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6日，一群抗議者聚集在中國駐英國曼徹斯特領事館外，時值中國共產黨第
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開幕──在這次會議上，習近平被任命為自毛澤東以來
最有權力的中國領導人。抗議者展示了這一形象的大型橫幅，描繪了習近平只穿著
內衣和王冠，懷裡抱著台灣的像，以及血淋淋的烏克蘭和香港；然而，他在鏡子裡
看到自己穿著精美的衣服，上頭印著「代表14億中國人民」。領事館的工作人員
襲擊了抗議者，據說將一名男子拖到領事館的領地上並毆打他。一位發言人後來試
圖為這次襲擊辯解，說抗議者「在正門掛了一幅侮辱性的中國國家主席畫像」。

圖片來源:  Kris Cheng, 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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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對其在新疆的侵權行為還能迴避責任多久？
本期分析

作者

代安玲

代安玲是自由之
家中國、香港和
台灣研究的資深
研究員；她同時
也是《北京的全
球媒體影響力：
威權擴充和民主
的復原力量》的
共同作者。

中國政府在10月6日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贏得了一場重要勝利，利用其在政治和經濟上的
影響力，否決了一項要求對新疆人權狀況進行辯論的動議。該動議以兩票之差失敗，並
且確保了10月16日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順利召開。
  
雖然這一結果確保了理事會無法審查前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發表的一份措辭嚴厲的
報告，但它幾乎無法壓制關於中國政府迫害維吾爾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成員的資訊
的廣泛傳播。
 
為了進一步掩蓋其在新疆犯下的暴行的責任，中國共產黨（CCP）一直積極努力地重
塑自身在世界各地的媒體形象。自由之家上個月發表的一份報告《北京的全球媒體影響
力：威權擴充和民主的復原力量（BGMI）》，評估了中國政府在30個不同國家進行的這
種嘗試。我們發現，中國政府正在部署相當多的資源來反擊對它的批評，以及提升其在
海外的形象，並在一些地區獲得了接納。但在很多情況下，中國政府的宣傳活動適得其
反，或是遇到了當地記者、倡議者和政府的明顯抵制。這讓人們對中共戰略的持久性產
生了懷疑。
  
以一連串的方式來傳播受青睞的敘事
中國政府試圖影響媒體對其在新疆侵犯人權行為的報導，包括藉由中國官方媒體和其外
交官的社群媒體帳號等傳統渠道散播政治性宣傳；但它也採取了更為隱密和具有脅迫性
的策略，例如透過更具備公信力的當地媒體對其政治宣傳進行洗白。
  
有關新疆的報導是中國共產黨在印尼──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對媒體進行影
響力宣傳的一個主要部分。中國國家製作的大量有關維吾爾族的資訊正通過內容共享或合
作協議在印尼發布。例如，印尼國家通訊社Antara與中國的新華社有內容共享協議，且
其內容經常被其他媒體轉載。中國駐印尼大使館還資助或組織全國主流媒體、穆斯林媒
體的記者，以及當地伊斯蘭團體的成員，前往新疆和中國其它地區進行有酬採訪，其中
一些人回國後重複中共的官方敘事。由於這些敘事是經由印尼記者或伊斯蘭學者講述，
此種說法可能更容易引起當地觀眾的共鳴。
 
在另一個擁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國家，馬來西亞，中國官方也同樣使用了有針對性的影
響策略來塑造關於新疆的報導。當地受人歡迎的英文報紙，《星報》，轉載了新華社和
中國日報的內容，並採取了支持中國政府在新疆政策的編輯方針；該報的最大股東是馬
來西亞華人協會，該協會已與中國共產黨簽署了合作諒解備忘錄。在過去幾年中，一些
馬來西亞記者參加了由中國當局組織的新疆之行，並在回國後寫了一些有關中國政府官
方穆斯林政策的正面文章。
  
在迦納、塞內加爾和突尼西亞，中國大使館自2019年起為當地媒體召開記者會，傳播有

民主國家必須即刻採取行動，保護流亡的異議人士免於中國政權的
跨境恐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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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新疆局勢的虛假或誤導性資訊；其中，迦納和塞內加爾的一些媒體不加批判地轉載了
這些訊息。
  
在肯亞和南非，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僱用在中國的非洲記者用斯瓦希里文和英文製作新疆
「日記」 和「日誌」，然後在非洲東部和南部傳播，粉飾這些侵犯人權的行為。我們的
報告還發現，來自英國、以色列和其他國家的國際部落客被金錢收買，或者以其他方式
被利用來幫助宣傳中共在新疆的訊息。
  
2021年3月在法國，中國環球電視網（一家中國官方的廣播公司）發表了一篇由名叫 
Laurène Beaumond的法國記者撰寫的文章，聲稱他住在中國並多次訪問新疆。這篇
文章對中共在該地區的鎮壓行動給予了高度評價。媒體記者們後來發現，這篇文章實際
上是由中國中央電視台的一位前法國主持人用假名寫的，並且這名字在此之後再也沒有
被使用過。在這個例子中，中國政府所做的嘗試，因為觸發了媒體對其可疑真實性的討
論，而在很大程度上適得其反。
  
中國共產黨相關人員為操縱全球關於新疆的輿論而採取的更多脅迫性策略包括：通過網
路霸凌或拉攏來壓制批評意見，以及在社群媒體上發起協調一致的非真實貼文，以淹沒
批評者或製造虛假的支持。在澳洲，研究人員Vicky Xiuzhong Xu在發表了一份關於維吾
爾人在新疆進行強迫勞動的報告後，遭到了中國民族主義用戶們的網路霸凌。
  
公民社會及獨立媒體帶頭抵抗
正如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投票結果表明，中國政府的影響力是有限的。 BGMI報告發現，
雖然一些政治領導人願意迎合中國共產黨的利益，但獨立的新聞機構和公民社會在反擊
中國政府的媒體操縱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包括其在新疆對人權的侵犯。這種非政府
的抵抗可以反過來幫助建立公眾壓力，迫使各國政府們要求中國為其迫害行為負責。
  
舉例來說，儘管塞內加爾政府與中國政府關係密切，但該國人口中九成五的居民是穆斯
林，當地媒體也報導了公眾對維吾爾人的聲援；在肯亞，獨立媒體委員會公開指責公共
的廣播公司，肯亞廣播公司，轉載了中國政府對新疆的宣傳。而近期在迦納，想直接擴
散中國政府對聯合國人權專員報告回應的意圖，並未能在社交媒體上獲得支持。
  
印尼媒體批判性地報導了維吾爾族問題，在中國駐雅加達大使館前也發生了幾次抗議活
動。馬來西亞的許多穆斯林知識分子對中國大使在2019年開展的政治宣傳作出了憤怒的
回應；這名大使撰寫了幾篇專欄文章，聲討有關新疆權利侵犯的「西方報告」。一個穆
斯林公民團體在本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投票前致函印尼和馬來西亞外交部，呼籲他們支
持辯論的動議。
  
一個階段性的勝利
最終，有7個在BGMI的報告中被檢驗的國家，於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投了棄權票或者支
持中國。其中五個國家──阿根廷、印尼、馬來西亞、墨西哥和塞內加爾──被評估為
「容易受到」中共的媒體影響力。剩下的兩個國家，巴西和印度，都被自由之家評為「
有韌性的」，儘管其政府選擇了棄權。
  
雖然中國政府這次在聯合國取得了成功，但來自全球、對維吾爾族和其他位於新疆的穆
斯林的基本權利的支持正在增長──這點從聯合國專家的聲明，以及索馬利亞、洪都拉
斯、巴拉圭、日本和韓國等國家投下的「贊成」票就可以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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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反對」或棄權票的國家的記者及倡議者們則應繼續回擊中共對媒體的影響力，並鼓
勵其政府在國內外捍衛自由和人權。我們的研究清楚地表明，中國政府的壓力操作可以
被強大的民主社會所阻擋。這是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對中國的第一次投票，但它不需要成
為最後一次。

新聞報導
歷史性的中共二十大特點: 宣傳、審查、恐嚇

•	 圍繞黨的中共二十大宣傳：中共黨代會於10月16日開幕，大會前的宣傳重點是突出習
近平執政以來的「成就」，強調習近平是黨的未來。中國共產黨的喉舌《人民日報》
發表了一份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 "成就" 記錄，其中包括扶貧和舉辦2022年北
京冬奧會；它將這些描述為「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形成』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
心骨」的例子。該出版物還肯定地將習近平視為中國對COVID-19的災難性初步反應
的中心──儘管他正在採取的措施導致整個城市被長期封鎖──並稱「習近平堅定沉
著、勇毅擔當、科學應對」武漢的疫情。 2022年9月的一項學術分析發現，在過去十
年中，在習近平的領導下，新聞媒體稿件內容變得更加意識先行，黨涉入的跡象也越
發明顯，；研究發現，這種轉變可能是由於官員們努力顯示他們對習近平的忠誠，並
向在線媒體發出信號，這種奉承的內容應該被轉載。研究人員還質疑這是否會給黨帶
來弊端，首先是通過訓練讀者識別宣傳品，同時有效地扣留了表明公眾對習近平政策
不滿的資訊，使其不被中共領導層發現。 

•	 在國會召開之前加強了網路上的審查：根據審查制度監測平台GFW的報告，從10月
3日開始，審查人員加強了對規避工具的阻撓，精通技術的用戶利用這些工具訪問被
封鎖的網站，主要影響基於傳輸層安全（TLS）的程序。據報導，這是迄今為止對基
於TLS的工具進行的最大規模的封鎖。審查人員還封鎖了微博、豆瓣和其他社交媒體
平台的搜索關鍵字，包括「改選」、一些俚語和一個日本動漫網站。根據《華爾街日
報》的分析，對習近平名字的搜尋在社交媒體平台上也受到嚴格控制。據《中國數字
時代》報導，在網路上提到習近平時，有35467個不同的短句被屏蔽。 

•	 警方威脅活動人士，在大會召開前注意異議：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全國各地的上訪
者（對地方政府提出申訴的個人）和其他活動人士受到警方的威脅，警方警告他們遠
離北京，不要發表言論或接受外國記者採訪。一位上訪者說，警察警告說，如果他們
去北京，當局會把他們拘留在COVID-19隔離中心。在10月13日北京的一座橋上發生
抗議活動後（見重點反制），當局部署了「看橋員」在全市的橋樑上巡邏，以確保不
再有抗議活動發生。 9月28日，公安部發表聲明，稱其在6月底至9月的 "百日行動"中
逮捕了140萬 "犯罪嫌疑人"，以便為黨代會"創造安全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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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公司擴大審查範圍，實現審查自動化：來自用戶和公司本身的報告強調了中國社
交媒體平台為支持中共的資訊控制體系所採取的措施。 7月，一位網友指出，中國國
內的雲端儲存硬碟，如WPS Office，一個流行的中國Google雲端的替代品，可以任
意限制訪問或刪除用戶的私人文件，以遵守現有的中國網路法規，從而引起了人們的
注意。 8月下旬，微博推出了一項試驗性功能，將用戶在媒體和政府帳號上發表的評
論顯示在他們的個人資料頁面上，這可能導致自我審查的增加。 9月初，當知乎平台
開始測試隱藏浮水印功能時，問答網站的用戶表示震驚。豆瓣在2021年12月推出了
一個類似的功能，在圖片上創立了一個隱藏的浮水印，可以用來確定截圖的來源。 (
分享截圖圖片是規避線上審查的一種普遍策略）9月下旬，微博董事長曹國偉在國家
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中國的國家互聯網監管機構）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嚴格的政
府規則有助於 "淨化" 互聯網，微博將積極推廣政府相關帳號的內容，以 "更好地" 引導
在線討論。 

•	 來自新疆和西藏等封城地區的貼文被限制：持續了一個多月的嚴厲的COVID-19封城
引發新疆和西藏的維吾爾族人、藏族人和其他少數民族成員在網路上發表他們的不滿
情緒，並導致審查和一些人被捕。根據《中國數字時代》公佈的一份被洩露的指令，
審查人員在9月初被命令在微博上進行「大量洗版」工作，目的是用日常生活和烹飪
的貼文以及其他無害的內容大量洗版有關新疆封城的貼文。新疆警方還拘留了四名
被指控「散佈謠言」的網友，以及600多名抗議者。一週後，位處拉薩的網友開始懇
求社群媒體用戶「關注」嚴酷的封城措施和糟糕的醫療服務，因為那裡出現了一波
COVID-19病例。微博的回應是取消了關於西藏的標籤的優先級，並將新疆的食物和
風景設定為熱門話題。 

•	 社群媒體上新的敏感話題被限制：自7月以來，中國網路審查人員封鎖了以前可以容
忍的新型內容。例如，兩名民族主義評論員的社群媒體帳號在8月被禁止。在微博、
微信、Bilibili和豆瓣上擁有4400萬粉絲的司馬南於8月23日被凍結帳號，而另一位知
名的民族主義媒體人孔慶東也在同一時間被禁止發布貼文。這些事態發展促使人們注
意到，審查人員正在打擊當局以前鼓勵的那種煽動性的民族主義情緒。自從黨宣佈在
2020年底消除絕對貧困方面取得勝利以來，當局有時也對中國的貧困描述進行反擊。
最近幾個月，審查人員從電影院和串流媒體網站上刪除了《隱入塵煙》，這部低成本
電影因其對中國貧困的真實描述而廣受好評。它的名字在微博上也被禁止。受歡迎的
健康資訊共享平台「丁香園」因質疑傳統中醫藥及其在防治COVID-19方面的應用而
被暫停。中國審查人員還繼續針對西方新聞來源，這是更常見的內容限制目標。微信
關閉了彭博社的微信「Daybreak」帳號，該帳號自2021年1月以來一直發布全球市
場的最新消息，據稱是因收到「投訴」，稱該帳號違反中國法規。審查人員還封鎖了
美國大使館關於8月31日發布聯合國關於新疆人權侵犯的報告的微博和微信貼文。

審查制度的更新: 科技公司擴大審查能力，新疆和西藏的愁雲慘霧的封城消
息被噤聲，新的話題在網上被壓制

中國媒體快報: 2022年10月

4

https://globalvoices.org/2022/07/18/a-chinese-office-platform-confirms-that-users-files-on-its-cloud-server-are-subject-to-censorship/
https://www.sixthtone.com/news/1011043/weibo-comments-on-certain-posts-to-be-visible-on-user-profiles
https://globalvoices.org/2022/09/07/chinese-social-media-platforms-add-hidden-digital-watermarks-to-track-screenshot-sharing/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politics/article/3193605/weibo-chairman-backs-chinese-censors-crackdown-and-promises
https://apnews.com/article/covid-health-shanghai-government-and-politics-e40fb7fdd74f395571b7604fa6ee5d3e
https://apnews.com/article/covid-health-shanghai-government-and-politics-e40fb7fdd74f395571b7604fa6ee5d3e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2022/09/minitrue-flood-weibo-comments-on-xinjiang-prefectures-lockdown/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2/9/15/xinjiang-residents-complain-of-hunger-after-40-day-covid-lockdown
https://www.whatsonweibo.com/residents-in-locked-down-lhasa-say-local-epidemic-situation-is-a-giant-mess/
https://www.whatsonweibo.com/residents-in-locked-down-lhasa-say-local-epidemic-situation-is-a-giant-mess/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politics/article/3189923/nationalistic-blogger-sima-nan-banned-chinese-social-media
https://twitter.com/lizalinwsj/status/1560878098815791106?s=20&t=6S5PIqUqH2Ce3-vAP5en6g
https://twitter.com/lizalinwsj/status/1560878098815791106?s=20&t=6S5PIqUqH2Ce3-vAP5en6g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ese-fans-of-popular-movie-return-to-dust-wonder-what-happened-to-it-11664721604
https://restofworld.org/2022/china-health-platform-censored/
https://www.business-standard.com/article/international/wechat-shuts-bloomberg-s-financial-news-account-over-regulation-violation-122070800640_1.html
https://twitter.com/usambchina/status/1567379094991523844


www.freedomhouse.org

自由表達案件: 律師被秘密審判；微信和分裂主義案件；關於拘留期間死亡
和酷刑案件的報導

•	 常瑋平案的閉門審判：7月26日，陝西省對人權律師常瑋平的「顛覆國家政權」案進
行了閉門審判，但沒有作出判決。中國保安以COVID-19疫情管制為藉口，阻止他
的妻子陳紫娟博士參加審判。常律師張某最初於2020年10月因為在YouTube上發布
了一段影片、詳細描述自己於2020年1月被警察酷刑對待而被拘留，根據報導，他在
2020年10月至2021年4月期間再次遭到酷刑。而在另一起案件中，維權人士徐秦的家
人在6月底指出，她在江蘇省拘留所等待審判時已經「癱瘓」了。徐於2018年2月被
拘留，罪名是「尋釁滋事罪」，這是一項針對維權人士普遍的指控，她開始進行絕食
以抗議對她的拘留。 

•	 藏人因未註冊的微信群而被捕：7月25日，中國官員在四川省甘孜州逮捕了一名藏族
男子，原因是他建立了一個「非法」的微信群來紀念西藏的宗教領袖。據報導，這個
名為《80歲生日快樂》的小組有大約100名成員。 

•	 台灣倡議者在中國被隔離監禁：8月4日，浙江警方以涉嫌 "分裂主義" 和 "危害國家安
全" 為由拘留了台灣民運人士楊智淵，並將其置於指定地點監視居住，這是一種強迫
失踪的形式。他被指控在香港2019年的抗議運動中支持台灣建國和"香港分離主義者"
。楊的被逮捕發生在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抵達台北的第二天。 

•	 異見人士在羈押和審判中死亡的細節出現：8月21日，美國之音報導，異議人士、退
休教授孫文廣在2021年8月中旬患病，據信已於去年9月去世，享年87歲。 2018年，
在孫文廣批評習近平的「撒幣式」外交後，警方迫使他結束了對美國之音的現場採
訪。孫隨後失踪，據信在過去四年中一直被拘留，他的家人因一直受到中國當局的壓
力而保持沉默。另外，8月13日，中國權利監督網站「維權網」報導，異議作家孫大
駱（原名孫志明）於2021年12月被秘密審判，罪名是「尋釁滋事罪」。警方於2021
年6月拘留了孫，因為他在台灣、香港和中國散居地發表了關於毛澤東、習近平和其
他政治話題的文章。據報導，警方在拘留期間對他施以酷刑，並威脅他的律師和律師
的家人。他的判決細節尚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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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記者入獄，嚴厲的網路犯罪建議，Facebook網頁被關閉，警察項目旨在
阻止對官員的批評

•	 記者入獄，另一人被捕，對公民社會的鎮壓則更加嚴：10月7日，香港法院判處網路
電台主持人Edmund「Giggs」尹耀昇32個月監禁，並處以487萬港元（62萬美元）
的罰款。尹耀昇承認一項煽動罪和三項洗錢罪，認罪協議減輕他的刑責。煽動罪是因
為他節目中的政治內容，而洗錢罪是因為他呼籲捐款支持從香港逃往台灣的倡議者。
在針對新聞自由的另一次打擊中，香港記者協會（HKJA）的負責人陳朗昇於9月7日
被捕，幾天後被指控在報導一個業主委員會會議時妨礙警察。香港記協是為數不多 
的仍然對政府的侵權行為發表意見的團體之一。陳朗昇曾計劃在9月底離開香港，到
英國開始研究工作，這讓人懷疑這些指控是出於政治動機，讓他留在香港並受其限制 
性法律管轄。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在10月發布的一份報告中採訪了42名
香港公民社會成員，報告發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
法》（香港國安法）下的兩年對公民社會產生了破壞性影響，並將香港變成一個「恐
懼之城」。 

•	 立法建議將強制對網路犯罪進行重罰：6月，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底下的「電腦網絡
罪行小組委員會」提出了新的網路犯罪罪行，並規定了嚴厲的刑罰，包括建議某些 
「情節嚴重的罪行」最高應判處終身監禁。雖然該委員會在2019年初開始工作，但
它說，這些建議是因應2020年北京實施的國安法和「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
批評者對這些建議表示關切，因它們將對什麼構成刑事訴訟產生不確定性，以及禁 
止「未經授權的披露」可能被用來對付收到被洩露的數據的記者或研究人員。其他 
關切包括允許香港法院對被認為損害香港安全或其海外公職人員權威的犯罪行為擁 
有管轄權。 

•	 煽動性逮捕後，香港Facebook	「Secrets」系列專頁被關閉：香港警方於8月9日逮
捕了兩名公務員，罪名是煽動罪，因為他們經營一個Facebook頁面，公職人員可以
在上面分享關於政府部門的八卦或匿名不滿。警方指控這兩個人散佈"促進不同階層
之間的惡意和敵意"的訊息。這個名為「公務員Secrets的粉絲頁在被捕前有24萬名追
蹤者，被捕後其管理員將其關閉。其他幾個「Secrets」網頁，包括香港中文大學、
醫院管理局和其他團體的網頁也在幾天後關閉。 

•	 香港男子被依殖民時期的煽動法逮捕：9月19日，警方逮捕了一名在英國領事館外悼
念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香港男子，罪名是涉嫌 "煽動意圖"。近年來，香港當局將
殖民時代的煽動法作為武器，一名地區法官在2022年9月的一個案件中確認，該法律
──從前針對試圖「挑起對女王陛下或其繼承人或繼任者」或香港政府的蔑視或不滿
──也可以被適用於中國當局。 

•	 香港警方推出追蹤工具，監測民眾對公部門的批評: 8月15日，香港警方推出了一個
改頭換面的公共關係部門，旨在識別和平息對港警的批評。其負責人表示，警隊已與
一家未透露姓名的科技公司合作，開發了一個線上數據收集工具，以監測社交媒體上
的公眾意見，並檢測對於警察的「誹謗」何時被分享，警方也將駁斥這些誹謗。該官
員稱，「假新聞」和「錯誤信息」導致社會與警察的關係惡化；他將媒體和其他關於
2019年抗議運動期間警察暴力的報導描述為「虛假」，並表示這種內容是為了傷害
警察，只是在引入港版國安法後才被遏制住。

中國媒體快報: 2022年10月

6

https://hongkongfp.com/2022/10/07/hong-kong-online-radio-host-giggs-jailed-for-2-years-and-8-months-over-sedition-and-money-laundering/
https://cpj.org/2022/10/hong-kong-internet-radio-host-edmund-wan-yiu-sing-sentenced-to-32-months-in-prison/
https://hongkongfp.com/2022/09/07/head-of-hong-kong-journalist-group-ronson-chan-arrested-for-obstructing-police-and-public-disorder-sources/
https://hongkongfp.com/2022/09/07/head-of-hong-kong-journalist-group-ronson-chan-arrested-for-obstructing-police-and-public-disorder-sources/
https://www.cecc.gov/sites/chinacommission.house.gov/files/documents/Hong%20Kong%20Civil%20Society%20Report.pdf
https://www.hkreform.gov.hk/en/docs/cybercrime_e.pdf
https://hongkongfp.com/2022/07/21/five-new-offences-proposed-to-fight-cyber-crime-in-hong-kong-with-life-imprisonment-as-maximum-penalty/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7/hong-kongs-new-cybercrime-law-consultation/
https://hongkongfp.com/2022/08/10/national-security-police-arrest-2-govt-workers-over-alleged-seditious-social-media-posts/
https://hongkongfp.com/2022/08/10/national-security-police-arrest-2-govt-workers-over-alleged-seditious-social-media-posts/
https://www.thestandard.com.hk/breaking-news/section/4/193360/Facebook-%E2%80%98Secrets%E2%80%99-pages-close-down-following-sedition-arrests
https://www.wsj.com/articles/hong-kongs-crackdown-on-dissent-hits-facebook-pages-11660645491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188821/no-more-secrets-hong-kong-facebook-pages-anonymous-rants
https://www.thestandard.com.hk/breaking-news/section/4/193360/Facebook-%E2%80%98Secrets%E2%80%99-pages-close-down-following-sedition-arrests
https://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6/INT_CCPR_CSS_HKG_48959_E.pdf
https://hongkongfp.com/2022/08/16/hong-kong-police-force-vows-to-quickly-clarify-rumours-and-misinformation-with-new-public-relations-wing/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law-and-crime/article/3188975/hong-kong-police-deploy-technology-combat


www.freedomhouse.org

中國之外
跨國鎮壓，TikTok的審查和監控，以及推動全球不真實宣傳的策略

9月8日，自由之家發表了一份名為《北京的全球媒體影響力：威權擴充和民主的復原力
量（BGMI）》的力量的專題報告。除了以下說明外，也請閱讀我們的報告，了解中國政
府如何試圖影響世界各地的媒體，以及記者、律師、立法者和民間社會部門如何應對的
新分析。該報告還包括30個深入的國家案例研究，涉及中共影響資訊格局的努力，以及
各國對此的抵抗力。  

•	 海外派出所、英國領事館遇襲反映了中共的跨國鎮壓企圖：根據「保護衛士」9月的
一份報告，中國警方在五大洲設有54個「中國警僑海外服務站」。中國外交部的一位
官員證實了這種海外服務站的存在，他解釋，這些海外服務站的存在是為了向被指控
在中國犯罪的中國公民施壓，讓他們回國，因為「雙邊條約非常繁瑣，歐洲不願意向
中國引渡」。其中一個位於紐約市的站與非營利組織有關，其使命是成為「福建人的
社交聚會場所」。報告發布後，推特上開始了一場虛假的宣傳活動，數百名假的新帳
號被以「捍衛者」的名義註冊，並在推特上發布支持中國警察的內容。中共的跨國鎮
壓已經變得越來越肆無忌憚。 10月16日，中國駐英國曼徹斯特領事館的工作人員，
包括總領事，參與了對領事館外的香港抗議者的襲擊，將一名男子拖入領事館內，並
在他被警察救出之前對其進行毆打。 

•	 關於TikTok審查、監控的新報導：自7月以來，與中國擁有的社交媒體應用程序TikTok
有關的一些事態發展引起了全球的關注。 7月底，紐西蘭議會議長寫信給立法者，告
訴他們不要使用TikTok，因為他們擔心中國政府可以獲取他們的數據。英國議會在8
月初開設帳號後不久就關閉了賬戶，此前幾位議員曾致函兩院議長，提出了類似的數
據隱私問題。 8月和9月，TikTok刪除了法國新聞節目 "20分鐘" 發布的關於美台關係
的影片，而一家追蹤中國社群媒體趨勢的荷蘭網站What's on Weibo表示，其TikTok
帳戶在發布了關於四川省COVID-19封城和山洪災害的消息後被暫停。一名研究人員
還在8月底發現，該平台的iOS應用程式中的一個程式內瀏覽器可以追蹤用戶的點擊
記錄，包括在TikTok本身沒有使用的時候。該公司表示，該功能是為了"調試、排除故
障和性能監控"。 

•	 在海外推廣假資訊的新策略：新的研究暴露了中國黨國相關人員在全球推廣中共
官方敘事所使用的不斷變化的策略，包括推廣虛假內容。8月4日，威脅情資公司
Mandiant發布了一份報告，記錄了由一家上海營銷公司營運的11種不同語言的72
個假資訊網站。這些內容攻擊了批評中國共產黨在新疆和香港的鎮壓行動的人，並
宣傳親中言論。9月下旬，Meta公司宣布，它已經取締了一個與中國有關的非真實
網絡，該網絡傳播有關美國中期選舉和捷克共和國對中國和烏克蘭外交政策的虛假
資訊。中國傳媒研究計畫檢查了一部介紹香港COVID-19大流行病的親中觀點的紀錄
片，發現該片的製片人謊稱該片曾在坎城電影節上放映，並在布拉格一個不存在的電
影節上獲得獎項。與該片有關的工作人員製作了其他有關新疆和香港的親政府宣傳
片，並同樣聲稱獲得了虛假或誤導性的外國獎項，顯然是想為官方宣傳賦予正當性。
另外，在亞馬遜的Kindle平台上發布了一波品質很差的宣傳性電子書，宣傳中國對台
灣的主張。這些書撰寫的品質低落，或者抄襲自其它作品；一位研究人員統計，至少
有61本這樣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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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反制 
發生在北京的抗議活動凸顯對習近平政策的異議

不要核酸要吃飯。罷工
罷課罷免獨裁國賊習近
平。10月13日，一名北
京男子在一座城市橋樑上
放下兩條橫幅，高喊口
號，並點火抗議政府的
COVID-19政策，要求為中
國人民提供自由和尊嚴。
在中共重要的黨代會於10
月16日開幕前幾天，「四
通橋勇士」的抗議活動是
一個國家在習近平不屈不
撓的"零容忍"政策下苦苦掙
扎數月的反抗行為，因為
這些政策的制定者即將被
任命新的任期。

示威活動在社交媒體上引
起了關注，受到了迅速的
審查，中國政府並且在整
個首都部署了警察和監控
人員。這並不是反對習近
平貪污政策的唯一公開行為。自由之家即將開展的一個項目《中國異議監測》，記錄了
2022年6月至9月期間中國公民抗議COVID-19疫情控管的37個案例。其中包括吸引數百
人上街的抗議活動，以及具有數十万貼文的社群標籤運動。

四通橋勇士的抗議活動也引發了中國和國際社會的聲援。在上海，退休教師顧國平在10
月16日被警察抓走之前轉發了照片和影片。他現在失踪了。據報導，河南的一名倡議者
王威在表達對橋人的支持後也被拘留了。在世界各地的大學校園裡，包括美國、英國、
歐洲、香港和澳洲，中國學生和其他學生都掛上了他所用的標語，並對習近平進行了類
似的譴責。四通橋勇士的目前尚不清楚，他可能會面臨嚴厲的報復。然而，他的抗議活
動及其分支表明，習近平並沒有得到他公開聲稱的普遍支持。

掛在北京四通橋上的「四通橋勇士」橫幅寫道：（左）“不要核
酸要吃飯，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謊言要尊嚴，不要文革要改
革，不要領袖要選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和（右）“罷工罷課罷
免獨裁國賊習近平”。  

圖片來源: 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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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起來！

•	 訂閱《中國媒體快報》：每月直送電子郵箱，獲取《中國媒體快報》最新資訊，最深入分
析。免費發送！點擊這裡或發送郵件至 cmb@freedomhouse.org。

•	 分享《中國媒體快報》：幫助朋友和同事更好地理解中國不斷變化的傳媒和新聞審查狀況。

•	 獲取未經審查的消息內容：請點擊這裡或這裡，找到比較流行翻牆工具的綜合測評以及如何
通過GreatFire.org獲取翻牆工具。

•	 支持良心犯：瞭解如何採取行動幫助新聞記者和言論自由維權人士，包括在往期《中國媒體
快報》中特別提到的良心犯。點擊這裡

•	 訪問《中國媒體快報》資源中心：通過《自由之家》網站的一個新的資源中心，瞭解更多決
策者、媒體、教育界人士和捐助人如何幫助推進中國和其他地方的言論自由。

未來看點

一屆領導班底將亮相，由習近平掌舵：中共二十大於10月22日結束，新的黨的領導層在第二天
揭開面紗。習近平被授予總書記的第三個任期，而關於今年早些時候負責上海災難性封城的上海
黨政領導李強將被提拔為政治局常委的傳言被證實是真的。他有可能在2023年被任命為總理。
黨的下一個五年計劃包括將重點放在安全上而不是經濟增長上，例如建設世界一流的軍隊和繼續
在台灣問題上劍拔弩張；注意習近平的盟友獲得監督該戰略執行的高級職位的跡象。

香港課程中取消了民主：隨著北京繼續對香港施加新的限制和規則，10月更新的初中課程取消
了民主等"核心價值"，增加了"國家安全法的重要性"和對中國憲法的理解。隨著政府試圖減少人
權知識，並將北京青睞的中國國家身份概念強加給年輕人，香港的公共課程會繼續調整。

中國間諜機構滲入外國科技公司：9月13日，推特的前安全主管轉為吹哨人，告訴美國參議院司
法委員會，聯邦調查局（FBI）在2022年1月通知該公司，中國的間諜機構國家安全部有一名特
工在推特工作。雖然該公司否認了這一說法，但要注意中國國家特工試圖成為國際社群媒體平台
的員工的進一步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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