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问答
互联网平台TikTok24日正式提起诉讼，控告特朗普政府于8月6日发布的与TikTok及

其母公司字节跳动有关的行政令违法。TikTok为何要采取这一法律行动？TikTok的起诉
内容和诉求是什么？起诉是否能让备受美国政府无端打压的TikTok重获生存空间？

TikTok为何起诉特朗普政府

TikTok起诉意义何在？

既然这场官司很难打赢，既然
最终结果很难更改，TikTok起诉是
否是毫无意义之举呢？答案显然
是否定的。

一方面，TikTok 有可能通过
法律行动，为自己赢得时间，从
而使字节跳动即使最终被迫剥
离TikTok美国业务，也能以一个
比较好的价格或条件将其出售
给一家合适的美国企业，从而尽
量保护企业的投资回报。毕竟，
中国企业在海外发展很不容易，
打官司并不是为了赌气，而是为
了生存和发展。

另一方面，字节跳动通过这
一举动也表达了面对特朗普政
府打压的态度，中国企业不可
能、也不应该在面对美国某些政

客的霸凌行径时忍气吞声，更
不会任其宰割；同时，Tik-

Tok也通过在起诉书中摆
事实、讲道理，向全球

市场、企业家、投资人
以及普通民众传递

信心。
（据新华社

洛杉矶 8 月
24日电 记
者 黄 恒
高山）

TikTok起诉胜算几何？

尽管TikTok在起诉书中详细陈述了各方面的
情况，但法律专家普遍认为，TikTok要在美国打赢
这场官司的成功几率不容乐观，字节跳动最终能够
保住TikTok美国业务的可能性也不大。

首先，本次诉讼仅针对8月6日的行政令，之所
以不把8月14日的行政令列入，是因为美国外国投
资委员会是联邦级别的跨部门委员会，有权审查一
切外国在美国投资，判断其是否损害美国国家安
全，依据的是对《1950年国防生产法》进行了修正的

《埃克森-弗洛里奥修正案》，其调查结果基本不受
司法评估影响，因此很难通过法院推翻。此前类似
案例中，法院支持原告主张的享有合法程序的权
利，但并不改判结果。

其次，外国政府和企业此前对于美国政府援引
《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采取的行政令发起过很多
挑战，但一般只能在程序合法性方面得到支持，很
难挑战行政令与其法律依据之间的关系。正如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教授史蒂文·达维多夫·
所罗门24日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所说：“虽然特
朗普似乎扩大了他行使紧急权力的法律边界，但法
官不太可能予以干涉。”

最后，8月6日行政令中的核心概念“交易”
并没有明确定义，还有待美国商务部在规定
期限到达后予以解释，所以目前 TikTok
只能等具体限制措施明确并评估其
影响后，再去法院申请初步禁止
令。在此期间，鉴于要求字节
跳动剥离 TikTok 的行政令
依然有效，而且几乎不
可能被法院更改，字
节跳动只有两个选
择 ，要 么 关 闭
TikTok 的 美 国
公司，要么将
其出售给别
的美国企
业。

TikTok起诉理由是什么？

TikTok24日发起的诉讼，针
对的是特朗普政府8月6日签发
的行政令。在起诉书中，TikTok
指控这份行政令发布程序不合
法，破坏了该公司本应享有的宪
法权利，同时行政令称其依据

《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采取措
施，也是对该法的滥用。

尽管并不针对 14 日的行政
令，但 TikTok 也在诉状中列举
了该公司接受美国外国投资委员
会调查时所采取的积极行动和后
者在调查程序上的非法行为。
TikTok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从未向 TikTok 表明，公司采取
的各项安全措施无法解决牵涉
国家安全方面的关切，而且美国
外国投资委员会早在法定审查
期结束之前便结束了与 TikTok
的联系，拒绝与公司和代理律师
沟通，拒绝考虑公司提出的各项
建议，最后在审查期限到来前5
分钟通知说，确认合并案引起所
谓国家安全风险。

上述细节背后，TikTok很清
楚，美国政府的行政令出于政治目
的，此次对特朗普政府发起诉讼，
挑战的是美国政府无端对商业公
司施加的不公正待遇。TikTok在
诉状中指出：“该行政令并非建立
于真正的国家安全关切基础之
上。独立的国家安全和信息安全
专家已对这一行政令的政治化本
质提出批评，并怀疑它所声称的国
家安全目标是否源于初心。”Tik-
Tok还在诉状中表示，美国大选日
益临近，美国政府发布该行政令的
背景和时机充分表明，这只是打着
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号为特朗普选
战中操弄反华议题造势。

TikTok起诉原因是什么？

TikTok24 日在其官网说，对一
家商业公司来说，这么做并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但是该公司已别无选择，
只有采取法律行动才能维护企业、用
户和员工的合法权益。

这一切源于特朗普政府近一年来
不断加紧对TikTok的“围剿”。一些
美国政客长期以来不断指责这一广受
用户欢迎的视频软件对美国国家安全
构成“威胁”，同时以此为由要求美国
外国投资委员会对字节跳动2017年
收购Musical。ly 展开调查。与此同
时，脸书等美国互联网公司为追求自
身商业利益，也不断通过游说等方式，
呼吁政府对TikTok实施制裁。

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启动调
查时，Musical。ly已经和字节跳动自
研的 TikTok合并，统一使用TikTok
的名称。TikTok始终不断完善用户
数据管理、内容监管、公司治理结构等
各方面的制度，并在调查过程中提供
大量文件证明了TikTok软件和数据
的安全性。众多独立网络安全机构，
甚至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评估后都认
为，没有证据显示，TikTok存在指控
中所谓的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行为。

但是，特朗普政府依然在 8 月 6
日和 8 月 14 日连续发布两道行政
令。前者规定，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任
何人或企业与字节跳动及其子公司
的任何交易都将在 45 天后被禁止，
后者则勒令字节跳动在命令发布90
天内剥离 TikTok，而且必须将后者
卖给一家美国公司，剥离和交易都需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批准。

面对这一局面，TikTok选择了起
诉。该公司于22日发表声明说：“近一
年来，我们怀着真诚的态度，寻求跟美
国政府沟通，针对其提出的顾虑提供
解决方案。但美国政府罔顾事实，不
遵循正当法律程序，甚至试图强行介
入商业公司谈判。为确保法治不被摒
弃，确保公司和用户获得公正的对待，
我们宣布正式通过诉讼维护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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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洛杉矶8月24日电（记者
黄恒 高山）互联网平台TikTok24日
向美国一联邦地区法院递交起诉书，正
式控告美国政府日前发布的与该公司
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有关的行政令违
法，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在向加利福尼亚州中区联邦地区
法院递交的起诉书中，TikTok指控这
份行政令发布程序不合法，破坏了该公
司本应享有的宪法权利；该行政令称其
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采取措施，
实际上是对该法的滥用。

TikTok在长达39页的起诉书中
表示，公司采取了有力措施来保护美国
用户的隐私及数据安全，包括把用户数
据储存在美国和新加坡。公司此前也
向美国政府提供了大量文件来证明其

所采取的安全措施和承诺。TikTok
表示，特朗普政府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其
对该公司的指责。

TikTok指出，美国大选日益临近，
美国政府发布该行政令的背景和时机
充分表明，这只是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
旗号来为特朗普反华政治活动造势。
起诉书引用多名独立专家的话批评特
朗普政府这项行政令的“政治内涵”。

TikTok当天在其官网发布的一
份声明中指出，公司受到不同背景民众
的欢迎，有一亿美国人在使用TikTok
享受娱乐、激发灵感和彼此沟通。公司
在全美雇员超过1500人，并且未来还
将在美国创造1万个就业岗位。Tik-
Tok说，对一家商业公司来说，起诉美
国政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公司已

别无选择，只有采取法律行动才能维护
企业、用户和员工的合法权益。

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
令，称TikTok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
胁，将在45天后禁止任何美国个人或
实体与TikTok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
进行任何交易。目前，行政令中“交易”
涉及范围尚不明确，美国商务部部长有
权对此予以确定。

14日，特朗普再签行政令，要求字
节跳动在90天内剥离TikTok在美国
运营的所有权益，称该行政令是基于美
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调查做出的。

TikTok 美国总经理瓦妮莎·帕
帕斯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目前
没有看到任何能够支持 TikTok 对
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证据，她

对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相关裁定
感到失望。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20日
表示，一段时期以来，美方动辄以所谓

“国家安全”“国家紧急状态”为由，限制
甚至禁止中国企业在美国开展正常的
投资经营活动，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中国
企业施加交易禁令，毫无事实和法律依
据，严重损害企业的正当权益，严重违
背市场经济基本原则。敦促美方摒弃
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端打
压，多做有利于中美两国经贸合作和人
民福祉的事情。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4日说，
中方支持相关企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正
当权益，也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
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就美国政府相关行政令就美国政府相关行政令

TikTokTikTok正式提起诉讼正式提起诉讼

？？

新华社莫斯科8月25日电（记者
石昊）滴滴出行25日宣布正式进入俄
罗斯市场，将在俄鞑靼斯坦共和国首府
喀山市提供快车服务。俄罗斯是滴滴
上线的第九个海外市场。

滴滴高级副总裁兼国际业务负责人
朱景士表示，过去数月，全球业务的恢复
和增长让滴滴更有信心深入发展。滴滴
会审慎参考各个市场的抗疫和服务经
验，进一步落实人才和产品本地化战略，
致力于成为受信赖的服务平台。

据介绍，今年7月下旬，滴滴在喀
山建立全天候人工客服中心和司机服
务中心，上线各项安全和防疫措施。滴
滴俄罗斯团队通过网络直播等多种线
上渠道与当地司机和租车公司交流，并
举办各类推广活动。

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
是重要交通旅游枢纽，拥有全俄最大
的互联网科技创新产业区。鞑靼斯坦
共和国政府官网发文对滴滴的到来表
示欢迎。

滴滴出行“驶入”俄罗斯市场

这是8月24日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拍摄的被抗议者烧毁的汽车。
美国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警察23日开枪击伤一名29岁黑人男子后，已引发

连续两天的抗议示威。抗议人群24日一度试图冲入市公共安全大楼新闻发布会
现场，警察使用了辣椒喷雾剂驱散人群。 新华社/法新

美国警察枪击黑人再次引发抗议示威

8月24日，在加沙地带的杰巴利耶难民营，一名男孩排队等待打水。
由于以色列中断燃料供应，加沙地带唯一一座发电厂18日停产，致使这一地

区电力短缺状况更加严重。同时，电力短缺也导致难民营中的人们用水困难。
新华社发（里泽克摄）

发电厂停产 加沙难民营中用水困难

乌克兰前总理尤利娅·季莫申科的
发言人25日说，季莫申科感染新冠病
毒后病情严重，正接受“强化治疗”，已
经使用呼吸机。

乌克兰媒体23日发布季莫申科感
染新冠病毒的消息，季莫申科的丈夫和
女儿也感染新冠病毒。

季莫申科现年59岁，现任乌克兰祖
国党主席，2007年至2010年任乌克兰
总理。她2010年竞选总统失利。2011
年10月，季莫申科被裁定在乌克兰与俄
罗斯的天然气供应协议中滥用职权，判
处7年监禁。她否认所受指控，2014年
初获释。 惠晓霜（新华社微特稿）

乌前总理季莫申科接受新冠“强化治疗”

英国国民保健制度（NHS）为防止新
冠病毒在医患间传播，向苏格兰地区的
牙科诊所发放口罩，但一些口罩已过期，
引发牙医从业团体对其安全性的担忧。

英国《泰晤士报》24日报道，国民保
健制度向“苏格兰牙医执业诊所组织”发
放的口罩大多已过期，甚至有些已过期
近10年。那些口罩包装上贴上了新的

到期日期标签，原先的到期时间被盖住。
苏格兰牙医执业诊所组织由400

多名牙科诊所所有人组成。这一组织
的一名发言人说，这批口罩的生产商
3M公司暗示口罩一旦过期就不适合
使用。同时，牙科诊所医护人员“非常
担心”过期口罩的安全性。

王逸君（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NHS向苏格兰牙医发过期口罩引担忧

日本共同社25日报道，首相安倍
晋三定于28日举行记者会。

共同社援引多名日本政府官员的
话报道，安倍将在记者会上谈及他的健
康状况和日本政府采取的防控新冠疫
情措施。这将是6月中旬以来他首次
举行记者会。

安倍24日成为日本连续执政时间
最长的首相。不过，他的健康状况近来
受到关注。一家日本媒体曾报道，安倍

7月吐血。安倍本月17日在医院“体
检”7个多小时，24日赴同一家医院听
取结果并接受更多检查。

日本政府否认安倍的健康有问题。
与安倍关系近的执政党自民党税

制调查会会长甘利明25日告诉路透社
记者，安倍24日气色看上去比本月中
旬好转。甘利明认为，安倍会继续担任
自民党党首及首相，直至明年9月任期
结束。 惠晓霜（新华社微特稿）

日媒：安倍28日举行记者会谈个人健康

广告·热线：66810888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整体转让位于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
文城就业饮食一条街项目资产。项目位于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
椰乡路南侧，项目总占地面积24820.54m2（约37.2亩），土地性质
为国有出让，土地用途为商业金融用地，地块上已建成6幢房屋，
整个建筑为仿明清建筑风格，项目总建筑面积36150.86m2。该项
目交通便利，周边设施配套到位。项目毗邻正在建设复合型田园
湿地综合体公园---官坡湖综合公园，风景秀丽，水系景观较
好。详情请看评估报告。

一、挂牌价格为21432.83万元。
二、公告期：2020年8月26日至2020年9月22日。
三、转让标的所占土地分为6#、7#地块，其中6#地块规划指

标为：容积率≤1.14；7#地块用地指标规划指标为：容积率≤

0.946。受让方可根据文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文城就业饮食
一条街6#、7#地块规划条件的批复》（文府函〔2020〕335号）文件
精神，由原综合容积率≤1.04调整为≤1.5，其它规划指标相应调
整，相关手续办理及相应费用由受让方承担。标的现状、竞买保
证金等具体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
cn）、E交易网（http://www.ejy365.com.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
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
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
66558007麦先生、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
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8月26日

文昌市文城就业饮食一条街项目资产整体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05HN0059-1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05执1501号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邓凤茂与被执行人李国立、徐小
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未主动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于2020年7月9日依法查封被执行
人徐小霞名下位于海口市海榆西线以北海口市五源河片区棚户
区(城中村)改造项目C1101-05地块11号楼栋2单元2层201
室(合同编号: L00304188)及位于海口市海榆西线以北海口市
五源河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C1101-05 地块地下室-
1层823室车位一个(合同编号:L00388685)。本院拟定对上述
查封房产及车位进行评估拍卖，如对上述房屋权属有异议者，请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
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05执1036号之一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胡春梅、文林与被执行人海南泛华房地产开
发建设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9) 琼0105民初3209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依据法
律规定，本院定于2020年9月29日10时至2020年9月30日10时止
在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
公开拍卖(法院账户名: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
址: http://sf. taobao. com/0898/13)海南泛华房地产开发建设公司
名下位于海口市秀英区书场街8号金银小区A栋16层1601室。特
别提醒:一、上述房产尚未办理不动产权证，后续能否办理不动产权证
请买受人自行咨询相关部门;二、上述房产系限购房产，竞买人应自行
了解海南省有关限购政策。

特此公告。联系电话: 0898-68617062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 这是8月24日拍摄的美
国加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外景。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