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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制裁生效 侵犯人權者被拒簽

美國總統川普當地時間 11

月 27日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案》，法案生效後，中港迫害人權

的官員，及親共媒體正式成為美

國制裁對象。

據法廣 11月 30日引述消息

報導，美國總統將向國會提交一

份「打壓香港人權自由」的制裁人

士名單，有學者預測，首批美國

制裁名單或包括主導修訂《逃犯條

例》的官員林鄭月娥、政務司長鄭

若驊、保安局長李家超等。

12 月 15 日， 美 國 聯 邦 眾

議院已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案》、《保護香港法案》與《與香港

站在一起》，要求川普總統在法

案通過後的 180天內，點名侵犯

香港人權的官員，並透過凍結資

產、撤銷簽證等手段予以制裁，

美方以此作為支持香港反送中的

手段。

近日親共媒體及代理人率先

正成美國制裁對象。中共官媒《環

球時報》的新媒體部主任郝珺石

12月 16日在微博上自曝，他申

請美國簽證也被拒絕了。

郝珺石在微博上說，他被美

國駐華大使館拒簽了。他還出示

美國駐華大使館的拒簽通知書。

該通知書表示，郝珺石不具

備申請非移民簽證的資格。他沒

有提供他在本次訪美行程結束之

後不得不回國的證明。通知書還

說，這次的拒簽不可以上訴，但

可以選擇其他時間重新申請。如

果決定重新申請，還必須提交新

的申請表、照片和費用。

郝珺石發布這條微博本有控

訴指責意味，不料微博卻獲 1.2

萬點讚，他也成為網民揶揄對象。

此前，《文匯報》及《大公報》

等香港親共媒體記者入美也先後

被限制。

12月 8日，美國國務卿蓬佩

奧（Mike Pompeo）宣布，將要

對涉嫌壓迫新疆維吾爾族等少數

穆斯林族群的中共官員，進行簽

證限制措施。

「美國對華援助協會」（China 

Aid）創辦人傅希秋 10月 16日

在推特發文指出，美方接下來要

制裁的對象將會是涉及香港暴力

事件的中國、香港官員。當天，

他前往美國國務院和白宮國家安

全委員會，接著前往參議院與參

議員羅姆尼（Willard Romney）

碰面，過程中聽聞國務卿蓬佩奧

的助理透露，蓬佩奧每天都有專

門小組會對他針對中國宗教自

由、人權迫害行為進行匯報，當

下感到十分感動。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近

日中國官媒《環球時報》的新媒

體部主任郝珺石於12月16日在微博
上自曝，他申請美國簽證被拒，

成為網民揶揄的對象。有分析認

為，跟隨中共政權一同打壓人權

的官員，未來在美國將難有容身

之地。

【看中國記者盧乙新綜合報導】

現年 69歲的香港歌壇天王「校長」

譚詠麟，70年代和「阿 B」鍾鎮濤

在溫拿樂隊（The Wynners）擔

任主唱。據傳溫拿樂隊原本預計

2020年要在香港紅勘舉辦 10場演

唱會，卻疑似因為譚、鍾不久前公

開挺港警的發言，導致演唱會臨時

喊卡，預估譚將損失 4千萬。

譚詠麟、鍾鎮濤撐警 
粉絲怒折斷唱片拒支持

香港「反送中」運動爆發後，

6月 30日香港藝人，如梁家輝、

鍾鎮濤、譚詠麟等人，聯合出席

「撐警集會」，公開表示替港警抱

不平。引發網友熱議，同時遭到大

批港人的抵制。

網友亦紛紛到譚、鍾的臉書粉

專上留言，歌迷亦表示：「對你好

失望，本來把你當作偶像的，這一

刻起，已經不是了。」

還有氣憤的網友直接貼出將

他們的黑膠唱片與專輯折斷，以

及丟進垃圾桶的照片與影片，並

表示「再也不會支援他們的任何作

品」，同時亦有網友痛罵他們是

「下一個成龍」。

溫拿合體演唱會喊卡 
譚詠麟將損失4千萬

譚詠麟撐警表態還在發酵。他

所在的溫拿樂隊，原本固定每 5年

舉辦一次演唱會，但因為挺警立場

導致演唱會的安排出現變動。

根據《鏡週刊》報導，溫拿樂

隊在 2006年合體之後，約莫每 5

年就會合體開一次演唱會，前一陣

子鍾鎮濤還透過微博晒出團員的合

體照，似乎在宣告他們正在為演唱

會做準備。估計溫拿五虎合體的日

子大約落在明年新年，可是如今卻

傳出疑似因為他和譚詠麟於 6月底

表態撐警，再加上香港社會近期的

動盪情勢，導致溫拿樂隊 10月的

演唱會門票在正式開賣之前就無預

警喊卡。

據悉，光是譚詠麟個人的唱

酬，一場演唱會就高達港幣 100

萬，若以此價碼下總計，取消 10

場演唱會將導致譚詠麟一共損失

港幣 1000萬，不過另有傳聞指

出，其實是溫拿樂隊的演出延遲

到 2021年才舉行，只是相關消息

尚未獲得證實，目前一切都仍是

未知數。

雖然溫拿樂隊的合體演唱會能

譚詠麟撐警後  10場巡演喊卡  損失千萬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導】

聯想控股或將在近日宣布集團創始

人柳傳志退休的消息。這是自馬雲

以來，第六名在今年退位的民企重

量級人士。柳傳志究竟是自願退位

還是配合大陸當局的「國進民退」

政策，外界眾說紛紜。

據多家媒體報導，聯想控股將

正式宣布柳傳志退休的消息。對於

此事，聯想控股回應說：「關於上

市公司的任何需披露事宜，均請以

公司公告為準。」

柳傳志早前接受財新網採訪

時曾直言，中國官場腐敗不遏止

的話，中國經濟肯定崩盤。外界

也一度認為這是柳傳志退休的真

正原因。

柳傳志詳細描述了民企最怕

的三件事：第一是「不安全」，官

員腐敗，沒有真正的法制，說你好

你就好，說你有罪就有罪，讓人覺

得極度不安全，這是第一怕；第二

是政府不作為，而且會有一堆的理

由，這不但嚴重影響效率，也會使

民企喪失信心，「這也做不成，那

也做不成，那就乾脆甭做」；第三

怕是（政府）說的跟做的不一樣，

此舉影響經濟，混亂人心，對於後

邊的孩子（較年輕的民營企業家）

更是如此。

《蘋果日報》12月 18日的報

導分析，柳傳志上述「教父級」的

分析，印證了北京當局向民企刮起

「新共產風」，才是民企大老退位

主因。

今年下半年，中國大型民營企

業創辦人紛紛退休。先是馬雲卸任

阿里董事長職務，其後馬化騰卸任

騰訊徵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執行董

事，百度創辦人李彥宏卸任百度雲

計算技術執董，劉強東接連卸任京

東物流、京東雲計算等多間旗下公

司的職務。上週，順豐速運集團董

事長王衛宣布辭職。

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對《蘋果》

分析，中國經濟下行令政治張力膨

脹，「中共擔心富豪財大氣粗，富

可敵國，甚或尋求政治上的角色，

威脅到中共管治。」因此通過安插

官員進駐民企董事局的方式收緊控

傅希秋表示，從上述 3個地

點得到的消息可得出結論：「凡

事牽扯到在新疆實施迫害的任何

官員，不管高低，這些宗教自由

和人權踐踏者及其家屬就不要到

美國使館簽證了，別浪費了簽證

費，一句話：美國人民不歡迎你，

你肯定 100%被拒簽！」

另據傅希秋還對媒體透露，

目前有 9名新疆高官被列入制裁

名單中，包括新疆書記陳全國、

中央統戰部九局（新疆局）副局

長胡聯合、新疆主席雪克來提  

扎克爾、新疆人大副主任朱海倫

（曾任新疆政法委書記）、新疆生

產建設兵團黨委書記兼政委孫金

龍、新疆副主席兼新疆生產建設

兵團司令彭家瑞、武警新疆總隊

司令周建國、武警部隊裝備部

長管延密（原新疆總隊司令員）

及新疆自治區人大主任肖開提  

依明。

在這份名單中，北京控制新

疆的三大頭目，即新疆書記、自

治區主席、人大主任全部上了

名單。

名單一旦公布，這 9名高官

不僅無法赴美，他們在美國的親

屬將受影響，財產也將面臨被美

國政府沒收。例如，扎克爾有多

個親屬定居在美國和德國，其他

高官也有親屬在美國或澳洲等。

有消息說，目前中共非常緊

張，據悉已透過各種途徑要求美

國停止公布名單。

中國民眾在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外排隊，等待申請簽證。（Ed Jones/AFP/GettyImages）

傳柳傳志將退休  曾直斥腐敗
制，「企業家見勢色不對，現在都

知所進退，寧願先取回一部分（利

益），實行戰略性退卻。」

自由亞洲電臺引述消息人士

指，今年 9月，杭州市委決定向

阿里巴巴集團、浙江吉利控股集團

等第一批 100家重點企業派駐 100

名「政府事務代表」，可見在民間

傳聞已久的「公私合營」已經公然

推行。

根 據 大 陸 金 融 數 據 平 臺

「Choice」的統計，截止 12月 9

日為止，今年已完成控制權變更的

上市公司數量已超過 188家。其

中，有 41家上市公司的實際控制

人，由個人變更為中央國資委、地

方國資委、地方政府等在內的「國

資系」，占比超 23%。

鄧小平前外孫女婿、安邦集

團前董事長吳小暉，被判處 18年

徒刑後，其母林香美發現工作組

借接管名義，連消帶打接管與安

邦合作的 299間公司，部分是吳

只擁有部分股權，部分甚至是與

吳無關的公司。

否如期舉行，目前未能定奪，但目

前可以知曉的是，譚詠麟、鍾鎮濤

以及其他影星在撐警發言後，已經

陸續出現了效應。

專輯排行跌落200名之外
今年 7月，具有香港 PTT之

稱的「連登網絡討論區」後，曾有

網友發起「自己歌手自己救」活

動，並笑拿譚詠麟與不懼打壓，力

挺反惡法的葉德嫺、何韻詩、周柏

豪三位藝人相比。

網友提及，譚詠麟在為親共建

制派議員組織的「撐警集會」站臺

之後，他的所有專輯排行都跌落在

200名之外。

此外，連譚詠麟主演的反共電

影《假如我是真的》亦被拿出來討

論。令人諷刺的是，這一部 1981

年上映的臺灣電影，劇情講述的是

男主角遭到共產黨逼害，最終選擇

於獄中割腕自盡的故事。

由於譚詠麟藉此榮獲第 18屆

金馬獎影帝，因此導致網友在全球

聯署請願網站 Change.org上發起

「禠奪譚詠麟第 18屆金馬獎最獎

男主角獎項」活動，短短 3小時獲

得了 500人響應。

發起者對此表示︰「譚詠麟先

生因主演反共電影《假如我是真的》

而獲得第 18屆金馬獎影帝，亦曾

高調支持 1989年的北京學運，現

今卻淪為共產政權棋子，成為煽動

警民仇恨之工具，其人格已不配為

金馬影帝，亦不容沾汙此華語暨華

人電影創作的最高榮譽。希望金馬

獎執委能禠奪其最佳男主角獎項，

避免讓華語電影殿堂蒙羞。」

港媒曝北京管治澳門內幕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

導】習近平於 12月 18日對澳門

展開為期三天的訪問，值此之

際，港媒首次證實，在澳門主權

移交前，北京曾派人前往葡萄牙

學習，為日後管治澳門鋪路，

這些人現在都在澳門政府擔任

要職。

澳門主權移交 20週年前

夕，12月 17日，香港《南華早

報》披露一個「公開秘密」。報

導引述消息人士說，為加強對澳

門的控制，北京曾在澳門主權移

交前 8年，派遣至少 12名大陸

法律人士前往葡萄牙學習語言及

法律。日後這些人都被指派到澳

門政府法律機構擔任要職，其中

包括現任澳門保安司司長黃少

澤、檢察長葉迅生以及前檢察長

何超明等。

自由亞洲電臺引述香港時

事評論員譚自強表示，中共這一

舉動是為解決澳門的三個問題，

「一是法律中文化；二是公務員

本地化；三是中文合法化，即如

何讓中文成為法定語言。」

譚自強說：「中國 1987年

和葡萄牙簽了協約之後，就派了

13至 18名在大陸出生長大、涉

及法律和翻譯領域的人士去，幫

助澳門回歸解決這三個問題。」

對於北京處心積慮，經年培

植親中勢力的做法，澳門獨立媒

體人羅伊表示，中共把自己人帶

去澳門，加強了對澳門的控制：

「這批人對中央政府的忠誠度是

很高的，所以會按照中央的方針

去管治澳門。」

目前香港大規模「反送中」

抗爭已經持續了半年之久，「一

國兩制」的失敗顯而易見。在

此背景下，中共當局有意「挺

澳」。有消息稱，北京將宣布一

系列支持澳門經濟發展的措施，

意圖讓澳門替代香港成為新的金

融中心。澳門獨立媒體人羅伊表

示，澳門不可能代替香港的國際

金融中心地位，北京的舉動政

治意味大於經濟。「澳門的自由

度、經濟多元性是不夠的，中央

也只是把澳門當成風險分散的途

徑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