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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政府考虑对入境者
实施“极端审查”

张哲瑞 律师事务所供稿

希望入境美国的外籍人士也许很快将面
临严格的审查程序，包括上交移动电子设
备，回答有关朋友、家人、过去的雇主以
及意识形态的详细问题。 

《华尔街时报》于4月4日披露了这一消
息。来自于川普政府的一位未透露姓名的
国土安全部官员透露，如果“极端审查”
的草案最终得到落实，希望入境美国的外
籍人士将被迫在各入境口岸向海关官员上
交手机，并告知社交媒体（如Facebook或
微信）的密码、个人财务记录等。基本上
所有的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账户上的联络
通讯录等，都将遭到认真彻底的审查。此
外，该草案还提出，极端审查将不仅仅适
用于来自特定国家或持有某些特定签证的
外国人，还有可能包括前往美国短暂度假
的外籍人士，以及来自于美国的盟友国，
例如德国和法国人。 

正如我们上月在新闻文章中提到的那
样，夏威夷州和马里兰州的联邦法官在
很大程度上暂停了川普的新版行政命令。
上周，夏威夷州法院还宣布将其对川普行
政命令的起初的“临时限制”改为更长时
间的“初步禁止”，但该判决并未涉及禁
止来自六个穆斯林国家公民入境美国和接
受难民申请这两点以外的其他内容。因
此，川普所谓的旅行禁令的第五部分实际
上已获准实行，这部分的内容即是：要求
使馆对签证申请者实行全面、严格的安全
审查，并最终修订实行“严苛”的审查制
度。《华尔街时报》的报道便反映了旅行
禁令的这方面细节。 

这位国土安全局的官员透露，这些政策
变化将不仅仅只适用于通过海关入境的外
国人，政府同时还希望修改签证申请的审
查程序，要求使领馆官员花更长的时间，
对申请者进行更加细致严格的安全审查和
面试询问。按照这一设想，外籍人士不仅
仅在入境时需要上交手机，今后在申请签
证的过程中便需要提供移动设备、社交媒
体账号等信息，作为签证申请的必要环
节。同时，申请者还有可能面临一个从未
有过的“意识形态测验”，类似于过去要
求移民申请人要填写的旨在于移民签证申
请阶段清除共产党员的移民申请表。据国
土安全部的消息称，这项测验将会要求签
证申请者回答诸多方面的问题，包括对妇
女的权利乃至“生命的神圣”等话题的看
法。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审查措施也将适
用于和美国有着免签项目的国家，如美国
的盟友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公

民。 
不知是否纯属巧合，同样在4月4日，

美国的参众两院在讨论一项草案，要求海
关人员在查看入境的美国公民的电子设备
前，要先获得许可（如果美国公民拒交电
子设备，就被禁止入境）。这一草案是援
引了判例 Riley v. California，2014年
加州最高法院在该判例中做出决定，没有
获得许可的查看和截取美国公民的电子数
据的行为是违反美国宪法的。

　 
我们的看法 
入境海关和领事官员与警务人员相比，

在合法搜索的范围和权限上有更大的自由
空间。事实上，在上届政府执政时，政策
便允许海关人员检查外国人电子设备里的
信息。虽然根据当时国土安全部的规定，
受检的外国人可以选择不打开他们的设
备，但海关人员还是有权没收外籍人士的
手机和电脑，甚至拷贝这些电子设备上存
储的数据。相较于奥巴马时期的政策严禁
海关人员强制要求外国人提供他们的社交
媒体资料和密码，川普政府的这项草案与
奥巴马政府的规定还是有所区别的。 

在我们看来，正如总统之前宣布的旅
行禁令那样，这种不合理的政策会给美
国带来更多的敌意和仇视，而非保护美国
人免受危险分子的威胁。我们仍然希望，
司法和公民自由团体会继续采取行动阻止
政府实施这一误导的，具有潜在违宪风险
的政策。而且，我们认为这一草案很有可
能将变成无用功，因为那些真正威胁美
国公共安全的人只需要简单地改变一下行
为方式，便能规避入境审查的要求——例
如，使用话费预付的一次性手机（burner 
phone）。 

在这一草案实施前，我们向即将入境美
国的读者提供以下几点一般性的建议：

1. 当您前往美国时，尽可能携带更少
量的数据。

2. 对您的电子设备进行加密，并额外
加强设备的安全防护（例如，设置两重或
多重身份验证）。

3. 如果您是绿卡持有者，您的指纹信
息已经在美国数据库中注册，因此，尽量
避免通过指纹打开您的电子设备。

4. 如果您感到自己的权益被侵犯，请
不要犹豫，要立即聘请一位律师来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如有可能，您可以在被劝离
入境队伍前先联系好您的律师，以保证在
可能被扣留前能够及时获得法律帮助。

云南现“丁义珍”式意见箱
离地2米高 官方称尚未验收   

奥朗德：巴黎枪击为恐怖主义袭击

法国总统奥朗德说，在巴黎香榭丽舍大
街周四晚上的枪击事件中，所有迹象都指
向恐怖主义。有一名警察在袭击中丧生，
其他两人受伤。

奥朗德表示将在星期天的总统选举前
加强安全警戒。他在电视上对全国说：“
我们将保持最高警惕，特别是在选举方
面。”

根据从目击者那里汇总的消息，调查人
员说，一名枪手从一个地铁站附近的一辆
车子中跳出来，用机枪向一辆警察开火。
他被警方开枪击毙。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
他人参与袭击。

伊斯兰国组织透过其新闻机构声称对袭
击负责，并且确认枪手是“比利时人阿布•
尤塞夫”，并且称他是“伊斯兰国的一名
战士。”

巴黎警方说，死去的枪手已经得到确
认，但是他们没有公布他的姓名，也没有
说或他是否与伊斯兰国组织有勾结。

警察封锁了世界最著名的大道之一香榭
丽舍大街一大片地方，这里是居民和游客
喜欢光顾时尚商店和餐馆的地方。

在华盛顿，川普总统向法国人民表示
哀悼。他称袭击为“一件可怕的事情”，
并说这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暴力的又一
例证。

在星期日的总统选举之前，法国处于
紧张不安的状态，估计投票结果将旗鼓相
当。这个国家仍在承受着过去两年一系列
致命的伊斯兰恐怖袭击的影响，有200多人
在袭击中丧生。

（来源 美国之音）

在巴黎发生枪击事件，导致一名警察丧生，另外两人受伤后，警方把香榭丽舍大街保护
起来(2017年4月20日)

《人民的名义》播出过半，遭泄密 

大陆正在热播的反腐剧《人民的名义》
，播出刚过半突然遭到泄密，网络上一夜
之间出现了众多视频全集，悬念迭起的剧
情一下子知道结局，势必严重影响该剧投
资发行方，乃至重金购买播放版权者损失
惨重。有人粗略估计，该剧总体损失料超
过5亿元人民币。当各界纷纷把焦点集中到
打击盗版，保护知识产权等问题，有人指
出此事非一般的恶性商业竞争行为，或存
在某种见不得人的政治动机。

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表明：“将保持反
腐败高压态势，绝不让腐败分子逃脱天罗
地网”。

《人民的名义》剧反映的正是老百姓关
注的反腐败题材，在中央号召要“老虎苍
蝇一起打”、“刮骨疗伤，壮士断腕”的
背景之下，该剧的尺度之大超乎寻常，编
审更是相当敏感。事实上，剧中开首的“
小官巨贪”情节，便是取材于国家能源局
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的真实案例，其他
众多官场权力斗争，官商勾结，贪污腐败
等的刻画描写更是入木三分，活灵活现，
简直就是官场生态的真实再现。

如此原汁原味的反腐剧，百姓自然是

拍手称快，然而像这样敏感的题材，想必
亦会触动某些既得利益者的神经，出手狙
击不是没有可能。也正因如此，当初众多
知名影视投资方无人敢问津，纷纷避之则
吉，甚至连央视亦以剧集太长，不符合相
关规定为由拒播。由此看来，此次片源遭
泄密并非单纯的商业利益之争。谁都知
道，国家广电总局负责审查所有影视作
品，而外泄视频上“送审样片”的字样更
是无法辩驳的事实，线索明显。种种迹象
显示，此次泄密并非简单的“内鬼”行
为。

《人民的名义》剧从小官巨贪开始，
进而牵扯出某省官场连串贪腐乱象，最终
要出动中纪委巡视组亲临督战。剧中的典
型代表，要数那位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
他为了个人仕途不惜违背党性原则，大搞
权钱交易，官商勾结，以至为贪官通风报
信，甘愿做内鬼，甚至出卖同志、杀人灭
口，完全丧失了做人底线。而他的恩师、
省委副书记高育良，更是道貌岸然、深藏
不露。贪官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平时总
爱表现得高风亮节，大公无私，他们总是
把大道理挂在嘴边，言必称忠于党、忠于
国家、忠于人民，背地里干的却都是损害
党、损害国家、损害人民利益的事。这一
点，戏里戏外基本上都一样。

艺术源于生活，该剧开首的小官巨贪
案来自现实，而现实生活中的贪腐案件亦
是精彩纷呈，不遑多让，单是今年四月以
来，九天内已有“三虎”相继被打。这让
某些人感到害怕，担心反腐剧继续发酵下
去，会对他们构成威胁，出手阻止淡化事
件或已成本能反应，虽然有一定风险，却
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本月被打的三虎中，其
中的张化为更曾担任过中央巡视组组长，
贵为副部级，在中纪委工作多年。中纪委
副书记杨晓渡在今年的两会上曾说过，“
将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绝不让腐败分子
逃脱天罗地网”，然而愿望很丰满，现实
却很骨感，“腐败分子查腐败”，正正应
验了剧中台词。连中巡组高官都可以做内
鬼，看来打虎拍蝇工作还需加大马力。

（来源：东网 作者：江枫）

悬挂位置高达2米的意见箱

随 着 电 视 剧 《 人 民 的 名 义 》 热
播，郑州、株洲、江西等地“丁义
珍”式窗口被陆续曝光。20日，云南
省昭通市彝良县文体广电旅游局门口
悬挂位置高达2米的意见箱，也被推上
舆论的风口浪尖。针对此事，彝良县
委外宣办回应称：意见箱为早上刚刚
调整后悬挂的，还未进行验收就遭曝
光。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整改。

20日上午，网友“欢哥orz”晒出
彝良县一政府部门门口“奇葩”意

见箱的照片，并呼喊：“达康书记，
您来看看这意见箱是给姚明设计的
吗？”，引发网友热议。

“欢哥orz”提供的照片显示，一
红色意见箱被高高挂在一面悬挂有政
府部门名称门牌的墙上。一女子正从
意见箱下走过，其头部距意见箱尚有
很长距离。对此，网友纷纷调侃，这
个意见箱悬挂得太高，人民“够不
着”，可能是给姚明专用的。

记者20日下午致电彝良县委外宣办
得知，网友曝光的意见箱属于彝良县
委第四巡视组，悬挂位置位于彝良县
文体广电旅游局大门口。该意见箱此
前悬挂位置位于人行道且过矮，导致
多名路人被撞。接民众反映后，巡视
组于今日上午请施工工人进行调整，
没想到被挂得过高，且还没来得及进
行验收，就被网友曝光了。

彝良县委外宣办工作人员介绍称，
接到网友反映后，彝良县委外宣办和
巡视组第一时间派工作人员赶到现场
处置。“意见箱确实设置过高，至少
高达2米，普通身高市民肯定是无法投
递”。

该工作人员还称，“看到被调整得
过高的意见箱后，巡视组工作人员很
生气。目前，意见箱已经被取下并进
行一次调整，但因为设置位置仍不够
合理，仍在调整中。”

（来源 中新社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