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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拟规定：

鼓励在部分场景
用自动驾驶汽车
从事客运经营

交通运输部网站8日就《自动驾驶汽车运
输安全服务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公开
征求意见。征求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2年9
月7日。

征求意见稿指出，在保障运输安全的前提
下，鼓励在封闭式快速公交系统等场景使用自
动驾驶汽车从事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经营
活动，在交通状况简单、条件相对可控的场景
使用自动驾驶汽车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活
动，在点对点干线公路运输、具有相对封闭道
路等场景使用自动驾驶汽车从事道路普通货
物运输经营活动。审慎使用自动驾驶汽车从事
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活动。禁止使用自动驾驶汽
车从事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经营活动。

其中拟对车辆、人员等提出要求。
车辆要求方面，从事运输经营的自动驾驶

汽车应当符合国家和交通运输行业有关安全技
术标准要求，依法办理机动车辆注册登记，取得
机动车号牌、机动车行驶证。从事出租汽车客
运、道路普通货物运输、道路旅客运输经营的自
动驾驶汽车还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运输证》或《道路运输证》。从事城市公
共汽（电）车客运的自动驾驶汽车还应当符合国
家及地方城市人民政府有关运营资质要求。

从事运输经营的自动驾驶汽车应当投保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安全生产责任
保险及保险金额不少于500万元的机动车第三
者责任保险。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客运的自动驾驶汽车还应当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投保承运人责任险。

人员要求方面，从事运输经营的有条件自
动驾驶和高度自动驾驶汽车应当配备驾驶员，
从事运输经营的完全自动驾驶汽车应当配备
远程驾驶员或安全员。驾驶员、安全员应当经
运输经营者组织培训考核合格，掌握自动驾驶
汽车使用说明，熟知自动驾驶汽车运行线路风
险情况，具备紧急状态下应急处置能力。驾驶
员还应当符合交通运输领域从业人员管理规
定和要求，取得相应的从业资格证。

此外，征求意见稿提出，运输经营者在制定
运输安全保障方案时，应当明确自动驾驶汽车
运行线路远离学校、医院、大型商超等人员密集
场所；在雨雪冰冻等恶劣天气时，应当按规定停
止使用自动驾驶汽车从事运输经营活动。

从事运输经营的自动驾驶汽车应当具备
车辆运行状态记录、存储和传输功能，向运输
经营者和属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时传输相
关信息。在车辆发生事故或自动驾驶功能失效
时，自动记录和存储事发前至少90秒至事发后
至少30秒的运行状态信息。运行状态信息至少
包括：车辆基本信息、控制模式变化情况、接收
的远程控制指令情况、运行状态、人机交互及
车内外影像情况等。 （央视新闻）

2022年4月，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以“代持还是赠与？一对
父子间的天价南锣鼓巷四合院
归属纷争”为题，报道了杨先生
父子就北京南锣鼓巷区域三处
院子产权的争执与官司，其中一
套400多平方米的四合院2021年
买家曾出价过亿，引发关注。

日前，该案二审在北京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曾致信法
官要求儿子小杨亲自出庭的杨
先生，仍然没有见到已一年未见
的儿子。

法官问是否同意调解时，双
方坚持确认自己的房屋所有权。此
案并未当庭宣判。与四合院产权
最终归属一起未知的，还有这对
父子如何修复由此产生的裂痕。

儿子代理律师称：
其会从房租中拿出部分
给父亲当生活费

开庭前，杨先生提交了65份
证据，其中新增的约有54份。这些
证据中，有多份来自证人的书面
证言，其中有3人还视频出庭作
证，大都表述了小杨曾表达过“三
个院子都是我爸的”的意思。还有
一些证人表示，之前见到过房产
证在杨先生处。

在此前的一审中，小杨方
拿出了三处院子的房产证原

件，并称过户之后即给了他。杨
先生则表示，房产证、购房合
同、契税发票原件原由自己保
管，小杨不知何时未经同意从
家取走，起诉时才发现已不在
保险柜。此次二审中，杨先生提
交了2015年向小杨发送的一封
包含其中一个院子房产证扫描
件的电子邮件。

杨先生还提交了多份微信对
话，对话中小杨均未否认、反驳杨
先生对三个四合院的所有权。

此前，杨先生一审时提交了
一份微信聊天记录，其中他提出
卖房，小杨反对，但并未以所有权
人的名义，并说“院子卖了就再也
买不回来了，恳求三思三思”。小
杨方称这是出于父子关系进行尊
敬的回复。一审法院认为，考虑到
双方父子关系及微信内容的明确
性，难以以此认定小杨认可双方
的借名买房关系或认可杨先生才
是享有所有权的人。

至于小杨方的证据，据杨先
生代理律师所述，庭前交换证据
阶段，小杨方没有提交任何证据，
但当庭补充提交了三份证据，包
括一份与表姐的通话录音。

小杨代理律师还表示，会每
个月从房租中拿出一部分给杨先
生做生活费。但坚持拿回房产的
杨先生认为，这是“奇耻大辱”。

父子之争仍在继续
父亲称名下已无任何房产
儿子称父亲另有大量财富

小杨一直对法庭、包括表姐
在内的亲朋好友以及杨先生表
示，杨先生想卖房及提起诉讼是
受小儿子母亲蛊惑。记者曾在杨
先生提供的通信往来中看到，小
杨认为与弟弟相认后，父亲的情
感天平倾向了弟弟。

在与表姐的通话中，小杨有
一些对于父子关系的剖白，还表达
了被父亲告上法庭的痛苦。

“现在我名下已无任何其他
房产，本指望靠这三处院子养老，
我现在借住的小产权房一旦拆掉
我就无家可归了，而我大儿子还
购买和持有其他房产。他没有打
过一天工，回国后进行了一些投
资，其实也一直在啃老。我们有多
个共同账户，除了卖掉我出资的
其他三套房和房租收入，他还曾
截留我多笔资金。”杨先生对于四
合院的产权之争非常坚持。

此外，小杨方提交的证据还
包括一份2010年杨先生证券账户
的月结单，显示市值3000多万港
币。小杨方认为，杨先生另有其他
大量财富，并不是其所称只剩这三
处院子。但杨先生表示，多年间股
票惨跌，该账户股票现价值很低。

引发父子纷争的天价四合院

8月8日下午的外交部例行
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因佩洛
西窜台发起反制和中美对话沟
通相关问题提问。

发言人汪文斌指出，对话沟
通需要诚意，中方将继续就佩洛
西窜台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汪文斌重申，我们敦促美方
认真反省，立即纠错，停止对“台
独”分裂势力的纵容和支持，停
止打“台湾牌”、搞“以台制华”，
当前尤其要停止颠倒黑白，倒打
一耙，升级事态，扩大危机，以实
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
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回应美澳日所谓联合声明：
坚决反对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8 月 5 日，美国国务卿布林
肯、澳大利亚外长和日本外相在
举行三边战略对话后发表了所
谓联合声明。对此，汪文斌在记

者会上表示，个别国家为一个中
国原则加上各种前缀、后缀，试
图歪曲、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
则，这是非法、无效的。中方对此
坚决反对。个别国家的做法，实际
上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歪读曲
解，本质上是在挑战国际法基本
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
在挑战二战后的国际秩序。

中方军事演训旨在
对“台独”势力进行惩戒

汪文斌还表示，美国众议长
佩洛西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和反
复交涉，明目张胆窜访中国台湾
地区，这一倒行逆施严重侵犯中
国主权。我们的举措坚定、有力、
适度，中方的军事演训公开、透
明、专业，符合国内法，符合国际
法，符合国际惯例，旨在向肇事
分子发出警示，对“台独”势力进
行惩戒。 综合央视新闻

8 月 8 日，东部战区继续在台
岛周边海空域进行实战化联合演
训，战区海、空军多艘驱护舰艇、多
型多架战机、多个岸导火力单元，
在战区统一指挥下，按照战训一
致、体系用兵要求，重点组织了联
合反潜和对海突击行动。

接到情况通报后，在台岛西南
警巡的某驱逐舰高速向目标海域
机动。与此同时，粤东某机场，数架
反潜巡逻机也接令起飞，相继抵达
目标空域，与水面舰艇和舰载反潜
直升机完成组网建链，构成联合反
潜作战编组。

多型反潜平台密切协同，有序
展开反潜行动。反潜巡逻机投放声
呐浮标，展开广域搜索；反潜直升
机升空，前出协同精准定位；水面
舰艇展开地毯式搜索。

数分钟后，反潜巡逻机率先
发现疑似信号，编组内各反潜平
台闻令而动，根据现场态势，快速
占据有利阵位，对可疑目标进行
多源印证，确定目标位置，判明目
标性质。

驱逐舰完成攻击后，立即转入
对潜防御，发射数枚水声干扰弹。
空中，反潜巡逻机、直升机也同步
展开对锁定目标的模拟攻击。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某
机组空中战术指挥长张晓珅说：

“我们与多兵种联合构建海空一体
反潜作战体系，搜索的广度、深度、
精度得到有效加强。”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

新华社北京 8月 8 日电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 8 日
就中方取消中美两军三项交
往活动及美媒有关炒作答记
者问。

有记者问，近日，中方针
对佩洛西窜台宣布八项反制
措施，其中包括取消中美军事
交往三项措施。有美国媒体报
道，美军高层近日曾多次给中
国军队领导打电话，但被中方
拒绝。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吴谦说，当前台海形势
紧张局面，完全是美方主动
挑衅、一手制造的，美方必须
为此承担全部责任和严重后
果。中方曾就中美两国两军关
系、台湾问题等表明严正立
场，特别是针对美国会众议长
佩洛西窜访多次严正交涉，美
方却说一套、做一套，纵容支
持佩窜访，蓄意制造台海紧张

局势。
吴谦表示，针对美方恶劣

挑衅行径，中方宣布了八项反
制措施，其中包括取消安排中
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取消中
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取消中美
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
中方有关反制措施是对美台
挑衅的必要警示，对国家主权
和安全的正当捍卫，完全合
理、恰当适度。

吴谦强调，底线不容突
破，沟通需要诚意。美方一面
制造危机，一面又声称要管控
危机，为其错误言行和挑衅举
动找托词、打掩护，甚至对外
炒作、混淆视听、甩锅推责，我
们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切
实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
大关切，放弃“以台制华”的幻
想，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
越远。

全面提升联合反潜作战能力
外交部：中方军事演训旨在向肇事分子发出警示

对“台独”势力进行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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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拉萨发现
18名核酸初筛阳性人员
日喀则全域实行静默管理 暂定实施3天

据拉萨发布，8月7日，拉萨市发现18名核
酸检测初筛阳性人员。8月8日，西藏日喀则市
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领导小组公告，日
喀则市全域实行静默管理，暂定实施3天。

据央视新闻8日消息，西藏日喀则市新冠
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领导小组发布公告：因
日喀则市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为最大限度降低
疫情传播风险，切实保障广大市民群众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现就日喀则市开展相关疫情防
控工作公告如下：

一、严格履行“四方责任”，各县（区）要落
实属地责任，行业主管部门要落实主管责任，
各单位要落实主体责任，个人和家庭要自觉履
行防控义务。

二、酒吧、KTV、朗玛厅、剧本杀、影剧院、
网吧、健身房、茶楼棋牌室、甜茶馆、藏餐馆、洗
浴场所等各类空间密闭娱乐场所和博物馆、文
化馆、图书馆、美术馆、室内体育场馆等各类公
共文体活动场所暂停营业。

三、严控人员聚集，除防疫相关会议外，全
市各单位近期取消一切活动，暂不举办大型会
议、论坛等活动；各类校外培训机构暂停线下
培训；宗教活动场所暂时关闭，暂停宗教活动；
幼儿园、托幼机构、养老院、福利机构等实行封
闭管理；餐饮单位不承接宴席活动，鼓励提供
到店自取、外卖订餐，实施无接触配送服务；党
政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食堂实行错峰就餐；
提倡“喜事缓办、丧事简办、宴会不办”。

四、有发热、乏力、咳嗽、鼻塞、流涕、腹泻、
味觉嗅觉异常等症状人员应做好个人防护，立
即到就近的发热门诊就诊；各医疗机构严格发
热门诊管理，各类诊所禁止接诊发热病人，零售
药店严格执行“四类药品”管理措施；诊所、药店
要主动引导发热病人前往就近发热门诊就诊。

五、坚持做好“防疫三件套”，在人员密集
的室内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人员密集的
露天场所科学规范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防疫期间不聚集、不扎堆，注意个人卫生，勤洗
手、多通风。

六、各县（区）立即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工
作，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市全
域实行静默管理，人员不进不出。

社会面防控措施给广大市民群众和企业
单位生产生活带来了暂时影响，但可以有效降
低病毒的传播风险，为跑赢病毒传播赢得时
间。希望广大市民群众、旅客朋友和企业单位
理解支持，继续主动配合防疫工作，共同努力
争取早日打赢抗疫攻坚战。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暂定实施 3
天，后续将根据疫情进展和防控需要做动态调
整。感谢广大群众的理解、配合和支持。

综合央视新闻、拉萨发布

新闻链接

天价四合院归属谁
到底是代持还是赠与？

今年70多岁的杨先生，曾在
北京南锣鼓巷区域买了三处院
子。其中一套400多平方米的四合
院，他亲自重新设计、装修，并居住
了10多年。没有想到，10年后，这套
四合院却成了他和大儿子小杨之间
产生巨大隔阂的导火索。

杨先生早年经商，在北京投
资实业。大儿子小杨不满9岁时，
杨先生与其母离婚，并独自将其
抚养长大。1995年，他把小杨送到
澳大利亚留学，一年后改送至加
拿大，并给儿子在加拿大买了一
栋3层联排别墅和两辆跑车。

2002年，杨先生看中了北京
南锣鼓巷一座400余平方米的大
四合院。因外地户籍限制购买四
合院，杨先生以公司的名义买下，
实际由他全额出资。

买下四合院后，杨先生被前
女友告知怀孕。他当时不同意，但
前女友坚持把孩子（小儿子）生下
来。因为这个原因，杨先生考虑把
房产放到大儿子小杨名下。2004
年8～9月间，公司签订了与小杨
的买卖合同，并完成了过户。

2004年底至2005年，杨先生
以小杨的名义，又购买了南锣鼓

巷区域的两处平房小院。
2021年6月，四合院3年租期到

期，杨先生想将其出售，买家出价
过亿，但小杨反对。杨先生让大儿
子见面商量，却遭到拒绝。

同年7月，杨先生在桂林旅游
时突然接到中介电话，四合院的门
禁密码被换掉，无法进入。杨先生
赶回来，发现不仅进不去院子，电
卡的名字也被换掉了。杨先生打电
话给小杨，发现已被儿子拉黑。此
后，小杨再未见父亲。

同年8月，小杨将四合院出租
之后，将部分租金以生活费的名
义打给杨先生，并托人转告，不再
交付全部租金。

2021年9月，杨先生一纸诉状
把儿子告上法庭，要求判令双方的
借名买房合同有效，确认房屋归自
己所有。小杨则通过代理律师在法
庭称，父亲已经把四合院赠与自己，
不存在借名买房（即代持）关系。

2022年初，北京市东城区法
院一审判决，根据现有证据，无法
证明双方存在借名买房的合意，
因此驳回了杨先生的全部诉讼请
求。杨先生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父子天价南锣鼓巷四合院归属纷争案二审开庭

近亲属间的“借名买房”法律争议何解？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邱星美
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采访时表示，生活中，家人或近
亲属之间的财产添置、买卖、赠
与等流转行为，由于近亲属的
信任等关系，往往不会以正规
的合同、协议等方式进行。然
而，一旦就财产权属发生争议，
当事人很难提出有效的证据证
明自己的主张成立，诉至法院，
法院也很难认定事实真相，而
只能依据证据作出判断。客观

事实与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也许
有出入，也许一致。

“发生诉讼后，证人证言和
其他间接证据的证明力比较低，
特别是对房产权属争议，通常物
权登记证据的证明力高于其他
证据的证明力。”邱星美表示，为
了避免发生本案这种争议，当初
买房时杨先生最好以书面形式
将事实以日后能够证明自己主
张的有效方式固定。据推算，争
议四合院从公司名下过户到小

杨名下时，小杨已经成年，父子
之间如果有一份确定产权人的
书面协议最好。

邱星美还提醒，近亲属或家
人之间的财产分配、分割，最好
请法律专业人员协助制作书面
协议。当事人自己制作的书面文
件，有时候会因为对法不熟悉、
文字表达不达意而日后发生诉
讼时，难以产生预期的效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阳 胡伊文 高鑫 北京报道

近亲属之间的财产流转行为往往不以正规方式进行
避免争议应用书面方式固定证据

外交部：
中方将继续就佩洛西窜台
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
就中方取消中美两军三项交往活动

及美媒有关炒作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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