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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
出品

政商名人

中共病毒（武漢肺炎）爆發以來， 許多世界名人相繼確診感染， 其中包括國家元首、 王室成員、 內閣大臣、

國會議員、 知名學者、 金融高管、 影視歌星、 新聞主播、 體育明星等等， 涉及政界、 教育、 科技、 傳媒、 文
體娛樂多個行業和領域。

美國作家詹姆斯 ‧ 戈里（James Gorrie）在《疫情隨中共一帶一路傳至全球》中寫道：「疫情傳播的規則

似乎就是， 那些為了經濟利益而對中共實施的暴行視而不見的國家， 都將收穫他們自己播下的種子。」

大紀元特稿指出， 病毒針對共產黨而來，「它循著與中共關係密切的國家、 城市、 組織和個人一路蔓延。」

本欄目關注這些染疫名人與中共之間不同形式的聯繫， 希望引起人們的警覺——遠離中共、 唾棄中共， 才
是抵禦病毒的最佳方法。

多明戈同北京關係交往頗為密

切，曾多次與前中共黨魁江澤民情

婦宋祖英同台合唱，包括曾現身北

京 2008 奧運會閉幕式，和宋祖英

同台合唱主題曲。

西班牙歌劇巨星

普拉西多 · 多明哥
（Placido Domingo）
2020/3/22 
宣布確診

歌劇巨星

意大利共產黨的主要文化人

物，參與過上海的浦江新城的設計

規劃工作。

意大利現代

建築之父

維多利歐 · 葛雷高第
（Vittorio Gregotti）
2020/3/15 去世  

著名建築師

哈佛大學跟中共關係深厚，

中國僑民給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

學院封了另外一個名字「第二中央

黨校」。美媒《石板》報導說，中

共中央組織部 2001 年啟動一個項

目，就是在哈佛培養中共領導人。

這些經過仔細審核的官員，選拔出

來的政權「明日之星」，被送到國

外頂尖大學，在經過特別設計的項

目裡學習。如今，中共當局已經將

這個官員培訓項目擴張到了斯坦

福、牛津、劍橋、東京大學和其

它地方。中共迄今已經派遣超過

4000 名官員接受培訓。

哈佛大學校長

勞倫斯‧貝考
（Lawrence 
S. Bacow）

2020/3/24 與其妻
雙雙宣布確診

哈佛校長 媒體界人士

1  2010 年 12 月 18 日，大陸《第

一財經周刊》發表文章《CBS 的

中國生意》，文章開頭寫道：「儘

管電視業務在中國很難落地，但

CBS 沒有錯過這個巨大的市場，

它悄悄成為中國最大的垂直互動媒

體公司。」

2  2019 年 5 月，美國熱門律政電

視劇《法庭女王》推出的衍生劇《傲

骨之戰》（The Good Fight），劇

情中原包括被中共鎮壓和迫害的法

輪功、1989 年的天安門事件、常

被拿來與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比較

的「維尼熊」，以及諷刺中共修憲

讓習近平無限期掌權的英文字母 N

等，結果這部分內容遭 CBS 電視

網過濾。

美國哥倫比亞廣

播公司（CBS）

高級新聞主管、

資深媒體製作人

瑪麗亞．梅爾卡德
（Maria Mercader）
2020/03/29 去世  

近些年，NBC 環球集團與中

方的合作橫跨新聞、體育、影片、

娛樂、旅遊等多個領域，涉及巨額

利益。

◆ 2001 年，NBC 環球集團計劃在

中國興建主題公園，2014 年 9 月

獲中共國務院同意。該項目名為北

京環球度假區（Universal Beijing 

Resort），2019 年開工建設，預計

於 2021 年 5 月落成營業，屆時將

成為全球最大的環球影城度假村。

◆ 2010 年 11 月 23 日，中共新華通

訊社與 NBC 於紐約簽署了合作備

忘錄，確定雙方在國際電視新聞領

域建立多層次的商業合作關係。

◆ 2015 年 10 月 22 日，NBC 環 球

與百度旗下的愛奇藝影片網絡平台

深化戰略合作。

NBC 環球集團

新任首席執行官

傑夫 · 謝爾
（Jeff Shell）
2020/3/26 
宣布確診

哈維與中國電影很有淵源，

1995 年他收購了李連杰、周潤發

和成龍的很多電影。 2005 年更是

花重金獲得了陳凱歌新片《無極》

在北美、英國和澳大利亞的版權。

他表示，《無極》於 2005 年 12 月

在美國全線上映，並將衝擊 2006

年的奧斯卡獎。哈維成功幫助大

陸影片《英雄》走向國際，該片

被大陸捧為具有里程碑式的「大

片」。但《英雄》被批評是公然宣

揚暴政具有合理性，呼應中共「穩

定壓倒一切」的價值觀。

中共資本如騰訊影業、融創

集團、上海路畫影視、香港寰亞

電影公司、博納影業等投入好萊

塢，以各種方式和好萊塢電影娛

樂公司深度合作，甚至「聯姻」

或對其收購。 2012 年，中國大

連萬達以 26 億美元的價格收購

美國第二大院線 AMC，2016 年

收購電影院線卡麥克（Carmike 
Cinemas），2016 年 年 初， 萬

達宣布斥資 31 億歐元收購了美

國的傳奇影業公司（Legendary 
Entertainment）。萬達董事長王

好萊塢名人

健林是全國政協常委，被外界稱為

「紅色商人」。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報導，王健林的收購，並非完全的

商業行為，而是政治行為。

2018 年 10 月 4 日，美國副

總統彭斯在演講中點名兩部好萊塢

影片，表示其為進入中國市場而不

得不刪除某些內容。英國《獨立報》

報導，好萊塢電影導演常常會在電

影中加入奉承中共的內容。 

好萊塢確診名單：

① 《星際大戰》演員安德魯．傑克

（Andrew Jack）和朱莉．本內特

（Julie Bennett），  3/31染疫去世。

② 《黑暗騎士：黎明崛起》和《異形

2》的好萊塢男星傑．班迪特（Jay 

Benedict），  4/4 染疫去世。

③ 驚悚片《大白鯊》（Jaws）女星

李．費耶羅（Lee Fierro），4/6

染疫去世。

④  歐嘉．柯瑞蘭寇（Olga Kurylenko），

曾在《007》中飾演邦女郎，3/17

宣布確診。

⑤安德魯瓦特（Andrew Watt），

好萊塢音樂製作人，3/18 宣布

確診。

⑥ 艾倫．特維特（Aaron Tveit）

曾出演《悲慘世界》，是紐約百老

匯戲劇音樂劇、電視劇、電影演

員，3/25 宣布確診。

NBA
布魯克林籃網 (Brooklyn Nets)
凱文 · 杜蘭特 （Kevin Durant）
與三名隊友在 3/17 宣布確診。

洛杉磯湖人

（Los AngelesLakers）
兩名球員於 3/19 宣布確診。

底特律活塞（Detroit Pistons）
大前鋒伍德（Christian 
Wood）於 3/15 宣布確診。

丹佛掘金（Denver Nuggets）
一名組織成員 3/19 宣布確診。

波士頓凱爾特人

（Boston Celtics）
史馬特 （Marcus Smart）
3/19 宣布確診。

猶他爵士（Utah Jazz）
明星中鋒戈貝爾（Rudy 
Gobert）於 3/11 宣布確診，

米契爾（Donovan Mitchell）
3/12 宣布確診。

費城76人（Philadelphia 76ers）
三名組織成員 3/19 宣布確診。

紐約尼克斯（New York Knicks）
其持有者詹姆斯 · 多蘭（James
Dolan）於 3/28 宣布確診。

1   NBA 在中國大陸收入不菲

大陸市場除了為 NBA 帶來

近 5 億球迷外，騰訊和一眾贊

助商還為 NBA 聯盟及其球隊帶

來不低的轉播費和廣告贊助。

據《體育商業週刊》估算，NBA

在大陸的生意已經達到了 50 億

美元的規模。同時，NBA 在大

陸的電視版權則歸中共央視所

有。NBA 是 CCTV5 最具價值

的轉播資源之一，比賽間隙的

廣告報價不菲。

2   活塞隊連續 4 年舉辦「中國

之夜」活動 中共駐美官員參與

2017 年來，活塞隊連續 4

年舉辦「中國之夜」（Chinese 

Heritage Night）活動，期間還

有中共駐美官員的參與。 2020

年 2 月，活塞隊第四次舉辦「中

國之夜」活動。

3   莫雷事件陷輿論風暴 被批向

中共妥協

莫雷在去年港人反修例運

動中發聲挺港人，中共隨後全

方位封殺 NBA 和火箭隊。據媒

體統計，當時央視、騰訊停播，

NBA 在大陸的百億人民幣生

意暫停。迫於壓力，10 月 7 日

NBA發表中英文版本道歉聲明。

體育界人士

英超

阿森納俱樂部：

總教練米克爾 •
阿爾特塔（Mikel 
Arteta）
於 3/13 確診

切爾西俱樂部：

卡拉姆 • 哈德森 -
奧多伊（Callum 
James Hudson-
Odoi）於 3/13
宣布確診

1  英國政府比較親共。 2020 年 1

月 28 日，英國首相約翰遜不顧美

國反對，宣布允許「高風險供應

商」有限度地參與英國 5G網絡 「非

敏感部分」的建設，意味著向華為

公司開了綠燈。

2  2019 年 7 月 23 日，約翰遜在

中文電視的訪談中表示，  「我們對

『一帶一路』倡議非常熱衷。我們

對習主席所做的事非常有興趣。」

3  英國脫歐黨黨魁奈傑爾．法拉

奇（Nigel Paul Farage）在《新聞

週刊》（Newsweek）發表文章指

出，約翰遜受到身邊許多人的「親

中（共）」影響，包括他的家人。

文章還披露，首先他的弟弟喬．

約翰遜，在擔任英國教育部大學

及科學國務大臣期間，批准了雷

丁大學與中國南京大學的合作計

劃，而南京大學的專長是：信息、

科學和技術。

「就連首相的同父異母的弟弟

麥克斯，也與中國有關聯。」公開

資料顯示，麥克斯．約翰遜在清華

大學取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後，曾

在香港高盛公司工作，現在經營自

己的投資公司，投資對象是向中國

銷售產品的公司。

英國首相

鮑里斯．約翰遜
（Boris Johnson）
2020/3/27
宣布確診

2018 年 9 月 17 日，中共駐法

大使館網站顯示翟雋大使會見法國

生態轉型和團結部國務秘書普瓦爾

松，普瓦爾松表示，感謝中共對

「一個星球」氣候行動有關活動的

支持，將支持中共承辦《生物多樣

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並

進一步溝通與合作。 

法國生態轉型和

團結部國務秘書

布呂內 · 普瓦爾松
（Brune Poirson）
2020/3/14 
宣布確診

法國政府一向比較親共。

2019 年 11 月 11 日，《新京報》報

導法國文化部長弗蘭克．里斯特

出席中法文化交流項目「798CUBE

五年合作計劃」簽約儀式，表示密

切的文化交流合作。

法國文化部長

弗蘭克 · 里斯特
（Franck Riester）
2020/3/9 
宣布確診

1   英超看重中國市場

2013 年 12 月 2 日，英超公

司與中超公司正式簽署了《雙方

合作意向書》，把中國視為東亞

市場的核心，每年為英超聯賽

及英國貿易創造大約 2 億英鎊

的收入。

2   英超俱樂部競相在大陸布局

2014 年 1 月 17 日， 阿 森

納宣布與華為公司建立新的合

作夥伴關係，該協議持續到

2015-16 賽季結束。

3   中資控股英超俱樂部

2015 年，華人文化產業投

資基金與中信資本控股有限公

司聯手出資 4 億美元，收購了

曼城俱樂部母公司城市足球集

團 13% 的股份。

2017 年 7 月， 復 星 集 團

斥 資 4500 萬 鎊 收 購 了 狼 隊

（Wolverhampton Wanderers 

Football Club）100% 的股份。

8 月 14 日，中國商人高繼勝以

2.1 億英鎊的價格正式收購南安

普頓足球俱樂部（Southampton 

Football Club）80% 的 股 權，

成為其最大股東。

4   阿森納球員為人權發聲，俱

樂部切割，央視停播

2019 年 12 月 13 日， 阿

森納俱樂部的德國球星梅蘇

特．厄齊爾（Mesut Ozil）在

社媒上為新疆維吾爾族發聲，

中國足協對此聲稱「極大憤慨

和失望」。阿森納足球俱樂部

隨後發表切割聲明。風波中，

英超一直保持沉默，受到外界

的批評。

4 月 3 日，英超聯賽發布聲明，表

示不會在 5 月初恢復比賽，2019-
20 賽季只有在確定安全的情況下

才會恢復比賽，並將透過資金紓困

方案解救從上到下（聯賽）的足球

俱樂部。

哥倫比亞廣播

公司（CBS）

曼哈頓辦公室

的兩位員工

2020/3/12
宣布確診

NBC 音效師

拉里 · 埃奇沃思
（Larry Edgeworth）
2020/3/19 去世  

阿爾貝二世在其執政期間，

曾 10 次訪華，與中共十分親近。

2018 年，摩納哥與華為簽署協議，

成為首個華為 5G 覆蓋全國的國

家。摩納哥還有意參與中共的「一

帶一路」，被中共稱為「中歐合作

的先行者和典範」。

摩納哥親王

阿爾貝二世
（Albert II）
2020/3/19 
宣布確診

首位染疫的國家元首
2011 年 6 月， 吉 卜 里 勒 作

為利比亞反對派「全國過渡委員

會」主席身份訪華，受到中共高

調接待。該年 8 月 26 日，利比亞

反對派「全國過渡委員會」進駐首

都的黎波里，卡扎菲政權覆滅。

同年 9 月 12 日，中共官方宣布承

認「全國過渡委員會」為利比亞執

政當局。

利比亞前總理

穆罕默德 ·吉卜里勒
（Mahmoud Jibril）
2020/4/5 去世

桑切斯是西班牙民主轉型以來

第一個無神論首相。2017 年 5 月，

桑切斯在其當選工人社會黨總書記

的活動上，高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最著名的歌曲——《國際歌》，以

示慶祝。在當選首相不久後，桑切

斯便與中共黨魁正式會晤，推動

了兩國的「戰略」夥伴關係，包括

首個 5G 商用移動網絡採用華為作

為核心設備供應商，以及「一帶一

路」計劃。

西班牙總理

桑切斯的夫人

貝戈納 · 戈麥斯
（Begona Gomez）
2020/3/15 
宣布確診

（桑切斯的母親與

岳父也於 3/24
宣布確診）

西班牙副首相兼

首相府、議會關

係與平等大臣

卡門．卡爾沃
（Carmen Calvo 
Poyato）
2020/3/26 
宣布確診

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貝 考
（Lawrence S. Bacow）夫婦兩人與

習近平會面。

伊朗第一副總統

埃沙克 · 賈漢吉里
（Eshaq Jahangiri）
2020/3/11
宣布確診

中伊兩政權關係密切，伊朗曾

發表聲明支持中共處理香港「止暴

制亂」。中共長期為伊朗政權提供

經濟和武器支援，中國亦是伊朗原

油的最大進口國。 2019 年 9 月，

中共同意在未來 25 年向伊朗的石

油和天然氣、石油化工產品、交通

和能源相關製造業投資約 4000 億美

元。中共國企在伊朗活躍，中興和

華為公司違反國際禁令，向伊朗提

供敏感的軍事或民用技術。伊朗也

積極參與「一帶一路」計劃，希望

能搭上中共巨大經濟野心的便車。

文化遺產、旅遊

和手工藝部長

阿里 · 阿斯加爾 ·
穆尼桑（Ali Asghar 
Mounesan）
2020/3/11 
宣布確診

伊朗政要感染中共肺炎名單：

① 莫哈塔巴．佐爾諾

(Mojataba Zolnour)
伊朗議會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

員會主席，曾是伊朗伊斯蘭革命

衛隊（IRGC）的最高領導人。

2020/2/27 宣告確診。

② 伊拉吉．哈里奇 (Iraj Harirchi)
衛生部副部長。 2020/2/25 宣告

確診。

③ 薩德吉 (Mahmoud Sadeghi)
國會議員。 2020/2/25 宣告確診。

伊朗政要感染中共肺炎去世名單：

① 穆罕默德．雷扎．拉查瑪尼

(Mohammad Reza Rahchamani)
伊朗前國會議員。2020/3/9去世。

② 法扎德．塔扎里 (Farzad Tazari)
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前

政治局官員。 2020/3/9 去世。

③ 穆罕默德．米爾穆罕默德

(Mohammad Mirmohammadi)
伊朗權宜委員會成員、前國會議

員。 2020/3/2 去世。

④ 法特梅．拉赫巴爾

(Fatemeh Rahbar)
議員。 2020/3/7 去世。

⑤ 侯賽因．謝赫霍斯蘭姆

(Hossein Sheikholeslam)
伊朗前駐敘利亞大使。 2020/3/5

去世。

⑥ 阿亞圖拉．哈希姆．巴蒂．

高爾帕尼谷

(Ayatollah Hashem 
Bathaie Golpayegani)
高級神職人員，也是專家會議的

88 個成員之一。專家會議是伊

朗政府特殊權力機構，負責選舉

伊朗的最高領導人。 2020/3/16

去世。

⑦ 哈迪 · 科斯羅沙希

（Hadi Khosroshahi）
伊朗的最高神職人員之一、

曾擔任伊朗駐梵蒂岡大使。

2020/2/27 去世。

克里汀斯基的 EPH 公司跟中

國來往密切，其主要股東是捷克

J&T 銀行集團，但 J&T 持股 30%

的大股東是中國的神祕能源企業華

信能源，其董事長是葉簡明。

2014 年華信能源通過定增和

配股認購，向 J&T 注資 6.43 億歐

元，持股 30%；雙方於同年 10 月

27 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河北廳舉

行簽約儀式，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和捷克總統米洛什．澤曼（Milos 

Zeman）共同出席。

2016-2017 兩 年 間， 葉 簡 明

的公司華信能源投入超過 10 億美

元，同捷克進行各種交易。

歐洲媒體大亨、

捷克能源集

團 EPH 的老

闆、億萬富翁

丹尼爾‧克雷汀
斯基
（Daniel Kretinsky）
2020/3/30
宣布確診

巴倫喜歡穿毛澤東式的中山

裝，從不隱瞞他是個「民主社會主

義」者，公開反對資本主義。在他

的州眾議員網頁置頂位置，寫著他

自己的一段話：「必須更好地分配

財富，或許美國必須走向民主社會

主義。」按照共產黨的理論，社會

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

紐約州議會

民主黨議員

查爾斯 · 巴倫
（Charles Barron）
2020/3/14 
宣布確診

文頓．瑟夫和羅伯特．卡恩

（Bob Kahn）一起被稱為互聯網之

父。近年來，谷歌與中共合作，遭

到諸多批評。

1  川普總統曾發推文指控，谷歌

正幫助中共政府和中共軍方，而不

是幫助美國。億萬富翁投資人彼

得．泰爾（Peter Thiel）質疑谷

歌高層被中共滲透，呼籲美國政府

調查。

2  谷歌 2010 年退出中國市場，但

從 2017 年開始，針對中國市場研

發「審查版」的搜索應用程序「蜻

蜓計劃」，屏蔽諸如「人權」等敏

感詞，但遭公司內外及美國政府的

強烈反對而夭折。

3  谷歌與有中共軍方背景的華為

公司一直保持著合作關係，並與清

華大學深度合作。

谷歌公司副總裁

文頓‧瑟夫
（Vinton Cerf）
2020/3/31
宣布確診

1  摩 根 大 通（J.P.Morgan ＆

Company）是阿里巴巴、中石油和

中石化的主要投資機構。

2  摩根大通子公司曾在北京違法

僱傭約百名中共太子黨，以取得或

維持總額近 1 億美元的商業機會，

2013 年遭美國當局調查，2016 年

11 月與當局和解支付 2.64 億美元

罰款。

3  就在中國爆發疫情之際，摩根

大通 3 月 19 日大手筆增持中國平

安逾 4700 萬股，斥資近 40 億港

元。 3 月 20 日，在其控股的摩根

大通證券（中國）有限公司在上

海正式開業，提供各種金融服務。

前摩根大通信貸

政策主席

比爾‧派克
（Bill Pike）
2020/3/19 去世  

2018 年 1 月 30 日，傑富瑞集

團與中國領先投行「中銀國際」宣

布簽署合作備忘錄，聲稱在股票資

本市場、兼併收購、機構銷售和研

究等一系列投資銀行業務領域開展

合作。

傑富瑞集團
（Jefferies Group）
首席財務官

佩格‧布羅德本特
（Peg Broadbent）
2020/3/29 去世  

染疫名人群像
染疫者與中共關係之探討

《路透社》報導，2017 年 5 月，

環球音樂與中國騰訊簽訂戰略性合

作協議，騰訊音樂成為環球音樂在

中國大陸地區分銷業務的獨家合作

對象。 2019 年，中共最大的網絡

公司騰訊收購環球音樂 10% 股份。

環球音樂集團

（Universal 
Music Group）
董事長兼首

席執行官

路西昂‧格蘭奇
（Lucian Grainge）
2020/3/16
宣布確診

前電影大亨

哈維‧韋恩斯坦
（Harvey Weinstein）
2020/3/23 
宣布確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