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8月26日开始，女演员赵薇（Vicky Zhao）在中国互联网上被删
除。这张图片来自中国搜索引擎百度，其中将赵薇的照片和名字从
她主演的《还珠格格》片头中删除。她的名字在视频流平台上无法
搜索到，并从演员名单中删除，在某些情况下，她出演的整部电影
和电视节目都从中国的各种平台上被删除。互联网公司证实，他们
收到了审查她的请求。赵薇被从中国互联网上删除引发了愤怒的在线讨论，其中一个质疑该事件的帖子获得
了23000个赞。虽然她拥有8560万粉丝的微博账户仍然可以访问，但她在其他地方被删除的原因尚不清楚。

图片来源：Frankie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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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网路自由，中国和台湾是天壤之别
本期分析

一个被列为最压抑的数位 
环境。另一个是最自由的。

中国和台湾之间只有 110 英里的水
域。但是当谈到治理和人权——尤
其是网路自由——这两个邻居可能
位于不同的星球上。
 
自由之家的 2021 年网路自由度报
告——其中首次包括对台湾的评
估——列出了明显的差异。统治着 
9.89 亿网路用户的中国政府连续第七年被评为世界上最严重的网路自由滥用者，在该指
数的 100 分网路自由量表中仅获得 10 分。相比之下，台湾成为评估的 70 个国家中第五
个最自由的网路环境。它在同样的范围内获得了 80 分，超过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老牌
民主国家。

  中国和台湾之间 70 分的差距反映了各自线民所处的网路世界。
 
例如，在中国，当局在过去一年审查了对 COVID-19 流行病起源进行独立调查的呼吁以
及对中国生产疫苗的投诉。普通用户因批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公开谈论自己的宗教信
仰或与海外家人和其他人交流等活动而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包括法外拘留、酷刑和 10 
年以上的监禁。
 
相比之下，在台湾，网民和记者经常批评蔡英文总统的行动和政策，包括政府在疫苗短缺
的情况下对流行病的处理，而不担心遭到报复。活动人士使用脸书、YouTube和Signal
等在中国被封锁的平台和应用程式来分享有关当地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新闻，同时也表达
对在中国受迫害的香港人、维吾尔人、藏人或法轮功修炼者的支持。

对比监管环境 
2021年网路自由度报告记录了中国和台湾当局采取完全不同的方法加强对蓬勃发展的科
技行业的监管的方式。
 
中国政府及其强大的监管机构——中国网路空间管理局——在加强对科技公司的控制、
采用旨在解决反竞争行为和数据滥用的新调查和法律方面，一直是全球最激进的国家行
为体之一。例如，8月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是国家首次全面限制企业收集、存储
和使用个人数据的尝试；然而，该法律未能解决普遍存在的国家监视本身如何系统地破
坏数据保护的问题。
 
今年还带来了新的刑事处罚，以减少该国不受管制的言论的空间。例如，今年 1 月生效
的线上自我发布新限制要求独立运营的社交媒体帐户的管理员获得许可，并且不得对受
限制的主题列表发表评论。由于威权政治制度提供的法治薄弱，中国的这些和其他审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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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是任意的、不透明的和不一致的。根据 3 月生效的法律变化，诽谤国家「英雄烈士」
的人将面临最高三年的监禁；根据新立法的拘留已经在发生。

在台湾，政府在监管科技公  司方面一直走更加民主的道路。于 2020 年 7 月生效的《电
信管理法》放宽了之前对网路服务提供商注册和获得特定数量资本以在该国运营的要
求——这些变化可能有助于实现更加多元化的电信市场。
 
台湾的其他监管努力旨在以不侵犯言论自由、讯息获取和其他人权的方式限制来自北京
的虚假讯息冲击的影响并增强抵御能力。网路视听服务管理法案 (IASMA) 草案将通过要
求某些公司报告收入和用户统计数据，为用户提供易于使用的违规内容投诉机制，并确
保公司的服务条款阐明了如何收集和使用数据。
 
迄今为止，台湾监管机构一直避免封锁数位平台和实施其他形式的技术审查——这是与
中国政权系统性过滤不受欢迎网站的区别。但是，IASMA 要求公司确保托管内容不会危
及国家安全、公共秩序或道德，或损害青少年的情绪或身体健康。监管机构应确保对这
些类别的言论进行狭义和适当的定义，以免鼓励公司在审查方面犯错，并在努力遵守法
律时删除受保护的政治、社会和宗教言论。
 
灰色的阴影
尽管在表现上存在巨大差距，但中国对网路自由的惨淡镇压和台湾的强有力保护都有例
外。在中国，政府和科技部门提供了广泛且不断扩大的网路通信和技术接入，包括开发
和推出第五代 (5G) 移动网路。中国调查记者、维权人士、部落客和普通网路用户继续
要求对政府的滥用职权负责，批评当局对流行病的反应，并分享有关其他敏感话题的讯
息，尽管面临越来越大的刑事处罚风险，这些都值得称赞。
 
在台湾，某些法律对诽谤和传播虚假讯息的处罚过重，网民因在网上发表言论而受到调
查、起诉和罚款。对虚假讯息和诽谤的刑事处罚很容易被检察官和执法机构任意应用和
滥用，即使最终被独立的司法机构驳回，指控也可能造成损害。例如，去年 9 月，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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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师因脸书发文而受到调查，该发文声称在政府内阁会议上提供的午餐是奢侈的和
滥用公共资金，但法院后来驳回了此案。另外，虽然中国的监控法律和程序与中国现有
的普遍而全面的监控系统相去甚远，但它们在实践中却损害了隐私权。 2020 年 9 月提出
的技术调查法草案将增强政府访问存储在人们电子设备上的私人通信的能力。
 
全球影响
中国与台湾网路自由状况的巨大差异不仅对人权具有深远影响，而且对国际安全和民主
价值观也有深远影响。中国政权创造的扭曲网路环境，也通过虚假讯息和政治两极分化
影响台湾，加剧了每个社会和海峡两岸的不信任。事实上，去年最令人鼓舞的事件之一
是在 2 月份Clubhouse现场音频应用程式的推动下，中国和台湾用户之间表现出的开放
沟通和相互理解的短暂微光，然后在中国的商店突然被政府监管机构封锁。
 
不应低估北京对台湾宣传运动的复杂性和侵略性，也不应低估其影响政治和选举结果的
潜力。尽管迄今为止，公私合作在抵御此类攻击方面相对成功，尤其是在2020年1月台湾
大选前后，但推动虚假讯息和政治干预努力的与中国有关联的行为体不断创新和探索新
策略，以更有效地影响台湾所有年龄段的选民。
 
与此同时，自去年北京强行实施《国家安全法》以来香港的媒体和网路自由遭到破坏，
这表明，如果有机会，共产党政权能够以多么快的速度将以前充满活力的资讯领域转变
为昔日的独裁阴影。
 
美国、其他民主政府和主要科技公司有很多理由支持和保护台湾的网路自由。这样做显
然会使当地居民受益，但最新的网路自由调查结果强调了该国对全球网路自由的更广泛
事业的重要性，所有社会都对这一事业感兴趣。台湾的民主力量正在探索创新和有原则
的解决方案，以应对北京不断扩大的数位影响力带来的挑战。对于数百万渴望在自己的
国家享有更大的言论自由、隐私和其他基本权利的中国网民来说，该岛也是一个独特的
希望、可能性和成功的灯塔。

新闻报道
网上宣传攻势，华为高管归国受赞誉，恒大丑闻说法不一

• 中央委员会启动了网上宣传攻势：9月1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联合发
布了关于建设 「文明互联网」以使得中国成为「网络强国」的意见。新的数位宣传
战略要求所有地方和部门实施新的指导意见，以促进符合习近平思想的思想、文化趋
势、行为规范和法律环境。在其他规定中，要求加快数据和隐私法规的起草和实施，
并将年轻人作为目标受众，要求创建新的网站、账户和平台，传播符合「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内容，并增强其 「吸引力」。长期以来，信息控制工作的重点是取缔
「有害 」的在线内容，而这次则特别强调促进「积极」内容。该意见是在习近平时
代为促进官方宣傳中的「正能量」所作的更广泛努力之后提出的。 

• 官方媒体对孟晚舟获释的回应：9月25日，隨著华为高管孟晚舟从加拿大的羁押中返
回中国，中国也释放了两名加拿大人和两名美国人回到他们各自的国家，这场为期三
年的人质和外交危机的解决，在官方媒体的大规模民族主义慶祝运动中尽情展现。在
9月26日的一篇社论中，共产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将孟晚舟的获释吹捧为「中国人
民的重大胜利」，表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中国前进的步伐」。根据泄露的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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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空间「清理」运动重申了国家对互联网的控制：继前一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
的宣传指令（见上文）之后，中国网信办（CAC）于9月15日发布了新的意见，以进
一步控制国内互联网空间。中国网信办表示，这些意见要求各平台坚持 “中国共产
党统治互联网 “的理念，是为了解决互联网平台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非法和
有害信息「被禁止」，但「没有得到根除」。早些时候，《南华早报》9月2日报道，
在正在进行的网络空间打击中，一些专门从事金融咨询并拥有数百万粉丝的「自媒
体」账户被微博禁言。这一努力是中国共产党「净化」网络空间运动的一部分，通过
实施强调「道德」、习近平思想和其他价值观的新指令，目的是确保党在文化部门的
主导地位，并加强对社会所有方面的控制。 

• 对粉丝团的打压：名人粉丝团也是中国网信办正在进行的清理活动中的目标之一。
根据8月27日发布的新措施，网信办命令各平台更好地监管粉丝团，禁止未成年人参
与此类团体，并禁止名人人气排名，以 “纠正”这些团体被指对网络空间造成的混
乱。中央宣传部、政府管理的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都采取了措
施来执行这些指令。一个因此而关闭的团体有大约70万名成员，专注于名人八卦，但
也强调包括性骚扰在内的社会问题，并曾发动过网上抗议。政府控制和审查名人文化
的权力程度也反映在8月26日开始从中国互联网上完全抹去女演员赵薇的名字，原因
尚不清楚。 

• 对网民关于#MeToo案件的评论进行审查：微博审查员暂停并删除了讨论9月14日北
京法院驳回一名前实习生对中央电视台（CCTV）著名主持人提起的性侵犯案件的账
户。记者们也收到指示，不得报道该案件，这是中国第一批#MeToo案件之一。 

• 近看微博审查系统：在一名微博审查员吹嘘自己举报了另一名用户之后，其他网民挖
掘了他的时间线，发现了微博审查制度的内部运作细节。他们揭露了每月500份报告

审查近况：对社交媒体账户、财经新闻、名人、妇女权利讨论的新打

传指令，官员们对如何庆祝她的回归给予了精确的指导，包括指示使用「屏幕上的温
暖色彩」。在广为关注的微博平台上，关于孟晚舟获释的报道一度占据了十大热门主
题标签中的九个，虽然也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9月25日，孟晚舟抵达中国的庆祝活
动，即使以中国的标准来看也是异常隆重的，有近1亿观众观看，并引起了人们对其
与2008年奥运会和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庆典的比较。另一方面，中国媒体基本上忽
略了对几位美加人质回归的报导。 

• 恒大债务违约的说法不一，网民在网上发牢骚：9月中旬，在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
商之一 — 中国恒大集团 — 可能拖欠大笔款项的消息流传开来后，感到受不公对待的
网民在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和微信上表达不满，并呼吁进行有组织的抗议。该公司拥有
3000亿美元的债务，在9月23日和29日错过了还款期限。政府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或者
试图通过救助恒大来延续中国增长模式的成功神话（以及数百万人的投资），或者让
恒大倒闭，表明没有公司大到不能倒。9月初，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一些官方媒体
放大了左派、民族主义写手们的评论，主张让负债累累的公司消亡，这引发了人们对
潜在的毛泽东式的反对私营部门的意识形态「革命」的担忧。然而，9月8日《人民日
报》的一篇社论肯定了私营企业在中国发展中的作用。此后，国家媒体对恒大的债务
问题相对平静，而据报道，微信审查员至少封锁了八个涉及不满的债权人的信息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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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家和其他人因批评不公正、疫情处理、支持民主活动、拥有达赖喇嘛
照片或评论印中紧张关系而面临报复

• 资深活动家因COVID-19文章受审：9月9日，2020年1月被拘留的前南京师范大学教
授郭泉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审判」。检方的理由是他写了几篇文章，批评
社会不公、腐败和中国共产党对COVID-19的回应。在他于2007年成立现已被取缔的
中国新民党后，郭泉曾因同样的指控从2009年起服刑10年。 

• 人权律师面临终身监禁：资深人权法律学者许志永和律师丁家喜于8月被起诉，罪
名是「颠覆」，与他们参加2019年12月的民运人士会议有关。该会议的另一名参与
者，人权律师常玮平，因一段YouTube视频而面临单独的颠覆罪指控，他在视频中讲
述了他与许志永和丁家喜一起被拘留后遭受的酷刑。9月14日，常玮平在近一年前被
逮捕后第一次与他的律师见面。这三人都可能面临终身监禁。 

• 超过100名藏人因达赖喇嘛图片和海外通信被拘留：据总部设在英国的西藏观察组织
称，从8月21日至9月3日，当局拘留了111名卡泽县居民，原因是他们拥有流亡藏人
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照片，以及与流亡藏人的通讯。许多被拘留的人也是一个旨在保
护藏语的社会团体的成员。有关对他们指控的进一步细节没法马上得到。另外，9月
30日，中国非政府组织（NGO）维权网披露了一起案件，一名藏族企业家被判处无
期徒刑，据称在审讯其与达赖喇嘛的联系时，他遭到了酷刑。 

• 法轮功学员因分享信息而被骚扰、逮捕和监禁：总部设在美国的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报
告说，今年7月至8月，当局逮捕了884名修炼法轮功的人，骚扰了2057人。法官对一
些被拘留者判处了长达10年的监禁，理由包括使用手机热点传播法轮功的信息（被判
5年）和告诉他人法轮功如何帮助治疗个人抑郁症（被判5年半）。据该团体称，截至
8月，2021年在中国与法轮功有关的被捕的总人数达到4175人。 

• 华人和维吾尔族活动家在荷兰和摩洛哥被追捕：9月12日和13日，在迪拜险些被驱逐
出境、正在荷兰寻求庇护的王靖渝透露，重庆警方在中国拘留了他的母亲和父亲。
警方声称他的父亲 “计划前往香港策动混乱”，但他们的拘留似乎是对王靖渝进行
跨国镇压的一种形式，因为他在网上发表了关于印度和中国之间军事紧张关系的评
论。2020年6月，警方宣布王靖渝因在微博上发表有关中印军事紧张关系的帖子而被 
“网上追捕”；据报道，他的父母被拘留、审讯并遭受酷刑，获释后仍被监视，直到
再次被拘留。在另一起跨国镇压案件中，维吾尔族活动家伊德里斯•哈桑自7月起应中
国政府的要求被拘留在摩洛哥，并等待定于10月举行的引渡听证会。

的明显配额，其中90%必须被认为是「有根据的」。监督员被认为是「积极的或该受
奖励的社区成员」，他们被给予核实的地位和财务津贴，但如果他们每月未能报告足
够的内容，就必须离开团队。根据微博7月的审查报告，2021年7月有840名活跃的审
查员，他们每人每月平均提交4,472份审查报告。另一位网民最近各方收集并编制了
一份微博审查类型的清单，包括禁用评论、删除帖子和关闭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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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警方调查更多的记者和非政府组织，通过“人肉搜索法”，全球科技公司回应

• 《苹果日报》员工因发表文章而可能面临终身监禁：在香港检察官于9月30日提出在
香港高等法院审理他们的案件后，包括该报总编辑在内的六名《苹果日报》记者和管
理人员可能面临终身监禁。他们都被指控犯有《国家安全法》规定的「与外国势力勾
结」的罪行，因为这份现已关闭的报纸上的评论文章呼吁对中国和香港官员进行制
裁。另外，当局最近将一个与该报纸有关的基金会从免税慈善机构名单中删除，并修
改了慈善机构的规则，将「支持、促进或从事不利于国家安全的活动」的组织从名单
中删除。香港的其他媒体也面临压力。上个月，公共广播机构香港电台（RTHK）发
布了新的编辑准则，禁止其记者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内容「提供平台」，并取消了一个
受欢迎的时事节目，结束了其41年的运行。《明报》终止了一位驻乔治城的香港法
律学者的专栏。《哥伦比亚记者评论》最近的一篇文章描述了独立的数字媒体Stand 
News、Citizen News和HK Feature用来维持业务的复杂商业模式—包括不规则的付
款时间表、对由公民记者和学生组成的人际网络的依赖，以及以PDF格式传播文章以
避免在线监控。 

• 泄密法开始生效：9月29日，立法会通过了对《个人资料（隐私）条例》的修正案，
将「人肉搜索」（即在网上发布个人信息）定为刑事犯罪，犯罪者最高可被判处五年
监禁和100万港元（12.8万美元）罚款。该法律于10月8日生效，还授权香港隐私专
员在怀疑有人肉搜索的情况下，授权进行无证调查和搜查，在没有律政司参与的情况
下提出指控，命令从在线网站上删除内容，并向域外各方发出此类命令。它会允许海
外科技公司的当地雇员在其公司不遵守删除要求的情况下被逮捕和监禁两年。亚洲互
联网联盟是一个包括谷歌、推特和脸书以及香港律师会在内的行业组织，该联盟此前
详细说明了对这些修正案的担忧。 

• 非政府组织和博物馆网站在国家安全法调查中被关闭：两个非政府组织一个在线博物
馆根据《国家安全法》被关闭或封锁了其网站或社交媒体账户。9月10日，警方命令 
香港支持中国爱国民主运动联盟删除其网站以及其Facebook、Instagram、Twitter
和YouTube频道中的所有内容；该组织的高级领导层已入狱，于9月16日遵守规定，
并于9月25日解散。另一个团体，中国人权律师关注小组，于9月21日宣布解散，并
在国家安全调查中关闭了其网站和社交媒体账户。9月28日，一个纪念1989年天安门
大屠杀的网上博物馆网站「8964museum.com 」在香港被封锁，成为香港根据《国
家安全法》关闭的第七个网站。 

• 科技公司在越来越限制性的环境中择道而行：尽管在《国家安全法》颁布后曾公开承
诺不遵守此类要求，谷歌在2020年7月至12月期间向香港警方提供了三次用户数据。
该公司表示，其中一个请求涉及「可信的对生命的威胁」，另外两个请求涉及人口贩
运的指控。该公司此前曾表示，只能根据与美国司法部签订的《法律互助条约》通过
外交渠道提出相关请求。与此同时，维基媒体基金会在9月13日宣布，它已经禁止了7
名中国大陆的编辑，并取消了其他12名编辑对维基百科的访问权，原因是他们被指控
人肉搜索香港编辑以及其他问题。当地媒体《香港新闻自由》早些时候的一份报告发
现，一些中国大陆编辑在编辑纠纷中威胁要向国家安全热线举报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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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外
中共对华侨媒体、西非媒体和世界银行的影响；针对印度媒体的黑客；
立陶宛发现小米手机上的审查

• 中共对海外华人媒体的影响：据新西兰独立媒体Newsroom 9月25日报道，总部设在
新西兰的有影响力的华文媒体网站Skykiwi在其条款和条件中规定，在其网站上执行
中国的审查法，并警告用户，如果他们在其留言板上的帖子违反了中国法律，它可能
会与 “相关国家机构 “分享他们的信息。同时，9月29日一份关于澳大利亚华文媒体
的报告发现，翻译人员在工作中经常软化或删除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因为他们担心自
己、家人或雇主受到报复。9月23日，《经济学人》的一篇报道指出，微信是全球最
重要的中文新闻传播渠道之一，并指出该平台对内容进行审查 — 尽管与国内的该应
用程式中文版相比，国际版本的审查程度较低一些。 

• 干预世界银行数据，使中国受益：9月15日，世界银行下令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当
时的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塔琳娜•格奥尔基耶瓦和其他高级银行领导人曾向经济学家施
压，要求他们改变数据，以提高中国在2018年一份关于商业环境的报告中的排名。因
此，该银行取消了该报告的制作。格奥尔基耶瓦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管理
主任，拒绝该调查的结果；同时，IMF已经启动了一项道德审查。 

• 关于媒体在加纳和尼日利亚的影响的报告：9月14日的一份报告根据对加纳和尼日利
亚记者和政策制定者的53次采访，讨论了对中国和其他国际媒体在西非的看法。尼日
利亚记者倾向于认为中国和西方媒体都受到国家利益的影响，而加纳记者则认为西方
媒体比中国媒体更可信；这两个国家的受访者都表示，由于认为中国媒体受到中共的
影响，他们不愿意在报道中使用中国媒体的消息来源。报告强调，人们担心中国媒体
在该地区的影响可能会削弱言论自由，因为中国的新闻模式将 “正面报道 “置于监
督式调查报道之上。报告说，许多尼日利亚和加纳的媒体消费者也认为中国媒体是宣
传性的，或者是偏向中国政府的。与此同时，中国大使馆在10月6日宣布，它已经向
新闻通讯机构加纳新闻社捐赠了电脑、平板电脑和电话。 

• 疑似中国黑客攻击印度媒体：根据9月21日发布的一份报告，对印度媒体公司《印度
时报》和印度各政府机构的网络攻击据信来自一个中国国家支持的团体。数据分析
公司Recorded Future的作者发现，在2021年2月至8月期间，有500MB的数据被提
取，黑客很可能针对记者、他们的消息来源以及与印中关系有关的预发表新闻内容。
印度智库9月3日的另一份报告研究了中国在印度媒体、社交媒体、学术界、智囊团以
及娱乐和科技行业的影响。 

• 立陶宛称小米手机有审查功能：9月21日，立陶宛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发布了一份对该
国三款由中国制造商生产的手机 — 华为、小米和OnePlus — 的评估报告，并建议消
费者「在合理范围内尽快处理掉它们。」他们发现，小米手机包含一个与中国政治、
宗教和少数民族有关的广告黑名单，可以被远程激活。除了与色情有关的词汇外，一
些受限制的词汇包括「中国共产党」、「台湾国家」、「六四学生运动」、「法轮大
法」和「自由西藏」。在立陶宛的公告之后，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局也开始对小米智能
手机进行技术调查。小米公司否认报告的调查结果，并聘请了一位专家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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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看点

在中国，强制性的应用程序在网上追踪用户：公安部推出的一个反欺诈应用程式，该程式许多地
方政府雇员必须使用，或被用以进入某些住宅楼或接种疫苗，该程式被发现跟踪访问过海外网站
的用户，那些网站包括美国金融网站彭博社，导致警察来访。值得关注：政府支持的具有深远监
控权力的应用程式的开发和推广。

中国国家支持的影响者在全球推行宣传：最近，在埃及一位为中国传媒集团工作的讲阿拉伯语的
社交媒体影响者的简介中，强调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利用影响者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进行宣传
的，包括否认对维吾尔族的大规模暴行。值得关注：（中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利用社交媒体影响
者，这些影响者模糊了他们与中国国家支持的实体的关系，用当地语言宣传政府的说法，以及当
地社区对这种做法的批评。

对美国和澳大利亚打击中共干扰的做法的批评：两项打击中共间谍和干扰的立法对策受到了批评，
说它们以种族划线或恐吓华裔人士。在美国，一群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呼吁联邦调查局结束其 “中
国行动”，声称它已经偏离了其宗旨，并不公平地针对华裔学者。在澳大利亚，包括一位前总理在
内的人士对一项外国影响力透明度计划提出了批评，认为其范围太广，导致了不确定性和混乱。 
值得关注：付诸更多的努力，以确保民主政府在抵御专制主义影响方面的做法以人权原则为基础。

重点反制	
国际法庭调查侵犯维吾尔人人权的行为

9月13日，设在伦敦的维吾尔族法庭举
行了最后一天的听证会。该机构在6月
和9月的两次会议上共听取了53名证人
的证词，并收到300多份书面陈述。该
法庭是通过众筹活动成立的独立人民法
庭，众筹活动筹集了25万英镑（34万美
元），在各国普遍失职的情况下，调查
中国政府对待维吾尔人的情况。前南斯
拉夫国际刑事法庭（ICTY）的前检察官杰弗里•奈斯（Geoffrey Nice）主持了由九名成
员组成的陪审团，该陪审团将在12月发布最终裁决。

证人包括中国拘留营的受害者、家庭成员、专家，以及至少一名前中国警察。该法庭为
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提供了一个渠道，让他们在半司法环境下就他们遭受的虐待
作证，并提高人们对新疆人权侵犯的认识。所收集的证据将为中共侵犯人权的法律历史
记录做出贡献，并可用于未来的起诉中。

维吾尔法庭也是反击中共宣传的一个渠道。其网站有中文普通话、维吾尔语、阿拉伯语
和俄语版本，并得到了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由于该法庭扩大了维吾尔族受害者的声
音，中国当局对奈斯进行了制裁，对证人进行了骚扰和网络攻击，对举办法庭的地点施
加了压力，并主持了一次新闻发布会，证人的家人在会上谴责了听证会，显然他们是被
胁迫这样做的。

图片来源: Uyghur Tribunal

中国媒体快报: 2021年10月

8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china-media-bulletin/2021/retooling-censorship-xinjiang-cotton-hong-kong-press-freedom-april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2021/09/anti-fraud-app-tracks-access-to-foreign-websites-deepening-surveillance-concerns/
https://www.ft.com/content/84b6b889-ae03-47f7-9cd0-bd604b21d5de
https://globalvoices.org/2021/10/01/arabophone-chinese-influencer-divides-public-opinion-in-egypt/
https://sites.google.com/view/winds-of-freedom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stanford-professors-urge-us-end-program-looking-chinese-spies-academia-2021-09-13/
https://www.smh.com.au/politics/federal/not-intended-or-contemplated-turnbull-says-foreign-influence-laws-need-review-20210805-p58g20.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1/09/27/world/australia/australia-china-relations.html
https://www.voanews.com/a/east-asia-pacific_activists-praise-uk-peoples-tribunal-chinas-alleged-uyghur-abuse/6207019.html
https://www.voanews.com/a/east-asia-pacific_activists-praise-uk-peoples-tribunal-chinas-alleged-uyghur-abuse/6207019.html
https://www.crowdfunder.co.uk/the-uyghur-tribunal
https://uyghurtribunal.com/statements/
https://uyghurtribunal.com/about-chinese/
https://uyghurtribunal.com/about-uyghur/
https://uyghurtribunal.com/about-arabic/
https://uyghurtribunal.com/about-russian/
https://www.codastory.com/disinformation/uyghur-tribunal-london-china-kazakhstan-discredit/
https://www.fmprc.gov.cn/mfa_eng/xwfw_665399/s2510_665401/2535_665405/t1864366.shtml
http://www.chinese-embassy.org.uk/eng/tpxw/t1905936.htm
https://twitter.com/TribunalUyghur/status/1437476409195253773


www.freedomhouse.org

自由之家是一个非营利、
无党派机构，支持民主变
化，监督自由，倡导民主
和人权。

1850 M Street NW, 11th Floor
Washington, DC 20036

www.freedomhouse.org
facebook.com/FreedomHouseDC 
@freedomHouseDC

202.296.5101  |  info@freedomhouse.org
111 John Street, Floor 8 
New York, NY 1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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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