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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业突然被喊停
FF造车引发关注

10月7日晚，恒大健康（0708.HK）发布复
牌公告，公告事关此前收购香港时颖公司（以
下简称“时颖”）股份，从而入主Faraday
Future（法拉第未来，以下简称“FF”）的事
宜。此前的10月4日，恒大健康在港交所发
布停牌公告，称公司将刊发有关公司的一项
仲裁程序之内幕消息公告。

恒大健康公告称，FF董事长贾跃亭半年
耗尽恒大投资的8亿美元，又向恒大提出再提
前支付7亿美元，未达目的后提出仲裁，要求
剥夺恒大对FF相关母公司的融资同意权以
及撕毁所有合作协议。恒大健康公告称，时
颖于2017年11月30日与FF原股东（即FF
Top Holding Ltd，实际控制人为贾跃亭）订立
合并与认购协议，时颖在三年內投资20亿美
元，占合资公司Smart King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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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记者发稿之时，FF方面对此唯一的
回应是在10月8日发布的一则声明。声明
称，虽然FF和公司创始人贾跃亭已经如期完
成了2018年7月投资方提出签署的三方协
议中要求的全部支付条件，除了首笔8亿美
元投资之外，恒大未能兑现向FF支付任何额
外资金的承诺，反而试图获得对FF中国和

FF所有 IP的控制权及所有权。FF同时表
示，将确保尽快高品质地向全球用户交付
FF 91量产车。

时颖与恒大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事实上，恒大对FF的入主，即是通过收

购时颖完成。今年6月25日，恒大健康发布
公告称，以67.467亿港元收购香港时颖公司
100%股份，从而获得其拥有的Smart King
公司45%的股份，成为Smart King第一大股
东。Smart King公司全资持有FF。7日，恒
大健康的公告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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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大健康提出，Smart King向时颖提前
要求相关款项，未达目的后突然反目，要求剥
夺时颖作为股东的相关权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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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此为借口于2018年10月3日
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出仲裁，要求：剥夺时
颖作为股东享有的有关融资的同意权；解除所
有协议，剥夺时颖在相关协议下的权利。”

多元发展
进军高科技产业

实际上，恒大投资FF早有端倪。今年4

月9日，恒大集团与中国科学院签署全面合作
协议时，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宣布正
式进军高科技产业。

许家印表示，恒大计划未来十年投资
1000亿元，在生命科学、航空航天、集成电
路、量子科技、新能源、人工智能、机器人、现
代科技农业等重点领域，与中国科学院共同
创建引领前沿科技的“三大基地”。其中，新
能源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而FF涉足的
正是新能源汽车。

除此之外，恒大在入主FF后，还在9月入
主了广汇集团。9月23日晚间，中国恒大
（0333.HK）发布公告称，恒大集团将斥资
144.9亿元人民币入股广汇集团，并取得广汇
集团40.964%股份，成为广汇集团第二大股
东。

公告显示，广汇集团主要从事能源、汽车
销售、物流及房地产等业务，其中，广汇汽车
（600297.SH）是全球最大的乘用车经销与服
务集团、中国最大的豪华乘用车经销与服务
集团、中国最大的乘用车融资租赁提供商及
中国汽车经销商中最大的二手车交易代理
商，专注于打造豪华、超豪华及中高端的品牌
布局结构，目前已形成以法拉利、玛莎拉蒂、
保时捷、劳斯莱斯等超豪华品牌的全面覆盖。

也就是说，在投资FF项目后，拥有整车
制造能力的恒大继而投资广汇集团，将切入
汽车流通领域，为其电动汽车经销网络铺
路，从而打通了从生产到流通的汽车的全产
业链。

布局高科技产业
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恒大集团通过做大产业，成为一家万亿
元级的企业，并且加大对社会公益以及扶贫
的投入。同时，在短短几年的时间，恒大集团
逐步拓展了金融、大健康和文旅板块，推出了

“恒大养生谷”“恒大童世界”等产品，在市场
上成为一家受欢迎的企业。

今年7月，应哈佛大学新任校长劳伦斯·
塞顿·巴科的邀请，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
印一行到访哈佛大学，双方就进一步深化合
作进行了交流。

劳伦斯·塞顿·巴科表示，恒大是实力雄
厚的世界500强企业，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
许家印成为其履新后接待的重要客人。过去
五年，哈佛与恒大在多领域的合作中取得了
丰硕成果，对推动科技进步、人类社会发展作
出了积极的贡献，期待与恒大在更多领域有
更深层次的合作。

据悉，哈佛大学与恒大集团在2013年就
已达成战略合作，并于2014年共同成立恒大
免疫疾病中心、绿色建筑与城市中心、数字科
学与应用中心等三大中心，开展健康医疗、绿
色建筑、应用科学等领域的科学研究和产业
发展。此外，哈佛大学医学院主要教学医院
——布莱根和妇女医院与恒大共建的博鳌恒
大国际医院已于今年2月正式开业。 3月
26日，许家印在香港业绩发布会上表示，恒大

集团将积极探索高科技产业，逐步形成以民
生地产为基础，文化旅游、健康养生为两翼。

4月9日，恒大集团与中国科学院在北京
签署全面合作协议，恒大集团将在未来十年
投入1000亿元与中科院共同打造三大科研
基地，标志恒大正式进军高科技产业。

布局高科技产业，是恒大打造百年老店
的重大战略决策。恒大计划在未来十年，投
资1000亿元，在生命科学、航空航天、集成电
路、量子科技、新能源、人工智能、机器人、现
代科技农业等重点领域，和中科院齐心协力，
共同创建引领前沿科技的“三大基地”，即科
学技术研究基地、科研孵化基地、科研成果产
业化基地，为科学家团队提供世界一流的科
研条件、世界一流的孵化基地、世界一流的后
勤保障，以及灵活的激励机制，把“三大基地”
打造成为全球科学家的聚集地、世界级科创
中心。

有关专业人士分析认为，恒大集团具有
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恒大积极响应国家战
略，大力调整发展方向，高强度布局高技术产
业，体现了恒大集团的远见卓识。恒大和高
校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齐心协力共同创建
引领前沿科技的科学技术研究基地、科研孵
化基地、科研成果产业化基地等内容，开创社
会资本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合作的典范。恒
大和世界知名高校的合作，将形成科技创新
的强大合力，产生出一大批世界领先的前沿
科技成果，为我国建设科技强国作出贡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弘农

恒大集团：
坚定进军高科技产业方向不变

洪雅92名纪检监察干部
学习新修订《条例》
华西都市报讯（何星智 记者 李

庆）“新修订的《条例》对民生、扶贫、
涉黑涉恶等重点领域新型违纪行为
作出了处分规定，鲜明地体现出纪律
建设的政治性、时代性、针对性。”近
日，在洪雅县纪检监察干部业务培训
班上，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专题解
读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

为进一步提升全县纪检监察干部
的综合业务素质和履职能力，更好地
适应纪检监察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
新要求，9月中上旬，洪雅县纪委监委
分两期组织全县92名纪检监察干部，
开展了为期6天的全脱产业务知识集
中培训。

“此次开展的是乐山大佛胸腹部开
裂残损区域抢救性保护前期研究及勘
测工作，并非系统性修缮，可以说是一
项科研工作，为下一步全面保护大佛而
做的基础性工作。”10月8日，乐山大佛
石窟研究院负责人彭学艺告诉记者。

据了解，乐山大佛开凿于唐开元初年
（公元713年），直至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
元803年）完工，历时90年建成，通高71米，
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是世界文化
与自然双遗产。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
乐山大佛景区接待游客22.08万人次。

历史上，乐山大佛曾经历了多次修
缮，可考证的修缮活动包括唐代1次，明
清时期3次，民国时期3次，新中国成立
后9次。

为何“体检”？
破损部位岩体危及游客安全

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负责人介绍，
已有1300多年历史的乐山大佛因常年
暴露在自然环境下，受到风雨、植被等
侵蚀，目前大佛的发髻、脸部及胸腹部
位存在区域性的开裂及残损，较为明显
的险情部位为胸部以上破损部位。另
外，大佛关键部位，如衣领、眼髻、胸部
等砂岩存在破损，同时，大佛头、胸部的
破损岩体位于垂直崖壁表面，可能脱离
山体后将向下坠落、滚动。

“这些破损部位随时有坠落可能，

危及下方游人的安全！”该负责人表示，
针对大佛胸腹部开裂残损区域启动抢
救性保护设计工作显得十分紧迫。

记者在乐山大佛景区门口注意到，
在购票处摆放有明显的告示牌，提醒游
客九曲栈道临时关闭，而在景区内，九
曲栈道入口处已搭建了隔离板，张贴着
本次研报勘测项目的公告与方案。在
九曲栈道下的佛脚平台，脚手架搭建工
作正在有序展开。

有何影响？
完成勘测后大佛基本不变样

今年5月7日，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
就乐山大佛胸腹部开裂残损区域抢救
性保护前期研究及勘察设计进行了国
内公开招标，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中标。根据相关要求，本次将开展
大佛胸腹部开裂残损区域抢救性保护
前期研究及勘察设计工作，勘察和设计
区域包括乐山大佛头部，项目时间为今
年10月8日至明年2月4日。

乐山大佛石窟研究院负责人彭学
艺介绍，本次项目并非对大佛本体的系
统性修缮，而是一项科研工作，为下一
步全面保护大佛而做的基础性工作。

“因此，明年2月4日，研究勘测工作结束
后，游客看到的乐山大佛大体还会是目
前的样子。”

彭学艺表示，在研究勘测进行过
程中，针对大佛胸腹部破损严重区域，

文物专家与施工方将进行研究评估，
决定是否需要采取临时措施处置。下
一步，景区将根据研究勘测结果编制
修缮方案，上报国家文物局，之后再根
据国家文物局的批示进行系统修缮。

景区正常开放
游客能获“来自大佛的礼物”

彭学艺介绍，按照勘测工作方案，
将自下而上搭建脚手架对大佛进行近
距离勘测调查。根据工作进度安排，10
月8日至10月25日，将在大佛腿部区域
搭建脚手架。此阶段，大佛除腿部被遮
挡外，其他区域均可正常观瞻。

从10月25日起，乐山大佛景区将举
行“见证大佛保护”系列活动，游客在
此期间到大佛景区游览，不仅可以通
过沙画、视频、图片等形式了解大佛90
年的修建历程、感受千年大佛的保护
不易，还能体验VR观大佛和与大佛
3D合影，弥补游客不能下九曲栈道观
大佛的遗憾。

景区负责人表示，景区还特别准
备了一份有特殊意义的礼物，送给勘
测工作期间游览景区的“铁杆”游客。
游客可在佛头区域通过现场视频寄语
未来的大佛和自己，视频影像将和此
次勘测工作资料一起存入大佛保护历
史档案，在大佛保护史上留下一抹珍贵
的个人专属色彩，并得到一份“来自大
佛的礼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昕锋
丁伟摄影报道

海外同胞
纷纷发回短视频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
周年，世界各地的同胞都在共同庆
祝。在网友李先生发来的视频中，15
名中铁二局中老铁路参建员工在老
挝万象，手持五星红旗，对着镜头祝

福“祖国越来越繁荣昌盛。”在柬埔
寨、缅甸等地的华人，也纷纷发回视
频为祖国送上祝福。10月1日一早，
网友田女士早早地来到成都天府广
场观看升旗仪式。随着国歌响起，大
家齐声唱国歌，视频上传到网络后，
网友直呼“超燃！”

网友随手拍“刺猬阵”
成新闻爆款

国庆期间各地景区迎来了旅游
高峰。为防止游客进入景区内的著
名景点拍照，出于保护雅丹地貌和游
客安全考虑，甘肃敦煌雅丹国家地质
公园景区四周布满了“刺猬阵”。网
友@波普野将这一幕上传到封面新闻
APP，参与“大假随手拍”活动。截至
10月8日上午10点，该视频播放量达
到211万，人民日报、央视新闻、中国
青年报等主流媒体纷纷转发，引发网
友热议。

网友直播人在堵途
曝光不文明现象

9月30日，国庆前夕，成都市区内
汽车就排起了长龙。10月1日，不少
出行大军堵在了各条高速路上，但值
班的李先生却被堵在了春熙路地铁
站，地铁工作人员不得不进行拦截分
批分流。“网红景区”成都大熊猫繁育
研究基地，“排队三小时，看猫一分
钟”。堵在囧途的沈先生拍摄的堵车
长龙中，画外音传来“香烟泡面饮料
瓜子要不要？”土味的喊话引得不少
网友忍俊不禁。

除了分享囧途的趣事，网友也曝
光了假期旅途中所见的不文明现
象。10月4日，四川成乐高速上，车流
滚滚，一辆SUV的驾驶座上赫然趴着
一只白色的宠物犬。“开车的哥们，这
不是在拉风，这是在玩命啊。”拍客丁
先生表示。

跟着网友一起，我们隔着屏幕，
感受到了的青海湖碧波荡漾，领略了
初降小雪的呼伦贝尔草原，饱览了风
起云涌的南迦巴瓦雪山等。封面新
闻客户端从收到的845份投稿中选出
了52个作品发布在平台上，视频总播
放量超过960万。此外，上百名网友
通过抖音短视频参与活动，平台总播
放量达到360万。微博上，300多名网
友参与话题互动，话题阅读量共计
1030万，视频总播放量达到5000万。

本次活动已经在7日结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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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竟是哪位幸运的网友能够将3000元
大奖揽入怀中？不要着急，封面新闻
工作人员正在紧锣密鼓地统计中，获
奖名单将在第一时间公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钟晓璐

国庆大假结束，工作模式
开启，封面新闻联合抖音
短视频发起的“大假随手

拍”国庆黄金周微视频大赛也在10月
7日圆满落幕。大假期间，封面新闻
APP共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845份作
品，诞生了敦煌雅丹国家地质公园刺
猬阵、折多山暴雪多个视频爆款，客
户端视频播放量超过960万，微博视
频总播放量超过5000万。

蒲江法院
切实履行监督职责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秦怡）今年

以来，蒲江县法院开展“大学习、大讨
论、大调研”“全面落实年”以及“六大
建设、四项教育”“司法作风提升年”
等主题教育活动，切实履行了监督、执
纪、问责的工作职责，为各项工作的开
展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学习贯彻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
倡廉工作新要求。加强反腐倡廉教
育，上半年，组织全院干警观看警示
教育片3次，开展廉政廉洁教育5次，
开展检查、审务督察6次；切实履行政
治责任，严格遵守并执行《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相关规定，带头履行好
反腐倡廉政治责任；遵守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
从严治院要求，始终将政治建设放在
首位，在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
要求切实落实主体责任，院、庭领导
按照其承诺，强化责任担当，既抓执
法办案又抓队伍廉政建设，做到教
育、监管到位，“一岗双责”落实到
位。切实履行监督职责，纪检监察部
门进一步加强对审判执行、“三个一”
制度、涉案款物管理、财务管理等重
点岗位和重点环节廉政风险评估，加
大对审判执行过程中主动接受案件
当事人监督、过问案件全程留痕等制
度规定落实的督促检查，探索外部监
督与内部监督相结合的新路径，充分
发挥特邀监督员、廉政监察员作用，
创新审务督察方式。

雁江纪委监委
运用“大数据”执纪监督

华西都市报讯（毛冬怡 肖坤丽
记者 田雪皎）“雁江区中和镇中心卫
生院，于同一天同一时段在中和镇某
餐馆开了4张990元的发票？”2018年

“中秋国庆”两节期间，资阳市雁江区
纪委监委紧盯双节重要时间节点，和
税务部门开展合作，创新运用“大数
据”执纪监督。

利用税务部门职能优势，导出全
区所有机关事业单位近期开票记
录。雁江区纪委监委通过数据比对，
筛选出同一时段消费金额巨大、消费
金额和餐馆规格不匹配、一次性开具
多票、消费货物名称为烟酒、消费场
地为某娱乐场所等消费异常的单位，
再通过实地核查消费部门账务和消
费场所等相关记录查找出涉嫌违纪
的线索。

通过数据比对和现场核查，中和
镇中心卫生院违反“一事一结”相关规
定，通过集中打捆的方式违规开具发
票。目前，正对相关人员进行问责处
理，并要求立即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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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大佛“体检”4个月
九曲栈道关闭 景区正常开放

封面&抖音“大假随手拍”视频播放量超五千万

敦煌“刺猬阵”成新闻爆款

8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从乐山大佛景区管委
会了解到，乐山大佛胸腹部

开裂残损区域抢救性保护前期研究及
勘测工作正式启动。与此同时，为确保
安全，九曲栈道已于8日凌晨暂时封闭，
今年10月8日至明年2月4日期间，游客
不能通过九曲栈道到佛脚进行参观，但
乐山大佛景区仍正常开放。

在乐山大佛景区购票处摆放有明显的告示牌。

大佛胸腹部开裂残损区域有坠落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