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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电机动车驾驶学校的原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期限届满后，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
关要求向属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申请备案，且不具备《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51号）
规定的相关培训业务条件。四川成电机动车驾驶学校及所属39台车辆（川AK582学、川AN323学、川AN338学、
川AK539学、川AN317学、川AK519学、川AN313学、川AN283学、川AN325学、川AN311学、川AN290学、川
AK522 学、川 AM973 学、川 AN315 学、川 AN316 学、川 AN318 学、川 AN331 学、川 AN320 学、川 AN336 学、川
AN329 学、川 AN305 学、川 AN414 学、川 AN310 学、川 AN267 学、川 AN326 学、川 AN330 学、川 AN322 学、川
AN297 学、川 AN332 学、川 AN337 学、川 AN299 学、川 AN335 学、川 AN309 学、川 AN308 学、川 AN114 学、川
AN301学、川AN339学、川AN307学、川AN304学）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期限届满。特此公告！

成都市交通运输局
2021年8月2日

关于四川成电机动车驾驶学校经营期限届满的公告

完善境外上市监管制度
继续用好两种资源

□ 刘慧

中共中央政治局30日会议提出，完善企
业境外上市监管制度。这一部署不仅是中国
适应形势变化不断完善相关监管体系、规范相
关企业行为的实际举措，也反映了中国继续用
好两种资源、推进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

境外上市是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需要作出
的自主选择。无论在哪里上市，上市公司都必
须符合上市地和经营地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
要求。在这一前提下，中国支持企业依法合规
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融资发展。这种开放
态度不会改变。

同时也要看到，随着全球经济金融形势的
深刻变化，企业发展基于的新模式、新技术层出
不穷，对境外上市企业的行业和市场监管都提
出了新的要求，这也是国际上普遍遇到的新情
况、新问题，必须切实处理好开放与安全的关
系。顺应形势变化，完善企业境外上市监管制
度，规范相关企业行为，是促进企业境外上市规
范发展的应有举措，有利于防范化解相关风险。

完善企业境外上市监管制度是一项系统
性工程，需要进一步加强部门之间的统筹协
调，更加科学地界定政策执行的范围和标准，
更加稳妥地推进监管措施的落地实施。在全
球金融市场联系愈加紧密的当下，各国金融监
管机构更需要加强监管合作与政策沟通，共同
为市场提供良好的政策预期和制度环境。

应当看到，完善企业境外上市监管制度是
在中国坚定推进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提出
的。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步稳蹄
疾，境外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参与度日益提升。
境外上市是中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应当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未来，全球经济金融形势仍面临较大的不
确定性，但是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进一步敞开，
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中国资本市场对外
开放的水平必将稳步提升。 据新华社

舆论关注的“都美竹吴亦凡”事
件有了最新进展。根据7月31日晚
北京朝阳警方发布的情况通报，吴
亦凡因涉嫌强奸罪，目前已被朝阳
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相信随着
办案进展，相关问题都会一一弄
清。再好的公关话术也无法掩盖劣
行。

近年来，一些流量明星作为公

众人物因为打架斗殴、嫖娼、吸毒、
代孕、强奸等，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
影响。吴亦凡事件不应该只是公共
舆论的一次“盛宴”，更应成为演艺
界的一次警钟，国内娱乐圈存在的
畸形生态该彻底整治了。

今年3月16日，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
电视法（征求意见稿）》，其中规定，

“广播电视节目主创人员因违反法
律、法规而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国
务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可以对有关
节目的播放予以必要的限制”。演
艺行业应当严肃认真地开展自查自
纠，相关部门则应睁大监管的眼睛，
对劣迹艺人一封到底，对涉嫌违法
犯罪者依法严惩。

据新华社

新 华 国 际 时 评

新 华 时 评

吴亦凡事件有了一个阶段性的
结果，吴亦凡的人设彻底崩塌，还将
面临下一步的刑事责任。

回顾整个事件，从一开始的娱
乐圈闹剧，到后来成为全民关注的
公众性事件，再到警方介入依法办
事，这个结果可以说是有着极为重
要的警示意义。这个结果绝不是当
事人某一方的胜利，而是法治的胜
利，是公平正义的体现。

从一开始的爆料到当事人一轮
轮的回击辩驳，网络上一直充斥着
各种声音、各种怀疑。面对复杂模
糊的事件内容和公众层出不穷的质

疑之声，谁说的都不算，只有以法律
为准绳还原事实真相才能回应质
疑，只有经过执法部门详实调查之
后的结论才能真正一锤定音。在此
次事件中，警方的介入和结果的公
布可谓及时，这既是对被侵害人最
强有力的保护，也是对社会关切最
好的回应，更是对维护公平正义最
坚定的回答。

吴亦凡事件的结果为所有人敲
响了警钟。法律不容践踏，这是每
个公民都必须遵守的底线，更是社
会秩序能够正常运转的基石。无论
何人，无论何种身份，遵守法律、敬

畏法律都是必须坚守的底线。而作
为公众人物，更不能借由自己的“偶
像”身份就蔑视法律、肆意妄为，任
意操纵舆论、玩弄大众。要知道，真
相总有拨云见日的一天。

同时，事件的结果也树立了一
个积极的标志性范本，更为社会大
众提供了强有力的安全感。面对他
人的侵害，我们每个人都要勇敢站
出来，要相信，公平正义一定会到
来，伤害他人、践踏法律一定会付出
代价，没有人能够在所谓的这个圈
那个圈的“庇护”下全身而退。

据半月谈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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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亦凡被刑拘：
没有人能在“圈”的庇护下任意妄为

□ 秦黛新

7 月 31 日，北京市公安局朝
阳分局通报：针对网络举报的“吴
某凡多次诱骗年轻女性发生性关
系”等有关情况，经警方调查，吴
某凡（男，30岁，加拿大籍）因涉嫌
强奸罪，目前已被朝阳公安分局
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侦办工作正
在进一步开展。法网恢恢，疏而
不漏。该事件终归会在法律框架
内得到权威裁定。

顶流不是法外之流，明星没有
法外特权。从警方通报看，吴某凡
之所以被依法刑拘，是因为在调查
后明确“涉嫌强奸罪”。当然，案件
侦办还在进一步开展，真相大白有
待警方更权威调查，犯罪认定有待
司法审判。然而，这不妨碍人们得
出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任何涉法
问题都要用法律方式解决，任何违
法之人都应受到法律惩罚。这也警
醒一些明星艺人，流量再大，流不出
法律的“五指山”；名气再响，响不过
法律的“定音鼓”。

自律才是自爱，自由更须自
重。这对一些曾经违法艺人而言，
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此前，有些明

星涉嫌吸毒、偷漏税、赌博等违法犯
罪行为，一个重要内在原因就是过
于放纵自我、恣意狂妄，其结果除
了自毁前程，别无其他。吴某凡涉
嫌强奸罪，对更多明星艺人来说，
同样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从艺必
先为人，为人必先修德，修德必先
正身，正身必先律己，明星不仅要

“慎众”更要“慎独”。以良好形象
传播正能量，明星艺人才是社会需
要的好榜样。

知法尊法、守法敬法，是现代公
民的基本操守，明星艺人概莫能
外。特别是流量越大，公共示范作
用越大，社会责任就该越重。法律
是现代社会公共秩序的基本底线，
守法不分国籍、不分职业、不分男
女。任何人在中国违法，都会被依
法制裁，更谈不上有什么“护身
符”“豁免权”。明星艺人切莫迷
失自我，胆敢忘乎所以、以身试
法，只会吞下自己种的恶果。作为
公众人物，明星演员需要有更高的
尊法追求和守法要求。知法畏法，
守牢法律红线，才能不断延长演艺

“生命线”。

明星艺人要“善其身”，文娱圈
更应“善其群”。吴某凡事件，可谓
敲响了警钟：在日益活跃、快速发展
的文娱产业中，明星艺人等行业从
业者与粉丝观众是发展共同体，惩
治违法犯罪者，净化文娱环境，于
矫正发展方向有益，于维护粉丝权
益有利，于促进行业进步有助。其
实，越是理性追星、越是文明表达，
越能赢得尊重和认可，也越能形成
良性互动，这是包括粉丝文化在内
的文娱文化应有的成熟。让粉丝
群体不失序、明星言行不失范、行
业规范不失守，需要既用法律法
规、公序良俗引导明星艺人，又用
文明导向、理性价值涵养粉丝心
态。文娱圈不该是畸形的“价格高
地”而应是正向的“价值高地”，不该
成为藏污纳垢的“名利场”而应是阳
光向上的“能量场”。

“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最
高的法律。”还是要奉劝明星艺人，

“失格偶像”必定会“失速跌落”，真
正提高从艺从业的门槛和本领，流
量明星才不会沦为“流星”。

据人民日报评论微信公众号

顶流不是法外之流！
□ 梁言品

吴亦凡事件
给演艺界再次敲响警钟

□吴文诩 鲁畅

美式媒体魔术，一戳就穿帮
美国媒体彭博社前不久煞费苦心，设计出

美国排名第一的“全球抗疫排名”，在众目睽睽
下，在真相世人皆知的情况下，“美式媒体魔
术”还敢如此变，令全球错愕。

在相当长时间内，作为全球医疗技术最发
达、医疗资源最丰富、医疗护理能力最强的国家
之一，美国却一直是全球新冠确诊病例最多、死
亡病例最多的国家。在新冠患者死亡率、新冠
检测阳性率等关键指标上，美国均表现极为糟
糕。美国政府抗疫工作暴露出应对严重滞后、
指挥混乱、无视科学、误导民众、资源协调不力、
破坏全球抗疫等诸多问题，广受诟病。

正如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
长安东尼·福奇此前所说，数据不会说谎，美国
确实是世界上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就在彭博社将美国评为“抗疫第一”之际，
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超过3400万例，累
计死亡超过60万例。美国50个州中有40多
个州疫情呈反弹之势，变异病毒在美国加速传
播，疫苗接种遭遇瓶颈，防疫“政治化”等老问
题依然凸显。

疫情暴发一年多来，美国多家媒体和机构
发表报告反思指出，美国社会的撕裂、政治的
分化、科学边缘化损害了抗疫能力。美国政府
的系统性失误以及不作为，使美国失去减缓新
冠病毒大流行的机会，不仅造成疫情在美国本
土传播肆虐，也给世界其他国家疫情防控带来
极大破坏和挑战。无视科学的恶果，让美国民
众付出惨痛的健康和生命代价。

将政治凌驾于美国民众的健康和生命之
上，将利益凌驾于全球抗疫合作大局之上，“美国
第一”，实在荒唐！不过，世人的眼睛是雪亮的。
如此“美式媒体魔术”，一戳就穿帮，最终沦为全
球舆论耻笑的对象，真的一点也不冤。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