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张图片来自《纽约时报》审阅的10万多份中国政府招标文件
的其中一份；该文件暴露了中国政府监控系统的规模和范围。这
些档案揭示了中国警方如何在任何指定时刻储存超过25亿张面
部图像，并寻求技术来记录监控摄像头周围300英尺范围内人们
的声音；文件还显示，中国在31个省份和地区中的25个建立了
DNA数据库，包括收集未被判定有任何罪名的人的DNA。根据
一份警方的招标文件，这项技术的目的是 “控制和管理人”。

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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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抵抗北京的跨国镇压行动
本期分析

7月7日，美国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了五名男子，罪名是参与中国政府针对居住在美国的异
议人士进行打压的阴谋。虽然其中的三名男子最初在3月时已被控告，但最近的追诉增加
了两名新的被告：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一名在职雇员和一名退休雇员。美国联邦官员的涉
入表明，中国政权的跨国镇压运动──其试图跨越国界、扼杀流亡倡议者和海外社群的
异议声音──不仅涉及在美国本地执行任务的中国特工，而且还牵连了对美国机构和人
员的笼络收编。
  
跨国镇压的运用正在一丘之貉的威权政府之间蔓延，而这一趋势有可能部分是被潜在目
标的向外扩散所驱动。随着世界各地许多国家加剧了在国内的镇压行动，更多的人转向
国外寻求安全之道；仅仅在2021年，就有大约12万名中国公民向其他国家申请庇护，这
还不包括数万名逃离香港以远避政治迫害的港人。
 
自由之家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捍卫流亡的民主》探讨了民主国家能如何应对跨国镇压
事件，并指出在现有的安全、移民和外交政策中，可能被试图控制海外异议人士的专制
者所利用的弱点。一个对此有效的回应需要认知到，像中国政府这样的行动是对国家主
权、民主体制和行使基本人权的威胁。
 
世界上最恶劣的跨国镇压犯罪者
 所有的威权政府都害怕异议，因为不同的声音会威胁到他们对权力的控制。在境内以及
（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境外，许多独裁者都找到了方法去恐吓、骚扰和伤害那些批评
他们，或者为基本自由发声的人们。但是，中国共产党（中共）在这方面的规模和野心
是独一无二的，它试图对所有身处海外的中国公民和华侨群体进行控制──这一事实最
近得到了加拿大法院的认定。
 
根据自由之家的研究，中国的专制政权进行了世界上最绵密、最全面，且影响最深远的跨
国镇压行动。自2014年至2021年间被记录下的735起跨国镇压人身案例中，有229起是由
中国造成的；被锁定的对象居住地横跨了所有有人类定居的大陆，以及至少36个国家。
  
与其在境内的镇压模式相似，中共将目标锁定在异议者个人及其家庭成员，还有整个民
族、宗教或社会团体。身处风险的人包括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运动的前学生参与者、
香港人、维吾尔人、藏人、蒙古人、法轮功学员、人权倡议者、记者、前国家公务人员，
以及其他批评该政权的人。今年2月，美国花式滑冰选手刘美贤不得不在暗中护送和严密
保护下于北京冬奥会出赛，因为她和她的父亲──一位政治难民和人权倡议者──成为
中共跨国镇压计划的目标，但此计划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所阻止。

询问、威胁或贿赂：公开或隐晦的针对海外个人的镇压手段
 跨国镇压的各种手法包括暗杀、引渡、非法驱逐出境、攻击、数位监控和骚扰，以及胁
迫身处母国的家庭成员或朋友。这些攻击引发的寒蝉效应不仅超出了目标个人范围，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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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慑了在海外侨民群体间的异议。直接的、单方面的攻击，如沙特阿拉伯特工在伊斯坦
布尔领事馆杀害记者贾迈勒．卡舒吉，往往会跃上头条版面；然而，独裁者藉由流亡者
身处国家的政府帮助下，通过公开的双边合作、或操纵当地国家的机构和组织来实现他
们的目标，则更为常见。有鉴于其显著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中国政府尤其善于从
众多的外国政府那里获得支持。
 
中国官员有能力操纵如塞尔维亚、埃及、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和尼泊尔等不同国家，
拘留（有时甚至遣返）中共锁定的人物。作为维吾尔人长期以来相对安全的避风港，土
耳其随着自身与中国的经济和外交关系日益密切，其当局在2021年间对维吾尔人的施压
越来越强烈。土耳其官员逮捕了几群维吾尔人，并在他们参加了中国驻该国外交机构外
的抗议活动后，威胁要将他们驱逐出境。同样的，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政
府当局也为北京的跨国镇压出了一份力。
 
虽然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断提高，中国政权仍持续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
令，利用它们来拘留和遣返来自柬埔寨、波兰、韩国和肯尼亚等国的人民。去年，尽管
国际刑警组织在一名维吾尔族倡议者伊德里斯．哈桑被捕不久后就取消了通缉令，北京
仍得以在摩洛哥拘留他。哈桑现正等待被引渡到中国。
 
中国政府已经和34个国家缔结了引渡条约，还有更多的国家，包括土耳其，则正在考虑
中。即使这些引渡条约没有导致当事人被驱逐出境，这些协议也会干扰人们申请庇护。 
2020年，中国驻基辅大使馆向乌克兰移民局递交申请，要求拒绝自新疆逃离的哈萨克族
人伊力森．艾尔肯的庇护申请，并将其遣返回中国。他在这之后逃到了德国，并在那里
因“非法越境”而被拘留。
 
在西欧，北京曾试图利用外交上的特殊管道来压制批评者。 2019年，中国特工会见了安
吉拉．桂（Angela Gui），警告她不要再为她的父亲──瑞典公民桂民海，四处奔走。
桂民海本人是跨国镇压的受害者，从泰国被绑架到中国，并在最终因政治性的指控被判
处10年监禁。中国特工们通过时任瑞典驻华大使林戴安（Anna Lindstedt）安排了与安
吉拉的会面。

  在官方合作管道不太容易被操纵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依然找到了针对个人进行压制的手
段。例如，自2014年以来，中国政府通过“反腐”名义进行的“猎狐行动”在至少90个
国家追捕了数千人，该行动试图强迫这些当事人，要不返回中国受审，否则就自行了结
生命。“猎狐行动”及与之相关的"天网行动"试图将中国的法律制度输出到该国的实际边
界之外，两者并且行之有效。
 
在美国，中国政府锁定了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前学生参与者，包括一名正在竞选
美国众议院席次的候选人。中国国家安全部的特工计画收集或编造有关此人的伤害性信
息，甚至对他进行人身攻击，显然是担心他当选后，其对中共的批判性立场会更有影响
力。其他跨国打压计划包括监视艺术家、倡议者，以及西藏、维吾尔、法轮功、香港和
其他散居在美国的海外社群成员。在这些行动中，中国特工雇用美国人作为私家侦探，
包括现任美国国土安全部和纽约市警局部门的职员；中国政府相关单位还试图贿赂美国
国家税务局的一名雇员。这种手段不仅威胁到这些政府机构的诚信，同时也降低了受影
响的海外侨团和美国当局之间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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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具民主价值的保护措施 
自由之家在最近的研究中，指出了身为接收国的民主政府用来保护流亡者和海外侨社免
于跨国镇压威胁的一些政策和做法。
 
在安全政策领域，执法机构对威胁的有所警觉有助于积极主动地保护潜在的受害者，并
使得被锁定的当事人们顺利通报。在美国，司法部发布的起诉书对外发出了一个强而有
力的信息，意即政府将如何应对外国安全部门恐吓美国居民的企图。联邦调查局有一个
网站，上头涵盖了有关跨国镇压的信息；调查局并且分发了两份关于常见跨国镇压策略
的非机密性反情报公告。这些措施在易受伤害的海外社群中建立了抵抗的韧性，同时针
对境外代理人和为他们工作的人进行问责。
 
在移民政策的部分，帮助维吾尔人和其他被锁定的群体获得永久的合法居留身份可以保
护他们免于遭受持续的压迫。实现这一目的的潜在方法，包括像土耳其有的特殊移民途
径、或瑞典针对群体迫害给予正式承认，以减轻庇护申请的难度，以及像加拿大那样，
为人权捍卫者设置新的难民安置项目。
 
最终，接纳流亡者和异议者的政府，必须对像中国这样发起跨国镇压的肇事国的高层官
员们进行问责。美国已经对在境内外侵犯人权的中国国民实施了签证禁令。民主国家可
以（并且应该）对那些为跨国镇压负责的人实施类似的针对性制裁；他们还应该对即将
上任的外交人员进行筛选，检验其是否曾经参与骚扰流亡者。多边行动将提高任何此类
措施的有效性，特别是遏制对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或其他警告的滥用。
 
虽然许多迄今为止采取的补救措施值得肯定，但它们只是一个开始。要确保对流亡者 
和海外侨社一贯性的保护，还需要做得更多。例如，美国已经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来 
打击跨国镇压，但在过去两年中，美国没有通过其难民安置计划接纳任何维吾尔人；台
湾当局尽管起诉了对来自香港附近的流亡者进行人身攻击的行凶人士，但其对港人和中
国人相对严格的移民政策，迫使许多寻求庇护者在未能获得永久居留权后，转往到其他
国家。
 
尽管外界对其在境内外专制作为的警觉性不断提高，中共依然持续并明目张胆地骚扰和
恐吓那些它认定是政治威胁的人。北京的跨国镇压行动范围之广，需要一个强而有力且
一致的、具民主价值的反应；这样的作法既能保护基本人权，也能遏制全球专制主义的
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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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
监控近况: 病毒应用程序的滥用、庞大的数据泄露、海康威视同谋、AI驱
动的忠诚度测试

• COVID-19应用程序被用来监视银行丑闻的受害者和抗议者：大约从6月初开始，河
南省郑州的地方当局人为操纵了中国政府要求大众使用的COVID-19应用程序，将当
地一家冻结了数百万存款的银行的客户的健康代码改为红色。被窜改的健康代码有效
地使地方当局限制试图前往河南从该银行取钱或抗议的人的行动。在人们对滥用公卫
应用程序的此一事件进行抗议之后，官方媒体试图将这一情况描述为河南地方当局滥
用职权的单一特例，但据报道，还有几个关于COVID-19应用程序被用来监视和限制
人权律师或其他倡议者的案例。随着河南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警方于7月10日镇压
了抗议者，便衣警察不分青红皂白地殴打银行客户。暴力镇压的影像随后被审查。 

• 警察数据库被黑，10亿人的个人数据被曝光：7月初，一名黑客试图在网上出售一个
拥有10亿人资料的上海警方数据库，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数据外泄事件。据报
道，该数据库包含姓名、地址、公民身份证号码、个人是否为 "关键人物"、犯罪记录
以及其他信息。审查人员封锁了关键词搜索，以控制网上关于该泄漏的讨论。虽然政
府从未证实该数据库的真实性，但中国总理李克强于7月6日呼吁政府机构 "捍卫信息
安全"。其他研究人员也发现了不安全的政府数据库，其中包含数百万中国居民的个
人数据。 

• 海康威视获得在北京进行实时跟踪的合同：据研究公司IPVM称，中国公司海康威
视持续参与建设监控系统，以支持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暴行犯罪。海康威视最近获
得一份合同，用以开发一种软件，以实时跟踪 "关键人物"，目的是防止他们进入北
京。Axios的另一份报告则从泄露的大量新疆警方档案中提取文件，揭露了新疆警方
如何利用海康威视技术监视所有2500万新疆居民。警方使用该公司的面部识别和车牌
摄像机，该公司已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美国当局也在考虑对该公司实施制裁。 

• 研究人员声称人工智能工具可以衡量中共党员的忠诚度：在微信上发布的一份公告
中，中国安徽省的研究人员声称已经开发出一种工具，可以衡量中国共产党（中共）
成员的忠诚度。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将该项目描述为 "人工智
能助力党建"。该工具貌似使用测谎技术，结合对面部表情、脑电波和皮肤特征的测
量，生成对一个人的 "思想政治教育掌握情况"进行评估。在人们对该项目表示不满
后，该中心删除了在微信上发布的一篇详细介绍该技术的文章，以及其网站上的相关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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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规草案要求审查每一则社交媒体帖子：6月17日，主要的互联网监管机构中国网信
办（CAC）发布了规定草案，要求科技公司对每一  社交媒体帖子先审后发，并过滤
掉 “违法和不良”信息。虽然政府不太可能如此严格地执行这一措施，以审查中国
数十亿的社交媒体帖子，但这表明当局认为公司在审查网上的所谓"不良"言论方面做
得还不够。该规定被纳入2017年法规的更新中，其中包括要求早期文件需与此后发布
的个人数据保护规则相一致的条款。 

• 新规定限制了网络主播的言论：6月8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发布
了新的网络主播行为准则，包括直播、播客和其他视听媒介的主持人。新规定禁止任
何“削弱、歪曲或否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容，并要求主播们 “引导用户文明互
动”。该文件包含一长串被禁止的行为，其中包括：避免过度展示奢侈品，甚至有不
要浪费食物的指示。一条类似的行为准则也在2021年2月为名人量身定制；这些最新
的扩展表明政府越来越起劲地将对电视的严格控制延伸到网络视听内容。 

• 对BBC非洲的纪录片进行审查：6月12日，英国广播公司（BBC）非洲分部发布了一
部由利用当地人的、经常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中国公民在非洲制作的短视频集合成的
纪录片，这些视频为国内的观众对非洲黑人 — 特别是儿童 — 作了描述。该纪录片释
出后，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一直且将持续打击网上的种族主义。然而，专家们指出，
政府在此之前并没有处理这类影片，在中国，BBC关于这一主题的纪录片被审查；围
绕这一主题的讨论被控制；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所有标题中带有 "非洲"的直播都被禁
止了。围绕这一话题讨论的审查使得中国观众没有机会接触到对这类电影含有剥削性
质的批评。  

• 外交人员发布的言论以及有关经济情况的讨论被审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5
月26日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讲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被审查，各科技公司也删除了美国
大使馆在微博和微信上的多个帖子。中国外交部于6月19日发表了对布林肯的11点反
驳，长度是布林肯演讲的三倍，与此同时，它还有效地阻止了中国网民读到或听到布
林肯的談话。英国外交官也在7月1日面临审查，他们关于《中英香港联合声明》的微
博在短短30分钟后被删除。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对全球市场进行评论的中国网民也
受到了责难。在其比较了中国和美国的科技行业后，现居美国的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
的社交媒体账户被噤声。吴晓波的账户有超过400万的粉丝。

审查制度: 在线内容控制的法规，对全球讨论的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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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 在对倡议者和亿万富翁的审判开始之际，西藏作家和法轮功学员被判刑

• 藏族作家被判处4年半监禁：6月14日，来自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作家和中学教师
图丹罗珠因“煽动分裂国家罪”被判处四年半监禁。该判决与他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
政治帖子有关；他最初于2021年10月被捕。根据「自由西藏」的一份报告，他的家
人受到监视，他的孩子们被禁止上学。图丹罗珠还用笔名萨布切写小说。 

• 法轮功学员因微信短信被判刑：据法轮功信息网站明慧网报道，59岁的信徒郭秀海因
在微信上与两个联系人分享有关法轮功的视频而被判处近四年的监禁；她目前被关押
在福建省女子监狱。 

• 对许志永和丁家喜的审判：这两名维权人士分别于6月22日和6月24日在山东省临沭
县人民法院闭门受审，罪名是 "颠覆国家政权"，该罪名面临的可能刑期包含无期徒
刑。许志永和丁家喜是在2019年12月，在福建省厦门市与维权人士同道们参加晚宴
后被捕的。丁家喜于12月26日被拘留；许志永维持了一阵子的自由之身，直到历经
全国搜捕，最终于2月15日被捕。在此期间，他发表了一封尖锐的信，要求习近平因
COVID-19期间的疫情管控不当而辞职负责。没有家人或支持者能够参加审判，维权
人士们的律师也不被允许对媒体发言。在美国为其丈夫丁家喜奔走的罗胜春在推特上
说，诉讼程序是“漆黑一片"。 

• 对支持民主的倡议者的秘密审判见诸报道：根据维权网最近的一份报告，2020年11
月因涉嫌 "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拘留的五名维权人士于今年4月受到秘密审讯。这些
长年维权人士可能是因为他们晚餐谈话的政治性质而被审判。对他们的审判结果还不
清楚。被审判的人中有范一平，他参加了1978至1979年间的民主墙抗议运动。 

• 加拿大华裔亿万富翁将在中国受审：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于7月宣布，与中国政治精
英有联系的金融家肖建华将在中国受审。对肖建华的指控和他的审判细节尚未公布，
但据信与中国共产党打击可能对其统治构成挑战的企业家和精英的行动有关。加拿大
外交官被禁止参加该审判。据报道，肖建华（外界传言他被中国特工绑架）最后一次
公开露面是在2017年1月27日，当时有报道称他在香港的一家豪华酒店，坐在轮椅上
被人推着通过出口。 

• 彭博社记者获得保释：5月，中国驻华盛顿特区大使馆表示，范若伊已于1月获准保
释。范若伊于2020年12月被拘留，并于2021年7月被正式逮捕，罪名是与危害国家安
全有关的未指明的指控。彭博社一直未能与她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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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新闻界被禁止参加庆祝仪式，煽动起诉，黎智英的律师受到威胁

• 记者被禁止参加回归纪念日和特首就职典礼：至少有10家主要的本地和国际新闻机构
没有被邀请报道新特首的就职典礼或香港回归25周年的官方庆祝活动。还有更多的记
者和摄影师在庆典开始前一天被禁止入住他们的隔离酒店，因此无法报道这些仪式。
这些仪式同时也是习近平在疫情发生后首次访问大陆以外的地方。受影响的媒体包括
《明报》、TVB和《南华早报》等与政府友好的本地媒体，以及路透社和法新社等国
际媒体。香港当局援引安全考虑和警防疫情为由拒绝了这些媒体；香港新闻行政人员
协会則发表了一份罕见的声明，称这些安排是 "混乱的"，"严重损害了公共信息。与此
同时，《经济学人》和CNBC等媒体中提及香港官方回归纪念日网站的文章，被发现
实际上是广告软文，表明香港政府转向采取中共的策略，在新闻媒体中投放政治宣传
以营造其正面形象。 

• 回归纪念日前的以煽颠为由的逮捕，年长的抗议者被定罪：警方于6月24日逮捕了两
名男子，指控他们在高人气的网上论坛LIHKG和Instagram上的社交媒体活动涉嫌煽
动颠覆。这条香港殖民时代的煽颠法，最高刑期为两年，已被警方越来越频繁地援
引：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过去两年，国家安全警察实施的逮捕中，有两成是根据煽
动法进行的，其余的则是根据北京强加的《香港国家安全法（国安法）》进行的。被
判定犯有煽动罪的人中包括古思尧，他在按计划对北京冬奥会进行抗议之前被逮捕。
古思尧患有癌症且已届晚期，他于7月12日被判处九个月监禁入狱。 

• 《立场新闻》的「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一案将于10月开审，黎智英的律师团收到威
胁：6月，湾仔地区法院宣布10月31日是审判前《立场新闻》总编辑钟沛权和前代理
总编辑林绍桐的开庭日。据他们的律师说，钟沛权和林绍桐将不会认罪。与此同时，
媒体大亨黎智英面临多项指控，并可能被判处长期监禁。7月初，代表黎智英的英国
大律师们告诉路透社，他们收到电子邮件，警告他们不要 “试图进入中国领土"。 

• 在对香港电台的信任度下降之际，又有独立新闻机构关闭：屡获殊荣的调查新闻机
构FactWire于6月10日宣布关闭，成为《国安法》颁布以来第十家关闭的香港媒体机
构。在独立媒体消失的同时，根据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自2020年以来，对公共广播
机构香港电台(RTHK)的信任度下降了10%。民调数字可能与2021年2月政府接管香港
电台有关，导致了受人尊敬的记者辞职或被遣散、内容被删除以及对高人气节目和 "
敏感"内容（诸如关于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的加强审查。从7月1日起，香港电台开
始播放中国官方媒体巨头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的广播和电视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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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外
TikTok数据，国际体育赛事中对中共批评者的限制，坦桑尼亚党校开课

• 美国和澳大利亚的TikTok用户数据被从中国获取：关于TikTok内部会议的泄漏音频显
示，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的中国员工多次要求，要获取该应用程序的美国用户的私
人数据。这项曝光与TikTok过去的公开声明形成鲜明对比，TikTok以前声称它没有采
取行动寻求此类信息。泄漏事件发生后不久，九名共和党参议员致函TikTok，询问其
中国员工是否可以获取美国用户的数据。该公司于7月1日作出回应，确认驻中国的员
工有这种权限。在回答澳大利亚网络安全部长的询问时，TikTok还确认，他们还可以
访问澳大利亚的用户数据。中国政府能够要求获取澳洲用户的任何数据，引发了人们
对使用者数据权限的担忧。 

• 缅甸正在部署中国的监控系统：路透社7月10日报道，缅甸军政府正在从中国的华
为、海康威视和大华等公司购买安全摄像机和面部识别设备，以将其“安全城市” 
项目扩展到全国更多地方；这些中国公司都曾涉嫌为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助纣为虐。
自2021年2月缅甸政变以来，表面上看似是为了防止犯罪，缅甸当局至少在五个城 
市开始了类似的项目；另外五个项目则是在昂山素季领导下的前政府任期内部署或 
计划的。 

• 彭帅及台湾倡议人士在国际体育赛事中面临限制：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国际篮球
联合会世界杯，球迷和组织者之间发生了政治混战。在6月30日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比
赛中，高喊 “解放东突厥斯坦! 光复香港！”的抗议者遭到了观众的嘘声与围攻。第
二天晚上，一名观看中国和中华台北（国际体育赛事中对台湾的称呼）队比赛的球迷
被安保人员阻止携带台湾国旗进入赛场，安保人员出示了文件，显示台湾国旗是被列
入联赛禁止物品名单中的。接下来一周，在温布尔登公开赛上，身穿印有 “彭帅在
哪里？”字样T恤衫的倡议人士被保安人员拦下，并对他们的包进行了搜查。他们被
允许继续穿着T恤，但被告知不要提起任何谈及彭帅的话题（另一位穿着同样衬衫的
抗议者在男单决赛休息时举起牌子，并大喊 "彭帅在哪里"，之后被赶出了赛场中区）
。中国最近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将于明年生效，允许 "任何国家、地区
或者组织在国际体育运动中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尊严的，将根据实际情
况采取相应措施"。 

• 坦桑尼亚的中共管理学校：(中共在)坦桑尼亚设立“尼雷尔领导力学院”是以坦桑尼
亚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瓦利姆•朱利叶斯•尼雷尔的名字命名的，其目的是在中共与
20世纪中期反殖民运动有关的地区政党之间建立 "党对党外交"。来自南非、津巴布
韦、坦桑尼亚、安哥拉和纳米比亚的运动将被纳入其培训计划中。在疫情之前，这些
国家的许多地区政治家会旅行到中国接受培训；这所学校协助使这种交流继续下去。 
 

• 新的民调显示对中国政府的不利看法越来越多：皮尤研究中心发现，在其调查的19个
国家中，对中国的负面看法达到或接近历史最高点，主要是由于对其人权状况和军事
力量的担忧。调查对象主要来自欧洲和亚洲国家，也包括美国和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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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uzzfeednews.com/article/emilybakerwhite/tiktok-tapes-us-user-data-china-bytedance-access
https://twitter.com/fryan/status/1543045141044219904?s=20&t=0seT4Iq8WHgW8GngvGEr8w
https://www.abc.net.au/news/2022-07-13/tiktok-admits-australian-data-accessible-in-china/101233320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exclusive-myanmars-junta-rolls-out-chinese-camera-surveillance-systems-more-2022-07-10/
https://www.sbs.com.au/news/article/sports-fans-told-to-put-away-taiwanese-flags-at-fiba-world-cup-qualifier-in-melbourne/ghtopecrz
https://apnews.com/article/wimbledon-sports-england-shuai-peng-b0ac5c3fbeb76087fdbcb77c73e69398
https://apnews.com/article/wimbledon-novak-djokovic-sports-tennis-china-43aca338c6c6ee91bdbca5440f45cac3
https://www.scmp.com/sport/china/article/3183190/china-changes-law-so-it-can-act-if-country-insulted-sporting-events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international/world-news/spreading-ideology-chinese-communist-party-opens-school-in-tanzania-to-train-party-officials-from-region/articleshow/92740922.cms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168462/china-opens-party-school-africa-teach-its-model-continents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2/06/29/negative-views-of-china-tied-to-critical-views-of-its-policies-on-human-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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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反制 
唐山女被殴事件引发众怒

最近一段疯传的一名女子拒
绝一名男子的性骚扰后引发
几名女子被数名男子殴打的
视频，在网上引发了愤怒。
就此6月10日发生在唐山一
家餐馆的事件，网民们进行
了广泛讨论。讨论内容包
括：警方对暴力事件的反应
迟缓，特别是与警方快速且
经常严厉地执行防疫措施的
速度相比；事件相关的几位
女子似乎试图保护彼此，却
没有男人们出手相助；还有
对中国普遍存在的暴力侵害
妇女行为的更广泛关注。根据What’s on Weibo网站显示，与此案有关的主题标签吸引
了数十亿的浏览量。 

虽然官方媒体和政府官员们谴责了这次袭击，但他们也试图将这一事件形容为单一个
案，从而引发了进一步的抗议。许多在线评论回顾了今年早些时候发生的另一起疯传案
例，即一名妇女被发现被用锁链囚禁在徐州的一间小屋里，以及其他几起最近发生的暴
力侵害妇女的事件。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很快开始审查其中的一些讨论，包括一篇讨论
关于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厌女症的微信文章；微博则禁止了“我为唐山女发声”的标签
以及900多个账户，指其有包括 "故意挑起性别对立"在内的违规行为。 

该事件几天后，袭击所在地河北省当局对“假媒体、假记者和假新闻”进行了镇压，这
可能是为了压制对该事件的讨论以及当局在保护妇女权利方面的广泛失败。尽管对记者
施加了压力，中国官方媒体的记者继续尝试在唐山报道此案。一些记者在网上发帖说遇
到了警察的阻挠，包括殴打、拘留、骚扰，以及被没收物品或删除录像。据报道，官员
们砸了国家广播公司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的新闻车。对该案报道的限制在网上引起
了对压制新闻感到厌恶的网民愤怒反弹。

发生在唐山一家餐馆的残暴袭击女性的监控视频片段，该视频引
发了对中国女性权利的激烈讨论。  

图片来源: CNA屏幕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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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hatsonweibo.com/what-happened-in-tangshan-the-violent-restaurant-incident-everyone-is-talking-about/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footage-womens-beating-sparks-outrage-china-2022-06-11/
https://www.cnn.com/2022/06/13/china/china-tangshan-restaurant-gender-violence-intl-hnk-mic/index.html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2/06/23/china-tangshan-assault-violence-womens-rights/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tangshan-reporters-06212022125845.html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tangshan-media-06202022175744.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Dq4CUaQJ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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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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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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看点

习近平在党代会前访问周边地区：习近平为7月1日的回归纪念日访问了香港，这是他自
COVID-19疫情爆发以来首次在大陆以外的地区访问。习后续又于7月12日至15日间前往新疆，
这是2014年以来的第一次。值得关注：在今年秋季的党代会之前，为进一步歌颂习近平成就的
更多行动。 尽管面临经济萎缩和对他的封锁政策不满，习近平届时仍有望进入其历史性的第三
个任期。

香港模仿大陆的COVID-19防疫政策：香港卫生局局长于7月11日宣布，对香港的COVID-19应
用程序进行新的修改，使其更像大陆的应用程序，例如要求实名登记和使用交通信号灯系统来限
制人们的行动。值得关注：随着特首李家超的新政府就职，其对大陆政策的进一步采用，以及可
能出现的以COVID-19防疫规则为幌子监视异议人士的迹象。 

关于中共对海外维吾尔人打压行动的最新研究：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一份新报
告研究了中共通过与统战部有联系的侨团来影响和监控海外维吾尔族侨民，以及流亡的群体成员
的作法。值得关注：进一步的研究和努力，来揭露海外国家的统一战线活动，以及当地政府为保
护这些社群所做的尝试，他们如此做也可能面临恐吓和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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