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名擁有千萬粉絲的微博用戶貼出了這張8月7日BBC文章的
截圖以及這條英文評論“No reason has been given for the 
decision”（這個決定沒有給出任何理由）。這篇文章是關於
中國電影審查機構拒絕批准好萊塢新片《永遠的小熊維尼》
（Christopher Robin）在中國上映。很多觀察人士懷疑將中
國主席習近平比作小熊維尼的網路惡搞而產生的政治敏感性是
其中一個因素。這則貼文被轉發了1573次，剛過一個小時便遭
到刪除。這使得這則貼文成為過去兩個月被刪除最快的貼文。

圖片來源:  微博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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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公司助長中國的網路強權
本期分析

薩拉∙庫克

自由之家東亞資深
研究分析員，《中
國媒體快報》負責
人。 本文已於2018
年9月30日發表於《
風傳媒》。 

自願或強制的合作利弊雙存

去年秋天，隨著從國內言論審查到國際網路管制能力和影響力的提升，中國共產黨宣稱
要將中國變成一個「網路強國」。迄今，中共政權在中外科技公司的協助下，已經取得
了長足進步。不過這些收穫並非沒有代價。這些代價不僅是在人權和網路自由方面，還
包括那些與中國政府合作的科技公司的利益和聲譽 。

高科技審查與監控
中國政府技術創新的某些方面明顯有益於公眾。比如，今年8月國有的中國聯通公司在北
京成功啟動並測試了它的第一個5G行動網路，並計畫明年夏天在全市推廣。

而其他一些進展則讓人心生疑慮。加拿大多倫多的公民實驗室在8月14日發佈的一份報告
表明，行動應用程式微信採用了兩種圖像審查技術：一種工具可以過濾含有敏感文字的
圖像，而另外一種可以遮罩與已經在黑名單上的文字有視覺相似度的圖片。社交媒體使
用者一直以來用發佈圖片來規避對文字內容的審查，而這些新技術將填補這一漏洞。

微信的母公司騰訊自5月以來還採取了其他一些措施來滿足政府的言論審查要求。騰訊禁
止用戶在微信群中連結外部影片，刪除了大量音訊和影片內容（包括那些被認為是「歪
曲歷史」的內容），還在6月的「上合組織」峰會期間禁止使用者更改他們的個人資料圖
片和用戶名。人們常常利用更改這些內容來發表評論。上合組織是一個由中國領銜的地
區性安全集團。

在實施監控方面，新疆西部地區已經成為了一個測試大數據、人臉識別和智慧手機掃描技
術的實驗室。這些技術最終將應用在全中國甚至更廣泛的地區。有數家公司一直出現在這
項政府監控行動的最前沿，其中包括雲從科技（CloudWalk）、海康威視（Hikvision）
、大華技術公司（Dahua）、商湯科技（SenseTime）和依圖科技（Yitu）等等。儘管
他們從事的工作需要和政府在鎮壓新疆維吾爾穆斯林的行動上串通一氣，但這也讓這些公
司在國際市場上獲得競爭優勢，因為獲取海量資料有助於改進人工智慧演算法。例如，
漢族人、突厥裔維吾爾人，以及根據與辛巴威政府的一項新協議所獲得的撒哈拉以南非
洲人的資料和圖像將使得開發人員可以整合這些資料來修正人臉識別軟體中有關人種的
常見錯誤，並在世界各地贏得市場份額。據估計，中國公司到2025年將控制類似技術的
44%的全球市場份額。

服從黨和政府方針
中國公司在其他更加廣泛的領域尋求擴張。香港的Abacus網站7月發表的一份報告顯示
了百度、阿里巴巴和騰訊公司是如何在中國和海外數十家公司進行投資或收購，從電子
商務和共乘應用程式，到區塊鏈開發商以及自動駕駛汽車製造商。這些技術巨頭都是私
人企業，他們或許有自己的理由進行這些投資，但同時他們也必須服從政府和政府的戰
略目標。正如報告所說，「在中國的網路圖景中，企業的興亡取決於政府的權威。」

最近幾個月，有大量的事實證明這一現實。5月份，被監管機關短暫停業之後，頭條
（Toutiao）對其擁有廣大用戶的個性化新聞應用程式的內容和資訊進行了徹底清查，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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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了它的經營宗旨，其中包括傳播「
正確的輿論導向」。同樣在5月份，行
業領導者們參加創立了一個新的「中國
網路社會組織聯合會」，該聯合會由「
中央網信辦」領導。騰訊公司總裁馬化
騰、阿里巴巴創建人馬雲和百度總裁李
彥宏等人被任命為副會長。聯合會的成
立宗旨之一是「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網
路強國戰略思想」。

外國科技公司
急於取悅北京領導層的並非只有中國科
技公司。中國政府非常善於將它巨大的
國內市場作為誘餌——目前擁有超過8億
網路使用者——來迫使外國公司做出讓
步，包括在言論審查和監控系統方面提
供協助。最近圍繞谷歌公司計畫針對中
國市場開發一款經過審查的搜尋引擎而
引發的爭議，只不過是眾多類似合作中最新的一個事例而已。

而一個更新和更令人不安的動向是，中國政府一直利用市場槓桿——在某些情況下還包
括為所欲為的封鎖和其他監管措施——來發動對中國境外人士獲取的資訊進行審查。在
今年春天和夏天發生的一連串事件中，酒店、航空公司和汽車公司為了迎合北京的政治
立場，改變他們在諸如西藏或臺灣等問題上表述。在蘋果iPhone手機的作業系統中有一
段代碼，原本是為了防止中國用戶誤用臺灣國旗作為表情符號，但最近卻導致那些有中
國定位設置的手機系統當機，哪怕這些手機的用戶是在舊金山。蘋果目前正在考慮在下
一代的iPhone手機上加入中國的「北斗導航系統」，可想而知北斗的地圖將如何處理北
京的領土訴求。

服從的代價
隨著中外科技公司採取更多步驟取悅中共政權，人權方面的損害勢必持續增加。對諸如
臺灣、西藏、新疆、法輪功以及1989天安門屠殺等敏感話題的言論審查和監控，不是為
中共洗地就是使得大規模侵犯人權行為愈演愈烈——包括集中拘禁、酷刑和法外處決。
除此之外，自由之家對洩露的中共言論審查指示的年度分析已經一再顯示，範圍廣泛的
突發新聞話題成為管控目標，包括涉及公共衛生和安全的重要資訊。

但是諷刺的是，這些與政府串通的公司自己也成為了政府打壓措施的主要受害者。政府
濫權的後果，它們直接或間接承受了巨大代價。

首先，中國有關監管決策的任意性會讓企業精心設計的商業規劃和得來不易的成功毀於
一旦。7月份，臉書公司似乎已經獲得了政府許可在浙江省設立一家子公司和創新中心，
這無疑是漫長而艱難的談判的結果。然而僅僅過了幾個小時，公司註冊通告就消失了，
並在中國媒體上遭到封鎖，顯然是由於網信辦否決了地方政府的決定。

第二，中國政府不斷加強的言論審查和監控要求降低了企業盈利空間。正如新的《網路
安全法》所要求的和蘋果、印象筆記等公司所執行的，類似將資料服務中心由海外轉移
到中國和選取當地合作夥伴等行動都耗資不菲。而言論審查人員的迅速擴充也同樣所費

多倫多公民實驗室的研究表明，這張經過PS的中國主席

習近平舉著一把黃傘——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的標

誌——的照片，是騰訊微信通過黑名單或人工智慧徹底

清除的幾張圖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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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報導
同樣禍從口出，處罰各有千秋

中國政府已經發展出一套全世界最高科技和最完善的資訊管控體系，但是當局依然在採
用一些缺乏技術含量的手段——諸如恐嚇、身體暴力、拒發簽證、任意拘禁和嚴厲判決
等等——來懲罰和阻止重要的報導和評論。下列是在過去幾個月出現的類似案件：
 
•	 嚴厲判決：藏語宣導者札西文色在5月22日以「煽動分裂主義」的罪名被判處入獄5

年。他的上訴在8月23日被駁回。針對他的一個最主要證據就是一條9分鐘的《紐約時
報》紀錄片。這段拍攝於2015年的影片記錄了他為了保護藏語進行的抗爭。另外，
在7月11日，64歲的資深民主活動人士秦永敏因「顛覆國家政權」被判處13年有期徒
刑，他曾經領導一個支持民主的團體並在網上散佈批評政府政策的言論。 

•	 等候判決：8月7日，人權監督網站「民生觀察」的創辦人和站長劉飛躍，因「煽動
顛覆國家政權」受審。8月10日，當局在珠海對反言論審查活動人士甄江華進行了審
判，他的罪名也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甄江華是幾家關注人權的網站的創辦人，
其中最近一個是「翻牆網」。這個網站為想要規避言論審查的網路使用者提供技術支
援。甄江華在2017年9月就遭到拘捕。 

•	 拘留：全國各地有很多人在最近幾個月因為他們的網路言論而遭到拘留。在山東遭遇
洪水期間，兩名微信用戶因傳播有關疫病擴散的「謠言」而在8月25日遭拘留。7月
4日，董瑤瓊直播了自己向習近平畫像潑墨並表示反對中共及其領導人。她在上海的
住所被拘捕後被送進一所精神病院，並在那裡接受強制治療。同樣在7月4日，湖南當
局拘押了部落格作者陳傑人以及他的妻子和兩位兄弟，罪名是涉嫌非法經營和敲詐勒
索。陳傑人經常在他的博客《傑人觀察》上發表批評中共官員的文章；就在他被拘留
之前，他發表了兩篇有關當地官員腐敗和欺詐的文章。據稱，陳傑人正接受「在指定

不貲，就如頭條公司在4月份被停業之後宣佈的那樣。這個公司將編輯監督人員的數量從
6000人增加到10000人，並且成立了一個負責對政治性內容進行清查的專門委員會。

第三，由於科技公司在中國必須和政府建立密切的聯繫，這使得他們引起了海外的審
視、懷疑和不信任。在中國公司尋求建造關鍵性基礎設施或提供重要技術和服務時，越
來越多外國政府和民間團體表示反對。上個月，澳洲政府以安全風險為由阻止華為和中
興公司在該國建設5G網路。8月13日經簽署成為法律的一份《美國國防預算法案》禁止
聯邦機構採購由海康威視、大華、華為或中興公司製造的設備。9月18日，迦納的數家
廣播電視公司對政府與一家中國公司就建設該國數位電視基礎設施合同進行談判表示擔
憂。同時，谷歌公司的聲譽也因為其中國版搜尋引擎專案被曝光而受到打擊，有數名高
管以辭職表示抗議。

中國和外國科技公司都進退兩難。為了競爭利潤和市場份額，他們必須游走於來自北京
當局的法律體制和政治要求以及民主社會之間。中國共產黨已經制定和展示了它的規劃
和雄心，並顯示了充分實現這些規劃和雄心的所有跡象。問題在於，美國、其他民主國
家、科技企業家和投資人是否能以同樣的決心堅守他們自己的原則——包括言論自由、
企業經營自由和法治。如果不能，科技公司將引領世界沿著北京制定的路線走下去，所
有人的自由都將因此深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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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夏天黨和國家機關都在忙著落實習近平主席的號召——藝術和娛樂產業要傳遞更多
「正能量」，同時要限制那些被認為對民眾有負面影響的內容。

•	 暑期節目必須展示「正能量」：7月10日，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要求各級娛樂行業
主管部門確保多媒體網站生產充滿「正能量」的暑期節目，要「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
值觀」，並「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同時要「嚴格控制節目，監督和清理可能對
青少年身心健康造成危害的有害和低俗內容」。最早倒在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指示
槍口下的顯然是中國版美國喜劇節目《週末夜現場》（Saturday Night Live）。這個
節目首播後不到一個月就被撤檔。有些媒體認為這個節目只是暫時被取消；而另外一
些人則注意到，與它的美國版相比，這個短命的節目其實是非政治化的。

有關娛樂行業和演藝明星面臨審查壓力

地點監視居住」，這是官方對在秘密地點進行非法拘禁的一種委婉說法。8月1日，退
休教授孫文廣因接受美國之音的直播連線採訪在家中遭到拘押。孫文廣曾經批評政府
在非洲的大規模投資。聽眾聽到這位84歲的退休教授在連線採訪被掐斷之前說，「他
們又來了，員警又來打斷採訪。」以及「我有言論自由權。」幾天後，美國之音的一
名記者和他的助手在去孫文廣家進行採訪時遭到拘捕；這位退休教授告訴他們，安全
官員將他們鎖在家裡，還強迫他妻子對外說他們出門旅行了。同時，在有關上百萬維
吾爾人被關押在中國西部新疆地區的政治「再教育」中心的報導中，調查人士已經發
現有些被關押人員僅僅是因為「在微信中分享不當資訊」而被送進「再教育中心」。 

•	 人身傷害：自由亞洲電臺9月7日報導，維權人士黃琦的辯護律師說，黃琦因拒絕承認
「向海外洩露國家機密」的罪行而受到四川省檢方的人身傷害。黃琦在2016年12月
正式遭到逮捕，據報導他在拘押期間健康狀況不佳，包括腎功能衰竭。原本計畫在6
月對他進行的審判被一再拖延，他的家人表示擔心他可能在拘押期間死亡。 

•	 旅行限制：江蘇省有關當局在本月對維權人士史竟實施旅行限制。史竟原打算在11月
份前往臺灣觀摩臺灣的地方選舉。警方在9月8日就在南京對他進行了訊問，告訴他不
得「發表不當言論」，還警告說他的手機和微信都在監控之下。 

•	 拒發簽證：在中國從事報導工作長達6年的美國新聞網站BuzzFeed記者李香梅
（Megha Rajagopalan），8月21日在她的推特上說，由於中國外交部沒有給她頒
發新的簽證，她無法返回北京。李香梅曾因報導新疆穆斯林所遭受的監控和打壓而獲
頒人權報導獎。另外，清華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德國研究生穆達偉（David Missal）
，在8月初獲知北京市公安局拒絕了他更新學生簽證的申請並要在10天之內離開中
國。穆達偉選擇把自2015年7月9日開始的對維權律師的鎮壓作為研究課題。他相信
他遭到中國驅逐應該是和他的研究課題有關。

7月19日，廣州市南沙區法院公佈了新的司法程式，允許微信和QQ聊天記錄用來作為證
明犯罪的關鍵證據。將來，至少在廣州地區，因社交媒體內容而遭到逮捕和起訴可能會
變得越來越常見。
 
儘管中國當局通常不會向國際壓力妥協，堅持不懈的全球性努力依然可以為中國的良心
犯們改善處境。近來最為引人關注的案例就是已故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的遺孀劉
霞獲釋，並獲准在7月10日前往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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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與監控：打擊謠言、刪除新聞、掃描手機、谷歌蜻蜓

•	 「闢謠」：8月29日，中國的中央網信辦推出了一個網路平臺，用來讓公眾舉報「網
路謠言」。這個由新華社運營的「闢謠」平臺包括一個手機應用程式和相應的微博和
微信帳號。它的目的在於傳播由國家媒體和政府機構報導的「真實」新聞並對挑戰官
方說法的「謠言」進行反擊。那些「造謠者」在中國可能被判入獄。 

•	 刪除新聞：中國的言論審查機關最近一直忙於刪除有新聞價值的資訊和分析。7月
份，中國數字時代翻譯了一份流傳出來的宣傳指示，下令要求新聞網站大幅度減少
對引發家長抗議的假疫苗醜聞的報導。審查部門還鎖定了有關7月26日北京美國使館
門外炸彈爆炸的新聞和微信報導。9月6日，習近平主席發表講話承諾為非洲提供600
億美元的援助，所有對此進行報導的網站的評論功能都遭到關閉。中國數字時代還
翻譯了另外一份流傳出來的言論審查指示，命令不得進一步報導的新聞事件包括：6

•	 建立有影響力的網紅名單：河南省駐馬店網路管理部門採取措施增強有重要影響力的
網路名人的「正能量」，包括那些所謂的微博「大V」。駐馬店「網路資訊安全領導
小組」的一份內部通知指示下級部門報送「粉絲量在一萬以上的網路大V名單（微博/
微信名稱、真實姓名、單位職務、粉絲量、聯繫電話等），及平時重點關注的大V和
網路名人清單」給市委網信辦。這份通知說，這些報告是一個旨在更加有效管理網路
名人的運動的一部分。 

•	 失蹤女星范冰冰引發言論審查：中國薪酬最高和最家喻戶曉的女演員和模特范冰冰消
失在公眾視野中。她最近一次公開露面是在五月底發佈在YouTube上的一段她為戴
比爾斯公司錄製的宣傳影片。5月28日，央視主持人崔永元在微博上公佈了兩份有范
冰冰名字的所謂「陰陽合同」——中國的娛樂業用這樣的合同向有關當局瞞報影星的
收入。儘管范冰冰否認自己曾經逃稅，稅務部門還是展開了調查，而崔永元的指控也
很快不能自圓其說。范冰冰已經有幾個月沒有公開露面。她的微博帳號還在使用，但
是自6月2日以後就沒有更新。同時，根據「中國數位時代」報導，一份6月9日流傳出
來的宣傳指示下令各網站停止對各種逃稅事件的報導。而在9月份，范冰冰在年度《
中國影視明星社會責任研究報告》中名列最後一位，該報告由一個政府下屬的智庫編
寫。范冰冰代言的那些品牌都在試圖與這位女演員拉開距離，而一些即將上映的電影
已經將她從宣傳海報中刪除。 

•	 HBO、小熊維尼和德國音樂劇遭限：最近幾個月，外國的文化和娛樂內容引起了政府
審查部門的關注。6月20日，英國喜劇演員約翰·奧利弗在他的HBO脫口秀節目《上
周今夜》中推出了一集20分鐘的節目，他在節目中指責了習近平主席的打壓政策。之
後不久，HBO就上了在中國受審查的外國媒體網站名單，並且很多與這個節目和主持
人相關的關鍵字都在搜索結果中被遮罩，也禁止在微博的帖子上發佈。路透社在9月
20日報導，監管部門打算完全禁止國外的時事節目。另外，好萊塢的新片《永遠的小
熊維尼》被禁止進入中國。這或許只是由於目前外國電影配額的結果——每年只允許
34部外國影片在中國上映，而圍繞小熊維尼的政治敏感性也可能是因素之一，中國網
民一直把習近平比做這只卡通熊，儘管中共官員一直對此表示反對。9月，南京的一
家劇場以技術問題為由，取消了原先安排的一家德國製作公司的演出，劇碼是19世紀
挪威話劇《人民公敵》。這家製作公司的執行總監表示，之前在北京的演出中，觀眾
們將話劇的主題與中國當下的言論自由問題進行對比。他認為這可能導致了在南京的
首演被取消。

中國媒體快報: 2018年9月

5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8-08/29/c_137428781.htm?platform=hootsuite
http://www.piyao.org.cn/index.htm
https://www.weibo.com/u/6525943125?refer_flag=1001030102_&is_hot=1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china-launches-rumor-busting-website-to-enforce-party-line-05132016093057.html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internet/china-launches-platform-to-stamp-out-online-rumors-idUSKCN1LF0HL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2018/08/minitrue-limit-coverage-of-vaccine-scandal/
https://www.nytimes.com/2018/07/30/world/asia/china-protest-faulty-vaccines.html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8/jul/26/us-embassy-blast-beijing-china
http://chinamediaproject.org/2018/07/26/deleted-posts-on-the-beijing-bomb/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meiti/ql1-08282018091530.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eY-MZ0v_t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eY-MZ0v_ts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a/entertainment-industry/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society/article/2149102/chinas-x-men-actress-fan-bingbing-denies-tax-evasion-accusations
http://chinafilminsider.com/china-movie-stars-and-the-two-contract-problem/
https://www.weibo.com/3952070245/GjtrL18Qh?from=page_1003063952070245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2018/09/celebrities-fail-social-responsibility-assessment-amid-industry-crackdown/
http://language.chinadaily.com.cn/a/201809/11/WS5b9735daa31033b4f4655608.html
http://language.chinadaily.com.cn/a/201809/11/WS5b9735daa31033b4f4655608.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18/09/13/world/asia/china-fan-bingbing.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ubM8bD9kc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ubM8bD9kck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society/article/2152323/china-blocks-hbo-after-john-oliver-parody-xi-jinping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2018/06/john-oliver-censored-after-roast-of-xi-jinping/
https://www.hollywoodreporter.com/heat-vision/christopher-robin-refused-china-release-winnie-pooh-crackdown-1131907
https://www.hollywoodreporter.com/heat-vision/christopher-robin-refused-china-release-winnie-pooh-crackdown-1131907
https://www.nytimes.com/2018/09/13/world/asia/china-ibsen-play.html


www.freedomhouse.org

香港: 記者面臨誹謗指控、在中國遭遇襲擊、編輯工作受干預

7月份，就在香港回歸中國21周年之後不久，香港記者協會發表了它有關這個半自治城市
言論自由的年度報告。這份報告對北京施壓通過《國家安全法》表示了特別的擔憂，立
法一旦通過許多言論表達將成為非法。這份報告還關注了在媒體所有權、限制獲取政府
資訊和香港媒體自我審查等方面的重要變化。

香港最近媒體自由方面的動態還包括下列幾個方面：
 
•	 前香港特首指控媒體誹謗：8月24日，前香港特首和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對線上新

聞媒體「立場新聞」（Stand News）以及香港理工大學教授鐘劍華提出誹謗訴訟。
梁振英反對一篇鐘劍華所著並由立場新聞發表的文章。該文指稱梁振英與黑幫有關
聯。立場新聞主編回絕了這篇文章是誹謗的說法，而香港記者協會（HKJA）則批評
梁振英一再利用法律施加壓力並敦促他「誠實、坦率地說出全部真相，並對他認為是
誹謗的文章內容做出直接回應。」有超過600名公眾人物和市民簽署了一封公開信，
指責梁振英利用法律訴訟打壓言論自由。 

•	 外國記者俱樂部主辦港獨人士演講：8月14日，儘管遭遇了來自中國和香港當局要
求取消邀請的強大壓力，支持獨立的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Andy Chan Ho-
tin）最終還是在香港外國記者俱樂部發表了預定的演講。香港署理行政長官張建宗
（Matthew Cheung）之前曾經聲稱，外國記者俱樂部接待陳浩天是「不適當和不

月11日全國範圍的卡車司機罷工、8月26日爆發的非洲豬瘟，以及8月28日在山東嚴
重洪災期間發生的農民不堪債務負擔而自殺的悲劇。《詹姆斯頓中國簡訊》編輯馬
特·施瑞德（Matt Schrader）在推特上說，他的一個中國朋友試圖分享推特用戶@
AirMovingDevice在7月份的一個資料分析研究，之後他被他的上司向當局舉報。這
個研究發現習近平在他的任期內幾乎每天都出現在《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這位研
究者說這已經接近了毛澤東在文革期間的紀錄。 

•	 擴大的監控和手機掃描：據報導，在新疆地區得到測試的尖端的監控技術去年以來已
經擴大到全國各地。路透社8月14日出版的一份調查報告說，一個在新疆以外地區日
益普及的系統是一種手持資料提取儀，員警可以將這種儀器接入民眾的手機中複製和
分析個人資訊資料。路透社獲取的採購記錄顯示，自2016年初以來，「幾乎每個省的
公安局都在設法購買這種手機資料提取儀。」其他新出現的監控技術包括在私人車輛
上的射頻識別標籤、偵測農民非法焚燒秸稈的紅外攝影機以及在公立學校安裝人臉識
別攝影機來監控學生的行為、注意力和情緒反應。 

•	 谷歌公司計畫推出審查版搜尋引擎：8月1日，Intercept網站報導了一份洩露的谷
歌公司內部文件，該份檔詳細披露了谷歌公司在中國推出審查版搜尋引擎的長期計
畫。8年前，谷歌公司決定不再服從中國的言論審查，這個決定為谷歌贏得了來自人
權倡議人士和技術專家們的一片掌聲。這個被曝光的新項目代號為「蜻蜓」，連很多
谷歌員工都未曾聽聞。專案的曝光引發了來自員工（其中有些人辭去職務）和人權團
體的大規模抗議。這也促使國會兩黨議員迅速組織了一次聆訊。根據Intercept在9月
14日發表的第二份調查報告，除了內置嵌入了一個禁止搜索的詞條名單，如「人權」
和「諾貝爾獎」等等，「蜻蜓」搜尋引擎的原型版還將它的移動應用程式與用戶的電
話號碼綁定。這使得中國政府很容易監控民眾個人的搜索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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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受的」，而由政府稅收資助的香港電臺（RTHK）管理層在內部宣佈不會對這次
演講進行廣播或視頻直播。甚至中國外交部也通過它在香港的辦公室告誡外國記者協
會取消陳浩天的演講。俱樂部並沒有改變原定計劃，並且解釋說邀請一位演講者並非
意味著對其表達的觀點提供背書。 

•	 香港記者在北京遭逮捕：5月16日，香港新聞台Now TV攝影師徐駿銘在北京報導著名
維權律師謝燕益的「違規聽證會」時，被中國員警摔倒在地，戴上手銬並帶走，當時
他額頭流血。徐駿銘在被迫簽署一份悔過書之後在當天晚些時候被釋放。香港特首林
鄭月娥沒有特別譴責這個事件中員警的暴力行為，只是呼籲「相互尊重」。香港記者
協會批評了特首這種「和稀泥的態度」。這次抓捕事件之後，香港新聞團體和媒體聯
盟已經致信中國有關當局，譴責對徐駿銘的虐待，並要求終止針對在中國大陸工作的
香港新聞記者的暴力行為，同時香港記者協會還發表文章逐條反駁了北京市公安局對
抓捕徐駿銘事件的解釋。 

•	 中國官員列席香港報紙編輯會議：來自中國外交部的三名官員「不請自到」地參加
了《南華早報》8月30日的編輯會議，巴黎的新聞自由監督機構「無國界記者組織」
首先報導了此事。這些官員們把這次會議當作是為外交部香港發言人餞行活動的一部
分。「無國界記者」表示編輯會議「是一個敏感場合」，並且說中國官員的出現自然
地被記者們認為是「一種威嚇」。目前還不知道是這家報社的什麼人邀請了這些官員
並授權他們參加編輯會議。《南華早報》2015年底被大陸電商巨頭阿里巴巴收購。

中國以外
全球文宣大總管、南非報紙撤專欄、墨西哥電臺易主、孔子學院遭反制

•	 大外宣新總管：中共在8月底任命徐琳擔任國務院資訊辦公室主任。這個辦公室的另
一個名字是「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他曾自2016年起一直擔任網信辦主任，
當時他的前任魯煒因涉嫌腐敗被免職。徐琳在習近平擔任上海市委書記期間曾經是習
近平的助手，他的職責是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而目前中國因為侵犯人權、不公平貿
易行為和在南中國海的軍事擴張而越發受到其他國家的審視。 

•	 南非報紙專欄因評論新疆問題被撤銷：中國和非洲國家之間日益增強的媒體合作正
引發人們對言論審查的憂慮。在《外交政策》9月14日的一篇文章中，阿紮德·艾
薩——南非第二大媒體公司「獨立媒體」的撰稿人——描述了他每週一期的專欄文章
是如何在他寫作了新疆維吾爾穆斯林遭受大規模拘禁之後被撤銷的。這篇遇到問題的
文章在報紙上發表後沒有上傳到網路版。艾薩已經為這家報紙供稿兩年，他被告知由
於這份報紙的「新設計」必須撤掉他的專欄。他表示，一些與中國有關聯的公司擁有
這家報紙20%的股份。另外，9月18日，迦納的幾家廣播公司對一項可能價值9500萬
美元的政府合同表示擔憂，這份合同將授權中國公司星空衛視（StarTimes）建設迦
納的數位電視基礎設施。迦納獨立廣播協會呼籲政府選擇當地公司，以免迦納將廣播
電視行業「實際上拱手相讓」而由中國掌控和提供節目內容。 

•	 墨西哥廣播電臺可能落入親北京公司之手：墨西哥的一家廣播電臺可能會出售給一家
香港廣播公司，這有可能使得親北京的宣傳節目能夠通過調幅廣播向南加州的各個城
市播放。9月11日，參議員泰德·克魯茲呼籲聯邦通信委員會根據1992年與墨西哥一
項協議中的條款阻止這樁交易。據稱買家是香港鳳凰衛視的子公司，而鳳凰衛視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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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反制 
曝光新疆地區的大規模拘禁

對新疆維吾爾人的打壓是中國審查最為嚴格
的話題。外國記者經常被禁止前往這個地
區採訪或是因為報導有關情況而被迫離開中
國。與新疆有關的關鍵字被系統性刪除，既
有維吾爾人也有漢人因向國外發送資訊而被
判處長期監禁。儘管如此，近幾個月，新疆
地區對維吾爾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族裔的侵權
行動愈演愈烈——包括數十萬人被關押在非
法的政治和宗教改造營裡——已經成為國際
媒體的頭條新聞，而涉事的中國官員勢必面
臨國際制裁。

這些非常必要的關注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
那些致力於揭露侵犯人權行為人士的奉獻精
神，儘管他們可能會面對中國政府的打擊報
復。自由亞洲電臺記者一直進行著勇敢無畏
的報導，還對當地官員進行質詢，而他們的
家人則因政府的報復而遭到綁架。儘管一些
外國學者可能會因此被剝奪簽證，並且再也
無法進入一個他們致力於研究的地區，他們依然深入研究中國政府有關網站來曝光中國
政府的維穩開支，還利用他們的人際關係為拘留營造成的災難提供了可靠的記錄。逃出
拘留營的維吾爾人已經向人權組織和外國記者提供了有關虐待和拘押期間死亡事件的第

國官員和安全部門有著密切的聯繫，並且在報導中通常偏向中國領導層。最近幾年，
它一直被用來作為被拘押的中共批評者的電視認罪平臺。 

•	 美國限制向有孔子學院的院校提供資助：8月13日經簽署成為法律的美國國防部2019
年度撥款法案包括了一項禁令，禁止向有孔子學院的院校提供語言類專案資助。禁令
規定，經授權的聯邦資金不能「花費於擁有孔子學院的高等教育機構的漢語專案」。
滿足特定條件的大學可以獲得豁免，包括有關孔子學院合同的透明度並保證沒有孔子
學院的教師會參加政府資助的專案。這項禁令已經通過國家安全局資助的漢語專案
STARTALK開始在全國院校產生影響，國安局最近通知主辦院校必須證明他們遵守了
禁令。全國學者協會一直在呼籲美國大學關閉孔子學院，他們已經出面表示支持新的
規定。 

•	 中國國家媒體要在美國登記為外國代理人：9月18日，《華爾街日報》報導，美國司
法部已經命令中國官方新華社和中國國際電視網（CGNT）——中央電視臺的國際
版——根據《外國代理人登記法》登記註冊。官方英文《中國日報》早已根據《外國
代理人登記法》進行了登記，而最近幾個月許多觀察人士，包括自由之家，曾經問到
為何這兩家向美國聽眾觀眾進行宣傳的中國官方媒體依然沒有登記。此舉的實際影響
尚不明朗，但是繼俄羅斯媒體「今日俄羅斯」2017年登記為外國代理人之後，它已
經失去了國會新聞採訪資格，而新華社和中國國際電視網依然擁有採訪資格。

9月12日，新浪微博的審查部門刪除了這張
圖片以及與之相配的一則貼文。貼文轉發了
一則消息說美國針對新疆的大規模拘禁，正
在考慮制裁相關中國官員和公司。而這個微
博消息最早是一家香港報紙發佈的，這家報
紙在微博上有33.5萬粉絲，消息在被刪除前
的兩個小時被分享了58次。  

来源: 微博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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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資料。一些有創意的網民已經利用標註谷歌地球衛星圖像和官方微信帳戶，來搜集
可以為專業記者所用的證據。
 
由於意識到這些網路書面記錄會激起國際社會對拘留營的嚴重關切，中國政府已經開始
努力刪除這些記錄。少數學者、獨立研究人士和記者現在使用類似谷歌Wayback這樣的
工具來查找或存檔這些記錄資料。在未來幾個月，國際社會將展示它能否將壓倒性的證
據轉化為迫使中國政府放鬆鎮壓的具體行動。

未來看點

對網路維權人士的判決：在8月份對維權網站管理人劉飛躍和博客作者甄江華的審判之後，關注有
關他們判決的新聞以及官員受到國際壓力影響的任何跡象。

投資者對科技公司遭遇麻煩的反應：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政府，他們的行為常常會直接影響科技
公司的市場價值。由於禁止聯邦機構採購有關產品的法律在8月份生效，海康威視和大華科技的股
價出現明顯下跌。相比之下，投資者們傾向於青睞那些與中國政府有密切合作的公司。在中國政
府作出一個聲明並暗示將會幫助這些公司之後，海康威視和大華科技的股市應聲回升。谷歌公司
正準備在中國推出一款審查版搜尋引擎的報告面世後，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股價上漲。谷歌公
司的中國競爭對手百度公司的股票則受累於可能面臨更強競爭的前景。關注其他相關事例，關注
市場對支援或限制互聯網自由的政府或公司行為作何反應。

美國參議員法案重啟對中興公司制裁：9月18日，由馬可·魯比奧（佛羅里達共和黨參議員）和
克裡斯·馮·霍蘭（馬里蘭州民主黨參議員）率領的一個兩黨參議員小組提出了一項法案，可能
恢復5月份被川普總統取消的對中國電信巨頭中興公司的嚴厲制裁。根據這個法案，如果中興公司
違反了與商務部達成的協議中任何觀察期條款，包括非法向伊朗或北韓出口產品，制裁將立即生
效。關注這個法案是否能在國會通過以及總統是否會以目前的形式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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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8/09/china-internment-camps-muslim-uighurs-satellite/569878/?utm_source=feed&utm_source=HRIC+Updates&utm_campaign=4862f67d1f-EMAIL_CAMPAIGN_2018_09_17_06_17&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b537d30fde-4862f67d1f-250136665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8/09/china-internment-camps-muslim-uighurs-satellite/569878/?utm_source=feed&utm_source=HRIC+Updates&utm_campaign=4862f67d1f-EMAIL_CAMPAIGN_2018_09_17_06_17&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b537d30fde-4862f67d1f-250136665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government-tech/china-revamps-national-technology-leadership-group-tech-shares-rise-idUSKBN1KU0H7
https://www.zacks.com/stock/news/314999/baidu-stock-drops-as-google-plans-censored-search-in-china
https://www.axios.com/zte-bipartisan-senate-bill-sanctions-china-e93b2bfb-2aa8-4ee8-82f7-3686ae993e71.html
https://www.rubio.senate.gov/public/_cache/files/486fddc0-dc04-4ada-a21a-52b98dbf0984/85C3B3399B6551FA35EBFC60E54F0C6E.zero-ac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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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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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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org2.salsalabs.com/o/6580/l/zh_HANS/p/salsa/web/common/public/signup?signup_page_KEY=9523
https://cc.greatfire.org/zh
https://github.com/greatfire/wiki
https://freedomhouse.org/content/china-media-bulletin-take-action-journalists-and-activists
https://freedomhouse.org/content/china-media-bulletin-resources-uncensored-information-online-privacy-traditional-chine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