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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恒大健康（00708.HK）发布公
告称，贾跃亭向香港仲裁中心提出仲裁，要求
剥夺恒大作为股东享有的有关融资的同意
权，并解除所有协议。

公告称，恒大子公司时颖于2017年11月
30日与贾跃亭控制下的FF Top公司签订合
并与认购协议。恒大在三年内投资20亿美
元，占合资公司45%股份，按照协议约定在
2018年底前支付8亿美元、2019年支付6亿美
元、2020年支付6亿美元。恒大在2018年5月
25日已提前支付完毕2018年底前应支付的8
亿美元。

2018年7月，原股东即提出恒大的8亿
美元已基本用完，要求恒大再提前支付7
亿美元。恒大为了最大限度支持合资公
司的发展，与贾跃亭签订了补充协议，同
意在满足支付条件的情况下，可提前支付
7亿美元。

公告称，原股东利用其在合资公司多数
董事席位的权利操控合资公司，在没达到合
约付款条件下，就要求恒大付款，并以此为借
口于2018年10月3日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
出仲裁，要求：1）剥夺时颖作為股东享有的有
关融资的同意权；2）解除所有协议，剥夺时颖
在相关协议下的权利。

恒大健康在公告中回应，公司认为已履

行相关协议项下的责任，已聘请国际律师团
队，将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捍卫恒大在相关
协议下持续享有的权利，保障公司及股东的
利益。公司将适时刊发进一步公告。

以下为公告原文：
本公告由恒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上市规则」）
第13.09条及《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法例第
571章）第XIVA部发出。

兹提述本公司日期为2018年6月25日，
内容有关本公司收购时颖有限公司（「时
颖」），其持有在Faraday Future的投资之 主
要交易公告（「该公告」）。除非文意另有所
指，本公告所用之词汇具有该公告所界定者
之相同涵义。

时颖于2017年 11月 30日与Faraday
Future 原股东（FF Top Holding Ltd.（［
原股东」），实际控制人为贾跃亭）订立合拼
与认购协议，时颖在三年内投资20亿美元，
佔 合 资 公 司 Smart KingLtd.（F Smart
King」）45%股份，按照协议约定在2018年
底前支付8亿美元、2019年 支付6亿美元、
2020年支付6亿美元。时颖在2018年5月25
日已提前支付完毕2018年底前应付的8亿美
元

2018年7月，原股东提出时颖的8亿美元
已基本用完，要求时颖再提前支付7亿美元。
时颖为了最大限度支持Smart King的发展，
与Smart King及 原股东签订了补充协议，同
意在满足支付条件的前提下，提前支付7亿美
元

原股东利用其在Smart King多 数董事
席位的权利操控Smart King ，在没达到合约
付款条件下，就要求时颖付款，并以此为藉口
于2018年10月3日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出
仲裁，要求：1）剥夺时颖作为股东享有的有
关融资的同意权；2）解除所有协议，剥夺时
颖在相关协议下的权利。

本公司认为时颖已经履行相关协议项下
的责任。Smart King提出仲裁严重伤害了
时颖及其股东的权益。时颖已聘请国际律师
团队，将探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捍卫时颖在相
关协议下持续享有的权利，以保障本公司及
其股东的利益。本公司将随时刊发进一步公
告。

应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已于2018年
10月4日上午九时正起于联交所短暂停牌，
以待刊发本公告。本公司已向联交所申请于
2018年10月8日上午九时正起恢复股份于联
交所买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竺轩

贾跃亭欲撕毁合约
踢恒大出局？

恒大健康发布公告回应

我省国安机关
侦办多起台湾间谍案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任鸿）

针对近一个时期以来，台湾间谍情报机关
罔顾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以祖国大陆
为目标，大肆开展间谍情报活动的突出情
况，近期，国家安全机关组织开展的

“2018-雷霆”专项行动破获了大批台湾间
谍案件。近日，我省国家安全机关披露多
起涉及我党政系统内部人员涉嫌危害国家
安全的案件，其中4人均在我党政机关担任
要职，却分别被台湾间谍情报机关勾连策
反，刺探、窃取情报，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据我省国安机关介绍，台湾间谍多是
通过假借咨询公司、知名媒体等名义广发
邮件等方式，以“高薪兼职”“咨询约稿”等
吸引眼球，初步骗取境内人员信任后，逐步
提出情报需求，从而刺探窃取我党、政、军、
经济、社会、科技等各方面内部资料及动态
信息。在此次我省国安机关披露的案件
中，有的被告人是被听起来“高大上”的境
外企业兼职机会所迷惑、有的则被所谓的

“荣誉顾问”头衔所吸引，在迈出第一步后，
面对“高额”的报酬，最终陷入犯罪深渊，难
以自拔。在一些案件中，台湾间谍还持续
通过嘘寒问暖、发送美女图片等方式对我
党政系统内部人员极力拉拢，甚至冒充“上
级单位”来初步骗取对方信任。

我省国安机关提醒，国家已颁布实施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规定公民和组织应当
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包括：保守所知
悉的国家秘密，及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
动的线索，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便利条件
或协助等。公民应在心中树立起国家安全
意识，携手守护国家安全。

“排队两小时，打卡五分钟”

日均 万人次看熊猫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见习记者钟晓璐

似乎眼睛一睁一闭，国庆
七天大假就没了，封面&
抖音“大假随手拍”国庆

黄金周微视频大赛也告一段落。活
动主办方将根据作品质量、传播数
据、社会意义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
评选出一二三等奖，获奖者也将分别
拿到3000元、2000元、1000元的现金
奖励。

国庆大假，作为“网红景区”的成
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谓人山人
海。国庆大假七天里，成都大熊猫基
地的熊猫宝宝们，日均看人3万人次
以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

“人从众”。
10月1日，大假第一天，成都下起

了下雨，但依然挡不住游客们前去看
熊猫卖萌的热情。基地内，人挤人，
伞撞伞，人头攒动，“排队两小时，打
卡五分钟”。国宝打个滚、上个树、啃
根竹子，就能把游客逗得哈哈大笑。

10月2日一早，国庆大假第二天，
柴先生来到了大熊猫繁育研究基
地。人流如潮，基地内月亮产房开启
了人挤人模式，熊猫宝宝：大清早的，
打扰我睡觉！

国庆假期，来自重庆的韩女士带
着家人来成都旅游，准备趁此期间小

探一下熊猫基地。“本来以为漫山遍
野都是熊猫，结果漫山遍野都是人人
人，实实在在感受了一番节假日出行
阵仗。”看着女儿高高兴兴的样子，韩
女士觉得再累都值。

自媒体作家韩先生也去熊猫基
地凑了个热闹。早上6点多就起床去
排队的他，已经排在了千人之外。“还

好我这次带了个超长焦镜头，和熊猫
隔得太远没关系，关键我的镜头能当
望远镜用。”

广东妹子苏女士一直很喜欢熊
猫，经常在微博上关注熊猫宝宝的动
态。趁着这次国庆大假，她终于见到
了心心念念的大熊猫，“都快被萌化
了，超级可爱。”

国庆假期，成都人周小姐跟着男
朋友回了陕西老家。“本来以为避开
了出行大军，却不知走到哪里都是人
潮。”她到陕西一小县城的休闲山庄
吃饭，里面不过是养了几只鳄鱼和一
些观赏鱼，就引来许多人专门驱车前
往。可能是嫌游客太吵，鳄鱼一直躲
着不肯出来见人。

国庆黄金周成都揽客
超1500万人次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殷航）10月7日
晚，记者从成都市旅游局获悉，国庆假日期
间，成都累计接待游客1520.43万人次，同
比增长18.7%，实现旅游总收入228.8亿元，
同比增长27.1%。从景区游客接待总量来
看，排名靠前的是双流海滨城（64.75万人
次）、锦里（53.79万人次）、宽窄巷子（51.75
万人次）、黄龙溪（46.8万人次）、青城山-都
江堰景区（44.68万人次）、大熊猫繁育研究
基地（44.31万人次）。

成都市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成都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
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通过游客抽样调
查，可以看到成都市以外来蓉游客占比进
一步提升，超过游客总数的80%，其中近一
半是省外长线游客。从省外客源地来看，
重庆、江苏、贵州、广东、上海等地游客最
多。

国庆假期，成都这座“网红”城市热
闹非凡，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涌
入。在成都不胜枚举的旅游景点中，有
一处地方，可以说是游客来到这座城市
的必去之处，那就是——杜甫草堂。这
里不仅是后人追寻“诗圣”杜甫的胜地，
更是四川的文化地标。

近日，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
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主办，四川日报、封
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承办，四川省美术
家协会、四川省书法家协会、四川省青
少年文联协办的2018首届青少年“四川
历史名人书画传习”活动，正面向全国
大中小学生，征集以四川首批十位历史
名人为主题的书法、书画作品。其中

“诗圣”杜甫，无疑是很多青少年们想要
书写的历史名人。

光焰万丈长 书写底层人民之歌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这
是唐代杰出文学家韩愈对于杜甫和李
白的至高赞扬。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

优秀的诗人层出不穷，能在唐诗的江湖
中留下千秋万世名，杜甫的成就与高度
自然不言而喻。

杜甫有无数的诗作被选入中小学
教材，从孩子们走进课堂开始，就会在
杜甫的诗中领略世间百相和自然之
美。比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

上青天”里的早春时节，还有“无边落木
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深秋山
林。孩子们进入中学，就会看到“国破
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中国家衰亡的凄
惨景象；“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
士俱欢颜”里的忧国忧民之情；当然，也
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雄心和
气概。

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上，为何杜
甫会受到后人如此高的认可？四川师
范大学教授吴明贤曾说：“时至今日，大
家之所以喜爱杜甫，就在于他诗作中的
精神思想，体现出深刻的人本关怀精神
……他亲身体验了人民生活的苦难和
国破家亡的痛苦，不断地为底层人民发
出愤世的呐喊。”

当杜甫遇上成都 是互相的幸运

公元759年的冬天，当杜甫辗转来
到成都时，他不会料到，自己会在四川
的历史文化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同
时他也不会预知，成都这座城市会带给
他怎样的惊喜和转变。当杜甫遇见成

都，对彼此而言都是幸事。
当代诗人向以鲜，就曾在其文章

《当杜甫遇见成都》中这样写道：如果成
都没有杜甫的寓居岁月，成都的诗意将
缺少一道壮丽的底色；如果杜甫没有经
历成都的山川风物之美，那我们所看到
的杜甫可能完全是另一副模样——除
了悲苦，还是悲苦；除了绝望，还是绝
望。“所以，当杜甫遇见成都，是互相的
幸运。”向以鲜说，巴蜀这块大地，给予
了杜甫很多东西，包括精神上、物质上、
甚至是生活起居、习惯上的改变。

如果你也想领略杜诗之美，现在就
下载封面新闻客户端，进入【我的】-【封
蜜club】“2018首届青少年四川历史名
人书画传习”，或点击链接 http://h5.
thepage.cn/shufaApply/?&userId=
NjY4NDM5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报
名参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四川历史名人书画传习季
2018 首 届 青 少 年

参与方式

书画杜甫与成都的不解之缘
“四川历史名人书画传习”勾勒名人曲折故事

杜甫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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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二维码

大假期间，成都大熊猫基地人山人海。 21套友城雕塑
将落地锦城绿道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谢燃岸）10月7
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成都市建
委获悉，21套来自成都友城的雕塑将安家
锦城绿道，为该绿道增加艺术气息。而首
座雕塑，来自波兰罗兹市的《友谊环》已经
亮相桂溪生态公园。

今年4月22日至28日，成都邀请了38
位国际雕塑艺术家来蓉采风，他们来自25
个国家和地区，也是成都国际友城的代表。

几个月过去，首期选择友城雕塑方案
21套。目前依据雕塑形态、材质、尺度、创
作概念，并结合空间环境、场地文化背景
等，将在天府绿道上进行相应的落位。成
都市建委有关负责人介绍，雕塑主要承载
园区为锦城湖、桂溪生态公园、中和湿地、
江家艺苑、玉石湿地。包括雕塑在内的各
类艺术装置在天府绿道的“落户”，可以提
高绿道的人文气息，增加市民的参与度。
这些雕塑把成都特色与国际元素相融合，
也将推动城市艺术氛围的营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