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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涉嫌公款私用

日产汽车公司19日发布声明，证实戈恩连
续多年谎报收入，在收入报告中填写的数额远
少于实际所得。戈恩的亲信、日产代表董事格
雷格·凯利为他收入造假提供帮助。

日本法律规定，从2010年3月起，股票上市
企业年薪超过1亿日元（616万元人民币）的高级
主管必须公开薪酬。

日产数月前收到内部举报，随即调查戈恩
少报薪酬一事，发现他 2010 年 3 月至 2015 年 3
月实际收入大约100亿日元（6亿元人民币），收
入报告中所列只有大约50亿日元，5年内累计漏
报金额大约50亿日元。

除少报薪酬，戈恩同时涉嫌公款私用，用公
款作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

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人员19日搜查
日产总部和戈恩位于东京港区的住所。检方没
有说明嫌疑人是否认罪。

日产汽车公司社长、即总裁西川广人在记
者会上致歉：“戈恩长年领导日产，深深地背叛

了各位支持者的信任。”他说，定于22日召开董
事会，提议解除戈恩和凯利的职务，同时考虑刑
事起诉并要求赔偿损失。

执掌日产将近20年

戈恩现年64岁，巴西出生，现有法国籍。雷
诺与日产1999年结成联盟，戈恩随后从雷诺调
任日产，帮助重整当时濒临破产的日产汽车，次
年就任日产社长。

就任后，戈恩着手纠正当时日产内部不良
作风，同时得益于与雷诺合作，日产逐渐摆脱经
营危机。戈恩随后推动日产与三菱汽车合作，
促成2016年雷诺-日产联盟收购三菱汽车，他同
年就任三菱汽车公司会长。2017年4月，戈恩卸
任日产社长，就任董事长。

日本汽车行业分析师国泽光宏接受共同社
记者采访时说，戈恩执掌日产将近20年，虽然经
营手腕获得员工认同，却没有培养出继任者。
在他看来，举报者可能是不满现有待遇的日产
员工。

日产社长西川19日承认，“公司内部透明度

低，管理有大问题”。他说将尽早找到问题，采
取对策。

一名路过神奈川县横滨市日产公司总部的
行人告诉共同社记者：“（戈恩）明明拿了那么多
报酬，竟然干出这种事。”

雷诺公司股票暴跌

日产是日本第三大汽车制造商，规模仅
次于丰田汽车公司和本田汽车公司。雷诺-
日产-三菱联盟汽车销量居全球第二。共同
社报道，戈恩遭逮捕将给这一联盟构成巨大
打击。

日本媒体 19 日晚曝出逮捕戈恩消息，在
巴黎股票市场，雷诺公司股票价格应声下跌
13%。

汽车行业分析师国泽说，戈恩遭逮捕可能
导致以戈恩为首的日产多年经营体制崩塌，势
必给三菱汽车产生巨大影响。

一名日产女性员工告诉共同社记者：“公司
内部情况照旧，没有什么变化。不知道公司会
变成什么样子，感觉不安。” 新华社特稿

德国政府 19 日宣布，禁止涉嫌杀
害沙特阿拉伯籍记者贾迈勒·卡舒吉
的18名沙特公民入境欧洲申根区，同
时暂停向沙特出口部分武器。

制裁个人

德 国 外 交 部 发 言 人 克 里 斯 托
弗·布格尔在记者会上说，与法国、
英国协商后，德方决定在申根区系
统数据库中给那 18 名沙特人标注

“禁止入境”。德国内政部一名发言
人说，禁令对外交护照持有者同样
有效。

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在比利
时首都布鲁塞尔欧洲联盟总部告诉媒
体记者，这一禁令将“覆盖”申根区全
部26个成员国和英国。他当天向其他
成员国说明制裁决定，得到后者“大力
支持”。

欧洲申根区 26 个成员国互免签
证、不作边境检查。依照路透社的说
法，任一成员国都能够以安全风险为
由，针对个体施行申根区“绑定入境禁
令”。这意味着，只要德国不允许，那
18名沙特人无法入境申根区任何一个
国家。

马斯说，这18人中，三人涉嫌策划
谋杀卡舒吉，15 人涉嫌实施。德国外
交部以“隐私保护”为由拒绝公布具体
制裁名单。

卡舒吉 10 月 2 日在沙特驻土耳

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内遇害。沙特
检察机关本月 15 日发布调查结果，
认定卡舒吉死于谋杀，起诉涉嫌参与
谋杀的 11 名嫌疑人，寻求判处其中 5
人死刑。

马斯说，参与施行入境禁令的国
家定于 24 日或 25 日发表一份联合声
明，表明对沙特方面“迄今为止的调查
结果不满意”，不排除进一步制裁。

禁售武器

德国政府一名发言人 19 日说，德
国政府已敦促国内多家军火商停止发
货，“现今没有军火从德国出口至沙
特”。

德政府上月开始不再颁发新的与
沙特相关武器出口许可；已经获得出
口许可的货物不受影响。

多名军工专家告诉路透社记者，
受禁售影响的装备主要包括德国乐顺
公司制造的巡逻艇以及拟由空中客车
公司、法国泰雷兹公司和美国洛克希
德—马丁公司联合承制的四套“眼镜
蛇”炮位侦测雷达。

沙特还向欧洲战斗机公司订购48
架“台风”战机，总价 128.6 亿美元，其
中大约三分之一的部件拟由德国供
应。

英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三
家军工企业合资创建欧洲战斗机公
司。德国政府官员接受联邦议会质询
时说，从以往情况看，这四个国家任何
一方不能单独对欧洲战斗机公司的整
机或零件出口禁售。

法国外交部长让-伊夫·勒德里昂
19 日告诉欧洲第一广播电台记者，就
卡舒吉遇害，法方将尽快“依照已知信
息决定一定规模的制裁”。

勒德里昂说，法方正与德方就制
裁事宜“密切合作”，同时“不打算插手
沙 特 政 府 化 解 这 一 复 杂 局 面 的 方
式”。他没有说明法方将以何种方式、
对哪些人施行制裁。 新华社特稿

美国政府知情人士 19 日披露，美方正考
虑把委内瑞拉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
单。一旦扣上这顶帽子，美国可以限制对委
内瑞拉的人道主义援助，在金融和经济领域
进一步施压。

只是，美方难以拿出委内瑞拉所谓“支恐”的
证据。美国政府内部和一些专家担心，这么做恐
怕适得其反。

考虑加码

以美国官员和政府内部邮件为消息源，
《华盛顿邮报》最先报道这一动向。一名了
解情况的人士晚些时候告诉路透社记者，把
委内瑞拉列入“支恐”名单的决策时间表没
有确定。

一些内部邮件显示，美国国务院最近要求
多个政府机构就这一可能采取的举措提意见，
包括分管对外援助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卫生和
公众服务部及其下辖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如，要求卫生部反馈，如果认定某国“支恐”，会
如何影响美方经由第三方资助这个国家的卫生
项目。

那些内部邮件没有指明是哪个国家。不过，
国务院上周召集大约20个政府机构开电话会议，
国务院官员伊丽莎白·威廉斯确认是委内瑞拉，
说政府“不久”将作出决定。

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
和另外两名共和党籍参议员今年 9 月下旬致
信国务卿迈克·蓬佩奥，要求把委内瑞拉列为

“支恐”国家，指认委内瑞拉政府与黎巴嫩真
主党、哥伦比亚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
装力量”等组织有关联，但没有提供任何证
据。

就美方考虑指认委内瑞拉“支恐”，国务院一

名发言人拒绝回应，说媒体询问是出于“假设的
问题”。美国白宫、委内瑞拉新闻部当天没有回
复路透社提问。

难有证据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承认，对美方
而言，难题在于没有具体证据证明委内瑞拉政府
与恐怖主义有关联。

在一些美国专家看来，所谓委内瑞拉威
胁美国安全、与恐怖组织有染，并不可信。他
们警告，如果美国政府把委内瑞拉列入“支
恐”名单，却拿不出具体证据，会损害这份名
单的正当性。

华盛顿拉丁美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戴维·斯
迈尔德说，他怀疑美方掌握的情报只是“道听途
说”，“消息源可信度存疑”。

美方所谓“支恐”名单现有四个国家：伊朗、
朝鲜、苏丹和叙利亚。不少人批评名单出于政治
动机，且标准前后不一致。

2008年，时任共和党籍总统乔治·W·布什领
导的政府把朝鲜移出“支恐”名单；2017年11月，
现任共和党政府重新加入。第一个进入名单的
拉丁美洲国家是古巴。2015年，随着美古关系改
善，时任民主党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领导的政
府把古巴移出。

美国政府自 2017 年以来对委内瑞拉施加
多轮制裁，对象包括委内瑞拉高层人士，如国
防部长、副总统、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妻
子。本月 1 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制裁委内
瑞拉黄金出口，试图掐紧马杜罗政府的收入
来源。

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本月早些时候告诉
路透社记者，白宫“正考虑所有潜在渠道”向马杜
罗政府施压。

后患无穷

一旦认定委内瑞拉“支恐”，美国可以限制对
委内瑞拉提供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禁止美国公
民和企业与委方做交易。

委内瑞拉经济目前陷入困境，食品、药品、日
用品短缺，通货膨胀严重。马杜罗政府指认美国
伙同委内瑞拉国内反对派搞“经济战”。拉美事务
专家亚当·艾萨克森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

“支恐”帽可能导致委内瑞拉人的生活更艰难。
一些公共卫生专家警告，大多数美方援助经

由联合国机构泛美卫生组织提供给委内瑞拉。
如果美国以“支恐”为由停止援助，艾滋病及艾滋
病病毒防治、紧急疫苗注射、卫生专业人员培训
等项目会受影响，还可能妨碍拉美地区防控传染
病。

尽管近年来石油出口量急剧下滑，委内瑞拉
仍是美国第四大石油供应国，美国是委内瑞拉石
油最大买家。艾萨克森认为，如果认定委内瑞拉

“支恐”，美国下一步可能以此为由，禁止进口委
内瑞拉石油。

一些专家说，扣“支恐”帽反而可能有利于委
方反美宣传。一些专家担心，鉴于美国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公开和私下谈论过对委内瑞拉采取军
事行动的可能性，“支恐”可能成为军事干涉的借
口。《华盛顿邮报》报道，白宫幕僚反复劝阻特朗
普不要动用武力。

华盛顿拉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迈尔德说，
在美国政府内外，许多专家要么在谈论军事干涉
的有效性，要么认为可信的武力威胁能让马杜罗
政府屈服。只是，自特朗普去年8月首次暗示军
事选项以来，这类威胁反而加强了马杜罗政府的
团结和凝聚力，不利于委内瑞拉反对派。

新华社特稿

卡洛斯卡洛斯··戈恩资料照片戈恩资料照片。。

少报巨额收入 日产董事长被捕
日本东京检察机构人员19

日逮捕日产汽车公司董事长卡

洛斯·戈恩，原因是后者涉嫌少

报大约 50 亿日元（约合 3 亿元

人民币）薪酬。

戈恩兼任法国雷诺汽车公

司董事长和日本三菱汽车公司

董事长。日本汽车行业分析师

推测，雷诺-日产-三菱联盟可

能面临重大打击。

美国欲给委内瑞拉扣“支恐”帽

德国制裁卡舒吉案嫌疑人

暂停向沙特出口部分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