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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恩 出 逃 谁 之过
日产汽车公司前董事长卡洛斯·戈恩跑了已是事实，留下日本警方在风中凌乱。关于戈恩得以顺利“逃亡”的缘由，机场安检不到位也好，警
方监视不认真也罢，抑或是有特种兵作帮凶，总之日本政府存在管理漏洞这一事实是跑不脱了。而在戈恩重获自由之后，黎巴嫩和法国方面态度
微妙，日本警方越发被动起来。下一步的主动权，似乎掌握在了戈恩手上。

2018年11月19日

收紧离境程序

2019年3月6日

在戈恩逃离一周之后，日本政府终于首
次作出了官方表态。当地时间5日，日本法务
大臣森雅子表示，戈恩在保释期间离境显然
是违法的，日本方面今后将加强人员的出境
检查。
现年65岁的戈恩因违反日本《金融商品
交易法》与《公司法》等罪名遭到起诉，于2018
年11月19日在东京机场被日本检方逮捕。在
经过了一年的保释被捕、再保释再被捕之后，
戈恩筹划了令全球大跌眼镜的出逃。黎巴嫩
时间2019年12月31日，黎巴嫩外交部以及戈
恩本人发布的声明证实，他的确已经身在黎
巴嫩。
这对于日本的司法程序而言，无疑是一
记响亮的耳光。据悉，出逃时，戈恩仍处于保
释期间，一直受到当局24小时的人力与视频
严格监视，他所持有的法国、巴西和黎巴嫩
护照均交由律师团保管，且未经允许不得与
其黎巴嫩籍的妻子联络。事后日本出入境管
理局表示，并未发现戈恩的出境记录，其律
师团也称对其行踪一无所知且仍妥善保管
着其护照。
此前，关于戈恩如何逃出日本的讨论甚
嚣尘上。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戈恩出逃的计
划中有美国特种部队前成员的参与，他很可
能是藏进了一个大尺寸的箱子里并被运上飞
机离境。日本《产经新闻》则报道称，戈恩出逃
是在日产汽车雇用的私人安保公司停止监视
之后。此外，土耳其私人飞机运营商MNG公
司3日宣布，已有一名员工承认伪造租赁记录
帮助戈恩出逃。
而根据日本共同社5日的报道，私人喷气
机是否需要安检交由航空公司及机长判断，
关西机场相关人士指出，“大部分乘客拥有丰
富的搭乘经验，因此安检很宽松”。日本《航空
法》规定安检由执飞的航空公司负责实施，未
规定必须进行X光检查，因此戈恩有可能利用
了安检薄弱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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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恩受到日产汽车公司内部举报，被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逮捕
戈恩缴纳10亿日元巨额保证金后获得保释

2019年4月4日

戈恩因涉嫌违规挪用资金再次被捕

2019年4月25日

戈恩再次缴纳5亿日元保证金后获得保释

2019年12月30日

戈恩发布声明称自己已身在黎巴嫩

2020年1月5日

日本政府公开表示， 将加强
出入境管理并收紧移民政策

2018年11月-2020年1月

戈恩被捕、保释、出逃历程

“
打脸”日本司法

“这是对日本司法体制的嘲弄”，在戈恩
出逃之后，日本多家媒体这样评论道。一位日
本前检察官甚至表示，此事件“可能动摇日本
的司法制度”。
一方面是戈恩出逃带出的诸多漏洞，从
保释过程到监视系统，再到出入境管理，或许
只要一个环节严防死守，便能拦下戈恩。日本
读卖新闻反思称，戈恩逃亡之后，日本应加强
国家司法制度的保释程序，为避免这种事再
次发生，日本应该就如何弥补司法制度弱点
一事进行讨论，例如根据涉案金额与被告资
产等情况设置相应的保释金金额，以及给被
保释者佩戴定位监控设备等。
对此，森雅子表示，将对此事进行彻底调
查，并表示当局已经发出了逮捕戈恩的国际
通知。同时，法院已经撤销了戈恩的保释资
格。至于保释制度，森雅子也承诺，“会进一步
综合各方信息，对完善保释制度进行讨论”。
另外，日本检方发表了一份声明，为日本的司
法体系辩护，称戈恩的离开无视法律体系，构

2020年1月8日

成犯罪。
另一方面，伴随着戈恩的重获话语权，日
本对其审判的正当与否也将公之于众。戈恩在
逃亡后的声明中强调自己不是在逃避司法，而
是在逃离不公和迫害，因为日本司法制度是以
有罪为前提。戈恩在法国的代理律师Francois
Zimeray称，戈恩出逃是因为对于受到公平审
判完全丧失信心。他指出，虽然戈恩出逃违法，
但日本的法官和检察官也没有维护法律的正
当性。“在法国，即使是恐怖分子，在审讯时也
允许有律师陪同，但是日本不允许。”
当然，于日本当局而言，更尴尬的问题在
于，要想再次提审戈恩，可谓难上加难了。虽
然国际刑警组织已经发出了“红色通缉令”，
向世界各国警方提出请求，临时拘捕受到通
缉的人员，以待采取引渡、投案或类似法律行
动，但并不是逮捕令。而黎巴嫩法律禁止外国
引渡其公民，因此戈恩如果留在黎巴嫩，不太
可能被遣返回日本。
等待戈恩记者会

出逃只是戈恩的第一步，自证清白才是

戈恩将在黎巴嫩首都贝鲁
特召开记者会， 说明一连
串嫌疑事件和逃亡原因

重点。虽然逃离日本的过程多少有些仓皇，但
对于被扣留了一年多的戈恩而言，这无疑是
其获得的为数不多的主动时刻。根据戈恩的
公关负责人的说法，戈恩将于8日下午3点在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召开记者会，预计他将在
记者会上对一连串嫌疑事件和逃亡原因进行
说明。如果此次记者会得以召开，将成为戈恩
2018年11月被捕以来的首次记者会。
“现在大家都在等，等待戈恩的记者会。”
汽车行业分析师贾新光表示，在最后一次被
逮捕前戈恩就想开记者会了，但很快就再次
被捕。可能这次戈恩开完记者会之后，事情会
出现颠覆性的转折，所以日本方面其实是比
较害怕的。
贾新光对北京商报记者分析称，戈恩被
冤枉的可能性很大，日本一直有精密司法的
特色。最早其实是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
瞒报收入为由起诉戈恩的。但在戈恩同意支
付罚款想了结之后，日本方面却不太想放人，
找了其他的理由，所以戈恩生气也就在于此。
事实上，这一年多来，几乎每次在戈恩的
拘留期限快到时，东京警方都会对他进行“再
逮捕”，这导致戈恩的拘留期限屡次延长。

2018年11月19日，戈恩在东京机场被逮捕。在
20天拘留期限即将期满前，仍在拘留所的戈
恩于12月4日和21日再次被捕。2019年3月5
日，戈恩在缴纳10亿日元保释金后，第一次获
得保释。一个月后，戈恩于4月4日因涉嫌违规
挪用资金，再次被捕。之后戈恩又缴纳了5亿
日元保释金，于4月25日再次获释。
矛盾点在于日产与雷诺的联盟。2017
年，戈恩领导雷诺-日产-三菱联盟在轻型车
领域获得了全球市场销量冠军，戈恩进一步
的野心在于改变联盟格局，将三家企业进一
步整合。雷诺是日产的最大股东，持有其
43.4%的股份，但日产却只持有雷诺15%的
股份，且无投票权。不对等的情况加上戈恩
激进的行事风格，让日本方面的抵触情绪日
益高涨。
贾新光坦言，日产方面现在有两种态度，
一种是放弃联盟，另一种则是要求平等的合
作，即换股。如果戈恩在记者会上反驳了所有
指控，下一步就比较复杂了，日本方面将会很
难收场，而一旦戈恩揭露了一些不利于日产
汽车的事情，法国方面的态度也会强硬起来。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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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官上任三把火 芬兰欲推“上四休三”

上任不到一个月，芬兰新总理桑娜·马林就将“上四休三”的新工作制
提上了日程。这并非异想天开，以高福利著称的北欧国家早就考虑为民众
减压。不过，革新工作制也会是一把双刃剑，带来福利的同时或许也将带来
职业发展的阻碍。在“人性化”和“
女性化”之间，桑娜·马林需要为这项新政
找到平衡点。

灵活工作制

据英国《每日邮报》5日报道，马林呼吁
在芬兰实行更灵活的工作制度，希望芬兰
人民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家人，“我相信人
们值得花更多时间去陪伴家人、爱人，花更
多时间追求自己的爱好及生活的其他方
面，比如文化”。马林所在的执政联盟要求
在芬兰社会民主党成立120周年之际，为新
的工作时间表进行一次试运行。
每周工作4天、每天工作6小时，马林
提出的新政的确是一项革新。目前芬兰人
民的正常工作时间与其他地区大致无二，
每周5天，每天8小时。但自1996年通过《工
作时间公约》后，芬兰一直采用灵活的工
作模式，允许大多数雇员调整在工作场所
的工作时间，可以提前三小时开始或晚三
小时结束。

这不是马林第一次提出要缩短工作时
长。在成为总理之前，马林曾担任芬兰交通
部部长一职，彼时，她就呼吁过缩短工作时
间，以改善雇主与员工之间的关系，提升工
作效率。BBC曾于2017年报道过多个试行
“上四休三”工作制的例子，得到的结果大
都是员工幸福感得到提升、工作效率和经
济效益均有提高。
对于马林这一深入人心的提议，民众
自然一片叫好。芬兰教育部部长、左翼联盟
领导人李·安德松就对此表示支持，“ 让芬
兰公民减少工作时长是很重要的。这与女
性领导层的执政风格无关，而是给选民提
供帮助，信守对选民的承诺”。
34岁就出任总理的马林，颇有些引人
注目，除了全球最年轻现任总理、芬兰最
年轻总理的身份之外，马林还是全球政坛
上少有的女性面孔。除了新工作制的大胆
提议之外，马林还提出过多项倡议。比如

在2020年1月1日的新年致辞中，马林就 时不会减少员工们的工资。
与马林的说法一样，卡纳汉表示，工人
表示，对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投资，
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改革芬兰的工业结 们很高兴减少了工作时间，可以有更多时
间和亲人一起从事各种休闲活动。此外，她
构等。
还补充称，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并没有下降，
营业额和利润都上升了，员工缺勤也越来
缩短工时成风
越少。
事实上，马林并不是第一个提议缩短
如果Gracefruit还不够有说服力的话，
工作时间的人，毕竟在这一点上，芬兰的 微软就要出马了。去年8月，微软日本开始
邻国瑞典起码超前了四年。早在2015年， 面向2300名正式员工试行“上四休三”的工
瑞典哥德堡市的黑谷老年疗养院就开始 作制度，去年末，微软日本公布了这一试验
了“6小时工作制”的社会试验，为了验证 结果，数据显示，微软日本8月的劳动生产
试验的效果，黑谷疗养院不远处的一家索 率同比增长39.9%，92.1%的员工对“上四休
兰根老年疗养院的护工则继续实行8小时 三”表示满意。负责这种工作方式改革推进
工作制。
的主管人员甚至表示，打算今年夏天继续
一年多过去以后，最后的试验结果显 采取这种制度。
示，索兰根的护工请长期病假的比例是试
验前的2.8倍，短病假的比例也上升了
不一定是好事
12.2%。相比起来，黑谷在这两方面的状况
是分别减少了0.6%和50%以上。也是在这
对于缺乏劳动力的日本来说，用缩短
样的背景之下，当时瑞典全国各地甚至有 工时的方式提升效率似乎成了一个不错的
不少地区都在蠢蠢欲动，欲跟进“6小时工 选择。《日经新闻》 曾报道称，日本KFC
作制”。
2016年便实行一周休息3天的“限时员工”
眼下，这种制度似乎有逐渐扩散的趋 制度，迅销集团也在旗下优衣库引入了可
势。苏格兰新闻网站TheNational曾报道 以选择每周休息3天的制度。
称，英国著名的肥皂制造公司Gracefruit创
看起来是个双赢的决定，员工获得了
始人兼董事长伊丽莎白·卡纳汉于2018年1 假日，而企业获得了更高的利润，但对于目
月决定，该公司的员工每周工作23小时，同 前的企业和工人而言，“上四休三”仍然可

望而不可即。日本厚生劳动省2018年进行
的一项调查显示，6.9%的公司推出了一周
休三天制度，这比上一年调查中的6%仅仅
略微增加了0.9个百分点。
“上四休三”还有跨不过的坎。瑞典从
养老部门开始的试点便足以说明这一问
题，比如其他行业对这样的改革并不感兴
趣，哥德堡警局发言人SannaGustafsson
曾公开表示，如果在警察部门推行此政策，
无异于孩子气的胡闹。彭博社也曾评价称，
这样一种工时改革，基本不可能在白领行
业推行下去。
此前一份对美国 、法国、德国和英国平
均工作小时数以及其经济表现的分析发
现，在工作时间较少的国家，工人的人均生
产率水平往往较高，但是整个国家的生产
率较低。而在法国，缩短工时甚至出现过巨
大的争议，1998年，法国的左翼政府便将大
多数工人的每周工作时间从39个小时强制
减少至35个小时，而在工会的坚持下，工人
的工资水平没有改变，但最后的结果却是
失业率反而上升了。
更重要的是，法国改革派还提出了“多
工作多赚钱”的口号，要求取缔限制工人工
作时间的35小时工作制，这一争就是十年
之久。2008年7月，一周35小时工作时间的
强制规定结束，尝试以失败告终。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