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牌峰会透露

奥迪前瞻产品和技术布局

今年 6月 5日，“2018奥迪品牌峰会暨

奥迪Q8全球首发” 活动在深圳拉开帷幕。

此次品牌峰会， 全方位展示了奥迪AI智能

科技、电动科技等前沿汽车科技和面向中国

市场的前瞻布局。 与此同时， 奥迪旗舰级

SUV———奥迪Q8也在此次品牌峰会上全

球首发，彰显出奥迪强大的产品实力。

作为奥迪Q家族旗舰级 SUV， 奥迪

Q8集优雅外形、卓越运动性能和智能科技

于一身，全面展示出奥迪面向未来的产品设

计思考。其中，在设计方面，奥迪Q8采用奥

迪家族全新设计语言，锐利的车身棱角和运

动紧致的外形，凸显了视觉的张力和尊贵的

气质，达到优雅与动感的完美平衡。

而继 6月份品牌峰会之后， 奥迪今

年的另外两款重磅新车， 也先后来到消

费者面前。

全新奥迪 Q5L：

重新定义中型 SUV 级别标准

奥迪 Q5 在豪华中型 SUV 市场一

直都有不错的市场表现。 最近两年随着

SUV热潮的到来，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

追求空间更大， 舒适度更佳的 SUV车

型。 在这种发展趋势下，一汽-大众奥迪

顺势推出了全新奥迪 Q5L。

全新奥迪 Q5L 轴距较上一代奥迪

Q5加长 101毫米，与海外标轴版本相比

加长 88 毫米， 车身长度达到 4,765 毫

米。 全新奥迪 Q5，以加长的车身和轴距

重新定义豪华中型 SUV的设计新标准。

加长的车身和轴距使全新奥迪

Q5L的车内空间达到了 C 级行政座驾

的标准。全新奥迪 Q5L后排空间尤为舒

适，不仅空间大，且后排座椅角度更加平

缓，腿部能够得到更好支撑。 另外，加长

重新开发的全景天窗，拥有 1.27平方米

的最大开口面积， 从前排一直延展至后

排座椅后方头顶，接近敞篷视觉效果。

在储物空间上， 全新奥迪Q5L的表

现同样优秀。 据介绍，全新奥迪Q5L的后

备厢容积为 550升， 可以轻松放下 10个

20寸的登机箱；后排座椅放倒后，后备厢

容积超过 1,600升。 后排座椅支持 4-2-4

放倒，进一步增加了后备厢储物的灵活性。

在操控性，得益于强大的动力，技术

升级的 quattro ultra四驱系统、同级最强

的前后五连杆悬挂系统，奥迪 Q5L能够

全面满足用户对一款高档中型 SUV车

辆在各场景下的操控需求。 其搭载的同

级最强第三代 EA888 2.0 升 TFSI 涡轮

增压发动机， 高功率版较上一代奥迪

Q5功率提升高达 20千瓦、扭矩提升 20

牛·米。 配合 7速 S tronic“跑车级”变速

器，可实现最快 6.7秒百公里加速。

此外，同级最多的 22项驾驶辅助系

统、针对中国用户专属开发的座椅、全系

标配的三区自动空调、以及 12.3英寸高

清屏等诸多先进智能化配置， 使得全新

奥迪 Q5L的产品力大增。

在当前的豪华中型 SUV领域，虽然

BMW X3今年开始国产， 售价有所下

探， 而奔驰 GLC也在奥迪 Q5L的压力

下，推出了全新奔驰 GLC L；但新的豪

华中型 SUV三强中， 全新奥迪 Q5L在

产品力和价值感上， 还是远远超越国产

BMW X3和近期上市的奔驰 GLC L。

全新奥迪 Q2L：

开创豪华 A 级 SUV 竞争新格局

紧随全新奥迪 Q5L 而来的是全新

奥迪 Q2L。该车型是奥迪 Q家族首款偶

数系车型， 也是奥迪全新品牌主张在中

国市场落地的首款车型。

奥迪 Q2L 基于大众 MQB 平台打

造， 新车采用了具有开创性的多边形外

观设计语言。 宽阔的车肩和棱角分明的

造型、 低匐的车顶轮廓线和高高的车窗

线，使得这款运动型 SUV呈现出轿跑般

的设计特征。

为了契合奥迪 Q2L 潮流、 运动的

定位，其内饰同样采用的动感、时尚的

手法打造。其中在车门扶手、中控台饰

板及座椅等多处， 都加入了抢眼的色

彩点缀，并可依照个人的口味及喜好，

在黄，红等三种色彩之间做选择，使车

内视觉效果有更层次感。 10 色可选，

20 种色度可调节的内饰炫彩氛围灯，

十分夺人眼球。

在动力上， 全新奥迪 Q2L 搭载了

1.4T 发动机， 最大功率 110kW/5000-

6000rpm， 搭配全新 7 速 S tronic 变速

器，可实现 8.7秒的百公里加速成绩。 除

此之外，奥迪 Q2L提供了自动、舒适、动

态、经济以及个性化五种驾驶模式，驾控

选择更多，体验更加丰富。

全新奥迪 Q2L的到来，不仅丰富了

奥迪在华的车型布局， 也促使奥迪在品

牌层面更加趋向年轻化。

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 最懂中

国用户的豪华汽车品牌，一汽-大众奥

迪始终与用户一同成长， 在不断优化

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同时， 更通过体验

式营销体系，深化用户口碑、建立情感

维系。 未来，一汽-大众奥迪将继续深

耕中国市场，始终“以用户为中心”，为

消费者带来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体

验。站在 30 年这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

发展新阶段，一汽-大众奥迪凭借产品

力的升级，在豪华车市场再次展露“王

者”风范。

深耕本土市场，奥迪在中国加速产品攻势

乘用车市场连续三个月的下跌，

让业内对今年的车市表现持悲观态
度。 然而，整体大盘的下行，并没有阻
挡豪华品牌的阔步前进。 9月份，国内
豪华车市场增速明显，且德系三强均
呈现不同程度的增幅。

其中， 一汽-大众奥迪 9月在中
国销量为 655,88辆， 同比增长 13%。

而今年前 9个月， 奥迪累计在华销量
已达 48.3万辆，同比增幅为 15.4%。与
此同时，今年恰逢奥迪进入中国市场
满 30周年。 以上销量成绩的取得，与
奥迪 30年来持续深耕中国本土市场
有莫大的关系。

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豪华
品牌之一，奥迪对中国市场的洞察精
准而敏锐。 这从其在中国市场的产品
布局就可窥见一斑。 比如， 奥迪 A6L

开创了豪华 C 级车加长的格局，并在
该细分市场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而奥
迪 A4L在豪华 B级车市场，同样拥有
较为成功的表现；此外，奥迪 Q3、奥
迪 Q5两款 SUV车型，征战中国市场
多年取得了骄人的业绩。

今年， 一汽-大众奥迪以不断升
级的产品力，在中国市场再次掀起产
品攻势，不断满足中国用户日益增长
的用车需求。

■本报驻东京记者 刘洪亮

■薛 晟

国际观察

对留学生下手只因法国缺钱了
马克龙政府宣布自 2019 年起提高非欧盟留学生的公立大学学费

11 月 19 日法国政府公布了自
2019 年起针对非欧盟学生提高公立大
学学费的消息，不止震惊了整个法国，几
乎所有人对于这样一项突然出台的决定
表示不理解。 一向把自由、平等、博爱挂
在嘴边，又以教育为其骄傲的法国，突然
之间宣布要增加公立学校的注册费，还
打出了吸引更多留学生的口号， 这一举
动不可谓不奇怪。 再加上之前增加汽柴
油税费， 以及自马克龙就任总统以来进
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以缩减公共开支，这
不禁让人怀疑，法国真的没钱了吗？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的数
据，2017 年，法国公共财政支出占到了
GDP 的 124.2%。 虽然教育支出仅占到
了 GDP 的 6%，但根据法国总理爱德华·
菲利普在个人社交网络上所说， 针对非
欧盟留学生的支出占到了教育支出总体
的 1/3。 在整个法国的教育体系中，除
了书费和生活费之外， 公立大学的学生

需要支付的只有注册费。长期以来，公立
大学低廉的注册费成为了法国教育的一
个巨大优势所在。 而此次注册费上涨幅
度之大， 让学生感觉自己的负担一下子
增加了许多。注册费提高后，欧洲经济区
以外的国际留学生在法国公立高校攻读
学士学位的注册费由 170 欧元提高至
2770 欧元， 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注
册费由 245 欧元增至 3770 欧元。

对于法国政府来说， 其目标明显是
为 了 缩 减 在 教 育 上 的 开 支 。 根 据
Campus France 公布的数据来看 ，在
2017-2018 学年， 在法学习的外国留
学生超过 34 万名， 其中仅有 1/4 为欧
洲学生。 此外，作为 Erasmus 项目的受
益者，法国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高
所有留学生的注册费， 因此这次法国政
府选择了向非欧盟留学生下手。

根据菲利普所说， 提高留学生注册
费是为了实现整体家境较好的国际留学
生与部分家境贫困的法国学生之间的相
对公平。然而，家庭整体条件较好的学生
通常会选择私立高校， 而这部分学校的
收费本来就远远高于公立大学， 其学费

远远高出了调整后的公立大学注册费。

而从现在所公布的政府文件来看， 并没
有涉及到将多收的这一部分注册费用于
资助家庭贫困的法国学生。因此，这一冠
冕堂皇的理由并不能完全成立。

法国政府提高非欧盟留学生在公立
大学的注册费， 或许与马克龙上台之后
逐步推行的教育改革有关。自去年起，法
国小学就开始了小班化教学， 将班级人
数控制在 20 人以下， 并希望将这一措
施逐步推行到整个高等教育前的阶段。

法国因此出现了大量的师资和资金的缺
口。另一方面，为了让因为各种原因辍学
的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 法国教育
部公布了一系列措施， 让他们能够在工
作中具有更强的竞争力。除此之外，针对
校园安全问题， 法国教育部于上月底成
立了相应的机构， 并要求从各大学区到
各个院校都需要有专人负责相关安全事
务。 这一系列举动都增加了教育公共支
出的负担。在法国经济长期处于不景气、

经济增长率持续低迷、 失业率居高不下
的情况下， 政府已经无力从其他地方腾
出资金落实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如果

再次增加税收或新立税收名目的话，无
疑将会冒着民众再次上街游行抗议的风
险。因此，政府也只能将矛头指向了长期
以来外国留学生所享受的同法国学生一
样的低廉注册费之上。

对于这一举措， 在法的外国留学生
当然不会买账， 已在社交网络上发起了
抗议的召集活动。 在法的外国留学生在
“脸书”上发布了一项名为“反对‘欢迎来
法国’，对注册费上涨说不”的召集活动
（“欢迎来法国” 是法国教育部一直以来
吸引留学生前往法国留学的口号）。而这
项召集活动颇为引人关注的是其地点定
在了法国思想界的摇篮———巴黎高等师
范学院。在“向注册费上涨说不”“对非欧
盟学生歧视说不”的口号下，这场召集活
动将在当地时间本周五晚讨论将以何种
形式展开抗议活动。可以预见的是，继上
周末的“黄马甲”行动之后，法国街头很
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周内迎来大量的学生
游行。而“黄马甲”行动仍未结束，届时两
股抗议人流汇聚， 将令法国政府面临重
大的挑战。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系讲师）

”产汽车法籍董事长涉嫌财务不当被捕

11 月 19 日 ， 日产汽车董事长 、

法国人卡洛斯·戈恩因涉嫌财务不当

行为被日本东京地方检察院逮捕。 同

时被捕的还有日产汽车代表董事凯

利 。 21 日 ， 有媒体报料称 ， 由于戈

恩等人的不当财务行为长达数年之

久， 日本检方怀疑日产汽车内部存在

管理上的问题， 正考虑对日产汽车公

司提起诉讼。

汽车巨头落马震动全球

作为世界著名的汽车公司日产汽

车、 法国雷诺汽车和三菱汽车公司的

会长 （董事长）， 戈恩可谓是全球汽

车行业最知名的领袖之一。 戈恩曾带

领陷入经营危机的日产汽车实现 “V

字形复苏”。 然而， 在其长达约 20 年

的执政日产期间， 企业内部出现了各

种问题。

日本检方公布的消息称 ， 从

2010 财年至今 ， 戈恩伙同日产汽车

代表董事凯利合谋向东京证交所虚报

薪酬。 仅在过去五年， 戈恩就隐瞒了

多达 50 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 3 亿元）

的收入。 日本媒体报道称， 戈恩在截

至 2015 年 3 月的五年时间里获得了

约 40 亿日元与股价相关的薪酬， 但

该笔资金却未在日产的财务报告中公

布。 还有媒体评论称， 戈恩此举若坐

实， 意味着日产汽车公司也应该承担

责任， 因为该公司在长达五年的时间

里均未能发现戈恩的违法之举。

日产自称通过内部调
查发现问题

在 19 日戈恩被捕消息传出后 ，

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西川广人当晚在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将成立一个独立

审查小组来调查戈恩的不当行为。

西川承认， 公司缺乏透明度、 管

理不严也是导致此次事件发生的一大

原因。 他在记者会上还列举了戈恩涉

嫌财务不当行为的三大罪状： 一是过

去五年中， 戈恩从日产汽车公司领取

了 99 亿日元的报酬， 但是他却指示

部下做手脚， 在公司的财务报表 《有

价证券报告书》 中只写了 49 亿， 隐

瞒了多达 50 亿日元的收入； 二是专

断独裁， 将日产汽车公司建为 “戈恩

王国”， 否定并抹杀日产的传统与尊

严； 三是动用公款用于私人投资和家

人消费。

关于日产未来的经营， 西川表示

已与三菱汽车进行沟通 ， 并希望建

立一个包括两名独董在内的第三方

组织， 恢复公司治理。 西川使用 “戈

恩体制的负面” 这一表述批评戈恩的

不正常企业管理行为， 称 “必须承认

过去日产的管理权力过于集中在一人

手里， 因此在必要的情况下需要明确

地采取措施。 日产讨论将在未来成立

第三方委员会， 以防止此类情况再次

发生”。

日本产业界与政界对
戈恩不满已久

不过在日产的新闻发布后， 外界

将对事件的关注点和质疑反而指向了

日产汽车本身。 报道指出， 此次戈恩

的违规行为虽以内部举报为发端， 但

事后种种迹象表明， 原因远没有戈恩

等人涉嫌财务问题那么简单。 有分析

认为， 戈恩被捕涉及日产内部的权力

斗争， 甚至还有分析称， 戈恩事件的

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出于维护自身汽车

行业利益的考虑。

原因之一是强势的戈恩开除了两

万名日产员工， 引发员工不满情绪，

埋下了其被举报的定时炸弹。

其二是戈恩欲将日产、 三菱、 雷

诺合并为世界最大汽车制造商的野

心， 令日本产业界和日产、 三菱汽车

的员工们感到极大的愤怒与不安 。

“保卫日本汽车业” 成了日本产业界

乃至政界的共识。 不能排除这一共识

促成了日产 “政变 ” 、 加速了戈恩

“落马” 进程的可能性。

有分析称， 多年来， 日产内部对

戈恩的不满已经非常明显， 但这背后

更大的争执源于日法两国对于日产控

制权的争夺。 目前日产与雷诺属于双

方相互持股， 相对而言， 雷诺是日产

的控股方， 而法国政府则是雷诺的最

大股东。 兼任法国雷诺、 日产汽车、

三菱汽车会长的戈恩被逮捕， 由三家

车企组成联盟的经营体制将不得不进

行根本性调整。 日产则会摆脱受法国

政府控制的命运。

有分析称， 在戈恩被捕事件中，

检察机关、 企业和媒体密切合作， 安

排周到， 都让人感到极其意外。 无论

是日产公司的内斗还是日法政府的利

益角逐， 随着司法部门的介入， 戈恩

事件将成为影响今后日法汽车产业活

动的一大转折点。

（本报东京 11 月 21 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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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借选举又掀起一场针对俄罗斯的“舆论战”

国际刑警组织 21 日宣布， 韩国代

表金正阳当选为该组织的新主席。 第

87 届国际刑警组织全体大会于 18-21

日在迪拜举行， 金正阳和来自俄罗斯

的候选人亚历山大·普罗科普丘克竞争

主席职位。 尽管如今尘埃落定， 但近

日关于 “普罗科普丘克必会当选” 的

流言引起的俄罗斯与西方的舆论战 ，

给这场选举打上了 “政治化” 的烙印。

国际刑警组织要求政治中立， 其

主席一职很大程度上是荣誉象征， 组

织日常事务由秘书长负责。 尽管是荣

誉象征， 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选举还

是吸引了全球的关注。 英国 《泰晤士

报》 在选举前发文称， 目前负责该组

织欧洲事务的副主席普罗科普丘克当

选是 “板上钉钉的事情”， 而他的胜利

则代表俄罗斯的重大胜利。

这一消息引起了美国、 乌克兰和

俄罗斯国内自由派的巨大反响 。 20

日， 美国民主党参议员珍妮·沙欣、 克

里斯·孔斯及共和党参议员罗杰·威克、

马可·卢比奥发表联合声明， 呼吁特朗

普政府和国际刑警组织大会反对普罗

科普丘克的候选人资格 。 四人认为 ，

俄罗斯经常利用国际刑警组织实施报

复、 迫害政敌， 普罗科普丘克本人则

亲自协助。 乌内务部长阿瓦科夫在社

交网站上威胁 “退群”： “如果乌克兰

的合理呼声没有被听到， 乌方将审议

退出国际刑警组织。” 《莫斯科时报》

则详细报道了普罗科普丘克在国际刑警

组织任职期间协助克里姆林宫迫害反俄

人士比尔·白劳德的历史， 白劳德曾根

据美国 《马格尼茨基法案》 对俄履行

制裁措施， 作为报复， 普罗科普丘克

动用 “红色通缉令” 将白劳德抓捕。

对此， 俄罗斯内务部发言人伊琳

娜·沃尔克 21 日对媒体表示， 外国媒

体发起 “舆论战” 是不可接受的。 她

说： “今天， 在外国媒体上我们发现

一场旨在诋毁俄方国际刑警组织主席

候选人的活动。 国际刑警组织是一个

专业的国际组织， 俄方认为， 将国际

刑警组织政治化不可接受。”

■本报记者 刘 畅

金正阳的当选让西方国家松了一口气。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