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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宾

姚黎辉!郑州铁路运输法院法官"

赵正国!法律工作者"

王 岩!河南奕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阿迪达斯触线国旗法

在娱乐圈的!艳照门"事件

余温未尽时# 体育界的一个著

名体育用品公司
!"#"!$

又因为

被怀疑滥用中国五星红旗 #而

陷入了!国旗门"事件$ 日前有

消息称#

!"#"!$

旗下至少两款奥

运系列运动袋及
%&'&

恤采用

国旗 !红底黄五星" 做基本图

案#在五星中最大的一颗内#印

着
!"#"!$

三叶草的标志 # 有人

怀疑此举可能违反我国 %国旗

法&$ 据悉#

!"#"!$

曾回应表示#

若事件引起任何人不快# 公司

衷心致歉# 并决定实时停售两

款产品$不过#近日记者调查了

解到# 成都该系列产品原计划

(

月上市 # 目前代理商还没有

收到公司撤单的通知$

在香港已经上市的产品是

否会流入成都市场' 四川领跑

销售公司的一位姓李的工作人

员在查看了公司的进货记录后

指出 # 预计在今年
(

月 #

!"#"!$

有五角星图案的产品系列中的

三款就会在成都所有的劲浪体

育用品店上市 # 包括
)

恤 (鞋

子和外套$

据了解 #

!"#"!$

曾回应说 #

若上述运动袋及
%&'&

恤设计

引起任何人不快或不满 #

!"#"!$

衷心致歉# 他们还决定将实时

停售两款产品$不过#记者调查

发现# 目前四川的代理商还没

有得到来自公司方面对此事的

任何消息# 也没有是否会对已

下的订单撤单的表态$

*

月
(

日下午 # 记者联系

到
!"#"!$

位于上海的中国总

部# 希望能得到公司对上述产

品的处理办法$ 据销售部一位

姓刘的女士表示# 目前他们还

没接到公司对相关问题的答

复# 因此没办法对媒体的询问

作出解释$ 而公司法律事务部

的工作人员也表示不清楚公司

对此事的回应#对方介绍说#在

公司的市场部有专门的工作人

员负责媒体接待# 但其办公室

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我国%国旗法&第十八条规

定)!国旗及其图案不得用作商

标和广告$ "而
!"#"!$

之前也曾

强调# 作为中国奥委会的合作

伙伴# 他们绝对没有冒犯国家

之意# 产品只是为了表扬及歌

颂中国成为
+,,-

奥运的主办

国$ 那么#

!"#"!$

这一奥运系列

产品上的徽记图案是否违反了

我国 %国旗法 &这一条规定呢 '

北京奥组委法律事务部的工作

人员表示# 须先经过新闻宣传

部的同意后才能接受采访 #记

者多次拨打新闻宣传部的电话

但均无人接听$

圆桌!!!

记者"你认为上述案例是否违反我国#国旗法$%

姚黎辉"我国%国旗法&第三条规

定# 国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

标志$每个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和

爱护国旗$ 可见国旗是国家主权和民

族尊严的最高标志之一$ 我国 %国旗

法& 第十八条规定#!国旗及其图案不

得用作商标和广告"$即不能以营利为

目的#因此#商家在进行经营活动时#

应谨慎使用国旗$ 而阿迪达斯在五星

中最大的一颗内# 印着
!"#"!$

三叶草

的标志#显然是违反我国%国旗法&的$

相信没人能放任让自己的脸被随意涂

画#国旗是我们国家的脸#也是我们所

有人的颜面# 如果有人在我们脸上乱

画#我们能接受吗'

王 岩"我认为这样运用国旗的

图案违反了我国%国旗法&$ %国旗

法&的第十八条中明确指出国旗及

其图案不得用于商标和广告#著名

国际体育用品公司
!"#"!$

滥用中国

五星红旗图案# 将黄星图案窜改#

把国旗图案用于商业产品#可以说

是把国旗图案用于商业目的$ 国旗

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不能随意使

用#更不能把国旗及其图案用于商

标(广告和商业性营销活动$

记者"应如何处理这种行为%

赵正国"商家的这种行为明显违

反了我国%国旗法&和%广告法&$ %国旗

法&第十八条明确规定#国旗及其图案

不得用作商标和广告$ 我国%广告法&

也明确规定# 广告不得使用国旗(国

徽(国歌*违反该规定的#由广告监督

管理机关责令负有责任的广告主(广

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停止发布(公开

更正#没收广告费用#并处广告费用一

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依法停止其广告业务*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记者"本案例反映出#国旗法$在实施过程中
还存在哪些问题%

赵正国 "我国 %国旗法 &规定 )

!升挂国旗#应当将国旗置于显著的

位置$ "!国旗与其他旗帜同时升挂

时#应当将国旗置于中心(较高或者

突出的位置$ "%国旗法&第十七条还

规定)!不得升挂破损(污损(褪色或

者不合规格的国旗$ "但是现实生活

中#有不按要求升降的#有长达几个

月倒挂或者斜挂国旗的# 有与彩旗

等平行悬挂的# 有的国旗颜色发白

的# 还有的国旗已破损成条状在风

中飘扬# 更有甚者拿国旗当台布等

等$ 而升挂国旗没有执行 !早晨升

起#傍晚降下"规定的就更多 #几乎

是一种普遍现象$ %国旗法&第四条

规定#国旗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

人民政府指定的企业制作$可是#有

的私自制作劣质国旗出售营利等

等$ 这些现象#显然都属违反%国旗

法&的相关规定$ 但是这样的违法#

似乎有些见怪不怪#当事者不在意#

有关方面也没反应$

姚黎辉"更令人忧虑的是出现了

群众投诉无门(无人管的情况$ %大

河报&曾报道#有一群众对违反国旗

法投诉#城管部门说#他们负责取缔

违法悬挂的广告牌等#但违法悬挂国

旗不属于他们管辖#至于该归谁管他

们也不清楚$ 而公安部门的答复是#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没有相关

条款#如何处理也不清楚$ 区政府办

公室一位同志表示#他也不清楚应该

由谁来管#不过可以告知那家企业#

建议他们按规定悬挂国旗$

记者"从中透视出哪些问题%

赵正国"从公民及机关对%国旗

法& 和国旗基本知识的知之甚少#看

出国家在普法工作上出现的褊狭与

遗漏$ 其实#国家目前在很多领域都

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但公民对有

的法律法规几乎同%国旗法&一样至

今不为所知$这就对我们的司法机关

工作提出了必须!全面普法"的要求$

如果公民对国家已经颁行的法律法

规不了解#有法难依的现象就会继续

发生$

王 岩"%国旗法& 由谁来执行也

是个模糊不清的问题#到底哪个部门

来负责其日常监督' 不仅个人不清

楚#对于不少政府部门也是个不明确

的界定$ 我们偶尔能听到(看到些关

于%国旗法&的讨论 #但多数停留在

!说说而已#说完就算"的程度#很少

有人在司法层面追究#这样容易给人

造成一种!国旗与%国旗法&都不怎么

重要"的印象#循环下来#忽视它也变

得理所当然了

姚黎辉"中国人对于中国国旗所

包容的政治意义#应该说是再熟悉不

过的#可为何至今还会出现使用国旗

不当的现象' 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一

是单位对%国旗法&的相关规定并不

了解#%国旗法& 虽然已颁布实施快

.-

年了# 但一般百姓对其的了解程

度并不很高#有待于有关部门在此法

的普及方面再多下一番工夫*二是针

对%国旗法&的贯彻#到底由谁来监督

与执法的问题# 目前还有些责任不

明*三是%国旗法&意识不强#没有把

%国旗法&当成法#一般认为#杀人放

火是犯罪#而违反%国旗法&#算不上

犯罪#起码算不上什么大罪#没什么

大不了$

记者"这些问题应当如何解决%

姚黎辉" 关于国旗既然上升到

了国家法律的层次# 就必须有执法

主体负责对其进行监管和执行 #但

实际上不仅没有这样的执法主体负

责把该法律落实到位# 甚至许多政

府部门都成为违法者# 而政府部门

在执行%国旗法&过程中起到的负面

的示范效应$ 因此#仅仅靠宣传教育

这单一的手段#是很难将 %国旗法 &

执行好的$ 有关部门不能再听之任

之了# 应该积极拿出有效的国旗法

普及工作方案来# 大力强化国旗知

识的教育# 让公民对于国旗知识的

认知程度提高到应有的层次$ 同时#

对于违反国旗法的现象进行治理与

处罚$ 唯有如此#才可能不再出现类

似不尊重国旗的事情$

赵正国"我国%国旗法&虽然已颁

布实施近
+,

年了# 但一般百姓对其

的了解程度并不很高$ 看来#要解决

对待国旗不够严肃的态度和现象#很

重要的是进一步在全民中普及%国旗

法&#这种普及#不光是提醒#而是在

日常生活中用具体事例来宣传普及$

同时#还要强化对%国旗法&执法情况

的监督#对违法行为及时予以纠正乃

至责任追究$这样才有助于增强公民

的国家观念$

记者"国旗法应由谁监督管理%

姚黎辉"我国%国旗法&第四条规

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

域内国旗的升挂和使用#实施监督管

理$外交部(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对各自管辖

范围内国旗的升挂和使用#实施监督

管理$"这个规定是相当明确的#就应

当由当地政府负责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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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阿迪达斯在五星上印商标

+图片来源)%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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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治疗糖尿病只是单纯的使用药物刺激

胰岛# 使胰岛细胞加大分泌胰岛素来降低血糖

的疗法从而达到治疗目的$ 这样会造成胰岛
!

细胞长期超负荷工作以致不断老化(损伤#最终

胰岛细胞被破坏越多# 人体的胰岛功能日趋下

降#诱发多种并发症$

中国人民解放军生命基因医药研究院糖尿

病专研中心(国际糖尿病研究院#亚洲糖尿病联

盟联合组成的专家组#经多年的精心研究$终于

破解了糖尿病的基因密码#分离出胰岛细胞再生因子#研制出了令医学界为

之震惊的治疗糖尿病的新特效药物
!

中华活胰肽
"

糖脂宁胶囊国药准字

/+,,+,.01

#被誉为治疗糖尿病的!中华第一药"$

众所皆知#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胰岛素和降糖药物#虽能

降低血糖#缓解临床症状#但不能根治糖尿病#也不能防止并发症的发生#而

成功的胰腺移植却能达到根治糖尿病目的#扭转威胁生命的并发症#但由于

技术和排异反应的障碍#目前胰腺移植的成功率极低#风险也大#术后并发症

多#而且费用极高无法推广#所以如何在不移植的基础上使胰腺功能恢复健

康#根治糖尿病成为全世界医学工作者努力科研的目标$ 如今
!

中华活胰肽
"

糖脂宁胶囊的问世#使这一目标成为现实#且比手术更安全(可靠(费用更低$

临床应用取得了
1-2

的治愈率#被世界医学界喻为!不开刀的胰腺移植"$

!

中华活胰肽
"

糖脂宁胶囊以独特的配方#运用基因转化技术从百余种中

药中精心筛选#提取!

3

基因因子"$ !

34

活性物"及各种微量元素#内含人体

基因修复活性酶和胰岛细胞再生因子#药物可直接进入胰岛组织#能使基因

序列发生改变#基因肽链重新排列组合#快速激活修复受损变异的胰腺#恢复

胰腺活力#让胰腺的
!

细胞正常分泌胰岛素#使之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解决

了患者长期服药---好转---停药---复发的恶性循环圈$

经十多万国内外患者临床验证#对糖尿病引起的高血压(冠心病(肢体麻

木(皮肤瘙痒(下肢坏疽(心脑血管(视网膜病变(阳痿(早泄(肾病综合征等有

明显的改善和疗效$ 疗程短(见效快#对身体无任何毒副作用#无依赖性和抗

药性#不需控制饮食#不用长期服药$ 无论病史多长#服药
56.7

天血糖平稳

下降#症状得到明显改善#用药
*6(

个疗程即可康复停药#不复发#不反弹$

康复病例)+义务康复明星,

病例号
,*.70-*-1

沈汉周 男
0.

岁 广西 电话)

.7-,555(0+0

患糖尿病

十多年#开始服用二甲双呱#美吡达#降糖宁等药物#后并发高血压#高血脂#

阳痿#视网膜病变#医生建议胰岛素治疗#每天

注射
5+

个单位#但效果并不很理想#后经服用

!

中华活胰肽
"

糖脂宁胶囊
+

个月后 #查血糖

78-99&:;<

*尿糖
=> ?@

并发症逐渐好转
@

服用

*

个疗程后停药 #现已三年多了
@

血糖 (尿糖

一直正常#无任何不适症状$

温馨提示
A

为了解除患者由于长期服药带

来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 能使更多的患者早

日康复#经国际卫生组织及红十字会提倡#我院

从即日起以最低价开展)!迎奥运#远离糖尿病#送健康"大型优惠活动#药费

一律优惠
7,2

#患者一次性购买
+

个疗程可赠送
.

个月药品#购买三个疗程

可赠送
.

个疗程药品$另外凡在此期间购药者并发放由保险公司承保的医保

基金卡一张
#

终身享受医疗保险治疗服务
#

解除患者看病难的问题
$

郑重承诺
A

凡服用
!

中华活胰肽
"

糖脂宁胶囊
5B.7

天无效的患者全额退

款
@.,

年内复发免费治疗#直至康复$

农 行
%&''()(**+*',**-&'+&

邮 政
% &''+((+****--*,)'-*

吴丰波

地址
%

中国人民解放军生命基因医药研究院糖尿病专研中心
.

北京市

大兴区林校北路
(-

号
/

网址"

000123456'**($789

康复热线
A

*+*:&&)&;-,, *+*:&&)&;-,&

账
号

财
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