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制造”的世界级信誉正在经
受严峻考验。

高田安全气囊问题、三菱燃油效
率造假等丑闻尚未平息，日本第三大
钢铁企业神户制钢又曝出重大造假丑
闻，该公司承认篡改了其生产的部分
铝和铜制品的强度等性能数据，将不
合格产品交付客户，问题产品涉及包
括丰田、三菱、日产在内的众多日本制
造企业。汽车、飞机、军工、高速列车
等多个领域的制造商遭到波及。

10月11日，据多家外媒报道，日
本第三大钢铁企业神户制钢所的造假
丑闻恐怕不止于铝、铜制品的出厂数
据，部分铁粉的强度数据也涉嫌被篡
改。

据共同社报道，神户制钢在栃木、
三重、山口3县的所有该业务工厂均
发现篡改数据，位于神奈川县的子公
司生产铜制品的工厂也有篡改行为。
据悉铝和铜约占总出货量的4%。《朝
日新闻》报道称，涉及篡改数据的产品
数量超过2万吨。报道更指出，上述
违规行为乃有组织地进行，部分从10
年前就已开始。

对于造假事件，神户钢铁副社长
（副总经理）梅原尚人在记者会上坦
承，造假行为是有组织性的参与，包括
神户制钢管理层在内有数十人参与了
篡改一事。梅原尚人在记者会上谢罪
称，“让大家担心了，很抱歉”。梅原还
表示工厂“有对于完成出货目标的压
力”，但他否认有来自总部上层的违规
指示。

这家“超级钢企”出事前，日本制
造业代表企业近年来已是频现违规、
造假、瞒报、谎报等丑闻。“日本制造”
光环褪色的背后，暴露出日本企业文
化乃至社会风气的负面变化。

“日本制造”出了什么问题？

这不是神户制钢所第一次曝出造
假丑闻，放在整个日本企业界也不是
一个孤立事件，反映出日本企业在海
外竞争和产业转型压力下普遍存在的
结构性问题。

日本拓殖大学经济学教授朱炎认
为，日本企业近年曝光的丑闻大多是
有组织参与、集体隐瞒，凸显企业缺乏
内外监督机制、纠错赏罚机制。

企业管理层为降低成本，与合作
伙伴搞内幕交易，对产品质量缺乏长
期监督，对原材料、零部件供应商压
价，后者也因相似压力放松了品质要
求。

朱炎指出，一些老牌企业存在侥
幸心理，以为即便产品质量有所下降，
也可以凭借过去积累的声誉把问题控
制在可控范围内。

日本立正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苑志
佳说，日本早就处在产业转型的关口，
但进展太慢。日本面临的人口老龄
化、劳动力成本高企等难题预示“不转
型必衰退”的前景。近年来制造业企
业的丑闻只是开始而已，今后可能会
不断出现。

“隐瞒文化”正战胜“耻感文化”

日本传统上有“耻感文化”一
说。然而，这些年弥漫日本的“隐瞒
文化”“篡改文化”正在战胜“耻感文
化”，导致整个社会对谎言、造假的

“耻感”急剧下降，这种隐性腐败正
在从政治领域渗透到经济、社会等
其他领域。

以首相安倍晋三卷入的森友学
园丑闻为例，不仅首相官邸和自民

党上下拼命捂盖子，财务省知情部
门也在隐瞒、篡改乃至销毁对安倍
夫妇不利的证据。几乎同一时期，
防卫省被曝刻意瞒报记录陆上自卫
队驻南苏丹维和部队每日活动的日
报。

这些丑闻还显示，“惩恶扬善”机
制在崩溃。最典型的是，涉嫌隐瞒森
友学园丑闻的财务省高官事后被安倍
擢升为日本国税厅长官。

曾经风光无限的“日本制造”如
今光环褪色，一些原本赫赫有名的大
企业或转型乏力，或竭力掩盖衰落，
是否也暴露出原本健康的企业文化
正在逐渐为“隐瞒文化”“篡改文化”
腐蚀呢？

日本百年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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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 11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 11 日证实，10 月
10日，美军“查菲”号导弹驱逐舰未
经中国政府允许，擅自进入中国西
沙群岛领海，进行所谓“航行自由
行动”，中方随即派出军舰机依法

对美舰实施查证识别，并予以警告
驱离。

华春莹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
答问时指出，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
领土。1996 年 5 月，中国政府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

法》，宣布了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
美舰有关行为违反中国法律和相关
国际法，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
利益，危及双方一线人员生命安
全。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已向美
方提出严正交涉。

“中国政府将继续采取坚定措施
捍卫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
方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国的主权和安
全利益，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南海
和平稳定的努力，停止此类错误行
径。”华春莹说。

美军舰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

中方派出军舰机
查证识别并予以警告驱离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10
月9日，十八届中央纪委八次全会
在北京举行。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聚焦
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推动形成了反腐败斗争
压倒性态势，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突
出成就。

通过五个关键方面的数据对
这五年来正风反腐工作进行梳理，
看打虎拍蝇如何掀起风暴，作风建
设如何久久为功。

280多中管干部被立案审查

5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决有腐必反、有贪必
肃，面对复杂严峻形势，动真碰
硬。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
厚、孙政才、令计划等人的违纪违
法问题得到处理，一批违纪违法的
中管干部、厅局级干部被立案审
查。

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共立案
审查中管干部280多人，厅局级干
部8600多人，县处级干部6.6 万

人。共查处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
委员 40人，中央纪委委员 8人。
截至8月底，通过“天网行动”先后
从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
员3339人，追回赃款 93.6 亿元，

“百名红通人员”已到案40余人。
与此同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把坚决整治人民群众身边的不正
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来
抓。截至今年6月底，共处分乡科
级及以下党员干部134.3万人，处
分农村党员干部64.8万人，百姓身
边的“蝇贪鼠害”得到有效整治。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
副主任庄德水认为，十八大以来打
虎、拍蝇、猎狐成效明显，已经形成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腐败蔓延
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60%多案件线索来自巡视

巡视、巡察工作是十八大以来
推进从严治党的一大亮点。

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先后召开23次会议研究巡视
工作，审议巡视专题报告；中央巡
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115次会议

研究部署相关任务。
中央巡视组先后开展12轮巡

视，共巡视277个党组织，对16个
省区市“回头看”，对4个中央单位
开展“机动式”巡视，在党的历史上
首次实现一届任期巡视全覆盖。
十八届中央纪委执纪审查的案件
中，超过60%的线索来自巡视。

5年来，巡视全覆盖的格局已
经形成，各省区市党委完成了对所
属地方、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党组织
巡视全覆盖，市县巡察工作有序推
进。通过巡视巡察发现的问题线
索，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1225名
厅局级、8684名县处级干部立案
审查。

18万起违反八项规定问题被查

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违规
公款消费、随意铺张浪费等百姓深
恶痛绝的不良风气得到有效遏
制。截至8月底，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问题 18.43 万起，处理党员干部
25.02 万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13.61万人，违纪行为从2013年起

逐年大幅减少。

6万余名党员领导干部被追责

2014年 1月至2017年 8月，
全国共有6100余个单位党委（党
组）、党总支、党支部，300余个纪
委（纪检组）和6万余名党员领导
干部被问责，强化问责成为管党治
党、治国理政的鲜明特色。

80余部党内法规出台或修订

5年来，中央从出台八项规定
开始，制度之笼越扎越紧。《中国共
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
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
例》……共出台和修订党内法规
80余部，党内法规体系基本建成。

2016年底，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拉开帷幕。目前，北京、山西、浙
江3个试点省市改革取得实质进
展，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转隶组
建工作已完成。一个在党统一领
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呼之
欲出，将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
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细雨霏霏，秋的诗意更
加迷人。10月11日，2017
西昌邛海·“丝绸之路”国际
诗歌周迎来了开幕后的第
二天，中外诗人们来到西昌
学院，与大学生进行面对面
的交流。大学生的青春与
诗意相得益彰，校园散发着
浓浓的诗意。

美国诗人、著名汉学
家梅丹理用流利的汉语发
表了演讲，解读诗意与哲
思之间的联系，“在中国台
湾地区工作两年多时间，
对中国的儒家道家等哲学
思想有深入的了解。而诗
歌研讨会的举办，则让我
看到诗歌交流与思想交流
的共同之处，都是关于人
内心深处相信对真理、对
美好的信念。”

阿根廷诗人、小说家、
翻译家吉利尔莫·布拉偌则
给在座的大学生介绍了优
秀的阿根廷民族文学，并分
享了他近些年来在中国生
活、工作的感受。布拉偌还
提到，他非常愿意致力于中
国与南美的文学交流，比如
将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介
绍给南美读者。

人工智能小冰写诗，
在诗人圈引发很大的瞩
目。诗人干海兵谈到小冰
写诗给他带来的启发，“有
一个朋友发给我几首诗。
我看了以后，首先就感到，
语言风格很奇幻，甚至有
点超现实主义的色彩。”他
表示，“我做了多年的诗歌
杂志编辑，见过很多优秀
的人类诗作，机器人写的
诗句，却如此震动了我。
这也让我思考到，当机器
可以通过编码操作完成一

首诗，人类又该怎么写出
好的诗歌来？该从哪些方
面，去除掉程序化的写作
陋习，走出小圈子化的审
美倾向？”

在谈到诗歌写作的个
体化与诗歌的社会化关系
时，来自西安的诗人伊沙认
为，“哪怕是被认为缺乏人
的社会生活具体经验的机
器人小冰，她的诗歌，也带
有社会性。因为小冰的现
代诗创作能力，是师承
1920年以来的519位中国
现代诗人的诗作。而那些
诗作，都采取了不同的表达
方式去表达这种社会性。”

本届诗歌周期间，与会
的诗人们除了在西昌参加
主题会议，诗歌朗诵会，还
将前往昭觉进行社会历史
调研及田野调查活动，在

“拥抱山水阳光，领略民族
风情”的同时，充分感受“诗
与远方”在千里凉山演绎的
灵动之美。11日，诗人们
还前往凉山彝族奴隶社会
博物馆进行了参观。

身为本届国际诗歌周
组委会主任的著名诗人吉
狄马加，在活动间隙接受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的采访。吉狄马加说：

“希望这个诗歌周不断完善
提升，办成不光是中国的诗
歌周，还要办成在世界上有
影响力的诗歌周。让更多
的中外诗人朋友走进凉山、
认识凉山，拥抱山水阳光，
领略民族风情，激发诗思灵
感，创作名篇精品，搭建起
凉山与世界的文化之桥、友
谊之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 张杰 西昌摄影报道

10月22日，2017-2018
赛季CBA联赛将正式拉开
战幕。11日，四川品胜男篮
召开新赛季出征仪式，球队
投资人周仕强提出了“进军
季后赛”的目标，而赞助商
方面更是抛出千万巨奖，激
励球队再夺总冠军。

新赛季，四川男篮经
过了大换血，补充了大量
由四川队青训体系培养出
来的年轻人。这些年轻球
员在这两个赛季的全国青
年联赛中表现不俗，去年
获得了第三名，今年夺得
了亚军。因此，钟一帆、侯
天一、黄荣奇等年轻球员
补充进了一线队，再加上
在全运会赛场上表现出色
的左朕年，吹响了川军年
轻化的号角。

新赛季的的四川男篮
已经成为了一支年龄结构
合理的球队，既有新鲜血
液，也有老将加持，特别是
哈达迪、刘炜和孟达三名老
将，将会依靠他们的经验，
带领年轻球员们一边学习
一边进步。

刘炜在谈到这支全新
球队时丝毫不吝啬自己对
于年轻球员的欣赏：“小将
黄荣奇最近一直跟我训
练。他很肯练，各方面条件
也很不错。我就希望有好
的条件，再加上勤奋，能够
帮助他提高得快点。希望
球队多一些这样的新鲜血
液，这同时也是在促进我自
己，督促自己，提高自己的
各方面状态。”

孟达也透露四川品胜

男篮的新球员都很有冲
劲，爱学习，如今的球队氛
围很好。当然，有了新球
员，一定会有不同以往的
压力，孟达对于这样的压
力看的比较淡：“夏天的时
候，我们的人员有些变动，
不光是外界，我们自己也
不太看好，但是通过这段
时间的训练，大家对比赛
的渴望都是挺强烈的，我
看到了不小的希望。其实
我到四川这几个赛季，都
感觉挺困难的。每一年都
有一个对比，来四川的第
一年，我们有三外援，他们
三个之前在青岛队进了前
四，那来了四川成绩如何，
是个对比；第二年我们没
有三外援了，差点没进季
后赛，是个对比；今年我们
队的变动比较大，与去年
的阵容比，也是个对比。
都是挑战，可以激发球员
的斗志和对胜利的渴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 闫雯雯

中外诗人走进校园与大学生谈诗与思

“小冰写诗”
成研讨焦点

四川男篮再“起航”
新赛季主打青春牌
悬赏千万进军季后赛

中外诗人与大学生交流。

脱发增发遮盖白发订假发
18年品质 逼真舒适

尚一假发：隐形假发正以燎原之势影
响全国。专业针对：白发不想染发、脱发稀
少、片秃、全秃、化疗脱发等等。
锦江区大业路6号上普财富中心广场C座2009室

028-84161851 84161852广
告

打虎拍蝇反腐动真碰硬
280多中管干部被立案审查

神户制钢大造假
“日本制造”光环褪色

背景链接/

日本制造业
近年来频现重大丑闻

9月底，日本汽车业三巨头
之一日产汽车公司承认在出厂
检验环节中大量使用无资质人
员敷衍检验手续，本月6日宣
布召回已售 38 款车型约 116
万辆汽车。

高田公司是日本最主要的
安全气囊生产商，过去近十年
因“夺命气囊”引发大规模召
回，去年7月质量问题牵连出
造假丑闻：其产品检测存在数
据操控和篡改，质量监测环节
删除部分数据以编造“理想”结
果。今年6月，高田公司申请
破产。

去年4月，三菱汽车公司承
认在四款轻型汽车的燃油效率
测试中存在违规操作，以美化排
放水平，涉及车辆超过 60 万
辆。5月，日本第二大轻型汽车
生产商铃木汽车也承认在本土
销售的16款车型存在燃效数据
造假，涉及超过210万辆车。

2015年 7月，第三方调查
证实，家电巨头、有140多年历
史的东芝集团在截至2014年3
月的 5 年间虚报利润 1518 亿
日元，三任社长涉嫌财务造假。

2011年，医用设备和数码
相机制造商奥林巴斯曝出财务
造假丑闻，承认此前20年都在
以做假账方式掩盖总额上千亿
日元的投资亏损。

综合新华社、人民网、央视等

10 月 8
日，神户制钢
召开发布会，
就未达标铝、
铜 制 品 向 公
众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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