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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媒体调查中共竭力控制在澳华人
【澳大利亚】

2008 年，澳大利亚见识了中国共产党

政府对在澳大利亚华人的影响和控制。
6 月 3 日，澳大利亚主要报纸《悉尼先驱晨报》报道
说，如今说起当时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领馆动员和出



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

动一万名在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保护奥运火
炬”，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官员依然是惊叹不已。
一位警官说，“假如澳大利亚驻英国使馆对在伦敦
的澳大利亚留学生发出类似的号召，恐怕只会有两
个学生和一条狗响应。”

这位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甚至也承认，她会向
中国使领馆报告中国留学生组织的伸张人权的抗议
活动，理由是“为了所有的学生的安全，也是为了
中国。”

《悉尼先驱晨报》所属的澳大利亚费尔法克斯媒体
集团和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电视台（ABC）的“天涯海
角”节目发表它们了进行了 5 个月的联合调查结

与此同时，中共也对在澳大利亚的华文媒体进行全
面的渗透和控制，导致华文媒体大都成为中共在澳
大利亚的传声筒，为中共政权做宣传，为中共政权

果。

的软实力建设添砖加瓦。
《悉尼先驱晨报》的报道说，澳大利亚有关官员认
为，中国共产党政府一直在努力渗透澳大利亚的政
界和外交界，努力增加对在澳大利亚日渐增多的华
人的影响。报道说，中共在对澳大利亚发动隐蔽的
影响力战，支持中共的人获得奖赏，异议人士则生

中共渗透和控制澳洲华文媒体的主要手段包括官方
媒体直接参股当地华文媒体；对那些拒绝中共控
制、坚持发表独立新闻的媒体，中共便会进行威胁
和经济破坏，破坏手段包括胁迫广告商撤出在这种
独立媒体的广告。

活在恐惧中。
在澳大利亚生活在恐惧中的一个例子是中国留学生
张树人(Anthony Chang)。张树人因为在澳大利亚参
加了华人民主活动，他在中国沈阳的父母在 2015 年
6 月便被中国国家安全部的人员请去“喝茶”。国安
人员对他父母说，他们要告诉他（张树人）停止参
加民主活动，保持低调。在此之前，张树人一直怀

针对澳大利亚费尔法克斯媒体和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的上述报道，中国外交部 6 月 5 日作出回应说，
“有关说法毫无根据，极其不负责任，根本不值一
驳。中方敦促澳大利亚有关媒体恪守新闻职业道
德，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客观、公正报道中国发展
和中澳关系。

疑他在澳大利亚被中共的人秘密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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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外政策大反转：
美伊、美古关系等或生变

华盛顿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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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德法斯曾经在奥巴马政府负责环
保政策，他认为 2015 年巴黎气候
协定是前总统主要外交成就之一。

— 伊朗核协

这个协定虽然有 195 个国家签署，

议、巴黎气候协定、美国与古巴

但美国国会从来没有予以批准。这

之间历史性的恢复接触。这些都

样就给奥巴马的继任者推翻这个协

是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关键对外

定提供了方便。

政策标志性的遗产。而在川普总

奥巴马与伊朗达成的核协定也是这

统时期，这些都成了批评对象。

样。川普对之持批评态度，但还没

川普对他前任的外交政策从来口

有将其废除。

但是，在很多奥巴马前朝旧友看

无忌讳，大胆批评。

下一个可能会被废除的目标是什

来，变化才刚刚开始。

他曾这样说：“事实是，我们继

么？或许是奥巴马与古巴重新接触

戈德法斯说：“我预计，我们会看

承了一个乱摊子。确实是一个乱

的政策。白宫对奥巴马古巴政策的

到川普政府会采取很多措施废除或

摊子。”

全部审查即将结束。

者扬言要扭转我们过去八年中所取

但是，在事实上，直到最近，川

没有人知道改变的范围会有多大，

得的进步。这看来是一个工作重

普实际上还没有对奥巴马的对外

但是美国古巴贸易与经济委员会的

点，没有迹象显示，他们会放慢或

政策的主要内容作出任何重大的

约翰·卡沃里奇说，川普如果要彻

者甚至停止这样做。”

改变。

底改变与古巴的关系,没有任何力

当然，改变奥巴马的政策，是川普

量能够阻止他。

的单方面行动。这意味着,他的这

间猛批伊朗,到宣布美国退出巴黎

卡沃里奇通过 Skype 接受了美国之

些措施也可能会有一天会被继任者

气候协定，川普开始大举废除奥

音采访。

大笔一挥,翻转过来。

巴马对外政策遗产的主要内容。

他说：“它所需要的就是墨水和

美国进步中心的克里斯蒂·戈德法

笔。我们知道，他喜欢笔。他喜欢

斯说：“毫无疑问，在本届行政

笔，而且喜欢有很多笔。”

当局内部，如果大家看到你正在

竞选期间，川普对古巴采取了强硬

废除上届政府所作的事情，是会

的立场，他警告说他会把奥巴马所

给你加分的。”

有的政策都扭转过来。

如今，从与阿拉伯领导人会晤期



美國的外交關係

川普目前关注的是国内问题，一名
白宫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说,在美古
关系问题上近期内不会有任何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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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將提名雷伊接任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

台湾消防署：
2017 年头 4 月发生 33 起瓦斯漏气与气爆意外

【美国】川普今天下午 7 时 44 分于在

【台湾】台湾內政部消防署統計，今年直至 4

Twitter 上發帖表示他將提名前助理司法部長
雷伊出任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前任局長柯米

月底全台湾共發生 33 起瓦斯漏氣及氣爆意外，

因調查川普向俄国洩密而遭到川普撤職，因而

1 月有 14 件，占總數的 42％，據分析，大多数

要提名一个新局长。

是因人為因素引起。消防署表示，往年統計僅
將有死傷的案件列入，因造成统计失真，因此
今年会计算所有出勤记录。

川普的推文表示：
“I will be nominating Christopher A. Wray, a
man of impeccable credentials, to be the new
Director of the FBI. Details to follow.”
「我将会提名
雷伊，一名資
歷無懈可擊的
人擔任聯邦調
查局局長，細
節稍后公
布。」

3 名香港青年于走私毒品泰国被捕

黑山正式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香港】今日，3 名香港青年为赚取

【黑山】東南歐國家黑山正式加入北大西洋

每 人 8000 港 元 酬 劳 及 免 费 环 球 游 为 跨
国贩毒集团由巴西运约三十公斤可卡
因到泰国被捕。

公約組織，成為該組織第 29 個成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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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图片

埃德利扎島是冰島的島嶼，位於該國南部大西洋海域，屬
於韋斯特曼納群島的一部分，面積 0.46 平方公里，最高點
海拔高度 114 米，島上無人居住。根据现在的城市传说，
这座岛不再属于冰岛歌手比约克，而是属于埃德利扎岛狩
猎协会。这座岛上的唯一建筑是一座狩猎木屋，由埃德利
扎岛狩猎协会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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