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一张视频截图来自3月2日推特@AirMovingDevice帐户贴出
来的照片，该帐户用面孔识别规则系统辨别出席的人大会议和政
协会议的代表们。在同一跟贴中，该帐户称，「我确实喜欢逆袭
和使用监控/面部识别技术的想法，而不是让这个技术监控识别
我。」虽然该帐户只有大约3000名粉丝，但该研究在中国观察
者和外国记者中得到了广泛分享。在该推文和跟贴贴出来四天
后，在明显的警察压力下，该帐户宣布将删除其所有推文并停止
活动，并不祥地补充说：「我没有打算颠覆国家或党的权力。」

图片來源:  中国数字时代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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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交媒体巨头腾讯		不断发展的全球力量听命
于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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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30日发表于《风传
媒》。

中国社交媒体巨头腾讯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全球力量 且它替中共竞标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腾讯——这家拥有微信和QQ这两个世界上使用最广泛使用的两
个社交软件的中国公司——在帮助中国政府的审查和监控。但在过去的一年多，这类活
动的规模和影响在中国和海外都在增加，并且变得越来越浮出水面。

仅在上个月，几个事件就表明了这一趋势以及腾讯与中共当局的密切关系。

3月2日，荷兰黑客维克多·葛维斯（Victor Gevers）揭示了网吧用户在腾讯应用软件上
数百万个对话内容以及用户的身份信息正在向中国各地的警察局传送。仅仅三天之后，
该公司的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Pony Ma）就出席了有3000名代表的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也就是中国的橡皮图章议会。据报导，马化腾甚至在国家安全机构用其公司软
件得到的数据来根除被官方禁止的宗教活动之际，于会上提出了数据隐私问题。

3月16日，中国观察员张晨辰（Chenchen Zhang）在推特上分享了一则关于少数民族
维吾尔族穆斯林成员的事件。这位维吾尔人被拦截在中国大陆与香港边境，并可审讯了三
天，仅仅因为他的微信联系人名单最近在沙特阿拉伯麦加的一个地点「签到」。当局显然
是怕这位维族人未经许可私自到麦加朝圣，并警告说此等行为可导致被判刑入狱15年。

随着腾讯的审查模式和与中国压制性政府数据共享的持续和加剧，无论网络用户的所在
地点和国籍，现在是时候考虑有所行动了，以帮助保护所有用户的基本权利。

腾讯在中国的角色
腾讯成立于1998年，其流行的应用程序很快成为中国通信，金融和社交网络中无处不在
的元素。今年1月，该公司宣布仅微信就有10亿活跃的日常用户。

虽然腾讯自成立以来，一直被迫遵守严厉的中共信息控制，但日益增加的政府要求，加
上微信在中国近乎市场饱和，增加了（其与中共）同谋共犯的范围和造成的影响。

在审查领域，媒体报导和专家研究表明，微信一直致力于优化人工智能的应用，以识别
和删除图像，而网民通常采用这些图像来绕过对文字的通信审查和监视。该平台还关闭
了 数千个独立运营的社交媒体账户，这些账户提供非官方新闻和分析。这些和其他形式
的审查严重扭曲了中国用户在重要议题上收到的信息。香港大学WeChatscope项目的
研究人员分析了该平台约4000个公共账户被删除的情况，发现2018年最受审查的新闻报
导主题是美中贸易争端，华为首席财务执行官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METOO（我也
是）运动和公共健康丑闻。

通过加强对移动电话的实名注册要求、微信的电子支付功能、大规模警察购买智能手机
扫描仪以及促进公共安全机构准入数据中心的新规则，监控网络平台上的用户活动已经
变得更加简单。如上所述，在某些情况下，来自腾讯软件的内容正在直接「喂」给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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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监视越来越多地导致普通用户受到法律惩罚。过去一年，自由之家《中国媒体快
报》中跟进的多个案例样本特别介绍过无数微信用户所受到的惩罚。这些微信用户开习
近平主席一些玩笑、批评司法官员、评论大洪水、分享有关侵犯人权的信息，或表达与
受迫害宗教或种族人士相关的观点，不管他们是维吾尔族穆斯林人，西藏佛教徒，或法
轮功修炼者。惩罚从几天的行政拘留到多年监禁，某些案例明显是与朋友私下分享的评
论。这些动态不可避免地怂恿了平台上的自我审查。

全球扩张 
虽然微信的主要用户群在中国，但中国以外约有1亿至2亿人使用该通信服务。其中包括
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家数百万中国旅居侨民，但在亚洲大部分地区也有更 广泛
的扩展。据报导，马来西亚在其3100万人口之中拥有2000万用户。在泰国，估计有17％
的人口拥有微信账号。在蒙古，微信在2017年是被下载第二多的应用软件。缅甸的掸邦
与中国接壤地区的商家已经在用此应用软件，以及接受微信支付WePay的日本零售商数
量（主要是为中国游客服务）在去年增加了35倍。

腾讯最近购买了流行新闻链接公告栏系统书签交易的1.5亿美元股份，并据台湾官员称，
腾讯正在考虑进入台湾的网络视频市场。

证据显现，政治化审查和监督可能影响中国以外的腾讯用户已经初见端倪。2016年多伦
多大学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的一项研究发现，海外用户与中国境内联系人之间的
对话受到某些形式的关键字审查，一旦帐户注册了中国电话号码，即使在国外也受到大
陆控制。

在澳大利亚，最近对中国旅外居提供的新闻来源的一个研究发现，微信的中文新闻频道
上关于中国政治的报导少得可怜。令人难以置信的是，2017年3月至8月期间，尽管重要
的第十九届中共党代表大会将在秋季举行，微信频道没有发表过一篇关于中国政治的文
章。在加拿大，微信审查机构删除了加拿大议会议员赞扬香港雨伞运动请愿者的信息、
操纵传播有关孟晚舟被捕的新闻报导，并更广泛的封锁关于中国政府腐败和领导官员的
媒体报导。

在新疆大规模镇压期间，中国警方还利用微信与海外维吾尔人联系，要求提供个人信息
或维权人士的详细信息，并将政府公务员监视人安插入私人（家庭）群体中。

如何应对
无论腾讯是不情愿或热切同谋于中国政府的压制政策，现实情况是，腾讯员工可以被要
求去审查，监控和报告私人通信和个人信息，而在许多情况下导致无辜人被捕和遭受酷
刑。这理应是任何使用，管理或投资该公司服务者首先要考量到的。

对于那些居住在中国的人来说，或多或少，现在不使用微信几乎不可能工作生活。但建
议他们谨慎行事，将应用软件限制在最实用的功能范围内，并想办法咨询有关如何增强数
字安全性和如何更安全地获得时事信息的指南（自由之家去年发布了一系列此类资源）。

中国之外的用户，尤其是那些在大陆没有家人或朋友的用户，应该重新思考微信是否对
他们的日常生活有必要。如果敏感话题出现时，那些与在中国的人保持私人联系者可以
指导他们使用更安全的应用软件来保护他们， 或者使用同音异义词替换可能存在问题的
敏感词，一些记者说他们是这样做的。中国旅居在海外的侨民应该探索如何扩展他们的
在微信之外的新闻和信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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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各国政府试图解决与「假新闻」、政治操作以及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上的
弱数据保护相关的问题，像微信这样的中国同行理应接受至少是同等严格的审查和监
管—— 并且对任何违规行为负责任。政府和企业也应该像澳大利亚和印度政府最近已经
做的那样，限制员工使用微信，特别是那些做与敏感信息相关工作的员工。需要同讲中
文的选民进行沟通的政治人物应该确保在多种平台上这样做，而不仅仅是那些受中国政
府控制的平台。

国际公民社会团体可以通过维护中文版最新的数字安全指南、记录中国之外的内容在微
信上受到审查或监控的程度，并为那些被腾讯做法侵犯权利的人们寻求法律援助来帮助
用户和民主政府。

最后，腾讯的投资者应该认真考量他们支持该公司的道德和政治影响。任何关注有关人
权、外国势力干涉选举或科技巨头违背隐私权的人都不应该再投资该公司，包括退休基
金。对社会负责任的投资计划里应将腾讯从其投资组合中排除在外，如果他们还没有这
样做的话。即使从纯粹的财务角度来看，腾讯股票也许不是明智的购买选项。该股票价
格在过去一年中下跌了19％，至少部分原因是政府更为严格的控制用户沟通。鉴于中国
监管机构现在正将目标转向游戏产业，那正是该公司最赚钱的活动范畴，其价值可能会
进一步下跌。正如股票分析师利奥 • 孙（Leo Sun）警告的那样，「中国科技公司的投资
者永远不应低估（中共）政府扼杀他们增长的能力。」

没有什么来自用户、民主政府、民间社会团体或投资者的抵制，可以改变腾讯与中共政
府压制活动的共谋。恰恰它的生存取决于它对共产党指令的尽职尽责。但是，为了个人
用户，为了世界开放社会以及为自由表达的数字时代，以上提出的措施将大大限制由腾
讯公司的做法造成的当前和未来的损害。

新闻报道
两会:	更为严格的资讯控制与加大对海外宣传的力度

今年的两会，中国人民代表大会(NPC)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CPPCC)，在3月5日
～15日举行之时，由于经济放缓、连续同华盛顿的贸易战，以及不断增长的、针对其在
新疆的人权侵犯危机的国际谴责，习近平主席和中共面临着不同寻常的压力。北京以更
严厉的言论和信息控制回应，并展加速开其的国际宣传。

• 加紧的信息控制：与高调的政治会议之前的情况一样，当局迫使北京的人权活动家到
首都以外的地方去旅游，以避免的任何独立评论或抗议活动。人权活动家胡佳是被带
出去强迫假期旅游的人之一，正如他过去几年一样。曾在网上批评中共而被拘留的诗
人华涌此前，于2月27日在推特上分享了一首诗，当「他们北京要开会」时，他同朋
友和家乡城市北京告别。北京居民称增加的安全措施遍及北京，包括在交通中转站的
额外的行李检查。互联网限制也在3月初收紧，显然是为了进一步控制围绕会议的新
闻叙述。运行虚拟专用网络（VPN）服务的多家公司注意到，从3月2日增加的封堵
工作，一名VPN员工注意到当局似乎「正在使用自动化，可能是人工智能结合人工
监控」来封堵用户能够绕过网站过滤的工具。同时，一个用人工智能分析中国官员
的公开信息的推特帐户，明显是在警方的压力下，于3月6日删掉其所有推文内容，
以维持他们近期对在中国的有批评言论的推特用户的打压，该推特被封。该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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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MovingDevice部分专注在高层官员在他们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抄袭，而且最近
在今年两届会议之前，该帐户在人大会议代表身上使用了面部识别技术。「中国数字
时代」网站保存了该帐户之前的一些推文。 

• 在国外的宣传：北京英文宣传工具在准备两会时制造了一些笑料, 中国媒体研究计划
网站（China Media Project）的David Bandurski将之总结为「一个现金充裕，而
文化和智慧卻破产的宣传体系的必然结果。」3月3日，官方新华社发布了一则民粹
主义的饶舌视频来庆祝中国近来的成就。该视频有时无厘头的歌词，加上视频发布于
官方对嘻哈文化限制之时的事实，给其在国际英文媒体中赢得了一边倒的负面评价。
新华社还发布了另两则视频，结果是同样无效：一则是网络2.0版的新闻报导，其中
两位外国「新华社通讯员」回答关于两会的问题；另一则是一位美国节目主持人赞美
「中国民主」的种种好处，称其「「带来了政治稳定和活力」，按说应在两会期间到
处播放。其它对两会的官方宣传可能更成功。中国环球电视网络（又称中国国际电视
台）（CGTN），亦即官方电视台央视的英文频道，特别推出了《谁运营中国？ 》
的互动网页，企图将两会代表描述成高度多元和具有代表性的。3月15日两会闭幕那
天，环球时报发表一篇文章，重点着墨于一大群来自「一带一路」伙伴国家的记者们
是如何在他们的国家出版物中正面报导两会及「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是中国
在基础建设投资方面发起的有争议的项目。

• 《外商投资法》草案：3月15日，人民代表大会(NPC)几乎一致通过一项外国投资法
案，2020年1月1日执行。该法案在该橡皮图章立法机构（注：指人大）的年度全体
会议的最后一天匆忙通过——也和中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CPPCC）同期举
行——据分析人士解读，该法案是试图解决外国投资人和外国政府对市场准入的不公
平性、强制技术转让和从驻华企业窃取商业机密等的担忧。在该法律通过之前，一篇
3月7日发布在Lawfare上的贴子提到，法案草案中模糊不清的条款远远不能达到美国
对技术转移和投资限制方面的要求，称其为「在使中国的投资气候对外国投资者更有
吸引力和公平性方面的一小步。」 该贴子还提到，即使有该法案，由于中共不受限
制的权力，外国公司仍会处于季度不利的情形，仍会有安全之虞。尽管新法案明文规
定不允许政府强制外国投资这转移他们的技术，由于法律条文中不准确的语言和缺乏
对应立法细节，终归不大可能让外国公司和美国贸易谈判者满意。 

• 突出人工智能优先性：3月5日，总理李克强在两会开幕时的工作报告上提到了发展人
工智能工业，这已经是连续第三个被提到的年度。李克强敦促中国加快发展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技术，以建设「智能城市」。李克强在其报告中明确没有提到的一件事是中
国政府的「2025中国制造」工业计划，该计划一直是华府和欧盟特别担忧关注的。整
个两会期间，很明确发展人工智能是政府工作重要事项。 3月5日公布的国家预算表
明，尽管经济发展放缓，与2018年相比，拨给发展科技的经费还是增长了 13.4% 。
两会同时，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的人工合成「女主播」初次登台，并协助报导人大。
这个新的人工合成的名为「新小萌」的主播是「新小浩」的升级版。小「新小浩」是
11月在世界网络大会中首次亮相的虚拟男主播。 

• 技术类企业的加入：年复一年，技术类企业在两会中扮演着越来越显著的角色。这
意味着那些公司和官方的关系越来越近。几位中国技术公司的创始人和总裁是人大代
表，其中包括腾讯的马化腾、小米的雷军和格力的董明珠。其他人如百度的李彦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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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狗的王小川是政协代表。这些商人在有关人工智能的讨论中发言，呼吁在人工智能
方面有进一步的研究、合作和工业化。据TechNode和SupChina报导，「物联网」
、5G移动通讯技术、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是与会的技术公司代表们提出的话题。

监控更新:	数据泄漏，步态识别和在西藏的扩张

• 数据泄漏表明了监控的程度和存储信息的漏洞：最近一位荷兰研究者发现的数据泄漏
使中国监控项目的程度略见端倪，同时也暴露了一些中国领先的技术公司在数据保护
措施方面的缺失。 2月13日，有德行操守的黑客和安全研究者维克多•葛维斯(Victor 
Gevers) （@0xDUDE）发现了属于一家深圳公司SenseNets（深网视界有限公司）
的泄漏数据，这家公司是专门研发人工智能人群分析和面部识别的。葛维斯称他们
的数据是「任何人都可以全部获得的」，其中包含有260万新疆人的信息，包括他们
的官方身分证号、生日、地址、种族、雇主，可能最令人胆寒的是他们超过前24小
时的GPS 定位地址。自7月起，这数据库就是公开的，但在葛维斯泄漏报导后被公司
关闭。在新疆的长期打压已经导致了估计约100万或更多的维族人和突厥裔穆斯林被
拘禁在许多拘留营中。作为该行动的结果，新疆已成为测试最新监控技术的「实验
室」，这些监控技术有时也用在中国其它地方乃至输出海外。 3月6日，葛维斯在推
特上揭露，SenseNets项目中用到了微软的Github和Azure平台，这一点，再加上
SenseNets在其网站上将微软列为合作伙伴，引发人们对微软的猜测，猜测其是否有
意无意的允许其服务被用来监控新疆。微软一直否认它和这家中国公司的合伙关系。
另一事件是，葛维斯在3月2日爆料称，说他发现了另一个类似的未经保护的中文平
台，其中收集了3亿多条私人社交媒体信息，其中含有非常私人的信息。后来在3月9
日，葛维斯披露了另一数据储存区，其中有180万中国妇女的个人信息，包括在「生
育力成熟」栏目中详细列出的她们的生育状况。 

• 实时人的步态识别：上个月，新闻媒体开始报导中国人工智能新秀Watrix的最新软件
进展，包括其一个可以通过其肢体运动的实时影像来识别一个人的项目。该公司声
称其辨识准确率超过96%，而且该软件能在50米外辨识一个人。这不同于面部识别
软件，人们可以通过遮盖或易容来避开，Watrix声称它的系统能分辨出是真跛还是假
跛。警察已经在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和重庆试行此软件，据报这家公司已经在与
新加坡、印度、俄罗斯、荷兰和捷克的一些保安公司洽谈合约。 

• 美国DNA技术公司停止在新疆销售：随着新疆的人权危机继续引发国际关注，位于美
国的 Thermo Fisher 2月20日宣布，它将在新疆停止销售收集DNA生物信息的设备。
同时，耶鲁大学的知名基因学家基德（Kenneth Kidd）告诉纽约时报，尽管他一直
在为中国官员提供基因材料，但他不知道中国方面在用他的材料来比照维族人和汉人
的DNA，也一直认为他只是在保持道德规范的研究方面和对方合作。 

• 中国技术公司蜂拥至西藏：在北京试图进一步加紧其对西藏的控制来「维稳」的同
时，中国致力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的技术公司争先恐后奔赴这一高度敏感区。新
兴的人工智能公司和技术巨鳄如阿里巴巴、腾讯和iFlyTek都在拉萨建立他们的研究和
投资单位，都在利用政府的补贴，补贴用来刺激该地区经济增长并加强对该地区附
近的人口控制。西藏技术淘金热的消息在当地特别敏感的日子报出：3月10日是1959
年西藏动荡及中共政府镇压西藏从而导致达赖喇嘛流亡至印度的纪念日；3月14日是
2008年西藏人和平抗议，导致数十年间西藏地区最大规模程度被中共实施武力镇压的
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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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之外:	气势汹汹的外交官们、中国印刷商们、Reddit负评按钮、	
在台湾宣传

虽然中共当局通过对编辑的定期指令和限制获取外国新闻的复杂审查机制来严格控制国
内媒体的报导，但北京也持续试图影响对中国的外部舆论。本月，其努力的例子包括中
国外交官的霸凌行为、国内印刷部门对外国客户订单的审查，以及在Reddit上明显的带
风向。 

• 中共外交官在瑞典、俄国气势汹汹：3月18日，人权组织「无国界记者」谴责中国驻斯
德哥尔摩大使馆停止其对瑞典记者关于中国报导的重复骚扰。中共驻瑞典大使桂聪友
及其工作人员谴责了几家瑞典新闻媒体，最近一次是有关台湾代表发表的专栏评论，
主张面对北京日益增长的侵略应支持台湾民主。自从2015年跨界绑架瑞典公民桂民海
之后，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北京的关系一直紧张。桂民海于2018年1月与瑞典外交官一
起在中国旅行时被（几名中国安全官员）再次拘捕。瑞典召回其前驻华大使并展开对
她的询问调查，事关她被报告安排了桂民海女儿于1月24日-25日同两个神秘中国商人
的会面。两个商人强迫桂民海的女儿对她的父亲被拘捕保持缄默。同时，俄罗斯《独
立报》Nezavisimaya Gazeta刊登编辑部文章，指责中共外交官向该报一俄罗斯记者
施压要求撤下关于2月28日关于中国经济（放缓）的报导并威胁将他列入黑名单。 

• 中国印刷商的审查影响外国出版物：中国印刷商拒绝印刷含有字词或可能在中国被认
为敏感内容的书，即使这些书是打算向外国人和观众销售。澳大利亚（Australian）
和新西兰（New Zealand）的出版商被中国印刷商拒绝服务或推迟印刷，如果他们
的出版作品中包含提及了特别的中国政治人物、地图、多次政治运动、多个宗教或诸
多地理关键词，或中国的异见人士。印刷公司的行为使得这些书的印制更贵，通过强
迫出版商印制其他的内容， 以北京口味的思路影响全球市场。 

• 批评中国的新闻在Reddit被按负评：链接分享网站Reddit的用户回报说，这项服务
已经被亲中国帐户所淹没，这些帐户对关于中国的批评性链接合作式的「按负评」， 

香港:	亲北京媒体骚扰维权人士

最近数月，在香港受北京控制的媒体被「武装起来」，用以在这个半自治的地区监控和
污蔑当地的维权人士。这里曾是东亚地区媒体自由的港湾。大公报和文汇报的员工开始
跟踪民主和独立人士，然后报导这些人本应是秘密的关系或私下的会谈。 2月26日，加
拿大环球邮报刊登报导，描述了两家与北京有关联的媒体对维权人士陈家驹（Wayne 
Chan(Ka-kui)）的「狗仔报导」，报导标题说其生活方式腐化和不道德。

这两家报纸也据信到台湾追踪香港维权人士，其在一月份对几位维权人士在台湾行程的
详细报导作为明证。 3月15日，路透社发表一份调查，发现在过去3年内，至少有25位
港人，因参与不受北京喜欢的事情，而导致他们在台期间受到类似骚扰。维权人士称这
种报导不应该被视为是真正的新闻，因为它们经常性的牵扯到入侵性的监视和公布报导
对象的私人信息和家庭情形。一些台湾官员也认同此说，称这些报纸犯了「不合法」的
行为，如果他们不能就此提供「合理的解释」，他们的记者可能会在几年内被禁止到台
湾旅行。类似的作法也发生在外国驻北京记者访港期间，例如在澳洲的美国学者凯大雄
（Kevin Caricco），这在「自由之家中国媒体快报」的2019年1月刊中指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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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和那些配合北京宣传的评论轮流出现。在新闻、地缘政治和以地区为重点的 
Reddit服务中，这种趋势显而易见。在3月14日的BuzzFeed报导中，Sinocism出版
者比尔·毕晓普（Bill Bishop）表示，这一现像是过去18个月「将海外战争带到全球
互联网」的中国政府账户的「高潮」的一部分。虽然Reddit上的许多人认为这是政府
长期策划部署的产物，通过安排付费被称为「五毛党」的人员在互联网上贴帖子和评
论，但Bishop指出，人们不可能知道哪些评论是政府统筹的，哪些是中国民族主义者
的产品。 

• 新的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面临外国审查：随着中国社交媒体公司的创新及其应用程
序软件在全球普及，服务的有争议活动和用户对数据隐私的担忧让外国监管机构发出
警报。共享短视频制作应用程序TikTok（明显的中国抖音短视频（Douyin）的国际对
应软件，也由ByteDance拥有）于2月28日同意向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支付570万美
元用于非法收集儿童的个人信息。在印度，中国应用软件现在占据了谷歌付款商店中
100个下载量最多的应用软件中的百分之44个，TikTok正处在泰米尔纳德邦州政府的
锁定目标中。那里的官员呼吁全面禁止那些允许用户分享性材料和宣传卖淫的应用软
件。在印度执政的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内，由于国家安全和获取
数据问题，已经有呼吁要求全面禁止中国的应用软件。 

• 台湾监管机构正在考虑对中国宣传网站，流媒体平台采取行动：随着中国行政机构
强迫台湾与之统一的官方言论，台湾当局对中国科技巨头腾讯将其视频平台带入台
湾的计划表示严肃关切。在政府获悉北京鼓励新媒体服务向海外扩张，并以台湾为
主要目标后，台湾的大陆委员会（陆委会）于3月15日介入。台湾陆委会表示担心北
京会试图利用腾讯视频平台作为传播政治宣传的途径。台湾的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同一天表示，对来自大陆的流媒体平台的许可将取决于国家安全考量，并
召集部际会议讨论台湾腾讯和优酷土豆流量媒体服务在台湾的命运。早些时候，3月
13日，NCC宣布还将决定是否限制www.31t.tw，这是一个在台湾注册的网站，其推
广的内容与中国政府宣传的内容相似地惊人。

成功的抵抗	
在两会中坚持提问的记者们

人大和政协两会期间，对媒体的限制
依然是和往年一样严，这都是意在  维
护中国领导人们和政治体系经过精心
排演的形象。即使如此，中外记者们
还是会抓住这难得的机会，接近这个
国家的政商界名流，问一些挑战性的
问题，所谓「堵问」，甚至明知没有
答案也要问。这类努力的视频和记录
在推特上流传。澳大利亚广播公司Bill 
Birtles分享了记者发问外交部长王毅的
一则视频片段：「你要拿掉几个台湾
邦交国啊？」英国《金融时报》的 Yang Yuan @YuanfenYang分享了一则视频，是一
位中国记者追着腾讯总裁马化腾问：「马总，你能不能在会上提议一下，让他们不要封
我们的号啊？」这帐号应是指对其旗下的微信公众号的审查。

来源: Cate Cad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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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类似问题的实质性回答很少见，但其它形式的官方回应也同样说明问题。新疆进
京代表团早到一小时，以避开聚在一起的150名记者的发问。代表团离开时，保安人员
将记者清场，以防止他们喊问，一名保安人员试图抓住法新社摄影师Pak Yiu的记者证。
当香港南华早报的记者Cissy Wei Zhou追问一政协代表，问他怎么看新的外国投资法案
时，该代表捂住了嘴说：「我舌头生病，不能说话。(my tongue is sick, cannot talk)」

过去一些年，不明显的或有些明显的对中国媒体和宣传系统的批评会在两会间浮现。 
2016年，政协委员朱征夫（Zhu Zhengfu）提案敦促党国在采用强迫在电视上认罪的作
法时更审慎些，这种作法在习近平领导下已经增加。去年，当一名记者听到其同仁向中
国官员讨好性问问题时，她的一个非常说明问题的翻白眼镜头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并引
发一系列全新的网路爆红题材。

未來看點

执行习近平的「媒体报导」愿景：3月15日，中共的高层党媒《求是网》发表了习近平一月份在政
治局委员一次学习会议上讲话的全文。习近平呼吁加速媒体整合，希望宣传手法、法规和技术政
策远远超越新闻界的范畴，将「社会思想文化公共资源」和「社会治理大数据」整合起来，以期
获得更大程度的政治控制和对公众舆论的影响。未来看点有看对执行习近平此愿景的具体政策措
施，其中包括将人工智能加入新闻的制作和传播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更有效的输送党的宣传和
话语到国内外手机用户上的各种办法。

对已建议修订的香港《逃犯条例》的修改：在上月香港政府提出方便罪犯引渡的提案修订草案
后，港内的民主和维权人士对此此该提出了批评，其中引述了有可能受大陆有缺陷的司法体制影
响的风险。令人吃惊的是，通常都是挺建制派的香港和外国企业界，包括香港美国商会，也提出
了他们的明确担忧。未来看点看修订案是否可以以现有内容通过，还是部分修改（譬如将经济犯
罪除外），还是彻底撤销提案。

民主力量对中国技术扩张的反应：美国、台湾、印度、加拿大和世界其它地区的监管者和网民越
来越就这一点达成一致，那就是：言论自由、选举公正、和用户隐私可能会受一些应用软件，如
腾讯微信和ByteDance抖音之全球扩张的威胁。未来看点看因应而生的任何限制或惩罚，以及民
主体制下的政府机构一边要开放商业，另一边要国家安全与人权，将如何采取措施达成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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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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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