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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三宗！美前情報官泄密獲刑 香港反送中者被蒐集個資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

美國司法部透露，前美國國防情報

局官員羅恩・漢森承認因經濟利益

背叛美國，為中共從事間諜活動，

被判處十年徒刑。據悉，今年內，

已有三名前美國情報官員因間諜罪

被逮捕、定罪，顯示中共已滲透美

國情報機構。

據路透社報導，來自猶他

州、60 歲的羅恩・洛克威爾・漢

森（Ron Rockwell Hansen） 在

今年 3 月認罪。漢森試圖將美國

國防的機密信息泄露給中共，他

承認接受了數十萬美元作為充當

北京政府特工的報酬。

美國司法部說，聯邦調查局

於 2018 年 6 月逮捕漢森，當時他

正前往西雅圖塔科馬國際機場的路

上，準備搭乘飛機飛往中國。

作為認罪的一部分，漢森承認

徵集美國國家安全信息，他從國防

情報局（DIA）的案件官員那裡蒐

集這些對中共有價值的信息，並同

意將該信息出售給中共。

報導稱，這些信息涉及美國的

軍事準備情況。漢森還承認曾建議

DIA 案件官員如何記錄和傳輸文

件而不會被發現，以及如何隱藏和

清洗收到的用於支付這些機密信

息的報酬。

這名案件官員向 DIA 報告了

漢森的行為，並擔任聯邦調查局

的線人。

根據法院的紀錄，漢森精通

中文和俄文，他於 2006 年從美國

陸軍退役，隨後被 DIA 聘為文職

人員。他承認，中共情報人員在

2014 年招募了他，隨後他定期在

中國與中共情報局人員會面，中共

情報機構告知他，哪些是他們感興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香港反送中抗爭持續延燒，

示威者現在不僅面臨警方暴力，

還陷入中共「秋後算帳」的處境。

中共正在大規模蒐集香港示威者

個資。

據德國之聲

，一個名為「香港解密」的

網站公布了香港近百名示威者、

記者及政界人士的個資，包括他

們的照片、出生日期、電話號

碼、社交媒體帳號、居住地址等。

《人民日報》9 月 18 日則發

布評論，指港府正在推行《禁蒙

面法》，同時聲稱示威者應該「不

畏懼公開面孔」。香港親中共政

府議員似乎也贊同此觀點，聲稱

禁止抗議期間蒙面，會幫助結束

香港的混亂。

種種跡象表明，在中共多

美副國安顧問曾被中共毆打

中共駐美大使館 2018 年舉辦

「國慶典禮」，大使崔天凱會中強

調中美雙方合作的重要性。時任國

安會亞洲事務主任博明直接了當指

出，川普政府調整了對中政策，把

競爭的概念放在了國家安全戰略的

最重要位置，已在美中引起了廣泛

討論。

博明用純正的北京腔引用《論

語》中孔子的名言，「名不正則言不

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他說「對

我們來說，就像孔子所說，我們在

為自己『正名』。」

在為《華爾街日報》報導中國

的七年裡，博明瞭解到：美國的自

由在世界上是多麼的稀有。身為記

者，他曾遭受中共打手的拳毆，並

因此改變了人生軌跡。不再認為手

中握著的筆能比刀劍更強大，博明

加入了美國海軍陸戰隊。

他意味深長地說：「從記者的

人生過度到軍旅生涯，這是一次脫

胎換骨。」

博明 2005 年在《華爾街日報》

撰文回憶：「我在北京一家星巴克

遭到一個官方打手的迎面一拳，他

試圖阻止我去調查一家中國公司向

其他國家出售核燃料的內情。」

有一次，因採訪中共官場的

貪腐問題，他在北京的旅館被中共

拘捕。他回憶：「我當時站在馬桶

上，身邊站著一群中國警察，一頁

一頁撕碎了我的（採訪）筆記，然

後沖入下水道。」

親歷了中國民眾常常經歷的恐

嚇，還有中共無視法律的野蠻，他

意識到：自由在美國習以為常，被

大眾視為理所當然。但是在那裡，

卻成為異類，而不是公理。

加入海軍陸戰隊
不久後，他在軍事博物館流

連，並來到海軍陸戰隊的招募辦公

室。他的決定是十幾種不同經歷的

結晶，也許還包括同事丹尼爾．伯

爾（Daniel Pearl）被謀殺。所有

這些都加深了他的責任感。

他們告訴 32 歲的他，將面臨

非常艱苦的體能考驗。「三英里跑

步不得超過 18 分鐘，兩分鐘內做

100 個仰臥起坐，然後是 20 個引

體向上。」

他竭盡全力做引體向上，卻只

能完成一半。

起初，博明灰心喪氣。後來，

當他報導東南亞海嘯時，看到屍體

【看中國記者憶文編譯 /綜合報
導】白宮副國家安全顧問走馬換

將，中美角力暗流湧動。美國總統

川普剛任命的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

恩（Robert O Brien）9月22日證
實，國家安全會亞洲事務主任博明

（Matt Pottinger）將出任副國家
安全顧問。45歲的博明被視為典
型的對華「鷹派」，能說一口流利

的中文。

白宮新科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RK SCHIEFELBEIN/AFP/Getty Images）

堆積在佛教寺廟內，目睹了海軍陸

戰隊在海嘯襲擊後的關鍵日子裡，

提供著藥品和物資，拯救了數千生

命。軍人做這些，不是為了在相機

前擺拍，也沒召開新聞發布會。美

國之所以出面營救是因為這樣做是

對的。與此形成鮮明對比，基地組

織首領扎卡維和他的暴徒們正在通

過互聯網在電視上傳播恐怖。

博明決心加入海軍陸戰隊，並

開始努力訓練，最終得以重返招募

辦公室，並在規定時間內跑了三英

里。當時他累得像條狗，然後翻江

倒胃，弄髒了停機坪。

他說：「身處我們歷史上這段

非常重要的時期，我想要的不僅

僅是旁觀和報導，而是實際的參

與——我不想做電影的觀眾，而是

要在其中承擔一份角色。」

應對新的經濟挑戰
投筆從戎，博明意識到了後 

果 :「正在發生一場戰爭，而我很

可能終將進入伊拉克 」，「 我覺

得，任何人面臨戰鬥都會害怕。」

博明的人生在 2006 年轉變，十幾

年前的當時，他就希望美國人能有

所改變——變得不再自滿，並準備

好應對新的經濟挑戰。

現在，因中共鐵拳而投筆從

戎、幾度面對生死的他，會對中共

撒向全世界的威脅、利誘、美色所

動搖嗎？還是以另一種方式，聯合

世界上越來越多的清醒者，共同書

寫新的歷史篇章？

蘋果Mac Pro生產線將撤出中國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編譯報導】

蘋果電腦宣布，他們將會把新的

Mac Pro 生產線從中國轉移到美國

德州奧斯汀。屆時，Mac Pro 將成

為蘋果旗下第一種轉移到美國生產

的產品。

蘋果的大多數產品，包括

iPhone，都在中國組裝。川普政府

在 12 月 15 日加徵關稅的中國進

口商品中，將包括蘋果的最熱門產

品 如 iPhone、MacBook、iPad 和

iPod touch 等。

蘋果公司證實，他們在收到了

聯邦政府的產品排除單，讓蘋果公

司在進口 Mac Pro 所需的某些零

件時，無需支付進口關稅。蘋果公

司表示，新的 Mac Pro 機型包含的

美國製造部件，將比以前的型號多

兩倍。

蘋果首席執行官蒂姆 · 庫克

（Tim Cook）在聲明中說：「Mac 
Pro 是蘋果公司至目前為止功能最

強大的計算機，我們很自豪能在奧

斯汀製造 Mac Pro。我們感謝政府

為實現此機會所提供的支持。」

新的 Mac Pro 組件將由十幾

家美國公司設計、開發和製造，

它們是來自亞利桑那州、緬因州、

新墨西哥州、紐約州、俄勒岡州、

賓夕法尼亞州、德克薩斯州和佛

蒙特州的製造商和供應商（包括

Intersil 和安森美半導體）。這些

美國製造的部件的價值是上一代

Mac Pro 的 2.5 倍，這將為美國提

供 45 萬個工作機會。

七月，川普在一條推文中表

示，他拒絕了蘋果的 Mac Pro 免除

關稅的申請。川普在 7月 26日發布

推文：「對於在中國製造的Mac Pro
零件，不會給予蘋果關稅豁免或減

免。在美國製造，無需關稅！」

他也說：「我非常喜歡和尊重

蒂姆 · 庫克（Tim Cook），我們會努

力解決的，我認為他們將宣佈在德

克薩斯州建立工廠，如果他們這樣

做，我會非常高興，好吧！」

庫克則回應他計畫在美國製造

Mac Pro，並說蘋果公司正在與川普

政府就此問題進行討論。

早期的 Mac Pro 由蘋果的合同

製造商 Flex 在德克薩斯州組裝。

蘋果表示，將來的 Mac Pro 將會

抹黑香港反送中 
央視遭英國調查

【看中國訊】因為對香港

「反送中」運動的報導涉嫌觸

犯了相關法規，9 月 23 日，

環球電視網（CGTN，即央視

海外頻道）遭到英國媒體監

管機構的調查。

23 日，英國通訊管理局

（Ofcom）宣布，CGTN 在 8
月分和 9 月分四次對香港反

送中的報導，都違反了「新聞

公正性」。英國通訊管理局

發言人證實，這是管理局內部

例行監管後決定展開調查，而

並非為回應公眾投訴。

該調查是中共環球電視網

遭受到的最新打擊。環球電視

網本來計畫在未來幾週正式啟

動在英國的擴張業務，還打算

在倫敦西區建立歐洲總部。該

媒體自稱其任務是「從中國角

度報導新聞」。

英國《衛報》報導，環球

電視網在英國積極招聘了數百

名員工，向曾在英國媒體如

「天空新聞」和 BBC 等的員

工提供可觀的薪水。

港人「被自殺」？ 
兩週40多人跳樓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合報

導】香港反送中抗爭以來，疑

似被「自殺」案頻傳，9 月 24
日，荃灣海濱驚現黑衣男浮

屍，再度引發「被自殺」疑雲。

由香港網友在臉書上傳

的現場照片顯示，屍體腳部皮

膚慘白，沒有出現一般溺斃屍

體的水腫，而且還滲出大量血

水，疑點重重。

雖然親共港媒報導稱死者

是跳海自殺，但無法平息各界

揣測，甚至有網民發起「荃灣

西海皮獻白花」行動，晚間到

現場祭拜。

自由撰稿人及作家張林撰 
文指出，最近三個月以來，頻

頻傳出香港人自殺的消息，而

且數字還在不斷上升。最近兩

週的時間， 就有 40 多人「 跳樓 
」，且現場沒有血跡，事發時

沒有聲音。

張林並引述研究中共的專

家披露，這些所謂「自殺」的

港人，應該多半是被中共特務

暗殺。

在同一家工廠生產。

Mac Pro 是電腦程序員、設計

師等專業人員使用的高端計算機。

蘋果並未公布 Mac Pro 的銷售量，

據悉包括筆記本電腦和其他臺式機

在內的 Mac 電腦，占蘋果最新的季

度收入的 10%。

不過，蘋果公司其他的在中國

組裝和製造的產品仍然需面對 12 
月 15 日開始加 徵 的 關 稅， 包 括 
iPhone、iPad、MacBook 和 Apple 
Watch 等。

由於美中貿易戰的關係，許多

歐美企業正在計畫從中國撤離。業

內人士說，雖然要從中國撤離並不

容易， 但是貿易戰開打，導致許多

企業決定減少對中國供應鏈的依

賴，以保證安全。他們說，外企搬

離中國已經成為一種趨勢，未來還

將繼續。日本有媒體報導說，包括

蘋果、任天堂在內 的 50 多家跨國

公司都宣布將生產線撤出中國。

質量控制和供應鏈審核機構「 啟
邁 QIMA」在最新的調查報告中

也說，有 80% 的美國公司和 67% 
的歐盟國家的公司正在離開中國。

趣的情報。

猶他州聯邦法庭的文件顯示，

漢森從中共情報機構獲得至少 80
萬美元，其中有至少 30 萬美元是

「諮詢費」。

漢森（Hansen）是近幾個月

來，因替中共從事間諜活動而被定

罪的三名前美國情報官員之一。

另一名前中情局特工凱文・帕

特里克・馬洛里（Kevin Patrick 
Mallory），也因爲從事間諜活動，

向中共提供美國國防的機密信息，

而在今年 5 月被判處 20 年徒刑。

檢察官約翰・吉布斯說：「他渴望

金錢，他擁有的最有價值的東西是

國家祕密。」

還有一名前中情局官員傑里・ 

李 振 盛（ 音 譯，Jerry Chun Shing 
Lee）承認為中共從事間諜活動的 
罪名，目前正在等待判決。

種方式的推進下，一個香港版的

「黑名單」體系即將成形。那麼在

大陸，這個「體系」究竟如何運

作，可以從過往案例中略窺一二。

長期關注中國人權的《寒冬》

（Bitter Winter）雜誌報導，1996
年，福建省一處呼喊派聚會點遭

警方查抄，警察在聚會點搜到一

張名單。據政府內部人士透露，

時隔 23 年，政府再次要求調查

名單上的所有人，包括當時只有

7 歲的孩童（現已 30 歲）。

政府內部人士透露，「政府

的黑名單沒那麼容易取消，只

要發現名單上的人現在還有聚會

的，抓住了就別想再出來了。」

報導稱，在中共看來，任何

人只要曾被政府定為有「不軌」

行為，就會永遠被視作「危險人

物」，列入「黑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