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亡艺术家「变态辣椒」画此漫画，描绘中国主席习近平在看中文「干 
（意思是：做）」，12月31日发表在推特上。该推文的标题是在玩一文
字游戏，是这样写的：「习猪席的新年讲话」。习近平在他的实际讲话
中，多次用了「干」这个字，该字也有「努力工作」之意。 「变态辣
椒」在推特上有33万8千粉丝，其推文在推特的中文用户中经常是广为流
传，在中国被禁，人们只能通过翻墙软件看到。最近，至少一位在中国的
推特用户，因在自己的帐号上转发一则「变态辣椒」的漫画被警方问话。

图片來源:  「变态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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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息管控	猪年五大预测
本期分析

萨拉∙库克

自由之家东亚资深
研究员，《中国媒
体快报》负责人。 
本文已于2019年1
月24日发表于《外
交政策》。

迹象表明：当局措施加强，而成效减弱

对想得到未经审查信息的中国新闻读者来说，刚刚过去的中国传统农历狗年是相当悲惨
的一年。习近平主席和当权的中共出重拳，控制威胁到经济的报导、封锁或关闭高人气
的社交媒体应用软件，并减少那些翻过所谓「网络长城防火墙」的通道。

2月5日开始的猪年，类似情形可能会有更多，但是随着世界日益意识到北京以外宣为先
导的对外国读者的种种行动，这也可能在海外促发一些显著的抵抗行动。以下是今年有
可能影响中国信息管控策略的五大动向：

1. 在多敏感日的一年的新打压：猪年将充满政治敏感日：三月份是达赖喇嘛从西藏流亡
60周年、爆发影响深远的「五四」学生运动100周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镇压「六四」民
主抗议人士30周年、七月初镇压新疆和平请愿者和加强限制10周年、七月下旬将是镇压
法轮功信仰者20周年，和十月份是中共统治70周年。

过去，即便是在这些纪念日没有逢十的年份，届时审查都会加强，但当局似乎对2019年
可能的任何异议表达格外严厉。 1月3日，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CAC）宣布发动
一轮新攻势，以防范网路「负面和有害信息」，虽何为此类信息之定义还很模糊。此攻
势将持续六个月，百度和搜狐已接到指令，要求本月暂停其新闻服务一周， 为「清理有
害信息」。随着各种纪念日的到来，Weiboscope等监测网站将会追踪网络审查高峰 、
局域网络关闭和旅行限制将会影响到西藏和新疆等地区。那些有名的民主人士、草根维
权人士和一般法轮功、西藏佛教和维吾尔穆斯林信仰者，则会被抓捕或强行「放假」。
若说鉴往可以知来，至少一些纪念年祭出的打压措施和强加的判刑将会延续远远超过纪
念年本身。

2. 第一起利用iCloud数据的抓捕：2017年網絡安全法規定，外國（在華）公司必須將
用戶的雲數據儲存在位於中國境內的服務器上。為配合此要求，蘋果去年1月宣布，其
iCloud數據將會轉存到一家名為「雲上貴州大數據產業發展有限公司（GCBD）」的服
務器上，該公司屬於貴州省政府。如今，蘋果和GCBD都可獲得 iCloud數據，包括照片
和其它內容。

由于中国当局越来越多的利用从微信、QQ、推特和Skype等平台获得的个人通信或信
息，对发表平和的政治和宗教言论的人拘捕或定罪，用不了多久，那些有本地（中国）
数据中心的外国公司就将成为政治性抓捕的同谋共犯。苹果已经证实其愿服从中共政府
的要求，虽该要求违背基本自由，但苹果从其在中国的网络商店上删去几百个用来绕过
审查或可上外国新闻网站的应用软件。

值得观察的其它公司有如设在美国的笔记应用软件Evernote以及各种区块链平台，去
年，Evernote将其用户数据转移到了「腾讯云」服务上。下月起，这些区块链将被要求
采用实名注册、监控内容和存储用户数据。

3. 对财经新闻的更多审查：去年，适逢中美贸易战和国内的增长放慢，中国审查部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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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了对财经新闻的控制。宣传和审查部门
通过吊销门户网站的财经新闻频道、颁布
常规指令要求编辑小心管理报导，以及提
供每月在财经新闻平台记者的意识形态培
训等种种手段积极干预封锁对中国经济形
势的负面报导。

今年，审查机构已经告诉媒体不报导有关
技术部门裁员的信息，并限制一位著名经
济学家发表的演讲在网上流传。他说政府
在2018年对经济判断存在很大误区。随着
经济放缓加剧，其影响正扩散到更广泛的领域中，可以预期当局将加紧对新闻的控制，
并努力防止 - 甚至起诉 - 负面财务数据和分析的泄漏。

4. 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来更多管制人们的日常生活：每周报导中都有关于中国当局出
台种种新措施，以期利用面部辨识或其它人工智能技术，来协助其监视和控制公民的行
为。较为温和的举措如用来发现和惩罚乱穿马路者、限制非法分租公共房屋者、鼓励公
交行为良好者或改善学生出席率。然而即便是这些方面，也有相当的对隐私的限制，可
能的虚假正面典型，以及大量的潜在滥用行为。在其它方面，类似技术正在被用在有明
显打压目的的事情上，譬如在微信上审查政治敏感图像，或在新疆用来辨认需强制「再
教育」的潜在目标人物。

以上案例，大部分尚处于试验性阶段，或仅限在某些地区。但是当这些的用来控制社会
和政治的先进系统一旦成熟，随着政府推进其用来评估所有公民的纪录和行为，并要其
承担后果的国家「社会信用系统」的计划，所有人不久都将身处于令人恐惧的中央监控
之下似乎很明确。

5. 加强反抗北京在海外的影响力：过去两年，一连串的国际社会越来越意识到中共政
府增强其海外影响力的运作所带来的威胁。民主国家的决策者和公民社会推手已行动起
来，更加仔细审视北京方面的媒体参与和投资行为。

在美国，司法部已敦促新华社和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案」
进行登记， 关闭在法案实施方面的一个重要漏洞。在加纳，当地的独立播出人协会对
于一项可能与一家中国公司建该国数字电视基础设施的协议提出关切。英国的媒体监管
单位在接到投诉央视参与录制和播放拘留者，包括活动人士和记者，「被认罪」的影片
后，正在重新审核它的执照。许多国家，从澳大利亚、日本到挪威，都限制或正重新考
虑中国公司华为在当前或未来的电信业基础设施项目中的参与情况。

中国领导人将继续他们野心勃勃的、有时隐密或强制性的作法，来影响外国的媒体和信
息环境，但是，中国的国营媒体、电讯公司甚至外交人员，在民主体制下，如今会更有
可能遇到法律和其它方面的阻遏。

无论如何，中共的信息控制手段在未来的一年，在技术上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精密
成熟，可预期习近平政府将无所不用其极来推行它。由于该政权过去所犯一连串的罪行
及2019年各种纪念日可能引发的抗议，由于放慢的经济造成的对一个非民选政府的政权
合法性危机，由于甚至是最小的公众愤怒的表达都会在线上线下形成滚雪球效应，该政
权坚信此举之必要性正显示了其深深的不安全感。审查、宣传和监控对此政权看来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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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不可少，但是这些措施再多，也是防不胜防。当局的控制会日益加紧，是因为什么办
法都从来没有完全成功过。尽管政府的各种信息控制手段很可能会在猪年增多加大，但
离真正奏效，还差得很远。

新闻报道
当局出台新法规和强制措施以加强网络审查

中国数字审查规模的新证据在过去一个月大大量增加。据北京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
办公室12月25日的一则声明，约1万1千「自媒体」帐户最近已因传播有害信息被关闭。
一则纽约时报1月2日就「审查工厂」的报导指出，用来确定和删除有问题内容的低工资
合同工人数量大幅增长，其中一个机构将其内容监控团队的人员从2016年的200人扩增至
今天的4000人。据1月7日的Technote报导，搜素引擎和门户网站百度2018年删除了500
亿条「有害」信息，比去年增删了45亿条，那相当于平均每秒钟拦截1500条信息。

国家机关和技术公司还参与了大规模的收集和分析个人数据，以及操控网路讨论。 1月
9日，腾讯发布一则关于其微信平台的分析报告，报告中列出了其用户的使用和对话习
惯。譬如，一天中什么时候老年用户喜欢和他们的孩子对话。微信用户就公司监控他们
的私人对话到了何种程度表达了他们的担心。同时，各种「寒冬（Bitter Winter）」得到
的县一级的文件表明，中共计划扩充和职业化评论「部队」，试图引导国内外的网络民
意走向。

即使有了这般对审查、监控和「民意指导」系统的扩张，当局还在继续公布新的攻势和
规则，以填补任何仍存的漏洞。过去一个月，此类新举措包括：

• 「清除有害信息特别行动」：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CAC）1月4日宣
布，2019年1月至6与间，将开展特别行动，旨在「清理网络生态」。此四步行动将
针对所有网站、手机应用软件、论坛、通信工具、视频流媒体平台，以及其它各种内
容服务，目标是清除大范围的「负面」内容和「有害」信息。 

• 短视频规则：1月9日，行业集团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新规则，增加审查和
加强在高人气的短视频共享平台的内容审核。这些规则包括100项非常详细的违禁内
容种类（由「中国法律翻译」翻译），综合起来，包涵了极其广泛的内容，包括许多
种形式的幽默和讽刺。这些规则还要求每天针对1000个上传的短视频，必须有至少一
位人工审查员。 1月10日，《京报（Jing Daily）》分析了这些规则对奢侈品牌的市
场营销可能带来的潜在负面效应，指出一些常见的广告行为可能因触及限制「腐化堕
落」内容或浪漫互动的条款而犯规。 

• 区块链法规：继10月发布的草案，1月0日，CAC宣布其将于2月份开始要求区块链平
台审查内容，确认用户的真实身分，并准许当局获取其存储的数据。中国网民已用区
块链系统来保存和流通涉及敏感话题如大学校园性侵犯的信息，这些信息在常用的社
交媒体平台如微信和微博上已被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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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个月，中国安全部门看起来开始扩展他们在网络管理上的影响力，导致大范围的司
法和不受法律制约的惩罚， 强加于寻找获取或分享未被过滤审查信息的维权人士和普通
中国用户。这个现象的三个主要方面值得注意：

• 打压推特和VPN用户： 由于政府严密控制国内社交媒体平台，数以百万计的机智的
维权人士和政权异见者开始依靠美国的微博服务推特来自由表达意见并分享信息。虽
然推特正式在中国被封，但这些用户通过绕行工具和虚拟私人网络(VPNs)依然可以上
推特。作为接近2018年底的一轮新攻势，国家安全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忙于施压推特用
户，令其删掉推特或退出该平台；其他用户已爆出他们的帐户被黑，贴文被删。 
 
据《华盛顿邮报》1月4日报导，当局现在视封堵精英网络用户上推特为当务之急。攻
势已持续到一月，成数百或可能数以千计的用户经受了骚扰、拘禁和审问。越来越多
提供翻墙工具者已被指控有罪，冠以如「安装和使用非法途径上国际网络」，这在过
去曾是被普遍容忍的。观察者注意到双重标准，官方媒体和其员工仍可高度活跃于推
特和其他被封平台。在现下持续的网络管制中，在中国的用户以非中国的电邮帐户或
电话号码安装推特帐户，可能更为安全。 

• 利用节假日判决维权人士：中共长期以来一直选取圣诞节前后的节假日判决广受关注
的维权人士和新闻记者，因为那时很多中国观察家和外国记者都在度假。12月25日，
南京公民记者孙林，因供稿海外新闻博讯网被判四年，冠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名。12月28日，中国民间「权利运动」网站负责人、「翻墙网」执行主编甄江华被以
同样罪名判刑两年，之前被关押六月。也是在12月28日，「民生观察」网站编辑丁灵
杰被判20月，因分享讽刺习近平的视频被控「寻衅滋事罪」 。 12月26日，王全彰在
天津被审，他自2015年7月当局集体打压人权律师和人权活动家行动被捕后，一直被
关押。迫害持续到新年，网络异见人士和64天网创办人黄琦于1月14日在四川被判泄
露国家机密罪，尚无判决书公布，据「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转发的审查指示，有关黄
琦案，未经安排，所有媒体一律不报不转不评。同一天，上海异见人士季孝龙在呼吁
民众在当地公共厕所写「打倒共产党」被判刑三年半，被控「寻衅滋事」。 

• 公民因传播宗教遭打压的信息而被惩罚：信仰自由是  中国媒体网络被审查最严重的话
题之一，近期几件案例表明，信仰者和公民记者因帮助传播宗教被迫害信息持续被
捕、被关入狱和被消失。几十位《寒冬》网站记者因拍摄采集中共迫害宗教自由、侵
犯人权被捕。自2018年8月官方将该网站列为「境外敌对网站」。 11月4日，获奖摄
影记者卢广在新疆消失，那里穆斯林维吾尔族人面临严峻打压。卢广妻子12月11日确
认，他已被捕。保护记者委员会列出11位在2018年被关押的记者名单， 以及12月仍
在监狱的十位记者，其中九位是维吾尔人。另外，被禁的法轮功修炼团体的两位法轮
功学员杨月亮和刘文婷，因安装卫星能接收海外不受审查的包括宗教迫害方面的新闻
报道，在十月被分別判三年半和两年半。并且在1月14日，至少六位西藏人因在微信
上分享政治敏感信息被逮捕。 

另一版本的文章已於2019年1月30日發表於《風傳媒》。

採用低技術打壓來控制現代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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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强烈维护华为	引发外界质疑华为公司独立性

自加拿大应美国政府要求于2018年12月逮捕中国电信大厂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以来，
渥太华与北京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中国当局明显报复，以各种指控逮捕了几名加
拿大人，并判处一名加拿大人因贩毒死刑。他们还仔细审查国内媒体对此争议的报导。
北京方面的反应激烈增强了国际社会对华为关注，认为华为表面上是一家私人公司、与
中国政府关系密切，并在国外运作时可能会帮助间谍活动。

在孟晚舟被捕后，中共除了高调逮捕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商人
迈克•斯巴文尔(Michael Spavor)外，据报导至少有11名加拿大人在中国被拘留。另一
名加拿大人谢伦伯格(Robert Lloyd Schellenberg)于1月14日在他上诉后被可疑地迅速
重新审判为死刑。他因毒品走私罪在2018年11月20日被判处15年徒刑。大连法院指出，
原判过于宽松；加拿大总理特鲁多（Justin Trudeau）批评中国「任意行事」。在他的
博客中，中国法律专家唐纳德•克拉克（Donald Clarke）将中国的行为描述为「人质外
交」，并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法院仅花了一个小时宣布之前用32个月才判决谢伦伯格
的案件，认为前后反差「看起来不太好。」China Change网站的一篇文章翻译了中国
律师和法律学者关于前所未有的性质和对谢伦伯格案「神秘匆忙」的评论。

据报导，这些令人不安的举动，随着俄罗斯最近因涉嫌间谍指控逮捕了一名美国人，迅
速促使外国的中国观察家、记者和学者重新考虑旅行计划和通信安排。加州大学警告学
生和教职员在访问中国期间不要使用微信，WhatsApp和类似的短信应用程序，引证可
能存在的政府监控。

同时，中国当局已介入管理相关新闻内容。「中国数字时代」网站已经转发了几个被泄
露的审查通知：12月8日指示禁止报导拘留孟晚舟；12月9日指示针对中国参与5G移动技
术开发报导，华为已试图在海外市场安装该技术；以及1月14日指示要求媒体遵守在波兰
被捕华为销售总监间谍指控的官方声明。

在1月15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罕见的接受国际媒体采访中， 试图肯定该公司的独立性，
但中国政府明显的报复行为加强了国际对该技术大公司与该政权密切合作的质疑。出于
对国家安全的关注，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几个民主国家此前已采取措施
阻止华为提供5G移动技术，且12月26日英国电信确认已从他们的应急服务网络中移除
了华为设备。（此前曾表示将把华为硬件从其3G和4G网络的核心转出。）1月9日的一
份报告指出，挪威现在也在考虑将华为排除在其5G网络建设计划之外。华尔街日报1月
10日报导，美国商务部示意不会续签华为矽谷子公司Futurewei Technologies的出口
许可证。

香港：对中国监视、威胁学术界和记者的担忧在增加

12月和1月发生的几起事件引发了长期以来对北京利用监视恐吓打击半自治香港异见的
担忧。在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紧张局势加剧的一年之后，因批评中共对新疆、西藏和香
港打压知名的悉尼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中国研究讲师凯大熊（Kevin 
Carrico）据称在他为期一周的香港旅行之时被中国官方媒体人士跟踪。他后来上了12
月17日亲北京的香港《文汇报》的头版报导，称他「秘密来港」，并与独立运动人士有
密切联系。

中国媒体快报: 2019年1月

5

https://freedomhouse.org/china-media/china-media-bulletin-2018-key-trends-beijings-globalinfluence-tech-firm-backlash-no-131
https://www.cbc.ca/news/politics/kovrig-detained-china-tuesday-1.4940725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2177734/canada-says-second-person-questioned-china-after-detention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2019/01/04/china-has-detained-13-canadians-since-huawei-cfo-arrest/
https://edition.cnn.com/2019/01/14/asia/china-canadian-drugs-death-sentence-intl/index.html
https://globalnews.ca/news/4844464/canadian-death-sentence-china-drugs/
http://thechinacollection.org/chinas-hostage-diplomacy-and-the-schellenberg-case/
http://thechinacollection.org/chinas-hostage-diplomacy-and-the-schellenberg-case/
http://thechinacollection.org/chinas-death-threat-diplomacy/
https://chinachange.org/2019/01/16/the-schellenberg-affair-chinese-lawyers-and-law-professors-opposing-courts-handling-of-robert-schellenbergs-case/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canadians-01042019112828.html
https://twitter.com/nktpnd/status/1080971152766447617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2019/01/detention-of-canadians-worries-us-academics/
https://twitter.com/nktpnd/status/1080971152766447617
https://wtvr.com/2019/01/13/university-of-california-tells-students-not-to-use-wechat-whatsapp-in-china/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2018/12/minitrue-do-not-report-on-arrest-of-huawei-cfo/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2018/12/minitrue-no-coverage-of-chinas-5g-development/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2019/01/minitrue-no-unauthorized-comment-on-polish-huawei-arrest/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politics/article/2181735/china-voices-grave-concerns-over-polands-arrest-huawei-sales?utm_source=newsletter&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newsletter_axioschina&stream=top
https://www.ft.com/content/d37edb56-1882-11e9-9e64-d150b3105d21
https://www.scmp.com/tech/big-tech/article/2182367/transcript-huawei-founder-ren-zhengfeis-responses-media-questions
https://www.cnn.com/2019/01/15/opinions/canada-china-death-sentence-opinion-intl/index.html
https://freedomhouse.org/china-media/china-media-bulletin-2018-key-trends-beijings-globalinfluence-tech-firm-backlash-no-131
https://www.bbc.com/news/technology-46672550
https://www.bbc.co.uk/news/technology-46453425
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technology/norway-considering-whether-to-exclude-huawei-from-building-5g-network-11103520
https://www.wsj.com/articles/u-s-blocks-some-exports-from-huaweis-silicon-valley-unit-11547119803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australia-security-review-china/australia-to-pass-foreign-interference-laws-amid-rising-china-tensions-idUSKBN1JN0BY
https://researchers.mq.edu.au/en/persons/kevin-carrico
https://www.abc.net.au/news/2018-12-18/australian-academic-followed-in-hong-kong-by-pro-beijing-paper/10630858
https://www.ntd.com/us-australian-academic-stalked-by-beijing-linked-media-in-hong-kong-reports_267833.html
http://paper.wenweipo.com/2018/12/17/YO1812170001.htm


www.freedomhouse.org

1月7日《华尔街日报》调查中国和马来西亚达成的协议揭露出，中国警方已提出监视在
香港工作的该报工作人员，为此签订同东南亚国家的基础设施合同。香港当局否认了这
一点，并指出根据现行法律，这将是非法的。人权观察组织的玛雅•王（Maya Wang）
将对驻地香港的记者的监视与最近中共当局在香港的非法绑架的趋势联系起来。在2017
年7月习近平访问该地区期间以及之后，疑为中国情报人员的人也被指控监控或恐吓香港
的政治活动家、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和学者。

中國之外：新西兰报纸，学术自由，泰国逮捕，非洲科技

• 《新西兰先驱报》中文版删去敏感内容：1月14日，新闻网站Stuff报导，2016年发行
的奥克兰《新西兰先驱报》的中文版会编辑来自原本英文日报中的文章，省略会冒犯
中国政府观点。例子包括关于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文章注释说明，以及中国研究学
者安-玛丽•布莱迪 (Anne-Marie Brady)对北京在新西兰的政治影响的研究和她因工
作而面临的威胁。该报明显的自我审查是影响海外中文出版的更广泛趋势的一部分。 
2016年PEN美国报告发现，与英文原版相比，国际新闻机构在中文网站上的自我审查
报导往往更为主动。中文版也倾向于更多地关注经济、商业和生活方式的故事，而不
是政治。一些可能的敏感文章只出现在英文网站上。 

• 学术期刊审查：12月下旬出现报导，英国学术出版商《泰勒和弗朗西斯（Taylor and 
Francis）》应北京的要求，已经从9月开始在向中国提供的讀物中撤出了80多种期
刊，因为进口相關机构发现某些期刊有「不适当」的内容。在被撤回的出版物中有《
亚洲研究评论》，據報其中包括六篇中国审查员认为「令人反感」的文章。提供這份
報導的澳大利亚亚洲研究协会执行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称，《泰勒和弗朗西斯》不愿
指明是那些文章有問題，並声称这些信息「具有商业敏感性」。出版商可能是担心会
出现类似2017年剑桥大学出版社事件一样的强烈反对，因而持谨慎态度。当时，剑桥
大学出版社拒绝中国用户访问315篇《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 ）》的文章。由
于学者们的强烈抗议，几天后改变决定，重新刊出被删除的文章。 

• 美国关闭孔子学院：在过去的三个月里，美国几所大学已经关闭或宣布意愿关闭孔子
学院-由中国政府资助的中文教育中心。关闭的学院中有麻州大学的孔子学院和北卡
州立大学，两所都主办了12年。北卡孔子学院是其附属的州立小学和中学孔子教室的
中心；12月31日，南佛罗里达大学默默地关闭其孔子学院；12月18日，当地媒体报
导罗德岛大学将关闭合作的孔子学院；12月10日，新消息说，密西根大学同孔子学
院在2019年中签约到期后，将不再续约。据Inside Higher-Ed杂志的伊丽莎白•雷登
（Elizabeth Redden）说，近近过去一年，至少10所大学已经宣布关闭孔子学院。
大学行政机构宣布关闭有各种不同原因，包括学生报名少和重新组建亚洲项目，但很
多也都承认国会议员和美国情报机构提出的关注，以及跟据2018年8月通过的《国防
授权法》规定，有失去美国联邦中文教学经费的可能。孔子学院一直存在争议，缘于
其对学术自由的负面影响的佐证，以及持续增加的关于国家安全含义的关注。 

• 电台广播者在泰国被捕：11月22日，泰国警方拘留了台湾籍商人的蒋永新，据报导这
是屈从于中国政府的压力而为。蒋协助「希望之声」广播网租了一间民房，用来发射
短波电台信号到中国。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是由法轮功信仰团体的修炼者创
办的一家位于美国的非营利中文广播电台，目前法轮功在中国被禁。其节目包括未经
审查的新闻、对在中国发生的宗教迫害和人权侵犯的报导、回顾传统中国文化，以及
强有力的政治问题辩论秀。据「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总裁曾勇(Allen Zeng) 讲，

中国媒体快报: 2019年1月

6

https://www.wsj.com/articles/how-china-flexes-its-political-muscle-to-expand-power-overseas-11546890449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china-offered-to-spy-on-hong-kong-based-journalists-01082019110823.html
https://www.hrw.org/news/2019/01/09/china-spies-international-media-hong-kong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jun/29/security-lockdown-in-hong-kong-as-xi-jinping-marks-anniversary-of-handover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jun/29/security-lockdown-in-hong-kong-as-xi-jinping-marks-anniversary-of-handover
https://www.state.gov/j/drl/rls/hrrpt/2017/eap/277077.htm
https://www.state.gov/p/eap/rls/reports/2018/282787.htm
https://www.stuff.co.nz/national/politics/109908932/chinese-version-of-nz-herald-edited-translated-stories-to-be-more-chinafriendly
https://www.nzherald.co.nz/nz/news/article.cfm?c_id=1&objectid=11941876
https://www.noted.co.nz/currently/politics/anne-marie-brady-xi-jinping-china-challenge-to-nz/
https://pen.org/sites/default/files/PEN_foreign_journalists_report_FINAL_online%5B1%5D.pdf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censorship/british-publisher-pulls-academic-journals-from-china-after-government-complaint-idUSKCN1ON0IY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quicktakes/2018/12/21/more-chinese-censorship-international-journals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censorship-journal-idUSKCN1AY1FM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2017/08/cambridge-university-press-makes-u-turn-chinese-censorship/
http://www.cam.ac.uk/notices/news/university-of-cambridge-statement-regarding-cup
https://commonwealthmagazine.org/education/umass-boston-severs-ties-with-confucius-institute/
https://www.newsobserver.com/news/local/article221985800.html
https://www.newsobserver.com/news/local/article221985800.html
https://www.tampabay.com/breaking-news/usf-shutters-controversial-confucius-institute-on-new-years-eve-20190102/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quicktakes/2018/12/18/university-rhode-island-closes-confucius-institute
https://record.umich.edu/articles/u-m-end-agreement-confucius-institute-next-year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01/09/colleges-move-close-chinese-government-funded-confucius-institutes-amid-increasing
https://www.nas.org/images/documents/confucius_institutes/NAS_confuciusInstitutes.pdf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meiti/xql-113020181017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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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抵抗	
谷歌擱置「蜻蜓計劃」

2018年8月，据Intercept网站报导，谷歌在秘密准
备推出一个在中国接受审查的搜索引擎。随后揭示
出来的是，该计划中的应用平台，即「蜻蜓计划」
，不但会将禁止语汇列入黑名单，而且会将搜寻者
的用户电话号码和搜寻行为联系起来，潜在帮助中
国的国家监控。 12月17日，Intercept网站报导，谷歌已「有效停止」了该计划，将相
关工程师转移到其它国家了。对于这家科技巨头来说，这种转变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显
然他们原本有意在2019年初推出此新产品。谷歌为此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大范围各方人士
的批评，包括人权组织、国会议员、顶级投资人乃至美国副总统彭斯 。

但是起关键作用的是谷歌员工自己。他们在内部提起投诉，并以辞职来抗议，或将相
关的文件和信息透露给媒体，特别是透露给了Intercept网站的瑞安•加莱哥（Ryan 
Gallagher） 。甚至在谷歌及其母公司阿尔法贝特（Alphabet）的高官和继续维护该计
划或回避问题之时，他们的员工仍然指出「蜻蜓计划」的开发有悖于谷歌自己的政策。
该计划在秘密中开发，与法务、隐私和安全问题相关的人员都不知情。最后关键一击似
来自「蜻蜓计划」项目的工程师，他们使用中国用户查询的真实数据包时发现问题。这
些资料来自谷歌在中国的子网站265.com。这项安排一直瞒着隐私团队，这是一「对公
司原则的严重违背」。尽管此计划目前看似已被搁置，批评人士继续呼吁谷歌高层，要
他们确认这一搁置是永久性的。

泰国警方利用其泰语的不通，通过欺骗的手法，让蒋签署了一份类似保证书的文件，
尽管尚不知他是否如被指控般违法，泰国电信商业法应该针对此案（有所保护）。蒋
在交保释金后被释放，但检方已正式起诉他，而且定于2月12日上庭。他面对最高被
监禁5年。北京施压亚洲各国政府取缔希望之声的播出，这已非首次。 2011年，越
南的两位男士因为播出内容到中国，印尼当局试图关闭希望之声的附属电台 –Radio 
Era-baru，该电台向东南亚的当地华人社区播送节目。 

• 中国在非洲的技术公司：作为习近平政府「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份，一些中国技术
和电讯公司扩展了它们在非洲国家的业务，旨在透过泰国投资基础设施，增加中国在
世界的影响力。据一份1月10日的《彭博经济周刊》的报导透视了中国在金融和建设
相关项目，包括网络监控摄像头和其它可以威胁民主和人权的系统。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和其它的观察人士已经对与中国签署开发合约所导致的高债务水平发出预警。在有
此项目的赞比亚，当局为其对中国技术的依赖进行辩解，否认他们正在向北京的威权
政治模型过渡。然而，有报导说赞比亚的通信部长倡导中国模式的网络管理，该文引
述一位赞比亚活动家的文章，其中谈到「人们自由表达 –自由思想，自由言论 –与日
俱减」。在自由之家《2018年网络自由报告》中，赞比亚被评为「部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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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heintercept.com/2018/08/01/google-china-search-engine-censorship/
https://theintercept.com/2018/12/17/google-china-censored-search-engine-2/
https://www.nbcnews.com/tech/tech-news/google-s-china-plan-spurs-inquiry-u-s-lawmakers-staff-n909581
https://theintercept.com/2018/12/01/google-china-censorship-human-rights/
https://supchina.us11.list-manage.com/track/click?u=05fc7fc9529b01bb9bd1abfa7&id=de3e4ce690&e=b0c5f47a8d
https://theintercept.com/2018/12/01/google-china-censorship-human-rights/
https://theintercept.com/2018/12/17/google-china-censored-search-engine-2/
https://theintercept.com/2018/12/17/google-china-censored-search-engine-2/
https://theintercept.com/2019/01/18/google-dragonfly-project-protests/
http://www.asianews.it/news-en/Hanoi,-two-Falun-Gong-adherents-sentenced-to-three-years-in-prison-23161.html
http://www.asianews.it/news-en/Hanoi,-two-Falun-Gong-adherents-sentenced-to-three-years-in-prison-23161.html
https://asianhrds.forum-asia.org/?events=indonesia-sound-of-hope-radio-network-shut-down-by-indonesian-government
https://asianhrds.forum-asia.org/?events=indonesia-sound-of-hope-radio-network-shut-down-by-indonesian-government
https://www.fmprc.gov.cn/zflt/eng/zfgx/t1484432.htm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features/2019-01-10/china-s-digital-silk-road-is-looking-more-like-an-iron-curtain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net/2018/zam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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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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看點

农历新年审查：随着中国人举家团聚庆祝农历中国新年，及伴随此而来的长假，审查者仍然很忙。
过去这些年，审查者的一个重点盯踪对象是人们对中央电视台年度「春晚」的吐槽。下月，我们
可以关注与春晚相关的删帖和禁词，如民工失业、交通运输问题，以及人们对仍被关押在中国监狱
的政治和宗教良心犯的节日祝福。

网络「清理」运动的影响：接下来的六个月，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CAC），地方当局和
中国的技术公司将实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1月4日宣布的最新特别行动，去清除所谓「有害信息」
。观察哪些类型的新内容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哪些新的审查手段出台、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如何被
用在此行动中，以及哪些案例是安全部门要进行惩罚性干预的。

美国新法案对西藏的影响：12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西藏旅行对等法》，该法案在国
会参众两院均以压到多数通过。该法案旨在寻求解决对进入西藏的重要限制，特别是针对外国记
者、人权调查员和外交人员的限制。该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对中国官员允许美国人进入西藏地区
的程度予以说明，并对相关负责施加限制的中方官员对等限制他们获得美国签证。该法案的支持者
希望它能刺激当地官员改善进出自由。随着法案进入实施，关注国务院三月份将提交国会的报告，
那些可能被视为是给到访西藏的外国人施加限制的中国官员名单，以及该新法案确实提高透明度
并推动中国官员放松管制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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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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ified-chinese
https://freedomhouse.org/china-media/china-media-bulletin-resisting-beijings-influence-new-year-gala-metoo-in-china-issue-no-126#a2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2017/01/minitrue-control-comments-spring-festival-gala/
https://freedomhouse.org/china-media/china-media-bulletin-issue-no-112-february-2016#a1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article/2180608/chinas-cyber-police-take-aim-negative-information-new-internet-crackdown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5th-congress/house-bill/1872?q=%7B%22search%22%3A%22H.R.+1872%22%7D&s=1&r=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