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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成王滬寧「鎖心」工具

的自己，設定郵件收取時間，屆

時登陸人民黨建雲平臺時會自動

彈出。

有網友對此評論說，好可怕。

感覺就像笑傲江湖裡苗族女子給

情人服用的情人蠱，如果有一天男

人變心了，他就會蠱發身亡。

王滬寧成「腦控總管」

北京所謂「不忘初心、牢記使

命」主題教育活動，從今年 5 月

開始，由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滬寧

牽頭進行。王滬寧曾為江、胡、

習三代黨魁出爐了「三代表」、

「科發觀」、「中國夢」之類一套

套的大綱和口號。他現在作為政

治局常委，本身主管意識形態和

宣傳，成為中共的「腦控總管」。

現在中國社會大眾包括中共

黨員，已沒有人真信共產主義，

官員離心離德，官場怠政漫延。

故此當局頻頻要求黨員找回「初

心」，試圖挽回敗局。 近習近

平不斷在警告中共「危險無處不

在」，聲稱打敗中共的只有共產

黨自己，要「先從家裡自殺自滅

起來」，整肅殺氣頗重。

顯然，「不忘初心」運動正是

在意識形態窮途末路之際，一次

試圖通過整黨來保黨的掙扎行動。

監控成核心目的

區塊鏈的特性之一是數據不

可篡改且可追溯。但有知情的專

業人士告知，區塊鏈一到中國就

變質了，就像網際網絡到了中國

已經變成了大區域網一樣，這就

是中國特色，其中 大的特色是

監控。

知情者告知，去中心化一直

被業界作為區塊鏈的核心屬性

之—，好處是容錯性、抗攻擊力

北京大力推動區塊鏈背後有玄機  高科技成加強意識形態控制的工具

黨媒推出「鎖心」工具

除經濟層面外，對北京來

說，沒有事會比政權維穩更重

要。筆者留意到，一個與保黨動

向 有關係的細節，也迅速出現

在官媒造勢學習區塊鏈的全民運

動中。

習近平出面強調發展區塊鏈

後，人民網應聲推出一款號稱結

合了區塊鏈技術的在線產品。

官媒轉載的內容如下：由

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的

「『鏈』上初心」產品 26 日上線，

聲稱要黨員幹部記錄自己的「初

心」，它將被生成「初心」區塊，

「將永久保留在區塊鏈上，不可更

改」，以達致所謂「不忘初心」。

該消息還具體介紹產品功能

說：每個中共黨員會獲取一枚密

匙，並有 3 個選擇：

1、可以將它裝入時光膠囊，

每年「政治生日」（即入黨日）或

黨的生日那天用初心密匙打開，

查看「初心」；2、選擇登上初心

牆，直接公開自己的「初心」，讓

所有人共同見證；3、郵寄給未來

和防合謀。但熱衷於監控的北京

當然不希望這樣，中共要抓緊搶

佔高地的核心目的之一就是要繼

續控制大數據、監控交易，確保

不出現真正去中心化的區塊鏈，

它要的是「偽區塊鏈」。

中共商務部區塊鏈專委會副

主任吳桐的說法印證了這一點，

他說：中國的區塊鏈不會成為監

管外之物，而會成為監管的牙齒

和新的治理工具，區塊鏈「不僅

不會去中心化，還會通過信息集

成化等渠道，提高政府的宏觀調

控能力。」

在中央電視臺的報導中，中

共官員徐昊在節目中也說，中共

政府對區塊鏈的願景是：並非「去

中心化」，而是「去中介化」。

這就是變質的區塊鏈，改頭換面

的說法而已。

中共今年 1 月推出手機應

用程式「學習強國」，也已被曝

暗藏後門，美國政府資助的「開

放科技基金（Open Technology 
Fund,OTF）」指出，該程式可供當

局取得使用者手機上的所有訊息

與照片、瀏覽使用者的通訊與網

路歷史記錄，甚至啟動行動裝置

內的錄音功能。這個軟件讓當局

得以用「超級使用者（superuser）」
身份，存取數以億計已下載該程

式民眾手機的所有資料，遂進行

全民監控。

從「學習強國」，再到「區塊

鏈」，北京用高科技保黨的「初

心」不改，並一直在試圖把高科

技轉化為壓制民眾的工具。

【看中國專欄作家鄭中原】習近平

最近突然親自出面督戰區塊鏈發

展，引起驚疑，有人揣測北京這一

動向當然有金融層面考量。經過中

美貿易戰，中國的經濟下行到了什

麼程度？「炒幣」會對中國帶來什

麼樣的局面？現在有人跟風狂熱，

有人清醒。

中共主管意識形態和宣傳的常委王滬寧。（Getty Images）

傳胡海峰將出任大連市長 或晉升副省級
【看中國訊】中共十九屆四中

全會在北京召開，高層人事調整

是外界對這次會議結果關注的焦

點之一。有傳聞稱中共前領導人

胡錦濤之子胡海峰將出任大連市

長，如傳言成真，他將罕見升級

為年僅 47 歲的副省級官員。不過

胡海峰已是屢傳陞官又屢次落空。

原大陸資深記者姜維平在 10
月 28 日的讀報點評中提到，他收

到消息說，浙江省麗水市委書記

胡海峰，將出任遼寧省大連市市

長，他確信這不是空穴來風。

據《麗水日報》10 月 27 日報

導，10 月 24 日至 26 日，中央掃

黑除惡第 11 督導組組長李智勇到

麗水市調研，麗水市委書記胡海

峰等陪同調研。

胡海峰曾在 6 月 13 日舉行的

麗水掃黑除惡擴大會議上，放出

狠話，稱要徹底摧毀黑惡勢力後

臺靠山。

胡海峰於 2018 年 7 月 2 日被

任命為浙江麗水市委書記。從他

在清華大學下屬的企業任職，後

在同方威視任總經理，再到進入

官場主政嘉興，再到轉赴麗水，

其仕途都受到媒體關注。

胡海峰不時有陞官傳聞。今

年 3 月的中共兩會前，先是有傳

言說胡海峰將跨省調升福建省常

委、組織部長。而在原西安市委

書記王永康今年 2 月調往黑龍江

後，港媒《南華早報》3 月間曾報

導，胡海峰將轉任西安市委書記。

9 月 3 日，中共官方宣布王浩

任陝西省委委員、常委，西安市

委書記。至此，空缺近 7 個月的

西安一把手終於出爐，胡海峰主

政西安的傳聞也 終成空。

參加 2016年兩會的軍方代表。（Getty Images）

書協高官落馬
傳曾賣字斂財軍隊打虎未停 兩名副司令員證實被查

兩副司令「嚴重違紀」

全國人大網 10 月 26 日通報

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議，

終止中共戰略支援部隊前副司令

員兼參謀長饒開勛、西部戰區陸

軍前副司令員徐向華等 6 人的中

共全國人大資格。

決議稱，饒開勛、徐向華因

為「嚴重違紀」，被「責令辭去」

中共全國人大代表職務。戰略支

援部隊選舉委員會 7 月 31 日接受

饒開勛辭職，西部戰區陸軍選舉

委員會8月26日接受徐向華辭職。

公開資料顯示，饒開勛，中

將軍銜，曾任第 13 軍參謀長、14
軍軍長、總參作戰部部長，2016
年1月任戰略支援部隊副司令員。

徐向華，少將軍銜，曾任第

65 軍參謀長、74 軍軍長，2018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導】去

年已來，軍隊打虎傳聞一直未斷。

北京官方日前首次證實兩名副司令

被查，包括戰略支援部隊前副司令

員饒開勛、西部戰區陸軍前副司令

員徐向華。跡象顯示，習近平軍權

保衛戰仍在持續。

年 10 月開始擔任西部戰區陸軍副

司令員。

今年「八一」前，港媒《明報》

引述消息來源稱，包括軍委後勤

保障部政委張書國中將、東部戰

區副司令兼參謀長楊暉中將、東

部戰區陸軍政委廖可鐸中將、戰

略支援部隊副司令饒開勛中將等

副戰區以上高級將領已「出事」。

這是官方首次披露兩副司令

員「嚴重違紀」，印證了饒開勛此

前出事消息屬實。

軍權保衛戰未停

中共十八大以來，按照中紀

委通報的信息，當局共查處了近

160 名副軍級以上軍官，但對外

公布的人數僅有 71 人，其中包括

7 名上將：郭伯雄、徐才厚、張

陽、房峰輝、田修思、王建平、

王喜斌。

這些落馬將領基本屬於江澤

民派系，其中徐才厚和郭伯雄在

胡錦濤主政時掌控軍隊長達十餘

年，軍中大凡師級、軍級軍官，

都是在他們的操縱下提拔上來

的，其黨羽遍佈全軍重要崗位。

在郭、徐之後，兩名軍委委員房

峰輝和張陽也被作為「餘毒」清

理。而房、張二人也培植有自己

的勢力。

習近平掌軍至今，反腐持

續，顯示軍心並不安穩。早在去

年 8 月 1 日中共軍方罕見沒有晉

升上將時，就曾引發猜測。人權

民運信息中心曾爆料稱，去年原

本有 4 人要升上將，因故取消。

據稱當時已有 120 名將領正在被

調查，並且軍中曾出現極大內亂。

知名評論人士林和立今年初

曾在《蘋果日報》刊文中爆料稱，

儘管摧毀了由前軍頭郭伯雄與徐

才厚以及房峰輝張陽領導的反習

「團團夥夥」，但這些盤根錯節的

集團不是一兩年可殲滅的。為防

不測，習命令負責軍隊高層的保

安人員每三個月左右就要替上將

一級的將領輪換貼身保鏢、私人

秘書與司機。

據靠近軍方的消息說，目前

七個軍委委員中，習的唯一鐵桿

親信只有同為太子黨的軍委副主

席兼政治局委員張又俠。

【看中國訊】「中國書法

家協會」前分黨組書記、副主

席趙長青日前被宣布正接受

審查調查。他曾被舉報「賣字

斂財」。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10 月 28 日公布上述消息，趙

長青被指涉嫌嚴重「違紀違

法」，由兩個部門對其進行查

處：中紀委國家監委駐中宣部

紀檢監察組進行紀律審查；山

東省監委進行監察調查。

趙長青，1953 年 7月生，

曾任黑龍江團省委副書記、

黑龍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

黑龍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兼

省文聯黨組書記等職。 2002
年 11 月任中國文聯國內聯絡

部主任，2005 年 12 月任中

國書法家協會分黨組書記、

駐會副主席、秘書長，2014
年 4 月任中國書法家協會副

主席，2015 年 12 月任中國

書法家協會顧問。 2018 年 6
月退休。

媒體報導說，趙長青盤

踞中國書法家協會領導層 10
年，早在 2015 年就曾有人實

名發文舉報趙長青，稱其把

自己包裝成一流書法家，並

列舉其藉助書協平臺貪污腐

敗的十條斂財渠道。

一名南方某省書法家協

會官員透露，書法業內有

觀點認為趙長青的書法造詣

一般，但因為趙本人的影響

力，很多展覽也確實會主動

邀請趙的作品參展。

一名書法收藏業內人士

介紹，早年趙長青的手書條

幅幾千元人民幣一幅，趙在

書協任職後，其作品價格有

所上升，對聯、鏡心作品

高到 5、6 萬元左右，多由各

畫廊、藝術機構持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