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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振新是否詐死 投資人去醫院覈實 《禁蒙面令》後 濫捕嚴重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近

日，「先鋒系」創辦人、網信實控

人張振新被宣布在異國他鄉猝然離

世，因先鋒集團留下逾百億人民幣

債務，其死訊震驚整個中國金融

圈，也引起投資者質疑「詐死」。

10 月 7 日，傳有投資人已親

自去英國醫院核實，醫院披露並未

接收過名為張振新的患者。網信官

微則回應稱，待獲得英國外交部和

中國大使館領事處辦理死亡證明的

雙認證文件再公布。

10 月 5 日，中國資本投資公

司中國先鋒集團深夜公告，集團董

事長張振新因多器官衰竭、酒精依

賴、急性胰腺炎，於英國時間 9 月

18 日在倫敦切爾西及西敏寺醫院

離世，終年 48 歲。據指，張振新

是於家中突然暈倒，經接近 8 小時

搶救不治。

不過張振新到底是真死，還是

假死，卻成了十一假期茶餘飯後的

談論焦點。從先鋒披露死因及媒體

報導看，張振新酗酒嚴重，靠吸菸

和飲酒緩解壓力，幫助睡眠。

據搜狐網 10 月 7 日報導，有

投資人發來消息，稱有在英國的

投資人親自去張振新搶救的醫院詢

問，醫院稱 9 月 18 日和 19 日並沒

有叫 Zhang Zhenxin 的人去醫院治

療，僅有電話預約過，但人沒現身。

著名自媒體人「獸爺」撰文

稱，張振新有多年哮喘，靠酒精入

眠。但有基本醫學常識的人都知

道，哮喘是不能抽菸，更不能喝酒

的。作為一家巔峯時擁有 2 萬多員

工的巨無霸公司的負責人，張振新

會連基本的健康自律都沒有？

也有熟悉張振新的人在網上指

出，張本人是不喝酒的。一個不喝

【看中國記者李明綜合報導】

香港政府上週宣布引用《緊急法》

硬推《禁蒙面令》，「火上加油」

助燃了港人怒火，激化了警民衝

突。種種跡象表明，中共對港人

「反送中」運動打擊面擴大，暴力

升級。

特首林鄭月娥 10 月 8 日出

席《禁蒙面令》實施後首個行政會

議，重申其目的是阻嚇作用，尤

其針對未成年人士。她提到，被

捕人士中，未成年人士近四成， 
15 歲以下占一成。

警察公共關係科署理總警司

江永祥指，6 月至今，警方共拘

捕 2363 人，年齡介乎 12 至 83
歲，其中 241 人在上週末被捕。

林鄭聲稱要「止暴制亂」，

但事實上《禁蒙面法》實施後警方

武力鎮壓升級，並且濫捕現象越

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 (Etienne Oliveau/Getty Images )

28家中企或機構被列黑名單

商務部的文件指出：「這些實

體在中國對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和

其他穆斯林少數群體實施鎮壓、

大規模任意拘留和高科技監控的

過程中涉及侵犯和踐踏人權的行

為。」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 · 羅斯

（Wilbur Ross）說：「美國政府和

商務部不能，也不會容忍中國境內

對少數民族的殘酷鎮壓。」

被列「實體名單」的政府單

位包括市、縣公安局和新疆警察

學院。而 8 家被列入名單的企業

都是中國的人工智能企業，包商

湯科技、阿里巴巴支持的曠視科

技，以及海康威視、大華科技、

科大訊飛、美亞柏科、溢鑫科技

和依圖科技。被列入實體名單，意

味著這些公司和單位不得在未經美

國政府批准的情況下，向美國公司

購買零部件。

曠視科技今年夏天在香港申請

上市籌集了至少 5 億美元，而商

湯科技在去年的第二輪融資籌集了

6.2 億美元。

海康威視市值約為 420 億美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編譯報導】美

國商務部9日宣布，將28間中國公
安機構和公司列入貿易黑名單，其

中包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公

安局，其19個下屬政府機構和8家
企業。這些單位和企業都涉及打壓

新疆維吾爾族和其他以穆斯林為主

的少數民族。

海康威視（公有領域）

重磅：美制裁擴大至官員家屬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導】

繼美國商務部宣布將 28 間中國科

技公司及公安部門，列入美國出口

管制實體清單之後，日前美國務卿

再宣布對參與迫害新疆人的中共官

員實施簽證限制。美國務院沒公開

受影響官員身分，但美方曾表示考

慮制裁新疆黨委書記陳全國。

據美國之音報導，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 10 月 8 日在聲明中表示，

鑑於中共當局對新疆的維吾爾族、

哈薩克族及其他穆斯林少數族裔進

行大規模拘禁、高科技監控與鎮

壓，國務院現決定，不再向據信主

使或共謀虐待新疆人的中共黨政官

員發放簽證。有關措施亦適用於他

們的家人，包括在美國留學的子女。

蓬佩奧說，國務院的這些簽證

限制是對商務部宣布對 28 間中國

實體列入黑名單這項決定的補充。

此前一天，10 月 7 日，美國

商務部宣布將海康威視等 28 家實

體列入出口管制的實體名單。被商

務部制裁的這些實體包括公安部門

和商業公司，他們捲入了中共當局

實施的監視、拘押和壓制行動。

與20所大學合作  
FBI查科研竊密

【看中國訊】近日，美聯社

（AP）分析了超過 20 所美國

大學院校與 FBI 的通信內容並

報導，大學作為外籍人才招聘

單位和尖端技術育成場所，特

別容易成為有意竊取研究成果

和商業機密者下手目標，其中

又以中共最具威脅性。

美國國家反情報主管伊

凡尼納（William Evanina）表

示：「從情報角度看來，中國

（中共）是最大威脅，且他們

近 10 年借竊取我們（美方）

最好、最先進技術獲致巨大成

功。」

FBI 警告校方，中共不如

美國機構遵循學術誠信規範。

此外，北京當局靈活運用博士

後研究員等非傳統定義的情資

蒐集者從事情搜活動，旨在推

廣跨國合作的研究計畫也被中

方惡意利用。

FBI 資深官員指出，他們

並不鼓勵大學院校依據國籍監

控研究人員，但是希望校方對

可疑行爲保持警戒。

美移民申請新規 
須能夠負擔醫保 

【看中國訊】白宮 10 月 4
日發布一份總統公告，要求未

來的移民簽證申請者要證明他

們有能力承擔美國醫保。申請

者如果無法提供在入境美國的

30 天內可獲得醫保的證明，或

者無法自行負擔醫療費用，將

不得入境。

白宮聲明，川普總統的舉

措旨在保護美國公民可以享受

醫保福利，同時保護美國納稅

人的利益。這項措施將於 2019
年 11 月 3 日生效。

該公告允許擁有「財力來

支付合理可預見的醫療費用」

的移民進入美國，但並未定義

該標準的門檻。根據白宮的新

定義，在《平價醫療法案》保險

交換所購買的補貼計畫不會被

視為合格的保險形式。

合法居住在美的低收入移

民頭五年內不能使用醫療補助。

新措施不會影響任何人獲

得庇護或者難民身分的資格。

新措施也不適用於美國公民的

非公民子女。

蓬佩奧在聲明中並未具體列明

受制裁的中共官員名單，但國會議

員曾要求政府對中共新疆維吾爾自

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採取行動，包

括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在內的幾十名

美國議員已呼籲制裁陳全國。

值得關注的是，即將交由美國

參眾兩院大會審議、針對香港局勢

而推出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中也列明，對在香港侵犯人權的港

府與中共官員，美國政府可凍結在

酒的人，為何會突然成了「酒精依

賴」（alcohol dependence）患者？

這起猝死事件被曝有兩大疑點。

其中最大的疑團是無第三者見證。

另外一個疑點是，搶救張振新

的醫院是倫敦切爾西和威斯敏斯特

醫 院（Chelsea and Westminster 
Hospital），這家醫院和張振新關係

非常密切。

切爾西和威斯敏斯特醫院和倫

敦帝國理工學院關係緊密，醫院的

很多醫生在帝國理工學院從事研究

和教學工作。

張振新曾在 2015 年～ 2016
年度向帝國理工大學捐款，金額介

於 100 萬～ 499 萬英鎊（約合 900
萬元～4400萬元人民幣）。此外，

張振新掌控的先鋒集團還曾以公司

名義向帝國理工學院捐助了至少

300 萬英鎊用於科學研究。

發嚴重。

6 日網傳街頭照片中，被捕

者有 15 歲被嚇得全身顫抖的女

孩，有滿臉稚嫩的 12 歲男童。

7 日旺角街頭，一名沒戴口罩也

沒參與示威的年輕女孩吃完糖水

後，被警方當眾拘捕，帶上警車。

7 日下午，全港 18 區各大

商場及球場市民聚集，部分民眾

戴口罩、穿黑衣，喊著「蒙面無

罪，立法無理」、「香港人，反

抗」、「我要戴口罩」等口號。

現場直播視頻顯示，防暴警

察衝破保安的阻攔，闖入屬於私

人領地的商場，以非法集結等罪

名拘捕多人，包括一名腹大便便

的孕婦，被帶走時手托著腹部。

警察還將一名記者推倒。商場屬

於私人領地，這批防暴警察沒有

搜查許可，仍強行入內抓人。

元。據路透社報導，海康威視在 8
月分的 500 億元人民幣（合 70 億

美元）收入中，有近 30% 來自海

外。美國海康威視發言人 7 日晚

間表示，該公司「強烈反對美國政

府今天的決定」。

路透社報導，儘管美國官員表

示，這一宣布與本週恢復與中國的

貿易談判無關，但分析認為，華盛

頓的這個決定旨在與北京的貿易談

判中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

此前，商務部已將華為技術有

限公司和其 100 多家分支機構列

入「實體名單」。

共和黨參議員馬可 · 盧比奧

（Marco Rubio）讚揚商務部的決

定。「川普政府發出了一個強烈、

明確的信息，即美國將追究中共及

其支持者，對新疆維吾爾族和新疆

其他少數民族的大規模而嚴重侵犯

人權行為的責任。」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上週嚴厲批

評中共政府對新疆維吾爾人實施

的迫害。他在梵蒂岡舉行的一個

「通向人類尊嚴之路」的會議上

說：「國家實行絕對統治，政府就

會要求自己的民眾信仰政府而不

是上帝。」他還說：「這就是為甚

麼中共會把 100 多萬維吾爾穆斯

林關進拘押營的原因，這就是為

甚中共會把基督教牧師投入監獄

的原因。」

4 月，一個由兩黨組成的美國

議員小組敦促應對違反人權的中國

企業採取行動，當時特別提到了海

康威視和大華科技。

路透社還說，監控攝像研究公

司 IPVM 的創始人約翰 · 霍諾維奇

（John Honovich）表示，海康威

視和大華科技均使用英特爾、英偉

達（Nvidia）、安霸（Ambarella）
和 西 部 數 據（Western Digital）
和希捷（Seagate）供應的部件。

消息傳出後的幾個小時後，安霸股

價下跌了 12%。

八月分，川普政府發布了一項

臨時規則，禁止聯邦政府從包括華

為和海康威視在內的五家中國企業

購買電信設備。

該禁令被納入去年通過的《國

防授權法》（NDAA）中，並以國

家安全隱患為由，限制使用聯邦資

金從「隱蔽的」電信公司購買電信

設備、服務以及視頻監視設備。

中共一直以來都在大規模迫害

維吾爾族人，其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發表的白皮書中這樣描述，認為新

疆地區是深受「民族和宗教極端勢

力」的影響，所以必須要對維吾爾

族「進行再造」。

據 BBC 報 導，2018 年， 聯

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表示，他

們有可靠情報，證明中共在新疆的

反極端主義中心秘密囚禁了數以百

萬計的維吾爾族人，迫害情況非常

嚴峻。海內外中國民主人士發起聯

署，抗議對維吾爾人的野蠻暴行，

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

美資產，並拒絕他們的簽證申請，

甚至可能包括這些官員「直屬親

屬」的簽證申請。

有分析認為，如果涉事官員連

旅遊簽證都不獲發，這會是相當沉

重的打擊，因為許多中共官員的子

女在美國留學，甚至在美國有置

業、隱匿財產。

現年 64 歲的陳全國還曾主政

西藏，當時，他曾以鐵腕手段打壓

迫害西藏異議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