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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日本企业产品造假、财务造
假、管理程序造假事件时有发生，这些事
件砸的是企业自身的招牌和形象，但近日
曝光的日本第三大钢铁企业神户制钢公司
产品质量丑闻，波及范围和程度均大于前
者，其生产的原材料不仅用于汽车、高
铁、飞机、火箭等多个领域，而且日企为
波音公司生产的飞机零部件、日本自卫队
的飞机、武器装备中都以其产品为原材
料，因而这起丑闻毁掉的是日本质量这块
招牌。

神户制钢10月 8日承认，公司在不
久前的内部调查中发现，在今年8月份
以前的一年时间里，旗下多家工厂篡改
产品出厂检验数据，将产品硬度、柔
性、尺寸等未达到客户要求的铝、铜制
品出售，并在出厂检验报告中谎称该批
次产品是按客户要求生产的。而且，订
货合同规定的生产过程中检测程序甚至
根本没做，却假装检测过程在电脑上凭
空炮制了相关数据，涉嫌以次充好，蒙
骗客户。当天公布的被篡改数据产品包
括铝制品零部件 1.93 万吨，铜制品约
2200吨，铜铸件约1.94万件，约占同期

业务销售额的4%。
更有甚者，11日该公司又向日本经

济产业省报告发现其子公司生产的另外两
款产品质量数据造假，分别是液晶显示
器、记录用硬盘使用的银制、铝制材料和
汽车、机械使用的铁粉材料，有些批次根
本没有经过检验就向客户提交了合格证
书。前者2011年 11月份以来向70家企
业售出 6600 多件，铁粉材料售出 140
吨。对于此事，公司早已掌握有关情况却
在8日的首次通报中秘而不宣，报告中称
这是“公司职员个人所为”。

神户制钢公司副社长梅原尚人就此
公开向客户和全社会道歉，承认涉事人
员包括企业管理层在内的数十人，并称
原材料质量可能引发成品安全问题，请
下游企业重新检查产品安全性。同时，
他表示目前尚未发现可能由此引发的安
全隐患。目前，神户制钢下游用户包括

运输车辆、机械制造、军工、航天等
200多家企业，其他通过贸易公司流
通的产品则难以统计。

此次丑闻严重影响了日本企业信
誉。该公司称，虽然产品强度、韧性等
未达到客户要求，但仍以“能满足日本
工业标准调查会制定的行业标准”搪
塞，梅原尚人甚至将指标造假的原因
归咎于向客户交货日期的压力。商业规
则是以订货合同为准，客户的要求高于
行业标准说明客户有特殊要求，任何违
背契约精神的行为均属于商业失信，更
无公平、公正可言。

前两年，由于日本钢铁、建筑机械
需求疲软，神户制钢公司连续两年经营
亏损，2016年度亏损230亿日元，公
司信誓旦旦今年要扭亏为盈，并把高质
量的铝、铜产品定为“成长战略的支
柱”。既然敢签高标准产品的生产合

同，说明企业具备相关技术和能力，产品
达不到客户要求只能说明生产过程中存在
偷工减料现象。

此次事件暴露出了日本企业轻视产品
质量管理体制问题，数十人涉事、4家工
厂同时发生同样的问题，只用“遵守合同
意识不强”或“现场默契”显然不能令人
信服。去年，该公司已经曝光一起篡改弹
簧用不锈钢产品数据的事件，但并未吸取
教训。有人举证，该公司10年前就开始
出现篡改检测数据的现象，说明管理疏漏
是长期性体制问题。

商业失信的代价将是沉重的。神户制
钢已经启动与有关企业的联合技术检查，
并聘请外部律师对管理体制展开调查。如
果下游企业发现产品安全隐患，由此产生
的召回、修理及人工成本损失都将由神户
制钢承担。

回顾两年前日本橡胶公司质量造
假及东芝公司财务造假、去年三菱汽车
油耗造假、今年9月份发现的日产汽车
公司无资格检验员放行新车出厂等事
件，可见日本企业近年来丑闻不断，但
那些企业砸的只是自身企业招牌。此次
神户制钢这样的原材料企业产品造假，
将影响下游的所有产业链，砸的是整个
日本制造业的招牌。

造假丑闻不断 波及范围甚广

神户制钢砸了日本制造业的招牌
本报驻东京记者 苏海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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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8月份出口额同比增长7.2%
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开幕

国际劳工组织报告称

2017年全球失业人口超过2亿

坦桑尼亚限制粮食初级产品出口

第69届法兰克福国际

书展10日在德国法兰克福

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本届

书展的主题为“法兰克福说

法语”，主宾国由法国担任，

近200名法国作家将出席书

展相关活动。本届书展将

于15日闭幕。图为一名女

子在书展上参观。

（新华社发）

本报柏林电 记者谢飞报道：德国联
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8月份
德国出口额为1031亿欧元，进口额为830
亿欧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7.2%和
8.5%。数据显示，8月份德国贸易盈余达
到 200 亿欧元，去年同期盈余 196 亿欧
元。其中，对欧盟成员国出口额为586亿
欧元，进口额为538亿欧元，同比分别增长
了8.5%和10.8%。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经理弗里德里
希表示，德国出口持续增长体现了德国产
品在海外的受欢迎程度，也展示了德国强
劲稳定的经济氛围。

韩国9月份出口额达551.3亿美元
本报首尔电 记者白云飞报道：韩国

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9月份韩国出
口额达551.3亿美元。具体来看，钢铁制
品、半导体、汽车、石油制品、石化产品同比
增长迅猛，增长率分别达到107.2%、70%、
57.6%、49.5%、41.5%。

从主要出口地区来看，总体均呈现增
长态势。其中，韩国对第二大出口市场
——东盟的出口增长较为迅猛，同比增长
44.8%。但是，韩国国内对第四季度出口
前景存有一定担忧：一是10月初，不少韩
国公司将往年10月份出口的货物提前至
9月份出口；二是从9月份出口情况来看，
出口货物量并未显著增长，而是物价上涨
带动了出口额增加。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陈建报道：国际劳工组织发
布的《2017就业和社会展望报告》称，2017年全世界
超过2亿人没有工作，比2016年增加了340万人。

国际劳工组织在这项有关就业和经济的报告中
指出，全球小企业的发展仍处于“停滞不前”状态。
这一情况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产生的影响最大，因为
在这些国家有超过一半的就业人口为中小企业工
作。报告说，中小企业是全球经济的主要驱动力，特
别是在比较贫穷的国家，中小企业对就业的贡献率
平均超过一半。在一些阿拉伯国家，将近70%的就
业机会来自中小企业，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这一
数字也超过了50%。

报告还指出，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全
球超过130个国家或地区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小企业
的就业数量增长要高于大公司。然而，从2009年开
始，中小企业创造的工作机会几乎“不存在了”。就此，
国际劳工组织呼吁各国政府介入，努力扭转这一趋势。

本报比勒陀利亚电 记者蔡淳报道：坦桑尼亚农
业部部长提泽巴日前表示，目前坦桑尼亚粮食储备比
去年同期下降了3%。为此，坦桑尼亚政府将限制粮食
初级产品出口。

提泽巴指出，坦桑尼亚政府已经取消了一系列农
业税费，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
提高粮食产量。与此同时，坦桑尼亚政府鼓励企业投
资粮食和食品加工产业，并支持高附加值粮食加工产
品出口。提泽巴认为，这一方面有利于保障本国粮食
安全，另一方面将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并提高出口
产品附加值。

坦桑尼亚政府今年6月份宣布禁止玉米、大米和
糖出口。此后，坦桑尼亚政府加大了对边境运输货物
的查处力度。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报告称

发展中国家农村经济增长潜力巨大
本报纽约电 记者朱旌报道:联合国

粮农组织发布的《2017年粮食及农业状
况》报告称，在未来数十年里，发展中国家
将有数百万农村青年进入劳动力市场，他
们将为农村地区发展发挥巨大力量。

报告指出，世界上大多数贫困和饥
饿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2030年发展议
程的实现将需要发掘这一潜力。发展
中国家农村地区若能与粮食生产和相

关行业协调发展，其经济增长潜力将是
巨大的。

报告指出，城市化给农村地区带来了
发展契机，因为发展中国家70%的食品消
费发生在城市中。报告指出，到2030年，
世界大多数城市人口将居住在人口约
100万的城市，这些城市对食品有着巨大
的需求。以撒哈拉以南非洲为例，在
2010年至2030年期间，该地区的城市粮

食市场价值将会从3130亿美元增至1万
亿美元。

报告提出，政府和企业需要采取有针
对性的政策为建设充满活力的农村粮食系
统投资，并支持与城市地区特别是中小城
市紧密联系的涉农产业。农村地区必须彻
底变革，从而为年轻人和日益增长的人口
提供食物和就业。这些举措将有助于创造
就业机会，让更多的人留在农村发展。

在通胀问题上分歧加剧

美联储年底加息尚存变数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美国联邦公开

市场委员会(FOMC)11日公布的9月份货币政策例会
纪要显示，FOMC委员围绕推动通胀水平下行的力量
是持续性的还是临时性的展开了激烈讨论，其在通胀
问题上的分歧加剧。

据美国商务部数据，美联储关注的个人消费支出
（PCE）物价指数今年8月份同比上升1.4%，核心个人
消费支出（PCE）物价指数仅同比上升1.3%。今年以
来，上述指标从未达到美联储2%的通胀指标，过去5
年来也极少出现“达标”月份。美联储官员对通胀前景
的评估以及在通胀停滞情况下是否放慢加息步伐所持
立场明显不同。多数FOMC委员认为，今年以来通胀
走弱的背后“有一次性因素”影响，是暂时现象。周期
性压力、就业市场紧绷和经济在潜在水平之上运行等
因素都有可能在中期内带来更高的通胀。也有不少
FOMC委员对今年以来通胀数据过于疲软表示担忧，
认为这也许不只是受暂时因素影响。

美联储主席耶伦认为，美联储对通胀的理解可能
不够透彻，但强调“渐进式”调整货币政策是必要的。
这意味着，加息不能过快，因为这有可能打压经济增
长；但也不能过慢，因为这可能带来就业市场过热，意
外出现通胀压力。

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策略师阿龙·科里认为，美联
储9月份议息会议纪要透露的鹰派信息低于市场预
期，美联储官员的分歧在加大，美联储今年年底是否再
次加息，尚存变数。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大河镇新

场村的山头,沿着蜿蜒的水泥道走进村

里的蜜橘种植基地,放眼望去，漫山遍

野的橘树绿叶葱茏，染绿几座山头。

那一棵棵橘树硕果弯腰，颗颗圆润的

橘子果儿挂满枝头，让人垂涎欲滴。

橘林里，随处可见采摘橘子的果农，

只见他们人手一个箩筐、一把剪子，

或弯腰，或踮脚，或高站枝头……零

星的小雨也阻挡不了他们丰收的脚

步。蜜橘的酸甜，果农的笑脸……一

幅秋日丰收的美丽画卷在新场村的山

头悄然展开。

看着绿意葱茏的几座山头，谁也没

曾想这里曾经砂石遍地，是当地有名的

“秃头山”。人多地少的生活现状，曾让

这里的村民饱受着贫穷和落后之苦。为

了填饱肚子，村民曾一度开荒开到山尖

尖。结果山越开越荒，越荒越穷，石漠

化的土地和粗放的耕种方式让村民们

“种一坡，收一箩”，终年辛苦劳作而不

得温饱。国家的退耕还林政策让荒山环

·广告

贵 州 三 都 ：千 亩 蜜 橘 绿 荒 山 富 农 家
绕的新场村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在践行

退耕还林的过程中，三都县委政府从实

际出发，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

线，利用地理优势，在方圆24万平方公

里的土地上发展特色种植，力争实现

“生态美与百姓富”，一颗颗“摇钱树”

遍栽水乡大地，新场村村民也在政府的

引导和支持下，攻坚克难，大力发展蜜

橘种植。

“先动手再伸手，不空手。”勤劳的

新场村村民“不等、不靠、不要”，主动

上山开荒种树，一家老小齐上阵，用将

近一个月的时间，将政府发放的一棵棵

橘树苗遍栽几座山头，用勤劳的汗水不

仅将几座“秃头山”扮绿，同时也创富

了生活。

荒山变脸绿树茂，转变思路富农

家。勤劳智慧的新场村村民抓住政策的

机遇，转变发展思路，走出了一条“多

绿多财”的脱贫致富路，在水乡大地描

绘了一幅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交相辉映

的美丽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