、新浪微博和日本即时通
讯应用程式Line进行的。据信中国的努力是偏向帮助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2018
年11月，当韩国瑜成功当选高雄市长时，韩国瑜被指瑜中国关系密切。应对持续的担
忧，脸书承诺会加强措施，抵制该平台上的用以带动民调的不实信息。同时，几家台
湾社会团体— 其中包括「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真的假的」、「麦搁骗」和「兰
姆酒吐司」–正透过各种行动来对抗网路上与选举和其它话题相关的假消息，有时它
们也和社交媒体平台如Line合作。

瑞典文化和民主部长林德女士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图
霍尔斯基奖（Tucholsky prize）颁发给桂民海。  

图片来源: IBL/Rex/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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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fr.org/in-brief/how-china-interfering-taiwans-election
https://tfc-taiwan.org.tw
https://cofacts.g0v.tw/
https://www.mygopen.com/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rumtoast/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rumto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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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看點

因面部识别工具得逞的政治迫害：随着面部识别技术在全中国的推广— 其中包括安装在公共交通
系统和私人住宅单元— 并与其它警察监控「重点人物」的数据库合并，未来应关注科技技术被用
以进行逮捕的案例，或是做为证据来迫害政治维权人士、少数民族和宗教异见人士。

冬季西方假期期间，可能的香港镇压升级：中共历来就有在感恩、圣诞和新年节日期间抓捕迫害
知名维权人士的长期劣迹，在这些假期期间，美国人和其他国际关注通常都者回家和家人放假，
因此对压迫的加剧反应可能也比较慢。在六个月的抗议后，随着香港冲紧张局势和冲突的加剧，
未来应关注中共是否将如法炮制、以准军事力量来暴力镇压抗议。

美国对抖音（Tiktok）并购案的国家安全评估之结果和影响：11月1日，路透社（Reuters）和其
它新闻媒体报导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FIUS )）发起了对2017年抖音以10亿美金并购Musical.ly一案的国家安全评估，抖音隶属
中国Bytedance公司旗下。该评估部分是由于最近各种报导说美国青少年很流行玩抖音，有证据
表明该app对中共不喜欢的内容进行审查，以及对该中国公司可能获取美国人网上数据的担忧，
因此美国国会跨党派联合呼吁，要更仔细的审查这一应用程式app。虽着评估的推进，未来看关
注该委员会如何对待这些担忧，最终评估后的决定将对抖音在美国和全球运营（据报约60%活跃
用户是美国居民）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这以过程是否会对未来其它中国科技公司的并购评估设
立先例参照— 包括腾讯，其在网上论坛Reddit和游戏公司暴雪都持有股份。

监禁之下。在颁奖仪式之前，据报导中国外交官威胁这将给瑞典中国关系带来后果，并
暗示任何出席颁奖仪式的政府代表将在未来被拒绝入境中国。虽面对这样的威胁，瑞典
文化和民主部长林德女士（Amanda Lind）还是出席了仪式并颁奖。该日早上，瑞典首
相勒文（Stefan Löfven）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说：「我们不会对这样的威胁屈服。
永远不会。在我们瑞典有言论自由，应该如此，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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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10/21/china-xinjiang-surveillance-state-police-target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tiktok-cfius-exclusive/exclusive-us-opens-national-security-investigation-into-tiktok-sources-idUSKBN1XB4IL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technology/2019/11/01/us-government-investigating-tiktok-over-national-security-concern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tiktok-cfius-exclusive/exclusive-us-opens-national-security-investigation-into-tiktok-sources-idUSKBN1XB4IL
https://www.fool.com/investing/2019/02/08/tencent-invests-social-platform-reddit.aspx
https://www.svt.se/nyheter/inrikes/kinas-ambassad-hotar-sveriges-reg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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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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如何采取行动帮助新闻记者和言论自由维权人士，包括在往期《中国媒体
快报》中特别提到的良心犯。点击这里

•	 访问《中国媒体快报》资源中心：通过《自由之家》网站的一个新的资源中心，了解更多决
策者、媒体、教育界人士和捐助人如何帮助推进中国和其他地方的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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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reedomhouse.org/cmb-simplified-chinese
https://cc.greatfire.org/zh
https://github.com/greatfire/wiki
https://freedomhouse.org/content/china-media-bulletin-take-action-journalists-and-activists
https://freedomhouse.org/content/china-media-bulletin-resources-uncensored-information-online-privacy-simplified-chine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