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温特
科恩成为众矢之的。

美媒22日报道， 美司法部已
着手调查大众是否涉嫌刑事犯罪。

美国 纽约 总检 察 长 埃 里
克·施奈德曼同日发表声明说，任
何一家公司都不应被允许规避环
境法或欺骗用户，他的办公室也将
对大众的“作弊”行为进行调查。

美国国会参议员理查德·布
卢门撒尔当天发表声明说， 对执
法机关说谎是一种犯罪行为。如
果大众这么做过， 那么它应被追
究法律责任，受到“严厉惩罚”，以
起到“真正的威慑作用”。

同时， 美国多名律师已向法
院提起至少25项集体诉讼， 状告
这家企业欺骗消费者。 路透社报
道， 美国律师反应如此迅速的原
因，并非是他们的广告做得好，而
是大众汽车在美国的销售政策：着
眼高收入人群。不少律师及其朋友
和同事就是大众汽车的消费者。

“排放门”致大众蒸发250亿欧元
相当于德国大众公司约三分之一的市值 丑闻牵涉1100万辆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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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相

股东损失不会到此为止

然而， 股东的损失可能不
会到此为止。 大众22日承认，
丑闻牵涉全球1100万辆大众
汽车。这家德国著名车企同时
说， 今年的盈利目标可能难以
达成。

英士国际商学院财政学教
授西奥·维尔马朗说：“股东是
这一事件的最大受害者……他
们损失惨重。这能否引发需求
减弱有待观察。” 卡塔尔是大
众大股东之一， 持大众17%的
股份。

22日受大众汽车违规排放
事件影响， 伦敦股市汽车板块
大跌。同一天，纽约股市三大股
指收跌。 大众股价22日盘中跌
幅近20%。截至收盘，公司股价
比前一交易日下跌15.48%，收
于每股25.44美元。

将划拨65亿欧元应对丑闻

美国监管部门18日指认，
大众所售部分汽车安装了专门
应付尾气排放检测的“失效保
护器”，以使它们在车检时能以
“高环保标准”过关，而在平时
使用中却大量排放污染物。美
国要求大众修理这48.2万辆汽
车。据美国《清洁空气法》，大众
汽车面临最高180亿美元罚款。

大众先前一直宣传其品牌
汽车的环保性能， 突出其在美
国严苛环保法规下仍能保持燃
油经济和高效等特点。 大众的
成功让一些倡导清洁能源的机
构倾向于拿它作为“榜样”，帮
助推广汽车环保理念。

大众说， 将划拨65亿欧元
（72.2亿美元） 用于应对丑闻，
称这一金额可能会根据评估结
果变化而调整。

美国波因特传媒研究学院21
日宣布， 将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真相
调查网络，以促进新闻真实、打击各
类谣言。

波因特传媒研究学院在一份声
明里说，全球已有64个真相调查机
构， 范围遍及六大洲， 而新建立的
“国际真相调查网络”将致力于支持
并参考这64个机构的工作，以进一
步加强全球辟谣努力。预计10月正
式启动该项目。

全球性“辟谣网”
即将启动

美国《华尔街日报》22日报道，
苹果公司已花费超过一年时间调
研苹果汽车的可行性， 包括与加利
福尼亚州政府官员会面。这一项目
的团队人数已获批增加3倍。 尽管
苹果已聘请无人驾驶技术专家，但
首款电动汽车不会具备完全自动
驾驶功能。预计2019年可以交付。

■均据新华社

苹果汽车
瞄准2019年

德国大众汽车公司“排放
门” 丑闻致公司股价连续大
跌。股东卡塔尔已损失将近50
亿美元。

随着越来越多丑闻细节
浮出水面，大众股票价格继21
日 下 跌 17% 后 ，22 日 再 跌
17.6%。迄今，这桩丑闻致使大
众公司约三分之一的市值蒸
发， 相当于250亿欧元（约合
278亿美元）。

调查表明，大众不是
一次而是两次试图欺骗
美国政府。 讽刺的是，大
众汽车的“作弊”行为，却
是因为环保机构为展示
在美国销售的柴油车清
洁环保所开展的检测而
暴露。

业界一般认为，美国
的汽车排放标准及执行
力度比欧洲严格。为向欧
洲人展示美国柴油车的
环保，国际清洁运输委员
会2013年委托西弗吉尼
亚大学对在美国销售的
多款柴油发动机汽车开
展尾气排放检测，结果意
外发现，大众捷达和帕萨
特尾气排放虽然在实验
室检测中达标，却在上路
测试中严重超标。

美国空气治理委员

会随即介入调查，但大众
的回应却是，尾气排放超
标是因为“各种技术问题
和超出预期的使用情
况”， 并于2014年12月宣
布召回所谓受影响的约
50万辆柴油车。

然而， 今年5月美国
空气治理委员会再次展
开上路测试时，发现大众
柴油车的尾气排放“有某
种程度的减少”， 但氮氧
化物排放依然严重超标。
该委员会随后与大众数
次商谈，但大众表达的意
思依然是改进技术。

真相到底是什么？美
国政府为此发出威胁，如
果不能给出“充分解释”，
美国将不允许2016年大众
柴油车上市。到此，大众才
承认安装了“作弊”软件。

大众在客户平时用
车时不开启喷射尿素的
尾气后处理系统， 而是
通过软件让这一系统只
在尾气排放检测时启
动。 车主无法自己打开
或关闭这一软件。

据业内人士介绍，
识别车辆是否正在接受
检测并不困难， 因为检

测时只是模拟各种行驶
状态，与现实上路不同。
例如，在检测台上，车辆
的四轮中通常只有前两
轮转动。虽然都是加速，
但车辆在检测台上和在
普通路面上动力输出不
同。这时，车辆电子稳定
系统就可以收集并判断
车辆的运动状态。

在判断车辆正接受
尾气排放检测后， 被安
装特殊软件的大众柴油
车即可喷射尿素， 获得
理想的检测结果。 而在
检测结束后， 大众柴油
车回归常态， 氮氧化物
排放量最高可达美国排
放标准的40倍。

“作弊”软件两骗美国政府 在美面临
刑事调查

据当地媒体22日报道， 意大
利基础设施与运输部当天宣布已
启动对德国大众汽车公司涉嫌排
放造假的调查。

意大利基础设施与运输部表
达了对此事的“关切”，并称正通
过大众汽车公司和对排放进行检
测的德国机动车辆管理局两方面
了解相关情况。 意大利环境部部
长吉安·卢卡·加莱蒂同日表示，
大众公司应考虑停止在意大利销
售涉事柴油车。

加莱蒂在写给大众汽车意大
利公司首席执行官马西莫·诺尔
迪奥的信中称，大众在美已经被责
令召回近50万辆汽车，必要时“那
些相信大众品牌”的意大利消费者
也应受到同等对待。 ■据新华社

意宣布启动
调查大众

“作弊”软件怎么工作

调查释疑

美国《华盛顿邮报》22日宣布，
该报纸会将其所有新闻报道内容
放在社交媒体脸书（又译“脸谱”）
的交互式媒体内容创建工具“即时
文章”上。

法新社报道， 社交媒体脸书在
创建“即时文章”项目的过程中寻求
与各大新闻媒体合作。《华盛顿邮
报》在业界颇有影响力，是脸书“即
时文章”的最新合作伙伴之一。

今年5月13日，脸书启动了名为
“即时文章”的新闻发布计划，直接
在其平台上发布媒体的报道文章，
使用户能获得更快的和交互式的阅
读体验。 该计划首批就有《纽约时
报》、 英国广播公司等美欧9家知名
媒体加入。

《华盛顿邮报》
“入驻”脸书新应用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22日
宣布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地区的山林
大火属于重大灾难， 将调动联邦资
金用于灾后重建及善后事宜。

这场山林大火发生在旧金山以
北大约145公里处的莱克县， 目前
已经持续超过1个星期，吞噬了至少
1200栋民宅，造成至少3人死亡、2人
失踪。 眼下当地消防部门已经控制
住79%的火势。据了解，这场林火的
过火面积已达306平方公里，是加州
迄今最为严重的山林大火之一。

加州林火升级
惊动奥巴马

受大众汽车在美国遭遇违规排放调查影响，德国大众汽车公司股价21日暴跌近两成，单日市值蒸
发超过150亿欧元。 新华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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