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质量协会去年11月发布的一份
报告说，未来20年，代表高质量的“德国制
造”将是德国经济成功的最主要因素。然
而，“德国制造”正面临激烈的外部挑战，中
国、波兰、印度、土耳其等国的产品质量竞
争力正大幅提升。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尤其是在未来
先进制造业领域的比拼中，“德国制造”还
能赢吗？

仅从大众事件来看，在新能源汽车技

术领域的竞争中，德国主推的清洁柴油技
术因“排放门”遭到诸多质疑，其能否继续
站稳美国市场存在变数，也意味着至少在
美国市场上，德系车在与日系车及美国本
土品牌的竞争中可能遭遇滑铁卢。

事实上，眼见德国大众遭难，个别外国
整车企业已开始着手抢夺市场份额。据意
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菲亚特克莱斯勒公司
将为大众车主提供“换车奖金”，今年10月
底以前，大众的客户如果转投菲亚特克莱斯

勒旗下车型，最高可获得1500欧元奖励。
由汽车业放眼整个制造业，德国在未来

的技术和市场竞争中也难有绝对的优势。
德国政府2013年推出“工业4.0”战略，意在
抢占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制高点，其核心是智
能制造。根据德国质量协会的报告，德国必
须在未来标准的制定方面“加强工作”。

然而，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也都制定了
各自的先进制造业发展战略，与“工业4.0”
之间形成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局面。随着全
球化的深入发展，“德国制造”在未来竞争
中必将遭遇更大挑战。

（据新华社新媒体专电）

“德国制造”还能赢吗？

眼下对于大众公司而言，公开透明地
接受调查，及时对外公布真相并接受处罚
是必须做的。

施瑙贝尔说，要捍卫“德国制造”的形象，就
必须把大众丑闻的真相说出来，谴责错误行为
的同时，还要积极支持那些行为端正的企业。

事实上，高技术质量不足以保住“德国
制造”这块金字招牌，德国企业亟须加强诚
信和社会责任意识，尤其是大型跨国企业。

佐默霍夫说，诚信与质量是密不可分
的，“质量的一个方面就是满足顾客的要
求，包括他们对企业产品符合监管要求、企

业诚实可靠的要求，这是非技术层面的”。
此外，“德国制造”必须专注创新，企业

只有实现颠覆式创新才不至于搞“排放门”
那样的鬼把戏。

佐默霍夫认为，随着化石燃料技术的
开发逼近极限，德国汽车业必须找到新的
能源技术路径，比如氢燃料、电动技术等，
必须拿出突破性的创新成果以及新的交通
理念，拿出“干净的”技术，而不是欺骗。

“德国制造”如何走出阴影？

德国最大汽车制造商曝出丑闻，让“德
国制造”蒙羞，同时也为当地制造业敲响了
警钟。大众公司的失信行为不仅招来广泛
谴责和质疑，也正将“德国制造”拉入全球
性的信任危机。

股市是观察市场信心的窗口，德国股票
指数ＤＡＸ成分股中的三分之二是制造业
企业，凸显制造业在德国经济中的支柱地
位。然而，自大众排放丑闻被曝光的９月
18 日至 10 月２日，DAX 指数跌幅超过
3.6％。其中，大众市值缩水超过40％，戴姆
勒和宝马的股票价格也分别下跌10.7％和
8.8％。这起丑闻引发的对德国制造业尤其

是德国汽车工业的信任危机由此可见一斑。
大众集团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米勒

６日在集团员工大会上承认，排放丑闻主
要是一场信任危机。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
重新赢回客户、合作伙伴、投资者及所有公
众的信任。

不过，德国汽车工业联合会、德国质量
协会等机构均认为，大众丑闻是个别行为，
不代表德国汽车业，更不代表“德国制
造”。德国汽车工业联合会主席马蒂亚斯·
维斯曼指出，个别企业的问题不能代表整
个德国汽车业有问题，德国汽车业不应为
此遭受不公平待遇。

德国质量协会执行董事赫伯特·施瑙
贝尔说，德国制造业的基础是大量的中小
企业，它们才是支撑“德国制造”这一品牌
的关键力量，少数大型企业并不能完全代
表“德国制造”，大众也只是大型企业中的
个例，“绝大多数德国制造企业是‘干净
的’，在国际交往中是可靠的”。

德国质量协会地区业务负责人佐默霍
夫指出，德国目前仍有许多传统的小型家
族企业。“我们研究发现，这些家族企业在
道德操守方面往往与大企业不同，它们用
家族的名字捍卫信誉，更注重诚信文化的
传承。”

尽管上述为“德国制造”正名的理由具
有一定说服力，但对广大消费者而言，很难
将大众与“德国制造”割裂开。

“德国制造”还能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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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针对大众集团“排放门”事件的调
查不断深入，德国警方和检察官日前突击
搜查了这一汽车制造商位于沃尔夫斯堡的
总部及其他办公地点。

“今天，３名检察官在下萨克森州犯罪
调查办公室人员的帮助下，在大众沃尔夫
斯堡总部及其他办公地点开展了与（尾气）
排放丑闻相关的突击搜查，”德国下萨克森
州检察官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和检察人
员带走了一些可能与“排放门”事件有关联
的文件和数据存储设备，以期查明涉事的
大众工作人员身份。

这一消息得到大众方面证实。这家全
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商表示将配合检方调

查，揪出丑闻的幕后主使。
按检方发言人朱莉娅·迈尔的说法，除

大众的办公场所外，一些私人寓所也遭到
搜查。

上月18日，美国环境保护署指认大众
在销售的部分柴油车上安装专门应付尾气
排放检测的软件，使汽车能够在车检时以
高标准过关，平时行驶时却大排污染物。
卷入“排放门”的大众柴油车数量预计为
1100万辆，涉及大众、奥迪、斯柯达、西雅
特四个品牌，其中美国市场约48.2万辆。

“排放门”事件连日来在全球各地引发
反应，迫使大众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
行官马丁·温特科恩引咎辞职。除德国

外，一些国家也在了解大众汽车是否在当
地违规。

德国大众集团美国公司主管迈克尔·
霍恩８日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务
委员会听证。媒体先前所获证词显示，霍
恩将在听证中就“排放门”事件“郑重道歉”
并承认他早在去年春天就被告知大众柴油
车可能存在排放违规。

然而听证当天，霍恩却矢口否认在今
年９月之前就知晓尾气排放舞弊的情况。

霍恩说，他的确在去年就知道部分柴油
车“存在排放问题”，但直到上月才知晓是舞
弊软件让这些车在车检时以高标准过关。

闫洁（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大众汽车是如何
在尾气检测上造假的？

数十年来，汽车制造商就不断尝试研发
马力强大、废气排放量少的引擎，但这不是件
容易的事。因此当大众选择在自家柴油车引
擎加装可以在检测时降低排放量的“减效装
置”（Defeat Device）时，他们俨然发现了解
决这个两难问题的方法——汽车在检测时会
降低排放量，但驾驶平时开车时仍然可以享
受汽车的高效能。

唯一的问题是，这种作法并不合法。
美国环保署（EPA）指出，大众的减效装

置掩盖了汽车实际上路时会排放超标高达40
倍于法定标准的废气这一事实。大众也已证
实，他们在全球约1100万辆柴油车加装这种
软件。此一丑闻重创德国汽车业，大众前
CEO马丁·温特科也为此辞职下台。

柴油引擎所使 用的燃料与汽油车不同，
柴油车不靠火花塞点火，而是利用压缩气体
产生的高温将燃料点燃，因此如果柴油引擎
获得的氧气不足就无法将燃料完全燃烧，而
且会排放许多污染物：氮氧化物、燃烧不完全
的燃料以及煤烟等。其中氮氧化物暴露在太
阳下时，会产生臭氧。而当我们暴露在充满
氮氧化物及臭氧的环境中，会引发气喘、呼
吸道疾病，甚至可能缩短寿命。此外，臭氧也
会加重心血管疾病及肺病。

多年来，柴油卡车和公交车是高速公路
上的最大污染源，但汽车制造商研发了一种
称为“选择性触媒还原系统（SCR）”的新型技
术，这种技术会将由30%尿素及70%的水混
合而成的溶液喷在引擎排气管中，并通过化学
反应，将氮氧化物转为对人体危害较低的氮
气、氧气、水及少量的氮氧化物。美国柴油技
术论坛指出，选择性触媒还原系统能将柴油所
排放的氮氧化物降低至10%，这使柴油引擎
能够被用于对废气排放量管制较严格的家用
汽车中。

大众的减效装置正是采用类似技术。在
2013年，非营利团体国际清洁运输委员会打
算比较欧洲及美国同款柴油车型的废气排放
量，他们与西弗吉尼亚大学的研究员合作，
在洛杉矶分别测试了捷达、帕萨特和宝马的
四缸2.0升柴油引擎车——结果只有宝马通
过测试。

国际清洁运输委员会执行长柯迪亚克
说：“我们本来认为柴油车的废气排放量会比
较少……你可以想像当发现三辆汽车中有两
辆排放出惊人的废气量时，我们是多么惊
讶。”

国际清洁运输委员会后来将研究结果通
报给环保署及加州空气资源局（CARB），主
管机关在2014年就曾见过大众的管理阶层，
大众当时也同意主动召回相关汽车并解决此
问题。但当加州空气资源局在2015年7月进
行后续检测时，大众仍然无法过关——大众
确实有安装减少废气排放量的技术，但这个
技术在大多时候是关闭的。

至于大众汽车是怎么侦测到汽车正在接
受检测的？其实很简单。密歇根大学机械工
程学系教授安娜·史黛芬诺保诺表示，汽车会
侦测方向盘的使用情形。在正常情况下，当
驾驶转弯时，方向盘也会震动；但当汽车在进
行检测时，方向盘并不会随着车轮转动而震
动。这时，大众汽车的减效装置就会接收到
讯号，并启动降低废气排放量的功能，让汽车
通过检测。

大众的造假案将使各国政府及消费者重
新审视各家汽车制造商的废气排放量；同时，
柴油车也将面临更严格的法规管制。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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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击搜查
大众表示将配合调查揪出丑闻的幕后主使

大众总部遭

➡ 10月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德国大众汽车集
团美国分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霍恩（右）出席美
国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新华社/法新

⬆在英国首都伦敦拍摄的
待售大众汽车。

新华社/路透

美国环境保护署8日说，德国大
众汽车集团将于下周向美国相关管理
机构提交尾气检测作弊软件的初步整
改方案，涉及车辆为2012至2014年
安装这一软件的帕萨特轿车。

美国环境保护署在一份电子邮
件中告诉路透社记者，大众集团将
向美国环境保护署和加利福尼亚州
空气治理委员会提交作弊软件“补
丁”，以“修正”他们用在柴油车上的
尾气检测作弊软件。

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的说法，
这一“补丁”必须先经过相关管理机
构的批准，才能得以应用。

美国环境保护署9月18日指
控德国大众汽车集团2008年以来
在美国销售的约48.2万辆柴油车
内安装非法软件，该软件能识别出
汽车是否在接受美国政府的尾气排
放检测，如果发现汽车在接受检测，
就会启动汽车的全部排放控制系
统，使汽车尾气排放达标。

不过，这一系统在日常使用时
不会启动，从而导致汽车日常的氮
氧化物排放量最高可至法定标准的
40倍，违反了美国《清洁空气法》，
大众公司因此在美国面临最高达
180亿美元的罚款。

刘学（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大众将向美提交
作弊软件“补丁”

德国大众集团美国公司主管迈
克尔·霍恩8日出席美国众议院能
源和商务委员会听证。媒体所获证
词显示，霍恩在听证中就大众“排放
门”事件“郑重道歉”并承认他早在
去年春天就被告知大众柴油车可能
存在排放违规。

1100万辆车
卷入“排放门”

大众集团已经承认，利用发动
机尾气排放操控软件，使大众柴油
车接受官方尾气检测时能以“高环
保标准”过关，而在平时使用中却大
量排放污染物。卷入“排放门”的大
众柴油车数量预计为1100万辆，涉
及大众、奥迪、斯柯达、西雅特四个
品牌，其中美国市场约48.2万辆。

法新社援引所获霍恩证词文件
内容报道，霍恩于2014年春知晓在
美销售的大众柴油车存在排放问
题。西弗吉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发
现，这些汽车在正常驾驶中可排放
高达限值40倍的污染物。

“西弗吉尼亚大学研究于2014
年春发布时，我被告知可能存在排
放违规需要整改，”霍恩证词写道。

霍恩表示，工作人员曾告诉他，
美国监管部门可能展开调查。

按他说法，大众于2014年9月
首次向美国监管部门坦白，部分柴油
车上安装了尾气排放操控软件，“可
以识别一辆汽车是处于实验室检测
还是路上驾驶状态”，在实际驾驶中
排放的污染物要高于尾气检测。

证词写道，大众“伤害了消费者、
经销商、工作人员、公众和监管部门的
信任”，相关责任人一定会负起责任。

“排放门”相关问题
明年底解决完成

在大众总部所在的德国，集团
新任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米勒7
日递交整改方案，称“排放门”相关
问题将于2016年底解决完成。

米勒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
时说：“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可在1
月开始修理工作，到2016年底，完
成返厂维修。”

作为全球销量最大的汽车，大
众已经着手调查涉案人员。米勒
说，“包括3名高级主管在内的4名
大众发动机部门工作人员”已经停
职，另一些人处于“半退休”状态。

大众“排放门”丑闻曝光后，首
席执行官马丁·温特科恩9月23日
引咎辞职，大众旗下保时捷品牌负
责人米勒临危受命，同月25日成为
大众集团新任首席执行官。

德国检察部门已经启动对温特
科恩的调查。米勒说，大众集团高
层不可能蓄意欺瞒，因为一旦事发
将耗费集团数以亿计美元的修理和
罚款费用。

陈立希（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大众集团美国主管
承认知情“排放门”

⬆正在生产中的大众汽车。

真相

“排放门”事件不断发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