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幅新发布的非常风靡一时的视频游戏《原神》的截图
表明，在这款游戏的聊天功能，有对与香港相关的关
键词的审查。这图盘是由游戏玩家桥本一马（Kazuma 
Hashimoto）贴在中国境外的推特上的，并同时发布声
明他将会抵制这款由中国公司米哈游开发的应用程式。该
片段被数千次分享，有近10万次点阅，引发了在游戏出
版物上的几篇文章，讨论在游戏上的中国的跨国审查。

图片来源：@JusticeKaz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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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全球媒体影响力运动的最新成败
本期分析

萨拉∙库克

自由之家中国、 
香港和台湾问题资
深研究分析员，兼 
《中国媒体快报》
负责人。 该文章还
于2020年11月9日发
表在《外交官》。

有些策略很有成效，但另一些策略却引起了强烈反弹。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共产党（CCP）影响全球媒体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包括网
路上。然而，自2018年以来，这种努力变得更加厚颜无耻和具有侵略性，当中国政府转
向特别强制或狡诈的行为时，常常会引起对北京的抵制。

对过去两个月的事态发展进行的一个分析提供了一些有关该政权在哪些方面正在获得支
持，在哪些地方适得其反以及未来几个月需要注意的事情的见解。
 
北京的优势
从十月份开始的揭露出来的情况表明，中国政府在三个领域已经建立了强大的据点，可
以说是不断增长，尽管有人对其影响或某些人采取的具体抵制行动表示关注。
 
首先，北京在企图监测和控制国际数据流量方面取得了进展。联合国有望在中国建立两
个数据中心：一个用于“全球地理空间知识”，另一个用于“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大
数据”。研究人员克劳迪娅·罗塞特（Claudia Rossett）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
一篇文章指出，已经签署了意向备忘录，并选择了浙江省的两个地点。因此，即使越来
越多的国家开始或是将像华为这样的中国公司排除在电信基础设施之外，或是对其可能
的监控提出担忧，中国政府仍在利用其在联合国的强大影响力来开发潜在的大规模获得
卫星讯息和世界各地数据流的渠道。该伙伴关系为北京的倡议增加了联合国的合法性印
章，并为该政权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根据其威权的愿景更有效地制定技术标准，或监
视国外的共产批判家。

 第二，该政权正在加大对外国国内政治话语的干预。 9月22日，脸书宣布已经删除了其
平台上的一些帐户、页面和群组网路，这些帐户、页面和群组都是源自中国，并针对东
南亚国家，特别是菲律宾，采取了不真实的行为。这项运动在与中国有联系的帐户中的
其他努力中尤其突出，因为许多活动超出了其一般对与中国有关的内容的关注，例如在
香港发生的事件或菲律宾与中国的领土争端，（发展到）以当地居民为目标，及向他们
传播用菲律宾语和英语撰写的有利于或不利于国内政治人物的资料，例如，宣传总统罗
德里戈·杜特蒂并批评独立新闻机构Rappler。此外，与最近被取缔的类似活动中的许多
帐户相比，这些帐户似乎获得了更大的吸引力，吸引了超过13万名追踪者和数以百万计
的互动。有几个因素可能促成了这一成功，包括脸书在菲律宾的广泛使用、两极分化的
政治格局，以及中国官方媒体与总统通讯团队已经建立的密切关系。
 
第三，中共的政治偏好正更深地渗透到国际电子游戏产业中。总部位于上海的游戏开发
商米哈游于9月下旬推出《原神》时，被誉为迄今为止中国游戏在全球最大的发行。但是
中共审查的漫长阴影很快在该程式的游戏内聊天功能中变得明显。从“香港”，“台湾”
到“法轮功”甚至是“普丁”等政治上敏感的词据报导都被转换为星号。著名游戏玩家桥
本一马（Kazuma Hashimoto）在推特上发布了一个片段来说明问题，并宣布他“出于
良心，他不能玩这款游戏”。桥本去年表示，他将退出所有由美国公司暴雪所制作的游
戏，此前因香港的一名电子竞技选手表达支持民主抗议，该公司对他进行了处罚。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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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如此高调的抵制，但现实是，一些国际上流行的中外游戏（包括腾讯利润丰厚的《
绝地求生》手机游戏）已经实施了类似的限制有一阵子了，标志着中共司空见怪的审查
制度全球化的悄然胜利。鉴于在中国 —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移动网路用户所在地 — 的下
载量庞大，并且许多国际游戏玩家都对此，因此扭转这种趋势的努力面临艰巨的挑战。
 
新兴反弹 
中国官员或公司为获取数据或将其偏颇的叙述强加给外国人的其他尝试遭到拒绝或强烈
的反向行动。 

在法国，中国官员试图向南特的一家博物馆施压，以改写即将举行的中世纪蒙古统治者
成吉思汗展览的部分内容。在其他要求中，他们要求删除关键术语，例如“成吉思汗”
，“帝国”和“蒙古”。博物馆馆长拒绝并宣布改为“以我们捍卫的人类，科学和道德
价值观的名义”暂停展览的开幕，并暂时将展览推迟至2024年10月。展览最初是安排与
中国内蒙古地区的博物馆合作。但是根据法国博物馆馆长的说法，中国的中央政府试图
以一种“抹掉”蒙古历史的方式来干预和修改展览概要，以配合一种新的，更激烈中共
同化政策，该政策引发了广泛的抗议活动和自八月以来在内蒙古的镇压。
 
在印度，中国大使馆于10月7日致函大约250名当地记者，要求他们在报导台湾即将到来
的10月10日国庆日时“不要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并避免称台湾为一个国家或台湾，及
称民主选举选出的领导人蔡英文为总统。信中隐含着威胁，即不合规的渠道可能会失去
进入中国大使馆的通道。但是，在有超过280,000名追随者的印度记者在推特发布该信之
后，该信广为流传，引起了台湾外交部的尖刻答覆，并引来了印度外交部的一项声明，
即“印度有自由媒体， 报导他们认为合适的议题。” 中国大使馆的压力还促使印度网民
搭载在#TaiwanNationalDay主题标签上，而拥有大量追随者的印度记者分享了蔡英文
的致谢信，帮助国庆日在印度迅速传播。 

民主力量和北京批评家之间的这种团结也扩展到了香港和泰国。在被称为“奶茶联盟”
的地方，这两个地方的活动家之间的松散网路为各自在社交媒体上的政治斗争提供了相
互支持。该网路在2020年初获得了优势，以此来抵制拥护在主要平台试图掩盖民主主义
声音的民族主义中国用户和机器人。一位泰国学生领袖对《大西洋》说：“（联盟）每
个人都是中国及其威权主义的受害者。” 在10月下旬，伴随着#MilkTeaAlliance的主题
标签在泰国新一轮的民主抗议活动中获得了病毒式传播，香港维权人士表达团结的贴文
被分享和点赞数千次。 

在数据访问领域，最初是由美国推动的运动，旨在鼓励其他国家，特别是在欧洲，将中
国技术巨头华为排除在其新的第五代（5G）手机网路之外的运动，现在已经在自动的发
展壮大。在北京积极尝试将其内容标准强加于国外时，越来越多的国家提出了对国家安
全的担忧，并拒绝赋予中国公司更大的影响力。罗马尼亚在11月1日成为宣布禁止华为的
最新欧洲国家，瑞典上个月宣布将禁止使用华为和另一家中国公司中兴通讯的5G基础设
施。包括波兰，爱沙尼亚和保加利亚在内的其他国家已同意在5G网路安全方面与美国合
作开展5G网路安全性，或者在高速无线网路技术方面进行合作。 

尚无定论 
显然，北京已经做出战略决策，对外国新闻媒体和全球社交媒体平台采取更具侵略性的
姿态，力求操纵甚至与中国没有直接关系的话题。尚待观察的是它们如何适应，以及它
们是否变得擅长于更微妙— 从而更有效 — 的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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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网民，应用软件对美国大选的反应

•  在选前和选后官方媒体的说辞转变：11月3日美国大选投票前，中国官方媒体保持
明显的安静。宣传当局警告中国记者，不许发评论或偏好特定候选人，或说中国官
方有行动来介入大选。早在10月22日，就在十九大五中全会前，中共中央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简称中国网信办，CAC）指令网络媒体，要避免「就中国
的选举系统和美国总统大选来进行比较的有害信息」；在另一则日期标注为11月3
日（大选日）的走漏的指令中，要媒体报导须基于被批准的信息来源入新华社，「
遵循统一报导」，不要转载国外报导，避免「引发公众舆论」。然而，当投票结果
一点点出来而又不能立见分晓的时候，中国官方媒体很快就转为贬低美国的民主系
统。官方的背景支持的媒体纷纷用如此词汇，诸如《新华社》所说的“没有希望的
美国”，《大公报》所说的美国式民主是个「笑话」，并就此称大选反映出美国在
国际力量中的衰落。 

•  网民反应：尽管中国的官方媒体的报导有限，网民们却被允许有可能是令人吃惊的大
幅的空间来公开讨论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的成绩表现，分享关于他们的漫画，以及考
量大选对中美关系带来的影响。截至11月5日，据报导，以「美国大选」为主题标签
发在新浪微博的贴文有超过70亿次的点阅。在一些人来看，大选中所表现出来的敌意
似乎正表明美国全球声望下降，这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是有好处的。然而，尽管中国审
查者允许网民们民意调查表达他们对谁当选美国总统的偏好，任何类似的有可能企图
测试大众对习近平的支持度，或者是关于潜在的另外政治选项的贴文，都仍然被严格
禁止，确定的是这类贴文会导致被审查和严厉的惩罚。 

•  TikTok选民指南：9月29日，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旗下的、目前正在面临潜在的被
美国政府禁止在美国运营的TikTok发布了一款应用软件，内嵌关于11月大选的指南。
根据不同的各类潜在选民，包括那些有残障的或过去被判过刑的，该app提供政府和
美国民权组织提供的选举信息。观察家指出，该应用软件可能会鼓励年轻的用户群参
与投票，但也提出担忧：该指南可能被用来收集和储存用户政治倾向方面的信息。 

•  建立长期影响：在幕后，在美国全国和地方两个层面上，中国政府都一直在努力建立
长期的影响性运作，并用社交媒体来放大美国社会存在的分裂。 10月26日，《新闻
周刊》发布了由前《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撰写的调查
报告，其中指出有将近600名基于美国的团体「经常性的和中共接触并得到中共的指
导」，这些团体可以被召集起来推进中国政府在美国的利益。该调查还声称，要起底
某些笨拙的与中国官方有联系的在推特和脸书上的机器人帐户，这些帐户被用来在11
月大选前放大美国的政治不和谐。

这种适应可以帮助北京克服一个关键的绊脚石：北京显然缺乏对全球互联网文化，民主
规范和公民社会参与的理解。在国内部署的策略，比如以牺牲亲民主的声音来放大民族
主义网民的声量，在某些外国环境下可能效果不佳，甚至会引发反弹。 

展望未来，重要的是要注意中共及其代理人可能会在影响外国新闻环境方面采取任何有
用的举措，如何调整和改善战术，遇到哪些障碍以及这些障碍是否根据目标国家的民主
机构的实力而有所不同。最重要的发展可能并不总是最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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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五中全会和朝鲜战争的讯息控制：10月份的重要政治时间和历史纪念日导致了
钳紧的网上信息控制。在10月26日至29日召开的19大五中全会前夕，中国网信办
（CAC）对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发布详细的审查指令，要求它们对诸如推测做中共
高层内斗、嘲讽中共领导人、外国对华批评、以及对政府的统治有负面报描述的任何
突发事件的报导，「加强各级管理」。在中美紧张局势日益增强的大背景下，10月22
日，在中国军队参加朝鲜战争70周年纪念日前夕，网信办还发出类似指令，命令播报
此纪念活动的网上播出平台采用官方画面，避免改变标题，并紧密监控用户留言。 

•  短暂的翻墙浏览器：10月初，有一款安桌系统的应用软件被中国的应用软件商店发布
出来，随后又被迅速删除，该款应用软件允许在中国的用户访问一些在中国被封的网
站。这款app是中国网络安全公司「奇虎360」开发的，名字叫「Tuber」，其对应
的PC版名字叫「sgreenet.com」，它可以允许用户访问像YouTube和脸书这样的
网站，但同时要求用户实名登记并同时审查如「天安门广场」和「习近平」这类的关
键词。尽管有这些控制，政府当局还是在该应用软件被发布数日后，在有过500万的
下载后，将其下架。这种情形已非首见：2019年11月，允许基于中国的用户部份绕
过网络封锁的「酷鸟」浏览器也是在发布数日后被同样下架。 

•  打压手机浏览器：10月26日，中国网信办命令手机互联网浏览器，限于11月9日前进
行「自我检查」，在此期间他们要从他们的平台中清除谣言、轰动性的标题、以及其
它被视为是违反「社会主义价值」的内容，其中包括来自非官方的「自媒体」帐号上
发布的内容。被针对的浏览器包括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八个公司的浏览器，其中包括由
华为、阿里巴巴、小米和腾讯所运营的浏览器。  

•  「网易」新应用软件被令进行「整顿」：10月10日，在审查者发现用户留言中出现「
不当」内容后，网信办命令「网易」新应用软件进行「整顿」 。其留言功能被关闭
一周，网信办对「网易」进行罚款，罚款金额不明。以前，在2018年9月，网信办曾
命令网易的财经网站进行整顿，原因不明。 

•  以对等行动，对美国媒体加紧管辖：应对美国政府要求中国官方媒体在美国注册为外
国使团的要求（此举加强了这些机构要对美国政府报告的要求），中国政府也对美国
驻华媒体加深审查。 10月26日，中国政府命令六家美国媒体机构提供他们的员工情
况、财务和在中国房地产的信息。这些媒体机构中的许多家（其中包括美国广播公
司— ABC、《新闻周刊》和《洛杉矶时报》）在过去曾刊登批评中国政府的内容，
其中包括《洛杉矶时报》对习近平擢升之路的报导，以及ABC采访被新疆当局拘押的
维吾尔族人的亲属。

审查近况：打压「自媒体」，娱乐界和美国大使馆的帖文成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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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近况：政府采购，监控少数民族，数字货币，数据保护法

•  来自「中国档案」的监控报告：由「中国档案」进行的一项庞大的研究项目揭示了中
国政府在监控设备上所花的费用。研究人员检视了从2004年到2020年5月间7万6千家
当地政府的采购文件，发现仅2019年一年，近三成全中国的县（998家）购买了监控
设备，其中包括装有面部识别的摄像头、用来储存居民信息和图像的数据库、 WiFi嗅
探器、以及更多。许多设备与「鋭眼」项目相连接，该项目旨在用视频监控覆盖中国
的所有主要公共场所。该报告表明，中国的地方监控系统不是全国整合的，不同的地
方当局将他们的注意力放在不同的被视为具有威胁性的「重要人群」。然而，政府文
件和专家分析指出，全国性整合的趋势相当明显。 「中国档案」研究提供了三个在
新疆、广东和黑龙江省部分地区、有关大数据监控的深度案例研究。 

•  在全中国范围内针对宗教和少数民族的监控：除了被用作其它目的，在「中国档案」
中描述的网络和非网络的监控系统都在被采用，来在全中国范围内针对宗教信徒和少
数民族，有时后这样的监控导致了（对被监控者的）拘捕。一月份以来，当法轮功学
员在用手机应用软件或在公众场所在交流关于炼功、人权迫害或着是新冠肺炎的信息
时，或者是在火车站或医院被辨识为法轮功学员时，警察利用对微信的通讯监控和监
控摄像头对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辨识和拘留。 7至9月间，在江西省鄱阳县一个地区，
公安机关就在基督教、佛教和道教的礼拜场所，安装了250个具备面部识别功能的摄
像头。 8月31日，内蒙古通辽霍尔金区公安局公布了监控摄像头所拍摄的参加抗议在
当系学校强加汉语言授课人士的网络图片。在新疆，警察继续用摄像头、电话监控和
其它形式的监控来监视该地区的穆斯林少数民族。 

•  数字货币：十月份，中国当局开始试用一种新的数字货币。 10月10日，深圳市政府
给5万名随机选中的消费者，发放1000万人民币（相当于150万美金）的「DC/EP（
数字货币/电子付款）」每人200人民币（30美金）的数字红包。不像是由中央当局所
控制的比特币那样的加密货币，中国的数字货币是由中国的中央银行发放的。分析人
士猜测，尽管在未来数字货币可能标注中国政府应对诸如洗钱这样的问题，它也可能
让当局监控任何在国内外使用者的金融活动。 

•  个人数据保护法进入公众咨询阶段：10月21日，《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提交进入公
众咨询阶段。该法案是中国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第一部全面性的法律性文件，它将实
施于在中国运营的、或者是寻求进入中国网民数据的任何组织或个人。尽管专家说该
法是受到《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法规》的启发，其他人则注意到欧盟的法规是侧重在私
人机构（而不像在中国是侧重在官方）该怎样收集、存储和使用个人数据的。如此一
来，它将在限制国家的大规模监控系统方面没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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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维权人士的政治化起诉，中共干部，香港人，以及台湾继续加快步伐

针对中国的《2020年网络自由度報告》于10月14日发布，它详细描述了在过去一年中
中国的国安机构拘捕、酷刑折磨或起诉了大范围的中国网民，其中包括批评习近平的人
士、少数民族人士、宗教信徒、网络记者以及人权倡导人士。过去一月，增加的显著案
例说明了这种趋势还在持续： 

•  香港人在中国被拘留：8月23日，中国海岸巡防队抓捕了一组12名乘快艇想要逃离香
港前往台湾的人士，并把他们拘留到了深圳。其中的10个人，有的面临对他们曾参
加香港抗议运动乃至拥有武器的指控，面临非法越境的指控，另外2人被指控为组织
者。该组人的成员年龄从17岁到33岁不等，在被拘留期间彼此隔离。中国当局不准
12人见他们的律师，这是违反《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尽管香港当局否认介入此事，
飞行纪录中却显示，在该快艇被截获前，曾被香港警方监控飞机跟踪。 10月10日，
香港警方还逮捕了九位给「12名香港人」提供援助的人士。在相关新闻中，香港抗议
运动中的一位知名人士、家住在中国的「王婆婆」在失踪14个月后重新现身，说那段
时间是大陆当局将她拘留了。 

•  北京出版商耿潇男：10月20日，北京警察以「非法经营」罪，正式拘捕了知名中国出
版商耿潇男和他的丈夫秦真。第一次被拘捕是于9月9日，人们普遍认为耿潇男的被捕
时因为她公开为前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和当局批评人士许章润辩护，许章润是七月份被
拘捕的。许章润也同样对耿潇男的被捕进行声援。 

•  人权律师张伟平：10月22日，警方拘捕了人权律师张伟平，将他「监视居住」，这是
一种常常将被拘留者关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处所的拘留方式。警方过去在一月份曾拘留
张伟平十天，理由是他参加了2019年12月26日在福建厦门的维权人士的聚会。他最
近的被捕被认为是对他10月16日发布的一则YouTube视频的报复，在该视频中他详
细描述了在他一月被拘留期间，警察是如何酷刑折磨他的。 

•  浙江党干部被指控：十月初，福建省宁波监察委员会剥夺了象山县党委副书记叶福兴
的党政职务，对他开始启动刑事程序，指控他在网上散播「侮辱和诽谤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内容。虽被指控的具体内容尚未明朗，观察家猜测这种严厉的惩罚表明这应不
是叶福兴首次分享这类内容。 

•  台湾人被迫悔过：十月中，官方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四名被控有间谍行为的台湾公民的
强制悔过。这是在10月11日和13日的《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的，这四名人士都是
2018至2019年间被警方拘捕的，他们的悔过被当作是「雷霆2020」行动的一部分，
该行动是针对被视为是在中国活动的台湾间谍网的反间谍行动。为达到强制悔过，这
些人曾被虐待，维权人士对此表示关注，并质疑对这些人指控的有效性。他们其中两
位是学者，一位是商人，他对在香港边境公开可见的一处军事演习拍了照片。如同许
多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节目一样，《焦点访谈》一直就有被用来攻击中共政治迫害人
士的前科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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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国安法》影响渗入教育界

在整个香港特区，持续感受到香港《国安法》对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影响。此法实施
导致在当地学术界的担忧，说他们的终身任期可能不被考虑或聘约会被解除，说学生们
可能会因他们讲课内容将被举报到当局，说过去曾是安全的研究话题或与批评中国政府
的外国智库的合作关系将会越界或危险。随着来自其他国家的学者、教授和学生们在婉
拒他们过去可能曾追求的来香港的机会，该法的效应也伤害了香港大学作为吸引国际学
术交流在亚洲的中心地位。更远之处，在美国和英国教授中国研究的讲师们强烈感受到
了要更加谨慎，以确保学生在疫情期间进行远程学习的安全。

过去一月发生的大量事件突出了港版《国安法》在学术界各层面的渗透效应： 

• 九月末，因一位老师被指称散播「支持独立的讯息」，香港教育局剥夺了一位中学教
师的终身资格证书，尽管这位老师被质疑的讲课是在一年多前于2019年3月发生的。 

• 10月6日，香港教育局长杨润雄警告教师们，说任何在小学、中学和高中学校关于香
港独立的讨论都是越界的。 

• 10月10日，不顾学生联合会的反对，香港大学在校园内拆毁并用围栏围起过去学生建
立「连侬墙」的区域。那一片地方以前是用来展示亲民主和反政府的标语和展板的。 

• 在十月发出的一封公开信中，来自16个国家的100多个学术机构联名发出警告信，说
《国安法》中所称有的法外管辖可能伤及全球学术自由。该信说，该法可能被用于
监禁香港或中国旅行的学者和学生的依据，学术作品可能被中国政府认为是有颠覆性
的。公开信的连署者们呼吁各大学和政府官员要团结起来，协调努力，来应对这样的
挑战。 

• 10月13日，前特首梁振英在他的脸书发表了一个18名因抗议相关的违规而被起诉的
老师名单。梁振英现在是大陆中国人民政协的一位副主席，他声称这个名单中有这些
老师的年龄和所在学校，这是他举报被控有犯罪行为的抗议人士所做出的努力的一部
分。香港最大的教师协会和一位教育界的议员对此举提出批评，说其作法不妥，是在
企图煽动仇恨。 

• 对于10月27日大学管理委员会做出决定，委任两名来自大陆的中国教授分别为研究和
学术发展的副校长，香港大学的学生和校友们表示关注。据之前曾在清华大学的网站
上列出的信息表明, 其中一位是一名共产党党员，尽管他自称这是不正确的。此举是
在该大学的几个被认为是香港最具声望的学者在失去他们的职位后发生的，去职的学
者包括亲民主的教授戴耀廷，他在七月份被解雇，尽管他已取得了终身职位，他所在
的系和大学参议院也已拒绝这一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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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adeinchinajournal.com/2020/10/21/fear-in-the-classroom-how-hong-kongs-national-security-law-suppresses-academic-and-intellectual-freedom/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20/10/hong-kong-education-must-not-be-censored-after-teacher-struck-off/
https://hongkongfp.com/2020/10/07/teacher-struck-off-for-disseminating-pro-independence-messages-barred-from-all-hong-kong-campuses/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education/article/3104411/case-hong-kong-teacher-struck-promoting-independence-will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education/article/3104985/university-hong-kong-tears-down-lennon-wall-campus
https://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2020/oct/12/academics-warn-of-chilling-effect-of-hong-kong-security-law
https://hongkongfp.com/2020/10/14/security-law-over-100-scholars-call-for-united-front-to-defend-academic-freedom/
https://news.rthk.hk/rthk/en/component/k2/1554509-20201013.htm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103649/former-hong-kong-leader-cy-leung-launches-legal-bid-force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education/article/3105353/former-hong-kong-leader-cy-leung-begins-naming-shaming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107295/explaining-fuss-over-university-hong-kongs-appointment-two
https://globalvoices.org/2020/10/30/outrage-in-hong-kong-after-top-university-appoints-two-mainland-chinese-scholars-as-vice-p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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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反制	
给香港人的国际援助

在香港政府同时随意采用新的《国
安法》和其它法律条款压制抗议
者、记者、维权人士和亲民主议员
之际，越来越多的政治活跃的香港
居民在海外寻求避难。直到去年
前，香港人寻求政治庇护的非常稀
少。作为支持他们民主事业和避免
报复的努力，一些外国政府采取了
新的政策。 9月30日，美国宣布香
港人将成为难民的新增种类，而且
他们的申请优先。 10月22日，英国
宣布新增一签证种类，给在香港的
英国海外国民护照持有者，作为帮助他们获得英国公民的新途径的第一步。
 
在一个相关的趋势中，与香港有引渡条约的许多国家给香港人以很高程度的司法保护，
自港版《国安法》通过后，这些国家就搁置了那些条约，因为港版《国安法》增加了会
遭到政治化起诉的风险，以及被拘留人士将被转交给中国大陆。在英国、美国、新西兰
和德国今年初有此举动后，最近的例子包括爱尔兰和荷兰也紧随其后。

2019年7月，香港示威者挥舞着英国国旗。 10月22日，
英国宣布为希望离开英国的香港人提供一种新的签证。  

来源: Suisman Danielle

未來看点

官方媒体对美国大选赢家的反应：一旦美国总统选举的最终结果确定，值得关注中国官方媒体和
网络审查者如何反应，因为结果不同，反应可能也不同。乔·拜登预期的胜利，一开始可能会引
发一种更为和解的基调，至少在他的政府实施被视为违背中国利益的政策之前。如果唐纳德·特
朗普总统最终获胜，预计会有更严厉的基调。目前为止，与美国投票和选举相关的抗议大部分还
是平和的，如果激烈的法庭之争在大选后不确定的延宕，应可预期中国的官方媒体高调的对美国
民主的状况幸灾乐祸，并洋洋自得中共政权铁腕政治的「稳定性」。

监控设备的政治化使用：虽着中国党国监视网民、分析数据和整合系统的能力在扩展，值得关注
特定的例子和文件（包括法庭判决），看在中国公民参与和平实践他们的自由言论、结社和信仰
自由时，现在的监控（包括新的数字货币）如何被用来辨识、拘留、或者要不就是惩罚他们。

拘捕香港亲民主人士：过去一周，香港当局发起了新一轮的具有争议性的针对政府批评人士和
亲民主人士的抓捕。被捕的人中有：少年维权人士钟翰林，他被指控依据新《国安法》；香港
电台（RTHK）电视部编导蔡玉玲；以及八位亲民主立法会议员，他们曾参与五月在立法会的一
场双方集体殴斗（而参与和他们殴斗的亲北京议员看来已免于审查）。未来看点：这些案子将
会如何被处理，是否有任何违反正当法律程序的行为，以及在未来数周其他的针对政府异见者
的司法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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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ytimes.com/2020/10/24/world/asia/hong-kong-asylum-seekers.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0/10/24/world/asia/hong-kong-asylum-seekers.html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107111/more-hongkongers-seeking-asylum-overseas-australia-canada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society/article/3103887/us-includes-hongkongers-among-refugees-whose-applications
https://www.gov.uk/guidance/hong-kong-british-national-overseas-visa-applications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106717/britain-announces-new-class-visa-hong-kong-bno-passport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2020/10/u-k-government-releases-details-of-bno-plan-for-hong-kongers/
https://www.hongkongwatch.org/extradition
https://www.hongkongwatch.org/extradition
https://www.thetimes.co.uk/article/ireland-ends-extradition-deal-with-hong-kong-over-security-law-jfwh7fkl9
https://www.hongkongwatch.org/all-posts/2020/10/23/hong-kong-watch-welcomes-irelands-decision-to-suspend-its-extradition-treaty-with-hong-kong-and-calls-for-eu-members-to-now-go-further-and-suspend-extradition-with-china
https://search.creativecommons.org/photos/06661fdc-377e-4ee0-92ba-023349c256d0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54729054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108497/why-rthk-journalist-was-arrested-and-what-could-mean-future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scuffle-110220200932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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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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