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幅香港视觉艺术老师4月5日发布的动画片，是「今日香
港」系列作品的一部分。 它描绘了一个虚构的香港历史博物
馆，其中包括两个对这座城市的自由至关重要的机构，但受
到中国和香港政府行动的破坏。 首先是《基本法》，即保
障言论自由和其他基本权利的微型宪法； 另一个是香港电台
（RTHK），这家曾经备受尊敬的公共广播公司现在正面临
着政府接管。 张贴动画片的老师正面临教育部的纪律处分。
图片来源：@vawongsir Inst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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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共广播公司的衰亡
本期分析

萨拉‧库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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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接管香港电台，影响深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香港公共广播公司香港电台的管理层选择了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
日，发起了一系列行动，这与该机构提供公正新闻报导和自由表达平台的使命背道而驰。
工作人员开始从脸书和YouTube上删除所有一年多前播出的节目，其中包括一些获奖的
调查节目，这些节目的流览量超过了100万次。电视台随后拒绝与记者利君雅续约，这实
质上就相当于解雇了一名因严厉质问当地官员而声名鹊起的记者。就在几天前，高管们
裁掉了一部历时数月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突出了数位新闻机构《香港自由新闻》和《
公民新闻》的的犀利报导风格和创新商业模式。
 
不久前，在这个广受尊重、高度自治的广播公司，上述任何一个步骤机乎是无法想像的。
如今，它们只是一系列令人不安的变化中的最新一个，这些变化正在使香港电台的编辑
独立性和新闻监督性流失。在过去两个月中，这种千伤致命的过程加速了。
 
对于香港的记者、新闻消费者以及其他熟悉香港电台的人来说，随着这又一家曾经闻名
香港的另一家机构也成了昔日香港的影子，事情的每一次演变都会引发一种痛苦和失落
感。但香港电台的命运有着更深远的影响，它为任何关心香港、媒体自由或北京在中国
大陆境外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人提供了深刻的见解和警告。 

不是一般的中国广播公司
虽然香港与中国其他地区在新闻自由方面的长期差距可能是显而易见的，但香港电台与
其中国内地同行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之间的鲜明对比却无论如何描述都不过份。中
央电视台由中共宣传部监督，受到严格的编辑控制，并被部署为中共对评论家和被视为
敌人者的镇压军火库中的主要武器，而香港电台则效仿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模式，由
政府资助但在编辑方面独立的新闻服务机构。

香港电台成立于1928年，现经营英语、普通话和粤语的电视频道以及七个广播电台。它
的节目和纪录片多次在亚洲和世界各地获奖。节目表传统上包括政治讽刺、调查报导、
时事脱口秀和文化内容。在近至2019年的调查中，香港电台在香港各广播电台中的公众
信任度得分最高，这反映出香港电台以可信、专业的报导赢得了声誉，包括在北京和香
港政府对前民主抗议的反应等敏感问题上。
 
恶意夺取
正是因为香港电台对当权者的毫不留情报导，亲北京官员跟进去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
，以及更广泛地镇压香港的前民主运动，采取行动压制该台。一开始是通过政府评估，
一系列针对个别记者的孤立行动，进而却如滚雪球般，演变成对香港电台政策和文化的
全面整顿改。
 
关键的转捩点出现在2月中旬。在一个政府小组发表了一份详细的报告问责该广播公司的
管理之后，资深记者梁家荣辞去了总编辑一职，这距离他被分配的任期结束还有6个月。
他由民政事务局副局长李百全接任，李百全是一名公务员，此前没有媒体从业经验。其
他政府官员很快也加入了李百全的管理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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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内，香港电台另外三名资深员工辞职，李百全宣布了一项史无前例的政策：今后所
有节目都需要他亲自稽核和批准。此后，至少有9集节目在最后一刻被禁播，至少有一个
完整的剧集被停播。这些被取消的节目的主题包括一作家谈论鲸鱼、一支嘻哈乐团、大
学学生会、疫情期间的口罩短缺、警方处理2019年反政府抗议活动以及北京强加的、即
将实施的选举变化。
 
这种来自管理层的严厉和武断的干涉本身就可能助长自我审查，但在4月初，一项新政策
新增了财政打压措施：如果高管决定不播放员工制作的内容，员工将不得不承担费用，
费用将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

尽管香港电台减少了前民主派声音和政府责备者的播放时间，特别是在中文节目上，该
电视台4月底宣布，将推出一个由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主持的新节目，每天播出四次，在定
于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立法会投票前，她将采访精心挑选的选举委员会成员。
 
为何重要
对于那些已经积累了扎实报导的职业价值的记者来说，看着它被抹杀是令人心碎的。对
于依赖香港电台作为可靠新闻来源的香港人来说，损失同样显而易见。而对于在香港运
营的企业来说，香港电台的变化也引发了一些问题，即在调查和曝光政府违规行为时，
如何报导，报导什么。但香港电台所发生的事情也影响到香港以外的地区。 

首先，中国那些渴望更大的新闻自由和更值得信赖的媒体的人，把香港电台视为有朝一
日在大陆可能发生的事情的典范。它被政府部门接管，并有可能转变为政府喉舌，这对
北京的媒体控制独裁模式来说，是一个令人沮丧的胜利。
 
其次，与香港最近发生的针对媒体和记者的暴力袭击不同，政府可能会似是而非地否认
对此负责，而对公共广播公司的清剿显然是政府的蓄意行动。香港电台减少了编辑自主
权，这削弱了香港官员声称他们仍然支持媒体自由和其他民主价值观的说法，外国对话
者再也不能听到这些官员们说什么，就去信什么。
 
第三，香港的自由，包括新闻自由，不仅以香港本身的《基本法》为基础，而且以国际
协定和条约为基础。其中包括《中英联合声明》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尽管中国本身已经签署但尚未批准通过这些协约，中国同意这些协约在香港回归后可以
继续生效。政府接管香港电台是对香港独立报更广泛攻击的一部分，如果任其发展下
去，将更广泛地损害国际人权体系的信誉。在某种程度上，北京是这些协定的一方，香
港的命运应该成为一个警告，让人看清中国在气候变化和知识产权等其他议题上的国际
承诺的诚意。
 
第四，由于与中国有联系的公司、企业家，甚至国有企业已经开始在世界各地购买股份
或以其他管道投资媒体，香港电台的衰亡应该让任何现有或潜在的合作伙伴停下来三
思。它展示了一个受人尊敬的独立媒体，尽管遭到资深员工、记者和公众的反对，但它
能以多快的速度被迫就范。这一经验还强调了投资筛选机制和对外国所有权的合理限制
的重要性，至少对广播媒体而言是如此，许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
都已建立了这种机制。

尚未结束
在因为香港电台屈服于政府的控制之际，无论是记者群体还是普通香港人都没有袖手旁
观。一些员工已宁愿辞职，也不愿被迫与编辑政策的转变而合作。其他人则试图避开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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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
监管机构在中共周年纪念日之前「清理」互联网，同时对奥斯卡，圣经应用
程式和微博进行审查

•	 200万个帖子，粉丝群和推送通知成为审查员的目标：中国网信办（CAC）在5月1
日宣布，已下令删除200万个“历史虚无主义”帖子，其中包括“否定马克思主义指
导地位......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容。 它声称这些帖子包含对历史的“有害”讨
论，“污染”了网路环境。 CAC还誓言要打压那些当局称对青少年造成危害的、支
持名人和演艺人员的网上粉丝群。 该机构还禁止某些移动应用程式发送推送通知，
声称其中一些是非法宣传信息，还有其它一些原因。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5月8日的
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了中国共产党（CCP）成立100周年之前的大规模审查行动。  

•	 赵婷的奥斯卡奖获奖被抹去：在民粹主义者网民挖出2013年赵婷批评中国的评论
后，4月25日，审查员们在中国所有平台上删去了庆祝中国出生的导演赵婷奥斯卡获
奖的网路评论。 相关主题标签、她的名字和她的获奖电影《无依之地》在微博、微
信、百度、搜狗搜索引擎和其它网站上被屏蔽。 一些网路用户尝试了创造性的方法
来绕过审查员。 

•	 以审查为标志的「世界新闻自由日」；在微博和微信上的其它内容删除：微博上的审
查员封禁了 #WorldPressFreedomDay的主题标签，该标签所指的是每年5月3日庆
祝的、广为接受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倡议。 中央政法委帐号发布的
嘲笑印度的COVID-19危机的相关搜索也被封禁，因批评该帖子而被喷的一个人帐户
也被封。 5月4日，在监管机构认为其言论非法后，微博封禁了一位人在美国的前中
国外交官的账号，该人因批评中共政策而在90天内拥有30万追随者。 微信审查员还
删除了一篇纪念四川汶川地震13周年的文章，该地震造成约7万人丧生。  

•	 圣经应用程式和帐户被删：4月29日，中国相关当局从应用程式商店中删除了一些网
路圣经应用程式，并删除了一些基督教微信帐户，其中包括“福音时代”、“福音电
视”、“福音团”、“我们献身圣经”和“旧福音”。 这些删除是根据网信办于1月
发布的有关“自媒体”的新规则的产物。 中国的基督徒（特别是那些在国家认可机
构之外进行礼拜的基督徒）经常面临着高度的被监视、审查和迫害。

断的红线，继续制作符合公众利益的内容，包括有关广播公司自身进展的内容。以上资
讯大多来自香港电台自己的报导，或是员工悄悄向其他新闻机构透露的细节。

在香港其他地方，市民和记者协会已采取措施予以回击。5月初，线民们争先恐后地将过
去的节目在被删除前，在区块链平台上予以存档。5月6日，香港电台因一部关于2019年
7月元朗暴徒袭击抗议者的纪录片而获得人权新闻奖，主办方拒绝该媒体追溯退出该奖项
的努力，并承认记者蔡玉玲的努力，上个月，她因在研究中使用交通资料库而被定罪并
被罚款。
 
尽管有这些坚持原则的立场，但保留香港电台尚存的编辑独立性和调查性报导将是一个
艰难的过程。如果没有更大的国际压力，也没有香港高官的改弦更张，香港电台似乎很
可能会成为一个政府喉舌，或是一个平淡无趣、没有力量的新闻媒体，只是关注娱乐和
人类兴趣故事。无论如何，如果任由最近的损害继续存在，香港将失去一个真正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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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口秀因违禁内容而被罚款：北京一家政府文化机构的执法部门对一个喜剧节目因使
用“粗俗用语”和“违反社会道德风俗”而罚款50,000人民币（合7,800美元）。 根
据该机构的公告，这是自文化观光部于2020年9月发布新规则要求对现场表演进行更
严格的监管以来，北京脱口秀节目首次面临对其内容采取的此类行动。

•	 个人数据保护立法出台：4月2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了《个人信息
保护法》第二稿，征求意见，若获通过，该草案将成为中国第一部数据隐私法。根据
该草案，某些技术平台将被要求组成一个由非员工组成的“独立机构”，以监督个人
数据的处理，允许用户屏蔽个性化广告，并防止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时“在履行其
法定职责和责任过程中[超出]必要的范围或程度”，尽管这不会限制出于执法目的而
收集的大量个人数据。大约在同一时间，工业技术部、国家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以及中国网信办发布了一系列相关的法规和标准草案，其中分别于4月23日发布有
关面部识别的法规，于4月26日发布针对移动应用的法规和于5月12日发布针对智能
汽车的法规和标准，这些法规主要侧重于保护用户由于科技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的过度
数据收集和滥用个人数据，尽管它们也可能适用于部分政府部门。 

•	 苹果在中国的妥协有助于政府的监控：当苹果准备在今年夏天在中国开设一套新的数
据中心时，《纽约时报》的一份深度报导披露了该公司为遵守中国《 2017年网络安
全法》所做的可疑妥协的细节。该公司同意将中国用户数据移动到一家中国国有公司
的服务器上，并将此数据的加密密钥保留在中国境内，从而使所有中国苹果用户都有
受到监视的风险。自2017年6月以来，苹果已承认有9次向中国政府提供未披露数量
的iCloud帐户的内容；尽管自2020年5月起，其中国国有合作伙伴贵州云大数据合法
拥有了所有中国用户数据，并且可以在没有正式政府要求的情况下将其移交。调查还
显示，苹果已经从中国应用程式商店中删除了大约55,000个应用程式，远远超过了先
前披露的1,217个应用程式（因为它没有报告根据其“黑名单”主动删除的应用）。
另一份由谘询公司“地平线咨询（Horizo  n Advisory）”发布的报告指出，在协助中
国国内监视方面，亚马逊可能会面临类似的咎责，包括通过云计算数据中心网络和其
设在中国的创新中心（通常与中国政府合作伙伴合作）。例如，上海创新中心的一家
公司提供与人脸识别功能类似的产品，这些产品可以链接到公安部的数据库。 

•	 市民对监控的强烈反对：随着中国各地餐馆开始使用独家二维码订餐，市民越来越多
地被要求将其个人信息（包括电话号码、出生日期和性别）移交给餐馆的应用程序，
通常没有隐私政策或用户协议，说明为什么以及如何收集和存储其数据。 根据3月份
The Paper的调查，这种做法导致了客户投诉。 另外，在4月27日，公民抵制迫使中
国电视制造商创维道歉并取消与一家目标广告公司的合作关系，原因是该公司的一款
智能电视被披露经常从同一局域网中的设备中收集数据，包括设备名称和IP地址。 

•	 移动应用违反隐私规则：5月1日，网信办点名了33个应用程式，其中包括来自腾讯，
百度和搜狗等大型公司的，称其收集了与其服务无关的数据，违反了定义移动互联
网程式可收集的“必要个人信息”的新规定。 网信办给予这些公司10天的时间来纠
正未经授权的数据收集，以避免面临经济处罚。 33个应用程式包括文本输入应用程
序、地图和导航应用程式，以及平台分发的销售和营销信息。 5月21日，网信办公开
指出了另外105个违反法规的应用程式。

监控近况：个人数据保护法出台，苹果在用户数据方面做出妥协，网民强
烈反对

中国媒体快报: 2021年5月

4

http://whsczfzd.beijing.gov.cn/bjwhzf/dtxx/202104/f7b6b1a02bf7459b9f1feb5ae7c24251.shtml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9/16/content_5544020.htm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104/1222295.shtml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104/2941c951e03e4945a8d85958b2fa40fa.shtml
https://digichina.stanford.edu/news/translation-personal-information-protection-law-peoples-republic-china-draft-second-review
https://www.tc260.org.cn/front/bzzqyjDetail.html?id=20210423182442&norm_id=20201104200034&recode_id=41855
http://www.cac.gov.cn/2021-04/26/c_1621018189707703.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1-05/12/content_5606075.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1-05/12/content_5606075.htm
https://www.nytimes.com/2021/05/17/technology/apple-china-censorship-data.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16-11/07/content_5129723.htm
http://www.gov.cn/xinwen/2016-11/07/content_5129723.htm
https://www.apple.com/legal/internet-services/icloud/en/gcbd-terms.html
https://horizonindex.com/research/reports
http://www.sixthtone.com/news/1007222/in-chinas-restaurants%252C-data-hungry-apps-will-take-your-order
http://www.sixthtone.com/news/1007222/in-chinas-restaurants%252C-data-hungry-apps-will-take-your-order
https://www.scmp.com/tech/policy/article/3132091/chinese-tv-maker-skyworth-under-fire-excessive-data-collection-users
https://www.scmp.com/tech/policy/article/3131878/chinas-regulator-names-33-apps-including-baidu-sogou-iflytek-tencent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china-media-bulletin/2021/disinformation-matures-signal-blocked-global-anti-poverty#A3
https://www.scmp.com/tech/policy/article/3134330/china-calls-out-bytedance-kuaishou-and-linkedin-illegal-data-collection
https://www.scmp.com/tech/policy/article/3134330/china-calls-out-bytedance-kuaishou-and-linkedin-illegal-data-collection


www.freedomhouse.org

针对COVID评论、维吾尔族宗教表达和西藏人微信使用的刑事指控

•	 针对COVID-19表达的起诉和审判：5月11日，北京一家法院就“寻衅滋事”的指
控对公民记者陈玫和蔡伟进行了审判，指控他们为记录在中国COVID-19疫情所做
的事情，“寻衅滋事”是针对维权人士的一项惯用指控。两人已在其GitHub页面
Terminus2049上保存了有关疫情的审查的新闻报导。 警方最初于2020年4月抓捕了
这两人； 当局后来强迫他们接受政府指派的律师，他们拒绝为仅持续100分钟的快速
审判提起辩护，该审判没有宣判就结束了。 在另一起案件中，5月11日，维权人士郭
泉因在2020年1月对COVID-19的网路评论而被指控与国家安全有关的“煽动颠覆国
家政权”。 郭泉因此前的政治活动而入狱10年后，于2018年获释。 

•	 两人因与流亡中的藏人在微信上交流而被捕：4月16日，藏人Samten Sangpo和
Tsultrim在青海省的一个藏族自治区被当地警察逮捕，罪名显然与与国外藏人交流有
关。 事件发生之时，有报导称，正值该地区的警察近几个月加强了对藏人的监视，
以查看他们是否与藏族流亡者保持联系。据报导，官员们举行了会议，威胁人们不要
进行这些通讯，并对举报有这类行为的邻居提供大笔现金奖励。  

•	 维吾尔族和突厥穆斯林因宗教表达而丧生和被拘：5月13日，维吾尔人权项目的一份
报告记录了1,046起案件，关于自2014年以来突厥宗教人士因其宗教宣传或活动（包
括与国外人士通讯或“进行宗教宣传”交流）而被拘留在新疆的难民营或监狱中。 
报告中还发现，其中18人在集中营或监狱中死亡，或在从这些设施中释放后不久死
亡。 另外，5月11日，自由亚洲电台证实维吾尔族维权人士热比娅•卡德尔的姐姐阿
扎古•卡德尔死亡。 报导称，她于2017年从集中营被释放后不久就去世了，阿扎古被
抓入集中营显然是因热比娅在海外直言不讳的言行进行的牵连报复。居住在美国的热
比娅·卡德尔说，她的家庭成员中有38位都遭到了中国当局的某种形式的拘留。 

•	 对“	HK12”律师的报复：中国当局对几名律师进行了报复，这些律师代理了12名在
大陆被捕和拘留的、乘船逃离香港去往台湾的维权人士。 4月23日，杨晖因未经许可
在网上销售旧书而被厦门当局罚款280,000元人民币（合43,500美元），这似乎是对
他的法律工作的报复。 在另一起案件中，1月份，卢思位由于试图代理一个香港人而
被剥夺了合法执照，5月8日，他在上海机场被拦截，并被禁止离开中国赴美国开始他
在那里的一项受资助研究，理由是认为他的旅行将“危害国家安全”。 

•	 两名华裔澳大利亚人（一位记者和一位作家）面临间谍指控：根据4月28日的一份报
告，近几个月来，出现了匿名的微信帖子和影片，攻击澳大利亚公民、前官方的《中
国环球电视（CGTN）》主播成蕾 。 成蕾于2月份被以泄漏国家机密罪名正式逮捕，
并被拘留在一所在北京的监狱中，这些帖子指控成蕾是间谍。 文章中引用的专家认
为，这些帖子是由公安部撰写的，是为了“定立公众基调”。 还出现了其它一些帐
号，参与到对澳大利亚华裔记者徐秀中进行的污名化运动。 在另一起案件中，中国
一家法院将于5月27日以“间谍”罪对澳大利亚作家杨恒均进行审判。 尽管杨恒均写
了呼吁中国进行民主改革的文章，但当局从未公开呈示过针对杨恒均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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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封锁网站，逮捕网民，殴打记者和凤凰卫视所有权变更

香港政府继续严厉打击香港的人权，包括基于与COVID-19传播有关的健康理由再次禁止
每年的「六四」守夜活动； 针对一家著名的民间社会组织发起国家安全调查； 并引入了
新的民选官员宣誓规则，导致亲民主选区议员们辞职。 以下是与媒体和互联网自由有关
的其他此类事件：

•	 台湾人网站遭到封锁：据当地媒体报导，从4月24日开始，香港警方封锁了3个台湾
人网站，不过三天后其中2个网站又可以访问。 其中一个网站是台湾长老会的，据报
导曾为香港抗议者筹集资金，但另外两个网站与香港没有明显的联系。 5月7日，香
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在公共图书馆禁止了9本书，包括前立法议员所写的书。 自《国
家安全法》于2020年6月30日生效以来， 尽管由于对国安法的恐惧而导致的自我审查
致使许多活动被取消，香港当局在2021年1月和2月还是封锁了另外两个网站，并于
2020年7月对图书进行了取缔。 

•	 因网上政治内容而致的逮捕和惩罚：5月5日至6日，香港警方以“颠覆”为名，针对
一个学校脸书团体的评论以及对香港独立的支持，逮捕了该团体的15至24岁的五名成
员。 “光城者”组织将自己描述为“一个由革命性火焰组成的组织”，并在某一时
刻设立了一个街头摊位，分发传单。 在另一起案例中，一名视觉艺术老师说，教育
部维持了对他的投诉，指称他对他在社交媒体上绘制并张贴的10幅政治漫画有不当专
业行为。 结果，他面临被剥夺其教师资格的危险。 

•	 有关人肉搜索和虚假新闻的法律即将出台：5月11日，宪法和大陆事务局提交了一份
文件，提议对《个人数据（隐私）条例》进行新的法律修正，规定对人肉搜索应处以
最高5年的监禁和100万港元（ 合128,000美元）的罚款。拟议的法律还将授权隐私
专员办公室下令删除这些内容。海外网站将被要求遵守该立法，如果他们拒绝删除内
容，则该网站可能会被禁止，当地工作人员将被逮捕。该事务局表示，这些修正案将
被翻译成一项法案，并于今年提交给立法会（Legco）进行投票。在颁布令人震惊的
修正案之前不久，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于5月4日宣布，政府正在制定“虚假新闻”立
法。数字新闻网站Post 852在5月14日宣布将暂停运营，其创始人承认该媒体的财务
困难，但指出预期出台的“虚假新闻”法是做出该决定的主要催化剂。随即，他解雇
了该媒体的全体员工。 

•	 在指数显示媒体状况达到了历史新低之际，记者被殴：5月11日，一名身份不明的攻
击者在公寓楼外用球杆殴打了香港《大纪元》记者。 这次袭击是在《大纪元》印刷
厂上个月被不明袭击者闯入并损坏之后发生的。 香港新闻工作者协会（HKJA）谴责
这次袭击事件，并呼吁警方调查肇事者并将其绳之以法。 HKJA于5月3日发布了2020
年香港新闻自由指数，该指数表明接受调查的记者中有91％的人认为新闻自由自上一
年以来有所恶化。 该指数今年的总体得分是有记录以来最低的。 

•	 亲北京的《凤凰卫视》出售后，媒体所有权发生了变化，黎智英在《苹果日报》的	
股票被冻结：4月18日，《凤凰卫视》创始人刘长乐将其持有的38％的股份出售给了
中国国有紫荆文化控股有限公司和港澳公司 Shen Tuk 控股，使凤凰卫视成为国有股
份占多数的企业。 引进了三名新董事，据信所有这些董事以前都曾在北京的中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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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工作过。 在另一起影响媒体所有权的整改中，根据国家安全法，香港政府冻结了
拥有亲民主的《苹果日报》老板的黎智英持有的Next Digital的股份。 黎智英在监狱
中等待关于国家安全指控的审判，并同时因与2019年民主运动中与抗议有关而在监 
狱服刑。

中国之外
北京的COVID-19媒体策略，对欧洲的宣传影响减弱，美国提高透明度的
新法规

•	 中国利用COVID-19来影响外国媒体：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IFJ）5月12日发布的
一份新报告发现，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已激活了其现有的跨国媒体系统，其中包括：
针对记者的培训计划，内容 共享协议，以及拥有本地发布平台的所有权，从而在全
球范围内积极宣传中国对COVID-19疫情的反应。 该报告指出，北京在传播有关该病
毒的选择性报导时，同时驱逐了外国记者，导致中国国内缺乏对COVID-19的独立报
导。 来自50个国家/地区的56％的记者表示，中国在他们原所在国家/地区的报导变
得更加正面。 

•	 虚假帐户网络放大了中国的官方消息：美联社和牛津互联网研究所5月11日发布的调
查发现，2020年6月至2021年1月间，有26,879个伪造帐户（其中许多是冒充普通非
中国公民的假冒帐户）转发了中国外交官和官方媒体近20万次，超过10％的中国外交
官转推来自于自3月1日起因违反平台规则而被推特暂停使用的账户，这加强了人们的
猜测，即中国政府故意使用虚假账户来增加国家认可的内容。 如今，至少有270位在
126个国家的中国外交官活跃在推特和脸书上，他们与中国官方媒体一道，在两个平
台上控制了449个帐户，在调查期间发布了近95万次。 同时，推特和脸书在中国仍然
被封锁。 

•	 关于美国、台湾的中文不实消息流传：4月下旬，一段加有泰语和中文字幕的关于厄
瓜多尔监狱暴动的影片在网上流传，虚假地通过描述在洛杉矶的反华种族主义袭击
而声称暴力。该影片激起了在泰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海外华侨中的愤怒疯传。与此
类似，台湾当局揭露了伪造的台湾总统办公室备忘录，该备忘录以简体中文发布，该
备忘录于4月15日开始流传，并声称台北已同意接受日本福岛的核废水。台湾总统表
示，这是“典型的认知战手段”，这暗示它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系。 5月17日，社交媒
体分析公司Graphika发布了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了流亡的中国商人郭文贵在包括美
国在内的六个国家针对反中共的持不同政见者的网路虚假信息和骚扰活动中的所起的
核心作用，尽管他本人也传播了反中共的言论。 

•	 报告发现中国在欧洲的软实力正在下降：2021年4月，来自欧洲智库“中国网络
（ETNC）”的一份报告得出结论，中国政府为增强其在17个欧洲国家和欧盟机构中
的形象所行之事正在走向失败。 结果，为了防止负面批评政府的信息传递，政府信
息变得更加主观，而不是提高其受喜欢程度。 同样，俄罗斯媒体公司Meduza的一份
报告发现，当地人对植入俄罗斯媒体进行的大量宣传没有什么兴趣，部分原因是缺乏
合格的人员以及宣传人员的缺乏见解品味和笨拙的手法。  

•	 美国的法规提高了外国媒体的透明度：4月22日，美国通讯监管机构联邦通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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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要求美国广播公司披露由外国政府赞助或付费的节目。 该指令反映了更广
泛的办法，以制止中国和俄罗斯媒体加大力度推广他们的说法，并有时会秘密地将官
方内容注入主流新闻媒体。 《外国代理人注册法（FARA）》披露的数据显示，中国
在2020年的外国影响力支出上花费了6,400万美元，是所有国家中最多的。 5月5日，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首次正式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其披露自2020年3月以来，新
华社总部向美国子公司支付了860万美元。 美国最新的推进要求透明性是在紧随澳大
利亚和爱尔兰等其他国家之后。

重点反制	
网民要求知道成都学生的死亡真相

在16岁的高中生林唯麒于5月9日从
成都第49中学大楼坠楼身亡后，他
母亲在微博上的感人帖子引发了网上
众怒，此案引起了全国关注，并导致
教育局当局的公开回应。 该局的声
明中所说的没有采取任何刑事行动，
以及“学生由于个人问题而自杀”，
这进一步激起了人们对信息的要求。 
母亲的最初帖子（如图）质疑：学校
通知她儿子死讯的延误，为何不允许
她观看监视录影，以及为什么她被禁
止进入该校校区，该帖子被分享了超
过一百万次。 

尽管当局和官方媒体警告说不要“散布谣言”，但网民们仍然对官方关于男孩死亡的说
法表示持续怀疑。 数以百万计的人参加了网路讨论，其中一个相关的主题标签在微博上
获得了19亿的点阅。 对官方回应不满意的人甚至采取了罕见的步骤，即5月11日在学校
外不顾有被捕的危险而现身抗议，他们高喊说他们想要“真相”。 抗议后来被警方驱
散。 全国对此案的持续关注最终迫使当局将一些监控摄像头的镜头发布给官方媒体，对
当晚的事件经过进行重建。 

反对官方说法的抵制行为反映了网民对某些官方说法和官方媒体的不信任，而官方的反
应可能加剧了这种怀疑。 四川省网路警察局的指控是，抗议活动是由“国内外敌对势力
的干扰”引起的，促使一些网路用户发表评论，例如：“我只想知道真相，现在我已经
成为政府的敌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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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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看点

6月4日周年纪念日前后的镇压行动：6月4日是1989年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和中国其他城市对学生
示威者和平民进行军事镇压的32周年纪念日，也是中共认为最敏感的日期之一。 香港政府已连续
第二年禁止举行年度守夜活动。 值得关注：在大陆上对试图在网路或非网路进行纪念的任何人进
行世所周知的镇压行动，包括对关键词的审查和对受害者母亲的法外软禁，以及在香港或中国大
陆对试图进行面对面聚会或网路纪念的人士进行的逮捕。

企业在侵犯人权方面的共谋：《纽约时报》最近的报导揭示了苹果公司与中共的审查和监视共谋
的规模，而对甲骨文和亚马逊等其他美国公司的调查也表明了它们与中国执法部门的相似关系。 
在香港，接受美国商会2021年调查的受访者中有40％回答说，他们认为商业环境将保持不稳定或
恶化。 值得关注：当中国和香港当局要求企业界在面对侵犯人权行为时进行审查、监视或保持沉
默时，企业界的反应，以及在新疆和其他地方侵犯人权的背景下主办奥运盛会，北京奥运会的企
业赞助商将如何应对国际消费者对的日益大声的担忧，而同时支持中共的民粹主义网民又要求这
些大公司保持沉默。

欧洲对中共的影响越来越小心：先前与中国保持牢固关系的几个欧洲国家政府对中国在科技上的
影响力表示出越来越大的担忧，罗马尼亚和德国于4月底通过了立法，禁止华为进入5G领域。 值
得关注：欧洲对中国政府在媒体和科技领域的国家投资的进一步警惕，有关5G供应商的进一步立
法，以及在中国制裁欧洲议员后，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中止而带来的破裂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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