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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25 日电 8 月 25 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约
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通话。双方就加强两
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落实等问题进行了
具有建设性的对话。双方同意创造条件和氛围，继续推动中美第
一阶段经贸协议落实。新华社北京 8 月 25 日电(记者成欣)针

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以色列期间所谓
“中国共产党对全球构成重大威胁”的涉华
谬论，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5 日指出，美
国个别政客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当作
“异教徒”，妄图搞“意识形态十字军东
征”，用心险恶。任何人都无法对中国共产
党受到中国人民拥护和支持的现实视而不
见。任何改变甚至遏制中国的企图都不会得
逞，注定失败。

赵立坚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

问时说，一段时间以来，这个政客出于意识
形态偏见和一己私利，大肆对中国污蔑抹
黑。中方绝不会任由其胡作非为、混淆视
听。中方有关媒体发布了《蓬佩奥涉华演讲
的满嘴谎言与事实真相》，其中大量的事实
和真相都能够证明蓬佩奥之流无视历史、罔
顾现实、充斥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理念的谎
言是多么荒谬可笑。

赵立坚说，美国个别政客把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政府当作“异教徒”，妄图搞“意识
形态十字军东征”，用心险恶。只要中国坚

持走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道路，只要不
走“美国设计的道路”，他们就视中国为
“眼中钉”，逢中必反。“我要正告这些
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
的选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是中国人的普遍信仰。任何人都无法对中
国共产党受到中国人民拥护和支持的现实
视而不见。任何改变甚至遏制中国的企图
都不会得逞，注定失败。”

他表示，美国个别政客言必称“中国
威胁”，但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章程》还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明确表明，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反对霸权主义。
相比之下，美国从未作出过像中国这样的
政策宣示。“放眼当今地区和国际热点敏
感问题，试问有哪个是中国造成的？！又
有哪些问题的背后没有美国个别政客‘忙
前忙后’的影子？！这些人必须认清并接
受的现实是，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
而言，中国是促进全球和平繁荣的积极力
量而不是消极因素，是机遇而不是威
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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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kT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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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立
坚 17 日指出， TikTok 几乎满足了美
方提出的所有要求，但仍逃不过美国一
些人出于强盗逻辑和政治私利对其采取
的巧取豪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
误，停止诬蔑抹黑中国，停止无理打压
别国企业。

□新华社记者黄恒 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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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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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 i c a l . l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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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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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kT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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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疯狂打压
TikTok 和字节跳动的真实意图，是在
全球范围封杀 TikTok ，阻止字节跳动
成为全球公司。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 24 日所说，美国个别政客针对
TikTok 等特定企业的胡作非为，实质
是对某一领域取得领先优势的非美国企
业采取有组织、系统性的经济霸凌。
“这些企业都是行业翘楚，是非常优秀
的国际化公司。美国个别政客害怕非美
国企业的强大和成功，因此不惜动用国
家力量百般打压。”在这种背景下，
TikTok 很难在美国法庭上完全赢得本
属于自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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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门说：

“TikTok 可以努力说服法院推迟执行
行政令，从而延长交易时间。这就是诉讼
的意义：避免情急之下贱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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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kTok 也通过在
起诉书中摆事实、讲道理，向世人说
明，该公司是负责任和讲道理的，并没
有美国某些政客所污蔑的那些不良做
法，这样能够向全球市场、企业家、投
资人以及普通民众传递信心。

（新华社洛杉矶 8 月 24 日电）

新华社北京 8 月 25 日电 法国《费加罗报》日前刊登题为
《当硅谷开始抄袭中国》的文章称，中国互联网领域创新引领世
界潮流，如今美国硅谷企业学习中国经验的例子比比皆是，西方
互联网巨头复制中国社交电子商务、短视频应用模式等成功经验
已成为趋势。

《费加罗报》文章说，自几年前始，硅谷企业就公开从中国
同行身上吸取经验，如今西方互联网巨头复制中国对手的成功经
验如社交电子商务和短视频应用模式已成趋势。脸书尝试像微信
一样成为全平台的努力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

文章分析，中国互联网企业在某些领域赶超硅谷企业得益于
这些因素：中国国内互联网行业竞争激烈，激励企业创新；阿里
巴巴和腾讯等巨头入股国内中小企业，换取后者开发新功能对接
自己的服务平台，促成一批后起之秀等。

文章认为，硅谷巨头的落后也并非定局，由于它们在全球仍
占垄断地位，可以按照自身意愿选择时机扩展业务，并争取充分
时间学习中国企业的经验教训。

文章说，继线上商贸和短视频两个热点之后，美国互联网企
业现将目光投向在线教育。此外，在美国传统擅长的企业软件方
面，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国发展，业界也关注中国企业接下来
在这一领域会有何作为。

新华社芝加哥 8 月 24 日电（记者徐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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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威斯康星州州长托尼·埃弗斯 24 日
已派出 100 多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布防基诺沙市。

在当地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 23 日下午，
当 29 岁的雅各布·布莱克走向汽车驾驶座，打开车门准备上车
时，被身后跟随的两名警察抓住衬衫，近距离向其背部至少开了
7 枪。有消息说警察当时接到报警，前来处理一个家庭事件。

布莱克被送到医院时伤势严重，经过手术后情况稳定。
基诺沙市市长约翰·安塔拉米安在 24 日的发布会上说，枪击

事件发生后现场立刻爆发了抗议游行和暴力行为。至少 3 辆垃圾
车被烧毁，几家商店的玻璃窗被打碎。当地一名警察被砖头击伤。

新华社日内瓦 8 月 24 日电（记者刘曲）世界卫生组织总干
事谭德塞 24 日表示，目前已有 172 个国家和地区表示加入世卫
组织主导的 COVAX 全球新冠疫苗计划，目标是 2021 年年底前
在全球范围内提供至少 20 亿剂安全有效的新冠疫苗。

谭德塞当天在记者会上说，目前受 COVAX 计划支持的新冠
疫苗有 9 种，世卫组织正持续对这些疫苗进行评估和优化，以确
保获得最佳产品组合。还有 9 种疫苗正处于长期评估阶段。

他表示， COVAX 计划的目标是 2021 年年底前向全球提供
至少 20 亿剂疫苗，许多疫苗目前已进入临床试验的最后阶段，
“我们都希望能有多种既安全又有效的成功候选疫苗”。

谭德塞说，最新研究显示，与类似 COVAX 计划合作研发
和获取新冠疫苗的努力相比，争相获得疫苗的全球竞争可能导致
疫苗价格呈指数级飙升。由于少数国家可能会获得大部分疫苗供
应，这也可能导致新冠疫情长期肆虐。

谭德塞强调，在疫苗正式面世初期供应量有限的情况下，应
优先保证向高危人群提供疫苗，包括卫生工作者、 65 岁以上老
人，以及因已有疾病而导致新冠病亡风险更高的人群。

外交部：美政客妄图搞
“意识形态十字军东征”注定失败

TikTok 就美国政府相关行政令正式提起诉讼

TikTok 为何起诉特朗普政府热点
问答

▲这是 8 月 24 日在美国洛杉矶拍摄的加利福尼亚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

总部位于洛杉矶的互联网科技公司 TikTok24 日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中区联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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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发

刘鹤与美贸易代表

莱特希泽、财长姆努钦通话

法媒称美国硅谷

开始“抄袭”中国

美国警察枪击黑人

再次引发抗议示威

谭德塞：172 个国家和地区

加入全球新冠疫苗计划

▲ 8 月 24 日拍摄的视频画面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卡
罗来纳州夏洛特市举行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

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美国东部时间 24 日下午正式提名
现任总统特朗普为 2020 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将与民主党总
统候选人拜登展开角逐。 新华社记者刘杰 摄

特朗普正式成为

2020 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