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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文 

曝光：中国利用计算程序实施大规模拘留和逮捕的运作方式 

新近泄露的中国政府高度机密文件将对新疆大规模拘留营的操作指示曝光，将该地区大规模监控

系统的运作机制公诸于世。 

记者：贝书颖（Bethany Allen-Ebrahimian） 

新近泄露的中国政府高度机密文件披露了新疆大规模拘留营的操作方式，并暴露了该地区奥威尔

式大规模监控和“预测性治安”系统的运作机制。 

由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获得的这份“中国电文

”（China Cables）包含一系列由该地区最高安全负责人亲自批准的保密指导方针，在实际上构成

拘留营如何运作的说明。这些拘留营目前关押着成千上万穆斯林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士。

泄漏的文件还包括一些从未公开的情况简报，显示了——用政府自己的话说——中国警方如何依

靠庞大的数据收集和分析系统，利用人工智能在新疆各类居民中挑出将被拘留的人。 

这些被称为“电文”的操作指示，告诉拘留营管理人员如何防止逃跑、如何对拘留营的存在绝对

保密、实施强行灌输的方法、如何控制疾病爆发，以及何时让被拘留者与亲属见面，甚至何时允

许上厕所。这些于 2017年下达的文件暴露出了一个用于改变行为的对在押人员实施惩罚和奖励的

“积分”制度。 



 

电文 

该电文由负责新疆安全机构的共产党委员会下达，是关于大规模拘留营的中文操作说明。该文件

被标为“机密”，并由当时的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兼该地区最高安全官员朱海仑

签发。 

这份操作文件显示，拘留期最短为一年。但据一些曾被拘留的人说，有些人被提前释放。 

机密要情简报揭示了政府对人工智能驱动的治安平台——旨在完全根据电脑推出的结果预测犯罪

——的使用范围和雄心。专家们指出，这种既用于警务治安也用于军事场合的平台显示了技术对

助长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强大作用。 

“中国电文”揭露出该系统如何能够通过无根据的人工搜查、面部识别摄像头和其他方式聚集大

量个人隐私资料，定出可被拘留者，将成千上万仅仅使用了某些流行的手机应用程序的人列为调

查对象。这些文件包含明确的指示，逮捕拥有外国公民身份的维吾尔族人，并追踪居住在国外的

新疆维吾尔族人，其中有些人已被一些专制政府驱逐回中国。中国驻外大使馆和领事馆也涉及参

与这种全球网罗。 

大规模拘留营更清晰可见 

“中国电文”标志着世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最大规模少数民族宗教拘留营的了解有了一

个重大的进展。过去两年来，前被拘留者的叙述、其他零星消息来源和卫星图像显示，新疆存在

一个由政府运作的拘留营系统，规模足以拘押 100万人或更多。这些信息也呈现出该地区实行的

大规模收集数据、监控和治安项目的轮廓。《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最近的一篇文章揭

示了这些拘留营的来龙去脉。 

“中国电文”是首次被泄露的暴露了拘留营的内部运作、高墙后的恶劣条件以及对在押人员日常

生活的非人道管理规定的中国政府机密文件。这些简报是有关大规模监控和预测性治安行动的政

府机密文件的第一次泄漏。 



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中

国研究高级研究员郑国恩（Adrian Zenz）阅读了这些文件。他说，“这的确表明，中国政府从一

开始就制定了计划，如何牢固这些职业培训中心，如何将‘受训人员’锁在宿舍里，如何把他们

在那里至少关一年”。他说，“这些文件的下达时间是 2017年，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整

个再教育运动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在回答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媒体合作伙伴英国《卫报》（The Guardian）关于实施拘留营和监控的

提问时，中国政府称这些泄漏的文件“纯属伪造和假新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新闻办公室周末

发布声明说，“首先，新疆没有所谓的‘拘留营’。建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是为了防范恐怖

主义。” 

声明说，“新疆是中国一个美丽、和平、繁荣的地区。三年前不是这样”。声明说，“新疆当时

成为一个战场：从 1990年代至 2016年，新疆发生了数千起恐怖主义事件，成千上万无辜的人被

杀害。因此，新疆人民强烈要求政府采取坚决措施解决这一问题。自采取措施以来，过去三年中

没有发生过一起恐怖主义事件。新疆再次成为一个繁荣、美丽、和平的地区。这些预防措施与根

除宗教团体毫无关系。宗教自由在新疆得到充分尊重。” 

声明还说，“其次，受训人员在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学习各种课程，他们的个人自由受到充分

保障。” 

声明接着说，“ 普通话在中国广泛使用，因此是这些中心所教课程之一。受训人员还学习专业技

能和法律知识，使他们能够以自己的职业为生。这是这些中心的主要目的。受训人员可以定期回

家并请假照顾孩子。如果夫妇都是受训人员，其未成年子女通常会由亲戚照顾，地方政府帮助他

们照顾好孩子。这些措施很成功——新疆更加安全得多。去年，游客增加了 40％，当地国内生产

总值增长了 6％以上。” 

声明最后说，“第三，不存在关于所谓‘拘留营’的文件或命令”，并且说，“对于那些希望了

解更多有关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信息的中外媒体来说，中国有许多权威文件可供参考。例如，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七份相关白皮书。” 

“中国电文”文件得到语言学家和专家的验证，其中包括国际救援公司（SOS International LLC）

情报集成总监詹姆斯·马尔韦农（James Mulvenon），该公司是美国数个政府机构的情报和信息

技术承包商。马尔韦农是中国政府机密文件认证专家。他说，这些中文文件“非常真实”，并

说，它们“与我所见过的所有机密文件格式百分之百相符”。 

来自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 75位以上新闻记者和 14个国家的 17个媒体合作伙伴组织共同对这些文

件及其重要意义作了报道。 

泄漏的文件包括： 

 2017年 11月的 9页中文操作说明，即“电文”，其中包含二十几条有关管理拘留营的详

细指导，拘留营当时处于运作的最初几个月。 



 四篇较短的中文要情简报，即“通报”，对“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的日常使用作出指

示。这个平台是一个分析在新疆收集的数据的大规模监控和预测性治安项目，被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组织在去年公诸于世。 

这两种文件都被标为“机密”，即中国三个保密级别中的第二级。这些操作指示由当时的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兼该地区最高安全官员朱海仑批准。这些通报发到了

负责该地区安全工作的警察和地方党政官员。朱海仑没有回答经中国的国际媒体联络渠道

发给他的问题。向新疆同等机构发传真也未能成功。 

 一份地方刑事法院发布的维吾尔文判决书列出了针对一位因煽动“民族仇恨”和“极端主
义思想”而被关押的维吾尔族男子的指控。这些指控所涉及的是看似无害的行为，例如忠

告同事不要口出秽言或看色情的东西。这份文件不是保密文件，但在一个透明度很低的政

治体系中，新疆法院文件鲜为外界所见。 

维吾尔族人成为打击目标 

维吾尔族人说突厥语，大多数是穆斯林。他们在现称为新疆的这片干燥的中亚地区生活了 1000多

年，在接触到穆斯林通商者后接纳了伊斯兰教。在中国这个拥有 14亿人口的汉族占近 92％的国

家里，维吾尔族作为人口不到 1100万的少数民族长期面对经济边缘化和政治歧视。大多数中国维

吾尔族人生活在中国西北部多山多沙漠的新疆地区。这个名义上的自治区——这里也居住着哈萨

克族人、塔吉克族人、回族穆斯林和大量汉族人——自 18世纪以来就一直处在中国的正式控制之

下。 

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 

民族 
 

人口 
 

民族 
 

人口 
 

民族 
 

人口 
 

1. 壮族 
 

16,926,381 
 

6. 苗族 
 

9,426,007 
 

11. 布依族 
 

2,870,034 
 

2. 回族 
 

10,586,087 
 

7. 土家族 
 

8,353,912 
 

12. 瑶族 
 

2,796,003 
 

3. 满族 
 

10,387,958 
 

8. 藏族 
 

6,282,187 
 

13. 白族 
 

1,933,510 
 

4. 维吾尔族 
 

10,069,346 
 

9. 蒙古族 
 

5,981,840 
 

14. 朝鲜族 
 

1,830,929 
 

5. 彝族 
 

9,714,393 
 

10. 侗族 
 

2,879,974 
 

15. 哈尼族 
 

1,660,932 
 

近年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范围内加强了遵从共产党学说和汉族文化标准的宣传运动，

维吾尔族人因其独特的宗教和民族特征而日益成为受打击的目标。 

维吾尔族人与政府和与该地区汉族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时导致暴力。2009年，维吾尔族人在新疆

首府乌鲁木齐发生骚乱，造成近 200人丧生，其中大多数是汉族人。从 2013年开始，维吾尔族人



在中国的几个城市对平民发起了一系列致命攻击，造成数十人死亡。一个维吾尔伊斯兰组织声称

对至少一次袭击负责。还有报道说，数十名海外维吾尔族人加入了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北

京对此作出日益强力的反应。它将维吾尔分裂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视为肇事根源，对该地区的

宗教践行施加了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将蓄胡须、穆斯林的许多祈祷方式、以及穿戴罩袍和面纱等

宗教服饰定为非法。 

到 2017年，为限制文化、政治和宗教多元化的表达，习近平下令在新疆不事声张地开展大规模拘

留和强迫同化运动。据目击者和新闻报道说，该地区各地开始有大批人失踪，有关秘密拘留营的

传言不绝于耳。据后来的报道说，在新疆南部一些村庄，警方奉命抓走了近 40％的成年人。 

现居住在哈萨克斯坦的 40岁的维吾尔族妇女图尔苏奈·齐亚夫顿（Tursunay Ziavdun）曾在新疆

的一个拘留营里度过了 11个月。她说，“人们当时都处于恐怖中”。她说，“当我们看到彼此

时，大家感到恐惧。我们唯一谈论的就是，‘啊，你还在这里！’所有的家庭都有人被抓，有些

全家都被抓走”。 

她在 11月接受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媒体合作伙伴法国《世界报》（Le Monde）采访时说，“他们

在 2018年 2月抓走了我哥哥。十天后又抓走了我弟弟。我当时想，很快就会轮到我”。她于

2018年 3月 10日被关进了一个拘留营。 

新疆疏附县拘留营 

卫星图像显示 2017年该拘留营的快速施工和扩建。 

2017年 3月         2017年 7月   2017年 11月 

 

来源：Google Earth Pro卫星图像。 



中国政府试图对拘留营保密。但是，从 2017年年底开始，记者、学者和其他研究人员通过卫星图

像、政府采购文件和目击者的描述，发现了该地区一系列有围栏和岗楼的拘留设施以及一个用于

大规模监控的新的警报系统。 

2018年 10月，在无法否认卫星图像和目击者描述的情况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雪克来

提·扎克尔（Shohrat Zakir）承认存在一个他称之为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系统。他说，这些机

构的目的是对那些涉嫌具有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倾向的人进行去激进化。 

在 8月份发布的一份官方白皮书中，政府宣布这些“职业培训中心”取得了巨大成功，声称新疆

过去三年没有发生恐怖袭击是这一政策的结果。 

中国政府对这些拘留营的官方说法是，它们是提供“居民职业培训”和“免费”就餐的慈善社会

项目，而“中国电文”所揭示的情况与此截然不同。那些文件明确说明，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可

以进行逮捕——除非可以“排除”怀疑——并显示，这一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普遍思想灌输。 

谎言总体规划 

冗长的“电文”——最上方有朱海仑签名，并标有中文“机密”二字——展现了一个实施大规模

拘留的总体规划，其中包括用数字标出的二十几条指导。这份题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职业

技能教育和培训中心工作的意见》的文件，由负责新疆地区安全措施的新疆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员

会发布。 

电文

 

该电文由负责新疆安全机构的共产党党委下达。这份中文电文是大规模拘留营的操作指导。它被

标为“机密”，由当时的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兼该地区最高安全官员朱海仑批

准。 

该文件文体是标准的中国官腔与奥威尔式谎言的结合，平淡指示如何安全管好上厕所时间，规定

出与亲属见面的条件，而同时将被拘留的人称为“学员”，列出“结业”的要求。 



该操作指导强调，管理人员必须“防逃跑”，并要求采用岗哨、巡逻、视频监控、警报和其他监

狱特有的安全措施。文件说，宿舍门必须是双锁，以便“严格受训人员活动管控，防止在上课、

就餐、如厠、洗澡、就医、亲情会见等过程中发生逃跑事件”。 

该操作指导文件规定，“学员”只有在“因病等特殊情况”下，才可以被允许离开拘留营，并且

拘留营管理人员必须在学员离开期间对其进行“专人陪护管控”。 

文件还规定，被拘留者必须在拘留营拘留至少一年——据某些前被拘留者说，此规定未得到一贯

执行。 

文件揭示了拘留营内采用积分式的行为控制制度。文件规定，对被拘留者的“思想改造、学习培

训、遵规守纪等方面情况”评估计分。这一奖惩制度被用于帮助作出一系列决定，其中包括被拘

留者是否被允许与家人接触以及何时获释。 

操作指导文件还规定了一个“三个管区”系统，按安全程度要求将被拘留者分类：“强管区”，

“严管区”，或“普管区”。 

文件的确包含有关被拘留者的基本健康和身体状况的条款，包括明确要求拘留营管理人员“绝不

允许发生非正常死亡”。这些条款要求管理人员保持卫生条件，防止疾病爆发，并确保拘留营设

施能够承受火灾和地震。文件说，“人数超过千人的培训中心，须安排专人常驻做好食品安全检

测、卫生防疫工作。” 

该文件指示管理人员要“保证学员每周至少与亲属电话通话一次、每月至少视频会见一次，让家

人放心、学员安心” 。 

前受拘留者的证词显示，这一规定普遍被忽视。去年 2月，一些中国境外的维吾尔族人及其支持

者在推特上发起呼吁，要求中国政府提供失踪家庭成员的信息。 

尽管该操作指导文件含有关于保障健康和安全的规定，但据目击者说，由于生活条件恶劣和缺少

医疗，仍有人数不详的被拘留者在拘留营中死去。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新疆维吾尔族人米娜·图尔

松（Mihrigul Tursun）2018年 11月在美国一个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在她被拘留期间，看到 9名

妇女在这种境况中死去。 

许多前被拘留者都说经历过或目睹过酷刑和其他虐待，包括水刑、殴打和强奸。 

在瑞典获得庇护的曾遭到拘留的萨依拉古丽·萨吾提拜（Sayragul Sauytbay）10月对以色列《国

土报》（Haaretz）说，“有些囚犯被吊在墙上，遭电动警棍殴打。有些囚犯被迫坐在钉椅上。我

看到一些从那个房间回来的人满身是血。有些人回来时没有了指甲。”

“电文”还包括一个怪异的“养成教育”部分，指示拘留营管理人员提供诸如“礼节”、“服

从”、“团结友爱”和“定期换洗衣物”等方面的教导。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人类学讲师及维吾尔文化权威人士达伦·拜勒（Darren Byler）说，执意教导正常成年人如何洗澡

和交友的做法，源于汉人普遍认为维吾尔族人“落后”。 



拜勒说，“这就像‘异族’野蛮或‘异族’不开化的说法一样，认为需要教他们如何文明化”。

拜勒说，“但在新疆这变成一项运作”。 

拘留营到工厂的输送线 

中国当局在新疆倡导其所称的“扶贫”政策。中国当局说，新的职业技能使维吾尔族人可以到农

田牧场以外就业，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但是，研究人员和记者在该地区发现了一个庞大的强迫劳动体系，主要集中在纺织品和其他消费

品制造业。 

操作指导文件提到为前被拘留者提供的其他一些设施，看来证明了上述报道。文件说，“凡初定

培训结业学员一律纳入职业技能提高班强化技能培训，学期 3—6个月。各地要设立专门场所、专

门设施，为学员接受技能强化培训创造条件。” 

另外，在题为“就业服务”的指导方针中，文件指示拘留营官员实施被称为“结业一批就业一

批”的政策，这意味着完成职业培训的人员将被安置到工作场所。 

最后，操作指导文件责成地方警察局和司法部门，在被拘留者被安置就业后提供“跟踪帮教”，

并指示，在被释放后，“学员一年内不得脱离视线”。 

这些指示佐证了一些报告所说的情况，即被拘留者从拘留营被送到工作场所始终受到警方监视。 

郑国恩在 2019年 7月的一份报告中说，“少数民族人口正在被转移到封闭的、受监视的和由国家

控制的培训和工作环境中，以有助于进行不断灌输”。 

四份“通报” 

这四份中文“通报”是政府机密要情简报，来自作为数据集中化收集系统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平

台。这些通报首次展示了大规模监控与新疆拘留营之间的联系。 

第 2期通报 第 9期通报 第 14期通报 第 20期通报 



 

用计算程序实施拘留 

较短的“通报”所披露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内幕让人不寒而栗。该平台从各种来源收集大量的

公民个人信息，而后基于这些数据，使用人工智能编制出所谓可疑人员的长列名单。 

根据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的资料，这些信息来源包括新疆地区无数的检查站、带有面部

识别功能的闭路摄像头、警方要求一些维吾尔族人安装在其手机中的侦探软件、用于收集智能手

机和电脑识别信息的“Wi-Fi嗅探器”，甚至包裹递送。人权观察说，警方和其他当局使用移动

应用程序进行背景检查，并实时与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沟通。 

国际救援公司的文件专家及情报集成总监马尔韦农说，“中国人已相信了一种治安模式，认为通

过将收集的大规模数据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进行处理，他们真的可以事先预测哪里可能发生情

况，以及识别潜在的具有参与反国家反政权行动倾向的各种人。然后，他们将利用这些数据对这

些人采取先发制人措施。” 

马尔韦农说，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不仅是一个“犯罪预知”平台，而且还是一个以人工智能取代

人的判断的“机器学习、人工智能、指令与控制”平台。他形容这是中国最先进的警务和军事战

略中关键的“控制大脑”。 

“这是国家恐怖的运作方式。它让人感到恐惧的部分原因是，人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出问

题。” ——萨曼莎·霍夫曼 



马尔韦农说，这种系统将那些负责实施的人“幼儿化”，给可能出现灾难性后果的失控政策创造

了条件。 

这种程序在收集和解释数据时不考虑隐私，并以一些似乎无辜的因素为标准，如每天祈祷、出国

旅行或经常使用房屋后门，而将普通人推为调查对象。 

或许比实际收集的数据更严重的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系统下给人带来心理折磨。通过街头一系列

面部识别摄像头、不计其数的检查站以及秘密报告人网络，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让人感到政府无

所不知、无处不在，可以窥视到日常生活中最私密的方方面面。随着邻居因不为人知的运算程序

的结果而失踪，新疆人生活在无尽的恐怖中。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分析师萨曼莎•霍夫曼（Samantha 

Hoffman）着重研究中国如何通过数据收集控制社会。她说，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导致调查似乎

无规可循，但这并不是它的失误，而是它的特征。 

霍夫曼说，“这是国家恐怖的运作方式。它让人感到恐惧的部分原因是，人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

候会出问题。” 

由国际调查记者联盟获得的长达 11页的四份“中国电文”通报，着重谈到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的

实施细节，包括提出一些问题和可能的解决方案。通报下达的日期为 2017年 6月，标题为“一体

化联合作战平台每日要情通报”，包含第 2期、第 9期、第 14期和第 20期。 

例如，“第 14期通报”提供了有关在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推出一份很长的嫌疑人名单后，如何进

行大规模调查和拘留的指示。它提到，2017年 6月，安全官员在七天内逮捕了被一体化联合作战

平台推出的 15683名新疆居民，并将其关入拘留营（此外还有 706名被正式逮捕）。 

该通报还提到，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实际上在那一周推出了 24412个“可疑人员”姓名，并说明

这一差异的原因：有些人去向不明，有些人已死亡但证件被他人使用，等等。通报提到，有些学

生和公职人员“很难对付”。 

去年，人权观察组织获得了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的一个移动应用程序副本，并通过反向工程了解

警方如何使用它以及它收集何种数据。该组织发现，这个应用程序提示警察输入他们所盘问的每

一个人的详细信息：身高、血型、车牌、教育程度、职业、近期旅行和家用电表读数，等等。一

体化联合作战平台随后使用一种尚不为人知的计算程序，建立被视为可疑人员的名单。 

人权观察的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王松莲（Maya Wang）说，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的目的远远超出

识别什么人要被拘留。它的目的是筛查全部人口是否有被政府所怀疑的举止和信仰，包括对穆斯

林信仰或维吾尔族身份有强烈归属感的迹象。王松莲说，“这是一个背景调查机制，可以在所有

地方对人进行监视”。

罗网延伸海外 



两年来，有越来越令人担忧的新闻机构报道显示，中国在制止维吾尔族人旅行并将目标对准海外

的维吾尔族人。新闻机构 2016年 11月的报道说，政府官员没收了一些新疆穆斯林居民的护照。

2017年 7月，应中国政府要求，埃及将至少 12名在著名宗教研究机构艾资哈尔大学（Al-Azhar 

University）学习的维吾尔族学生驱逐出境，并拘留了另外数十名维吾尔族学生。2018年年初，一

些居住在国外的维吾尔族人报告说，新疆的安全部门从他们在新疆的亲戚那里系统地收集有关他

们的详细个人信息。 

“第 2期通报”显示，这些做法是一项广泛政策行动的一部分。2017年 6月 16日的这份两页半

的文件涉及外籍公民和曾在外国居住过的维吾尔族人。它将居住在国外的中国维吾尔族人按其在

新疆的居住地区分类，并指示官员收集他们的个人信息。通报说，这项工作的目的是要查明那些

“仍在境外但不能排除涉恐嫌疑的”人员。通报宣布，一旦这类人员返回中国，应立即对其“进

行集中教育培训”。 

该通报指示官员驱逐任何已放弃或“注销”中国国籍的人。通报还说，“对未注销国籍但不能排

除涉恐嫌疑的，则先进行集中教育培训并审查”。 

“第 20期通报”指示地方安全官员对新疆所有装有“快牙”（Zapya）手机应用程序的用户——

几乎 200万人——进行筛查，以确定这些用户是否与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主义组织有关联。 

在整个“中国电文”中，“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威胁被说成是拘留的理由，但在泄漏的文

件中没有任何一处对“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给予界定。新闻报道表明，拘留有时针对的是

知识分子、与国外有联系的维吾尔族人以及公开信教的人。但是，许多在这些类别之外的人也未

幸免。专家们指出，这场运动所针对的不仅是某些具体行为，而是整个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 

令人不安的是，“第 2期通报”谈到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在为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收集信息方面

的作用，这些信息被用于推出调查和拘留名单。通报引用了一份由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推送的名

单，上面列有 4341人，而这些人在中国领事馆申请过签证和其他文件，或者曾“在中国驻外使领

馆申请补换发有效证件”。通报包含对这些人进行调查和返回中国“入境即捕”的指示。 

新闻机构报道说，在拘留营被关押的人中有些是外国人。“第 2期通报”显示，他们被关进拘留

营并非偶然，而是一项明确的政策目标。 

“第 2期通报”提到了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推出的一份新疆 1535人的名单，他们“取得了外国国

籍并申领中国签证”。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提供了极为详尽的信息，它确定有 75人在中国境内，

并按国籍划分：“土耳其 26人，澳大利亚 23人，美国 3人，瑞典 5人，新西兰 2人，荷兰 1

人，乌兹别克斯坦 3人，英国 2人，加拿大 5人，芬兰 3人，法国 1人，吉尔吉斯斯坦 1人。”

该通报指示官员应查找并调查尽可能多的人，对将外国人关进法外拘留营而可能造成的任何外交

后果没有表现出担忧。 

“极端思想”：祈祷和反对色情 

最后一份文件——非机密但在中国政府圈外罕见——是有关新疆南部若羌县（Qakilik County）人

民检察院 2018年的一起法庭案件。这份维吾尔文文件说明了针对一名维吾尔族男子的指控，该男



子于 2017年 8月被拘留，并在一个月后以“煽动极端思想”罪被正式逮捕。八个月后，他又受到

另一项“煽动种族仇恨和种族歧视”指控。  

法院文件 

 

该判决文件由一个地方刑事法院下达，宣布一名维吾尔族男子因意识形态“罪行”—— 如告诉同

事“不要口出秽言”或看色情东西，以免成为“非信徒”——而被判处十年徒刑。该维吾尔文文

件不是机密文件，但是属于极少见文件。 

这一案件让人们对中国法院系统如何将伊斯兰信仰的日常表达视为犯罪略见一斑。 

这名男子被定为非法的行为包括，敦促同事回避色情，敦促同事做祷告，不要与不做祷告的人交

往，其中包括“汉人卡菲尔”（“kafir”是阿拉伯语，意为异教徒或无信仰者）。这名男子被控

罪行的见证人是他的同事，他们有维吾尔族人的名字，他曾与他们交谈。 

该法院文件显示，被告律师曾要求法院予以宽大处理，指出这是这名男子首次触犯法律，他因为

“法律意识和教育水平低下，容易受到误导和犯罪”。 

他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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