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幅NBA图标的衍生创作由身在美国的华裔漫画师「叛逆
辣椒（Rebel Pepper）」所绘，发表于10月7日–正是在休
士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推文支持香港抗议者，而在NBA引
发轩然大波的头几天。这幅讽刺漫画被分享了数千次，一
些倡议者甚至将之作为他们社群媒体上的个人头像。在接下
来数周，随着对NBA与明星球员因向中国巨大市场利益低
头、进行自我审查的批评逐渐沸腾，数十幅其它漫画也发表
在网路上、美国报纸、新闻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和漫画集。

图片来源：叛逆辣椒／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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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警务数据库涵盖范围远超过新疆
本期分析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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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整合系统被设计为追踪特定人口，但其监视范围正不断扩大。

2017年夏天的一天晚上，中国当地警察对一所小型私营语言学校进行了突击检查，检视
了所有非华裔参加者的签证。在场地一位外国博士生把他的护照留在了旅馆。 「不用担
心」警察说。 「你叫什么名字？」警察掏出了一个手持设备并输入这位学生的姓名。 「
这是你吗？」屏幕上显示了是这位研究人员的姓名，护照号码和饭店地址。

这类事件在新疆很常见，毕竟中国在新疆广泛部署了监控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技术。但是
这个特定事件发生在云南省，靠近中国与缅甸南部的边界。实际上，公安局–负责国内安
全和情报的主要机构之一–在中国各地已在使用电子资料库以及手持工具来追踪特定类别
的人员。众所皆知地，这些「重点人物」涵盖了被假释的罪犯、吸毒者，到外国人，上
访者和宗教信众。

在查阅了数十份地方政府通告、采购招标和中国公司的促销资料后，这些文件显示此类
技术的应用既早于、也超越了目前新疆的镇压范围，并实际上影响了中国各地的千万人。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习近平日益增加的极权统治下锁定新的压迫目标，以及中国公司将监
视设备的销售扩大到国外的趋势下，这些资料库的规模和影响在未来几年可能会增加。

全国范围监控「重点人物」
2007年公安部发布的《重点人口管理规定》对于「重点人口」的广泛定义为「有危害国
家安全或社会治安嫌疑」的人员。一些特定的群体被列出，包括重刑犯，从监狱或劳教
所被释放者，和吸食非法毒品者。

根据2001年至2009年间70份中国34个省和直辖市其中26个当地政府发布的公告，在实际
操作中，被公安机关和部门以「重点人口」处理的范围更广。这些文件中经常提到的重
点人口类别包含请愿者，被禁止的宗教团体信仰者如法轮功学员，精神疾病患者，以及
参与「维稳」或「恐怖」活动的人— 这两个术语通常适用于维权人士，抗议者和新疆维
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群体的成员。

随着被监视人口的数量上升，对被监视者个人资讯的搜集也随之增加。现有警务资料库
的大量数据来自2000年中期的「第二代」机器可读身分证系统。这种身份证允许电子存
取个人信息，因而公安部下的各局处之间可以轻易分享这些数据。

2006年，首批全国规模的重点人物数据库之一正式启动–动态控制系统。存取了200多万
笔已登记的吸毒者纪录， 动态控制系统是早期基于身份证定位和生物识别数据来收集数
据的例子。每当被登记者使用他们的身份证进行电脑交易时（如购买火车票），公安机
关就会收到警示。警察便可由此确定该个体的位置、拦截他们，并对他们的尿样进行毒
品检测，检测的结果会被加入他们的电子档案。指纹和DNA数据也在该过程中被搜集。
据2017年11月的一份报告，海南的警察对登记的吸毒者挨家挨户进行DNA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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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控制系统不久即成为其它警务数据库的样本，承包给中国的技术公司依样建立此类
系统。到2008年，「宏达管理软件体验中心」公司（Hongda Software）的「公安人员
信息管理工作系统」被用来收集法轮功学员的信息。自1999年以来，法轮功学员被大规
模地迫害，例如恐吓、监禁、酷刑和非法杀戮。依据该系统，警察可以纪录谁介绍他们
接触法轮功，他们在和谁、在哪里炼功，以及他们对法轮功信奉的程度—判断标准类似
于警察最近对维吾尔人所评定的「安全」、「一般」和「不安全」。

监视行业蓬勃发展
自宏达管理软件体验中心系统推出后，对重点人物监控的资料库变成了中国监视技术行
业的摇钱树。根据网路上可得到的信息，2015年10月至2019年5月间，中共公安局在中
国七各省或直辖市至少签发了13个类似的项目招标工程。

有问题的公司遍及整个中国，其中包括来自广东的深圳源中瑞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深醒科
技有限公司（Sensingtech LLC）和浙江亿点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40家研发监视数据系
统的公司中，至少10家提供随附手持设备，譬如北京深醒科技有限公司（Sensingtech）
；有13家提到有地图和定位功能（如东方网力智能安防社区系统（Netposa）。

这些产品无法直接被取得并检视，但是它们的说明书和系统介面的画面截图在网路上找
得到。浙江亿点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重点人物控制系统允许操作者收集重点人物的基
本识别信息（名字、生日、性别和地址），以及其银行帐号和社交媒体信息。针对特定
的群体还有量身订做的相应数据种类：精神病患者的心理评估结果，上访者的上访内
容，吸毒者的尿液检测结果；或是外国游客拜访中国的原因，及其在中国国内相应的接
待者。部分产品，如宏达管理软件体验中心（Hongda Software）和浙江亿点通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Yidiantong）提供的系统，甚至涵盖了大规模监控非典型目标群众，包括
境内移民，和政府认可的宗教团体的工作人员。

这些产品的五花八门— 以及其针对的人群— 反映了中国警察去中心化的警务操作。普遍
来说，执行警务包含对于特定的人群进行全国规模的监控，且冀求透过高科技监视手段
来加强「社会稳定」。然而，该优先处置哪些人口，则因时间、地理位置而有所不同。

图片说明: 浙江亿点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警察数据库软件的制图功能，向用户显示地
理区域内不同类型的已注册「重点人物」身在何处。 
图片来源：埃米尔∙德克斯 (Emile Di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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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政府的各式公告显示，退伍军人上访并
要求改善待遇，自2017年开始成为全国关
注焦点；在20  18年中共第十九届全国代表
大会前夕，在社区登记的重点人口、精神病
患者和上访者则成为前沿锁定对象。根据当
地宗教信众人数的多寡，目标人群也会有所
不同：在浙江，警卫对基督徒的监视较严
密，在新疆则针对穆斯林，东北省份则多关
注法轮功学员，在西藏、四川和青海则是更
针对藏传佛教徒。不仅系统有多种多样的操
作，更因为相关技术并没有被特定公司垄
断，导致产品的市场的竞争也相对较强。

未来的使用和影响
已有迹象表明，这些各类不同的资料库正被
与其他更广的国家监控项目合并使用。浙江
亿点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声称其重点人物控
制资料库已与酒店、网吧、机场和火车站的
信息系统整合，与警察进行即时数据共享成
为可能。有几家公司甚至夸口说，他们的数
据库已和面部辨识的摄像头联通，可以在公
众场合识别出重点人物。

当局将资料整合转化为对重点人物更强势的
控制和惩罚的能力可能日益增强。十年前，
知名的异议人士，地下基督徒，或是法轮功
学员可能会在政治敏感时期–如中共党代表
大会期间–被警察扣门问话。但在今天，这
些人极有可能被持续不断的的监控，警察甚
至可以收到关于其行踪的自动警示。随着对重点人物的定义不断扩张、各种新的数据形
式被加入追踪系统，要遏止警察对于政治或宗教的微小异见的惩罚，或是终止警察影响
人们的长期生活，几乎是束手无策。

储存如此多的个人信息在整合资料库却又缺乏监管，数据的安全性显而易见地令人担
忧。在过去的一年发现，中国其它监视和数据搜集系统的资料保护非常薄弱，导致数百
万人的个人信息被骇客取得。最近官方针对资讯安全，的努力都着重于规范私营企业如
何处理个人数据，并没有针对政府部门。

另一个隐忧，则是重点人物监控技术被输出到其它国家。 「开放技术基金(Open 
Technology Fund)」上月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中，列出了各式被出售到五大洲、至少73
个国家的中国监控和网路审查设备。输出国家不只有其他成熟的专制国家，如埃及或亚
塞拜然；更有半专制的、甚至民主国家，如巴西、坦桑尼亚、波兰和南韩。报告指名的
科技公司中至少有三家—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大华Dahua）、北京深醒科
技有限公司（Sensetime）和海康威视（Hikvision）— 这些公司除了提供面部识别摄像
头，更输出追踪特定重点人物的监控技术给其它国家。

图片说明: 浙江省亿点通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Yidiantong）开发的「重点人
物」警察数据库的数据输入界面。 
图片来源：埃米尔∙德克斯 (Emile Di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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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网络挑唆煽动在中国反NBA声浪

10月4日，休士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Morey）支持香港抗议的一则简单推文，在中国
政府、官方媒体和中国的NBA粉丝中引发了巨大的反对声浪。这则推文是一幅配图的文
字：「捍卫自由，支持香港」，发布后很快就被莫雷本人删除，他以及火箭队的老板随
后发表声明，对为此推文冒犯的中国观众道歉。尽管他们做了这些灭火的努力，NBA总
裁萧华(Adam Silver)也随后在10月8日发表声明支持言论自由，许多中国公司撤销了他
们对NBA的赞助，在全国范围内，NBA即将在华巡回比赛的广告牌被纷纷摘下，NBA的
官方商品也被从商店下架。在网络上，中国篮球迷撕毁他们门票的视频以及谴责莫雷和
NBA的讯息被疯传。萧华声称，中国政府甚至给他施压要解雇莫雷。

这场围绕莫雷、NBA和香港抗议的纷争并非是中国网民自发的强烈抗议的结果。至少在
部分程度上，它更是来自中国政府引导的宣传和内容操控的结果，具体如下：

•	 长期监狱判刑：有组织的推特挑唆来攻击莫雷：在莫雷最初推文发布后的数小时及数
日内，显然是基于中国的数万推特使用者集合起来，以一种有组织的方式，发布支持
中国的恐吓式运动，攻击莫雷。《华尔街日报》对近17万则针对莫雷的推文进行分析
后得出结论：他是「挑唆性攻击」的目标，这些攻击用意于「操控关于香港抗议的对
话」，并指出许多这类推文包含有暴力性语言包括诸如「你妈死了」这样的中文首字
缩写。在此类反响的高峰时刻，莫雷每秒钟几乎就会收到两则这样的推文提示。推特
在中国是被封的，但通过翻墙软件可以上。根据分析数据和讯息的专家们所言，这些
推文看来是真人用户发出的，而非来自机器的自动发布。 

•	 中国官方媒体和腾讯的转播取消：中国官方电视台央视就萧华以言论自由为基点挺莫
雷进行谴责，说莫雷的推文挑战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社会稳定」。央视还进一步宣
布，它将不再转播NBA季赛前的比赛。根据莫雷的推文，中国公司腾讯—NBA在网络

如何应对
开发能有效回应此类监控技术的对策极为困难。但至少，应该让中国网民和外国游客对
中国政府数据收集的广泛程度有所，以保护脆弱族群和他们熟悉的人

关注人权的投资者，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应该密切审视他们的产品或服务，并排
除任何对参与大规模人群监控和人权侵害的公司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包括国际养老基金
和风险投资基金的支持。失去资金，中共安全监控器材合约的吸引力则会减少，降低人
们对开发追踪和平维权人士或宗教信仰者相关技术的兴趣。

最后，民主体制下的官员们应该警惕与任何这类公司的交易。因涉及资助于新疆的迫
害、而被美国政府列入本月出口限制名单的中国商业机构中，有数家公司也出售针对更
大范围重点人物的监控的科技。美国和所有民主国家，对那些导致监控而在中国人权侵
害的中国公司，应该都施行对新疆式的制裁。

考虑到这些打压大众的专制工具在中国扩展的速度，在其成为全球生活常态之前，民主
国家应刻不容缓地 阻止这种行为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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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转播的中国合作伙伴，同时也和中国政府关系密切—宣布在中国它也会暂停网络转
播NBA季前赛。 

•	 对公众舆论的自上而下的审查与操控：中国官方媒体对展现出来的争议反应迅速，通
过公开的和幕后的手段，试图操控有关莫雷和NBA的公众舆论。中共喉舌《人民日
报》发表了一份微博所做的调查，该调查是于10月8日询问人们从四个选项选一的问
卷题选择对莫雷的看法。然而，该民调遭到了网民的吐槽，因其它准许受访者只能勾
选亲中或反莫雷的答案。 10月10日，政府审查指令中国网站从他们的首页上删除关
于NBA的报导，并不要「炒作」与正在发生的事态相关的话题。

由莫雷的推文引发的在中国持续的针对莫雷、萧华和NBA的公众愤怒情绪，以及随之而
来的余波，部分归咎于中国臭名昭著的封闭式的媒体大环境，其中充斥着官方关于香港
抗议的不实信息。在各种各样的抹黑中，抗议者们一贯性的被嘲笑为「恐怖分子」和「
蟑螂」，这在上月的《中国媒体快报》中有详述。即便如此，从网民们对《人民日报》
发布的调查的反应来看，很显然至少一些中国球迷还是没有被中国的官方宣传所蒙蔽。
其中有一位中国的火箭队球迷貼出了一则感性视频，支持他的球队，其中他手持打火机
站在中国国旗旁边。然而，尽管此球迷试图遮挡脸部以隐藏身份，警察还是追踪到了他
并将其逮捕，此举令那些还想发声的球迷不寒而栗。

•	 网絡旅行平台要求遵循新的审查条例：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起草新的法规，拟对网络旅
游平台上发贴的内容加强审查。 10月10日发布的42条法规草案中，要求这些平台对
所发布的内容先行审核，以防当局认为有问题的信息传播。这些法规中还要求存储在
这些平台上发帖人的信息，并配合当局对这些人进行的任何调查。在去年，已针对非
政治性内容的平台如流媒体、相亲网站和名人八卦类网站进行内容管制，这些法规与
去年的措施可谓一脉相承。 

•	 南方公园「中国乐队」节目在中国被禁：在广受好评的美国动漫系列「南方公园」最
近剧目中讽刺中国政府后，中国政府的审查者已命令将其节目从网上删除。据《中
国数字时代》透漏的一则指令，官方命令网站将该节目的名称加入被禁的关键词搜寻
名单。该其内容讽刺了中国的审查制度和试图通过自我审查来讨好中国政府的美国
公司，并包含了政治敏感性的所指，譬如其中有一个场景是温尼普尔（Winnie the 
Pooh）（注：节目中的角色）因模仿了中国主席习近平，而被关押在一个劳改营
中。被禁之后，南方公园的创始人派克（Trey Parker）与史东（Matt Stone）发表
推文反讽式「道歉」，称赞中共，并欢迎「中国的审查人员到我们的家和心中」。其
他人也感受到了中国政府对南方公园的怒火，音乐人泽德（Zedd）在推特上声明， 
他因对「南方公园」官方推特帐户上的一则推文点赞，而被禁在中国演出。 

•	 苹果采取新举措，帮助中共政府进行审查：大量报导表明，科技巨头苹果公司继续协
助中共当局在国内外进行内容审查。十月初，因报导在香港的持续抗议，Quartz手
机新闻软件被苹果从其中文软件app商店中移除。应当局要求，一个帮助以群众外包
形式来定位香港警察的app也在10月除被苹果移除，此决定受到了官方媒体《环球时
报》的表扬（a decision praised by the state-owned Global Times） 。苹果总裁
提姆•库克（Tim Cook）为其举措辩护，说该app是用来对准警察的暴行，但随后从

中外品牌公司面临增加的压力去协助中共政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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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新动向：学习 app后门，网络注册面部扫描，「超级摄像头」揭幕，
地铁上的面部识别

•	 研究揭示政府支持的学习软件兼具监控功能：10月12日，一份「开放技术基金」
（report by the Open Technology Fund）发布的报告提出证据，指中国政府「学
习强国」软件app 可被用来监控用户。该 app是由中国科技公司阿里巴巴设计的，
被推广让用户学习中共意识形态，跟进新闻和学习中国主席习近平。然而，通过该软
件的后门，中国当局可以看到用户的上网纪录、短信和图片，看他们的通讯录，甚至
开启用户手机的录音功能。据报导该软件已被下载1亿多次，许多政府工作人员被要
求在业余时间使用此软件，累积分数。 9月份，监管部门宣布，2019年记者的证照将
基于该记者的考试成绩，而试卷中的题目部分来自该软件的内容。 

•	 12月起网络和手机注册要求面部扫描：9月27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China’s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宣布，从12月1日起，所有的
电信公司必须对新的网络和手机用户，进行面部扫描。在此相同规定下（Under this 
same regulation） (Note: 该英文部分找不到链结网址，只能全部copy此链接)，中
国公民将不许将手机号码转给他人。此举名为保护中国公民的权益，实则是对电信用
户和网民们国内监控和实名制要求的进一步扩大—此措施已经不鼓励在网络上讨论。 

•	 行业博览会中「超级摄像头」露脸：一团队中国科学家展示了一款分辨率高达500万
画素解析度的摄像头，该摄像头可以捕捉静态和移动物体的细节，也可照取数千人场
面的全景图片。此摄像头在9月末的一个中国国际行业博览会上展出，摄取的图像可
上传到云储存，并可进行实时分析。考虑到中国政府采取的国内监控手段，海内外关
注声严肃关注隐私，询问这样的技术会被怎样用在可进行面部识别的摄像头上。 

•	 免费乘坐地铁为面部识别注册：9月末，据报道，深圳成为中国最新推出为地铁通勤
对乘客进行面部识别登记的中国城市。采用华为设计的技术，年龄超过60岁的地铁
乘客，若登记面部识别，可以免费乘坐地铁。类似的实验性系统已在广州、上海、青
岛、南京和南宁试点推出。虽说面部识别可以帮助乘客快速通过进出站口，但在中国
的监控系统日益集成一体的情形下，此项目很容易将私人公司和政府所得到的面部扫
描数据扩展到更广用途。

香港警方发布的声明中显示，尽管警察害怕，事实上该app并未做此用。 Buzzfeed 
也早在2018年就有报导，说苹果警告其在苹果电视+平台上的节目开发者，要避免开
发可能惹怒中国政府的主题。甚至连表情符号都未能幸免，iPhone最新升级的曹族
系统iOS 13.1 版，在香港和澳门地区就删除了台湾国旗符号。在其它案例中，虽然
苹果还没有同谋中共政府打压，但其最小的反应仍得到关注的批评。根据谷歌「零
工程」的安全研究人员发现，中国政府已被报道发动了对在新疆和海外维吾尔族人 
iPhone 使用者的恶意攻击，意在得到这些用户的位置和文件信息。据报道苹果已关
闭了此漏洞，但是没有对被攻击的范围和对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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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禁蒙面法及对记者的更多攻击显示新闻自由的下降

伴随着零星的来自抗议人群和亲北京人士对记者的攻击，香港警察对记者施暴标志着特
别行政区最近数月新闻自由的气候恶化。 10月3日，香港记者协会递交了一项申请，要
求对警察局长进行司法评议，因为他未能阻止警察施暴以及对记者的干扰和不良行为。
以下是反映相比上月新闻自由由恶化趋势的三个主要动态：

•	 禁蒙面法：10月4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启动一项殖民时代的紧急条令，发布禁令禁
止蒙面，此举遭到许多国际观察员的抨击。 10月8日，香港记者协会尋求政府澄清，
此禁令将对记者们报导抗议活动造成怎样的影响，以及记者们戴口罩是否违反禁令。
记者无疆界组织称此禁令会使记者遭受危险，因为他们很多人要戴护目镜和防毒面具
以免遭警察催泪瓦斯和辣椒喷雾的伤害。警方回应说他们有权要求记者摘下面具，不
从者会被捕。 

•	 对本地和外国记者更多的身体攻击：9月30日，一个警察被拍攝到正在笑着用辣椒水
喷射端传媒（Initium Media）记者林振东的镜头，尽管林振东身配记者证，头盔上
也有「媒体」字样，他还是被攻击。 10月3日，印尼记者维比Veby Indah在被警察
发射的橡胶子弹击中左眼后失明，这是迄今为止在采访抗议活动中媒体人所受最重的
伤害。几天后，10月6日，拍摄到美国记者苏珊 • 萨拉丁（Suzanne Salatine）被警
察推倒墙边， 用防暴盾牌击打。她随后被拘留，后无罪释放。同一天，一名公共电
视台香港电台（RTHK）记者被抗议者扔出的燃烧弹（Molotov cocktail）击中，造
成面部灼伤。 10月13日，在旺角警察局外，一名为 NowTV 工作的司机被警察扔出
的布袋弹击中，后被拘留两个多小时，拘留期间被警察殴打。 

•	 媒体召回报导国庆抗议的记者：随着暴力日益升级，在10月1日国庆日警察在驱散
抗议者造成了几起受伤事件后，香港电台（RTHK），《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和《香港浸会大学学生报》决定从前方召回他们的记者。值此政治敏
感日，在抗议期间，警察对抗议者动用了水炮车、辣椒喷雾和催泪瓦斯，有些抗议者
以燃烧弹和砖头回应。 「香港记者协会」报导说，有数十名记者被警察连珠发射的
橡胶子弹和海棉弹击伤，还有其他人在受到酸性物攻击后得到治疗，并呼吁各方不要
干扰城市记者的工作。

中國之外: 暴雪制裁支持香港的游戏者，抖音审查，美国限制中国的技术出
口，对学术自由的威胁

•	 暴雪争议，抵制：一名热门游戏《炉石战记(Hearthstone)》的选手因表达对当下香
港抗议的支持，而受到美国游戏公司暴雪的制裁，因此暴雪受到各方批评。 10月6
日，在一场游戏后宣布胜利的新闻发布会中，香港玩家职业选手吴伟聪（ Chung Ng 
Wai） 说出了抗议中盛行的口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随后，暴雪收回了对
Chung的奖金，并罚其禁赛一年。在此举遭到其它玩家强烈抗议后，其赢家身份后
来被恢复，禁赛期减为6个月。即便如此，呼吁抵制暴雪的呼声响起，并由于随后在
10月16日，因三个美国《炉石战记》的选手在网上进行的游戏中举起一个写着「香港
自由，抵制暴雪」的标语，暴雪对这三位选手禁赛后，抵制暴雪的呼声更强。看似是
因对越来越多的争议，暴雪取消了原定10月16日于纽约市举行的一场产品发布会。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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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暴雪在中国的用户群还少，该公司正在寻求扩展这一有利可图的中国市场，来弥补
在其它地方的亏损。 

•	 抖音对香港抗议及其它的审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热门社交媒体网络抖音定期审
查被中国政府视为是敏感的内容。 2019年，这一视频分享平台已成为全球被下载最
多的应用软件之一，特别是在青少年用户中。据《英国卫报》(The Guardian) 得到
的一份抖音内部文件表明，抖音公司隶属于在北京的一家名为ByteDance的公司，
其员工被要求删除与天安门屠杀和迫害法轮功相关的话题内容。在该网站上搜寻「香
港」，得到的结果与目前的抗议相关的结果，和其它热门媒体网站相比，少的惊人。
鉴于此类发现，10月9日，美国联邦参议员麦可•卢比奥（Marco Rubio）要求美国
财务部对并购抖音旗下的音乐类社交媒体服务Musical.ly进行评估，查看是否有损害
国家安全的隐患。 10月17日，脸书总裁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对该中
国公司的内容审查提出批评。以此回应，抖音聘请了现在法律事务所K&L Gates工作
的前美国议员， 来修订其公司政策。 

•	 美国对协助新疆打压的中国科技公司进行出口限制：10月7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
28家中国公司列入政府出口黑名单上，这些公司同谋于中国政府在新疆打压行动。在
这份所谓的限制公司名单中有8家中国科技公司：大华技术，海康威视，科大讯飞，
旷世，商汤科技，厦门美亚柏科信息有限公司，依图科技和颐信科技。鉴于这样的制
裁，美国两家最大的公共养老金管理基金，加州教师退休金系统和纽约州教师退休金
系统，据说在重新检查他们在海康威视的持有股份。其他观察人士在质疑这些制裁的
影响，呼吁采取更严厉措施。 

•	 对孔子学院的新研究，中国对外输出影响学术自由：中国政府对国内外学术活动的恐
吓与影响程度如何，一直引人担忧。 9月24日，《风险中的学者们》（Scholars at 
Risk）一份名为「卓越的障碍」（Obstacles to Excellence）的报告，该报告详细
描述了中国政府针对学术自由所采取的行动。该报告指出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香
港、澳门，学术环境都在恶化。该报告还审视了中国政府向境外输出其影响，其中
包括在全球校园内开设孔子学院，以及中国政府对身在海外的中国学生学者们进行
的恐吓行为。自由之家研究员萨拉•库克（Sarah Cook）和华盛顿大学学生（Flora 
Yan） 在詹姆斯镇基金会（ Jamestown Foundation）出版的《中国简报》China 
Brief上发表文章，提到了在孔子学院和公司方面的互动， 特别是孔子学院越来越多
的给跨国大公司提供中文、中国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课程。这些文章中还强调了汉办––
孔子学院的总部––和中国公司之间的一个合伙项目，包括两家公司科技公司腾讯和科
大讯飞，人们都已知道这两家公司在监控和审查方面和中国政府高层合作。这些发现
引发新的担忧关于孔子学院对校园言论自由的影响，以及这些机构是否会成为中国政
府收集情报机构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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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反制 
维吾尔人用视频分享软件突破信息封锁

在大规模的拘留、再教育和强制劳动运动下，
中国西北的新疆已被认为是世界上信息环境被
最严厉管控的地区。那里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
斯林居民谈到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时，即便是
对他们的海外家人，也会导致长期的非法被
拘留。

更令对这一危机进行观察的人士吃惊的是，八
月份，在抖音上出现的维吾尔人送出的数十则
短视频（抖音是中国公司ByteDance旗下的
一个视频分享平台）。这些短视频通常只有几
秒钟的长度，通常是显示有一名维吾尔人手持
亲人的照片—该亲人想必或已被抓到再教育集
中营，或政府孤儿院—持照人在哭泣或其它哀
思的表情姿势。看过这些视频的专家分析说，
这些视频看似是在新疆被拍到并在当地上被传
出的。

这类视频的模棱两可似乎帮助它们躲过了过去
最初的审查。但尚不清楚在中国这些视频有多
少浏览量—或在被删除前（它们许多是被删除
了）能存留多久   。但是这些图像和视频已经
在海外全球传播，维族维权人士在推特（Twitter）、YouTube和 Instagram上转贴，（
这些平台在中国都是被封的）。同时，数十个国际媒体都发表刊登了这些现象的相关文
章，包括《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和
法国（France）以及澳大利亚（Australia）刊物。

同时，抖音和其国际同类平台Tiktok （也译作「抖音」）已出现成为重要的证据来源，如
果这种看似不可能的成为可能，已成为主要的新疆镇压和该地区失踪孩子的视频证据。
尽管证实这些视频的准确性很还有困难，在政府官方或官方媒体帐号上发布的这些短视
频，已能使海外观察人士和家属们以此进行辨认和保留维吾尔人孤儿的镜头，包括父母
被拘留的维吾尔儿童，清真寺被拆毁的事件视频，全副武装的警察训练的图片，或为中
共党校干部培训班的片段。

在抖音上的视频截图，一位不知名的维
吾尔女子，看似在悲痛思念家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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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看點

对人权卫士陈建芳的审判和处理：陈建芳于2019年3月被拘留，原因显然是因为她在网上发表文
章，纪念联合国相关的维权人士曹顺利在被拘留期间去世五周年。 8月30日，上海检察院以「颠
覆国家政权罪」为由起诉陈建芳，这一严重罪名经常被中共当局用来给维权人士判处长期监禁，
但她被起诉的消息只有最近这月才传出。陈建芳长期以来为人权而呼吁，联合国人权专家和国际
人权团体已致信给中国政府，对其被捕和没有通过正常司法程序表达关切。关注她的被审和被判
刑的最新状况，是否因为国际压力能影响她的案件结果，包括她是否被允许自己聘请律师，迄今
由她自己选律师已被官方拒绝。

外国科技公司出席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影响：10月20至22日，中国政府在浙江乌镇举办了
第六届互联网年会。中国官方媒体报导，有来自全球80个国家的1500人出席了该会。如同去年，
中共在会上强势亮相，包括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共宣传部部长黄坤明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他还
宣读了习近平发来的贺词。几家主要的美国公司包括谷歌和脸书都没有出席—很可能他们是想避
免产生要面对的后压力。苹果与谷歌在2017年派高管来参加该会，期间商谈中共限制性网络管控
的模型之合法性进行了讨论。但一些知名的硬件和半导体与云服务公司，包括高通、英特尔、微
软和Cisco都派代表参加。他们和中国技术公司阿里巴巴和百度的高管一道与会。在中美贸易关系
日趋紧张，人们再次担忧与中国的经济关联会在海外怎样影响言论自由，关注因这些公司参加会
带来的任何后果，或他们的出席会怎样影响他们的公司生意。

中俄签订打击「非法」网络内容的条约：10月8日，《路透社》根据《俄国国家通讯社》的报导
称，说中国和俄国月末计划签署一项条约，以期联合打击「非法」网络内容。关注此条约签署的
确认，任何条约细节和实施中新出现的证据，包括俄国在其境内对中共认为敏感的政治和宗教内
容的加强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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