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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用光8亿美金”贾跃亭许家印之争背后——

谁的

10月7日晚，
恒大旗下港股上市公司恒大健康一纸公告，
将恒大
与贾跃亭Faraday Future（直译为“法拉第未来”，以下简称“FF”
）的
纷争公之于众。
此时距恒大与FF
“联姻”
还不足4个月，
双方却已经站
在了
“分手”
的边缘。
作为恒大与FF
“联姻”
中的重要
“子女”
——睿驰智能汽车（广州）有
限公司（今年7月已更名为
“恒大法拉第未来（广东）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睿驰汽车”
或
“恒大法拉第未来（广东）”
），
其在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
用来建设FF中国电动车制造工厂的土地，
施工进展情况如何？
是否能顺
利完成
“24个月内建成投产”
的要求？
恒大与FF之间的矛盾是否会对其
造成影响？
而FF南沙拿地时是否得到恒大的
“助攻”
？
这基本用光的8亿美
金去哪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贾跃亭与许家印走向纷争？

“法拉第未来”
合作前：

恒大系影子早已若隐若现
拿地花的是许家印的钱？

今年4月，FF关联公司睿驰汽车花3.641亿
在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拿了一块制造业用
地，计划修建电动车制造工厂。彼时，背后的
“金主”便已隐现着恒大的身影。此时，是双方
宣布正式合作的两个月前。
为何贾跃亭在资金困难时未将所有资金投
入美国汉福德工厂进行电动车量产，
转而在中
国广州拿地建厂？
拿地的钱究竟从何而来？
成都
商报记者就此电话或微信方式采访了FF多位相
关负责人，
但至截稿时，
未获得明确回应。
但梳理媒体的公开报道，或许能找到一
些蛛丝马迹——
2月13日下午，贾跃亭在第一次FF全球供
应商峰会上，曾主动曝出融资消息，称FF已成
功完成15亿美元股权融资，其战略投资者为
香港投资机构。但贾跃亭并没有具体说明投
资方是谁。3月22日，他又在美国FF全员大会
上宣称“5.5亿美元已经到账”。
而在财新网4月7日的报道中，
时颖董事华
宏骥表示，
FF的新投资人为香港富商赵渡，
恒大
未参与FF融资。
“我们是（FF的）单一大股东。
”
新浪财经4月也曾报道，时颖公司董事华

合作后：

宏骥接受采访时表示，公司投资了FF，款项用
途之一，就是“在中国广东南沙设立生产基
地”。华宏骥表示，时颖与贾跃亭合作成立了
一家公司。时颖出资20亿美金，占合作公司
45％股份，为第一大股东；贾跃亭以FF公司作
价，占股33％；公司管理层占股22％。投资款
将分期分批投入到该合作公司，专款用于产
品研发生产及在中国广东南沙设立生产基
地，目前时颖已向合作公司注资5.5亿美金。
成都商报记者查询中誉集团官网发现，
赵渡为中誉集团董事会主席，执行董事。而更
为有意思的是，根据中誉集团2017年中期报
告显示，截至2017年9月30日，中誉集团分别
持 有 恒 大 健 康 和 恒 大 集 团 的 股 份 2.66％ 和
0.12％。同时，该集团还持有恒大集团9.5％和
8.75％的优先票据。
此时，FF与时颖、中誉集团、恒大集团这
几家公司的关系还显得扑朔迷离。而随着恒
大健康6月25日的公告，坐实了其是FF背后
“金主”的身份。恒大健康公告称，以67.467亿
港元收购时颖100%股份，从而获得其拥有FF
公司45%的股份，
成为第一大股东。

时节已经入秋，
时节已经入秋
，从夏
季外出度假 、避暑的老人
季外出度假、
家也都结束了外地的旅
程返回蓉城，
程返回蓉城
，原本就不听
使唤的假牙在经过一个
夏天之后更让人恼火，
夏天之后更让人恼火
，外
出三个月回来想再做一
副活动牙，
副活动牙
，却被许多老姐
妹推荐不如去智能牙科
做种植牙。
做种植牙
。短短一个夏季
的阔别，
的阔别
，蓉城老人家的口
腔意识和修复观念却发
生了巨大的改变。
生了巨大的改变
。而这智
能牙科和“ 即刻用
即刻用”
”种植
牙也成为了许多外出归
来缺牙者内心的疑惑，
来缺牙者内心的疑惑
，到
底是怎么样的技术能够
做到让全口无牙的老人
家当天种牙，
家当天种牙
，当天就可以
正常吃饭呢？
正常吃饭呢
？这个技术为
什么这么受欢迎？
什么这么受欢迎
？年龄大
能不能做？
能不能做
？疼不疼
疼不疼？
？这几
天本报智能牙科种牙热
线 028
028-69982575 也 是
天天爆满。
天天爆满
。所以
所以，
，针对缺
牙者的疑惑，
牙者的疑惑
，智能牙科在
这里一一解答。
这里一一解答
。

没有
“农夫与蛇”
只是基于各自利益

恒大法拉第未来在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的项目工地

股权
架构

纷争苗头或早现

紧急仲裁
最快本月见分晓

一年不到就称没钱了
8亿美金有没花在南沙？

双方宣布合作后，是一系列的动作——
（广东）、
新成立的恒大法拉第未来（中国），
另外，
6月25日的收购的公告中，还有人事调配
还有恒大法拉第未来汽车销售（广东）有限公司
的消息：恒大将向合资公司Smart King Ltd派
在8月10日完成更名、
恒大法拉第未来汽车科技
驻两名董事，其中，中国恒大总裁夏海钧将任 （广东）有限公司、
恒大法拉第未来智能科技（广
该公司董事长，并担任FF董事长，恒大健康主
东）有限公司等诸多分公司也相继完成了更名。
席时守明任合资公司董事。
股权、高管、新公司……在恒大入股后，
7月24日，睿驰汽车提出更名以及人事变
诸多FF在国内的公司都加上了“恒大”
字样。
更申请，并于8月初得到相关部门批准。更名
然而，随着恒大系对FF集团介入的加深
后的恒大法拉第未来，也将由恒大集团副总
时，已经先后分批支付的8亿美元，贾跃亭却
裁彭建军担任法人代表。
称“已经基本用完”
了。
7月30日，香港公司注册处综合资讯系统
根据10月7日恒大健康的公告，恒大子公
显示，名称曾为“法法汽车生态（香港）有限公
司时颖于2017年11月30日与贾跃亭控制下的
司”的Smart mobility（HK）公司是睿驰汽车的
FF Top公司签订合并与认购协议。恒大在三
母公司，也已更名为“恒大法拉第未来控股
年内投资20亿美元，占合资公司45%股份，按
（香港）有限公司。
照协议约定在2018年底前支付8亿美元、2019
8月14日下午，酝酿了一段时间的恒大法
年支付6亿美元、2020年支付6亿美元。恒大在
拉第未来智能汽车（中国）集团（以下简称“恒
2018年5月25日已提前支付完毕2018年底前
大法拉第未来（中国）集团”
）揭牌仪式在恒大
应支付的8亿美元。时至7月，贾跃亭提出恒大
中心正式举行。
的8亿美元已基本用完。
而在这一天新成立的恒大法拉第未来
10 月 8 日，成都商报记者赶往位于南沙
（中国）集团的高管中，也不乏“恒大系”的身
区万顷沙镇的工地看到，远处有打桩机在作
影。除上述公告中披露的夏海钧、时守明外， 业，能听到机器工作声响。此外仅有一台挖
恒大集团副总裁、恒大健康副董事长彭建军
掘机在现场，再没有看到其他较大的施工设
将出任恒大法拉第未来（中国）集团董事长； 备。据了解，此前网上有“FF 南沙工厂停工”
恒大高科技集团副总裁、原广汽丰田董事长
等说法，现场一位项目部工作人员对成都商
袁仲荣，将出任恒大法拉第未来（中国）集团
报记者说：
“ 都不是真的，你看，还是在有序
总裁；并由恒大集团调任刘浩、刘浩、刘俊、沈
进行中的。”
立柱、王全喜担任恒大法拉第未来（中国）集
一位接近恒大的相关知情人士也告诉
团副总裁。
成都商报记者，
“ 南沙的工地整体情况是按
除了上述已完成更名的恒大法拉第未来
照时间节点的计划进行的。

/ 专家观点 /

在恒大贾跃亭之争中，
可能并没有所谓的“负心
汉”
，
也没有所谓的
“背信者”
从一开始，
这也许就是
一次注定要走向纷争的合作

关联一
睿驰汽车公司
背后是贾跃亭的FF
公司
关联二
FF公司背后是
香港富商赵渡
关联三
赵渡为中誉集
团董事会主席，而
中誉持有恒大股份

贾跃亭

许家印

8月14日，恒大法拉第未来智能汽车（中国）集团正式
揭牌。据恒大健康的公告，恒大法拉第未来智能汽车有限
公司为法拉第未来中国运营总部，全面负责法拉第未来在
中国的技术研发及所有生产经营管理。
但是几天后，FF又发布了一则名为《法拉第未来全球
运营声明》，称FF公司总部仍在美国加州洛杉矶，目前没有
任何将全球总部搬离加州的计划。
10月3日，时颖与FF原股东所成立的合资公司Smart
King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出紧急仲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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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7日，恒大健康公告显示，2018年7月，F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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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时颖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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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8日，FF回应称，
“恒大不应该一方面拒绝支付资
金，另一方面享受补充协议生效后的权益，包括接管FF中
国的大部分经营管理权。”
而援引
腾讯《棱镜》对一位接近FF的人士采访，签订此补充修
改协议，恒大即试图获得对FF中国与FF所有IP的控制权及
所有权。
“贾跃亭对此极其失望。”FF人士说，之前许家印
到洛杉矶考察时，对FF员工表示不会插手业务，只提供资
金，
让大家不要为钱发愁。
成都商报记者查询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官网了解到，紧
急仲裁程序平均用时14天。届时，恒大是否能左右FF未来
的融资计划？FF是否能通过新的融资稀释恒大的股权？双
方的合作究竟是继续下去还是到此为止，围绕法拉第未来
的诸多问题或将得到更进一步的答案。

关 于 恒 大 集 团 与 FF
集团的纠纷，著名经济学
家宋清辉在接受成都商
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在这
件事里，没有所谓的“负
心汉”，也没有所谓的“背
信者”。
“ 问题的实质是双
方基于各自利益对FF控
制权的争夺。
”
宋清辉分析道，
“说
到底，贾跃亭方面发自心
底不希望恒大一家独大，
担忧未来有一天被清洗
出局。媒体将贾跃亭和许
家印比作是农夫与蛇的
故事，只是看到了问题的
表层现象，没有触及到问
题的本质。
”
针 对 合 资 公 司 Smart
King 向 香 港 国 际 仲 裁 中
心提出紧急仲裁一事，宋
清辉对成都商报记者解
读称，贾跃亭方此举，是
对胜算有很大的把握，另
在合资公司上也占多
数董事地位，有很大的
话语权。而此仲裁的
结果，给FF与恒大都
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对
FF而言，失去新“金主”
的支持，无异于自杀；对
恒大而言，则会有投资损
失的风险。
宋清辉认为，许家印
的种种动作，也显示了其
在新能源汽车行业极大
的“野心。”对FF和新疆广
汇的两笔投资，恒大在新
能源汽车转型上已经花
费超过200亿元。
“ 入股广
汇集团，恒大正是在为法
拉第未来进军中国汽车
市场开辟汽车销售渠道
的打算。
”宋清辉称。
另外，对于FF多次公
开强调的量产在即，宋清
辉认为，量产车下线，对
其公司的估值产生积极
变化。
“ 但从目前来看，FF
最终能否量产、何时量产
还是个未知数。FF或会再
现乐视只讲故事的老路，
并将一个接着一个讲下
去。鉴于贾跃亭信用已经
破产，下一步贾跃亭估计
很难募集到资金进行生
产。毫无疑问，如果募集
不到资金，
FF就会破产。
”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俞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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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种牙当天可用”
成潮流
金秋缺牙纷纷选择智能牙科
“即刻用”
种植牙
50岁以上缺牙者拨打本报028-69982575可优先预约智能牙科方案设计，并可约院长亲诊号

问题一：不少老年人一提到种植
牙，很多人第一个顾虑就是担心种植
牙会不会要很痛？
据了解，
种植牙手术是一个较小的
牙槽外科手术，类似拔牙，采用局部麻
醉，创伤小，术后即可进食，几乎无痛
苦。
一般种植体植入术只需要几十分钟
至数小时即可以完成。
由于选用的是与
人体相容性极好的生物材料，
种植牙目
前还没有对人体产生不良的副作用。
问题二：仍有很多老年人顾虑重
重，听说种一颗牙要花3-6个月的时
间，那么种植牙会不会很耗时间？
智能牙科认为，
在大家印象里的种
一颗牙要等大半年，
这就是让人望而却
步的传统的种植牙技术。做一次种植
牙，通常需要花费前后6个月甚至更多
时间。
首先，
医生要给种牙者拔牙，
然后
等待3个月，
再让种牙者前来复诊，
看看

恢复情况；接着，医生会给市民种植一
颗牙钉，然后再让市民回去等待3个月
来复诊，
看看牙钉融合情况如何；
最后，
医生才会把这颗种植牙给完成。
这样一
算，前后要花上半年多的工夫，还得往
返跑上好几次医院。但是在智能牙科，
因为与人工智能和数字化技术相结合，
所以种牙时间大大缩短，
牙槽骨条件好
还可以达到
“即刻负重”
。
问题三：这么大年龄做手术身体
能不能受得住？全口牙都要种，经济能
不能承担得起？
事实上，高龄老人由于身体机能
下降，手术耐受性差，同时，心理担忧
会也会造成老人对于疼痛过度敏感。
因此，
“ 即刻用”专门针对老年人有一
套体系化的种植规范和流程，手术前
的准备更加精细，不仅需要更全面的
口内数据采集，还需对全身进行充分
检查，并详细制定了手术预案和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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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提前在智能种植牙模拟系统中
预演无数遍，直到有充分把握了才敢
开始手术，手术过程中，心电监护及内
科医生全程参与手术，以最大限度地
增加手术的安全性。
“ 即刻用”修复半
口、全口缺牙只需要4-8颗种植体，只
要老人口腔情况良好的话，30分钟左
右即可完成种植，而且即种、即用，不
会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整个手术过
程舒适无痛，
安全种植，
经济又实惠。

快。其次，AI的稳定性更高，人类思考
问题用的是逻辑思维，AI用的是算法，
每一次运算都不会出现偏差，漏判或
失误的可能性非常低，也就是说它们
能够发现一些医生们忽略的情况。所
以说，一个深度学习的AI比一位老医
生更有经验，更能胜任种植牙的疑难
杂症。AI已经可以代替医生完成诊断
和方案设计部分，要求对每一位患者
都进行口内CT扫描数据，并在计算机
上建立三维口腔模型，计算出种植体
问题四：
“ 即刻用”种植牙为什么
数量、种植深度、种植角度等手术数
能做到当天种牙当天就可以用？
据，并衔接3D打印技术打印出种植导
在中国很多患者的心目中，看病
板，而操作医生只需通过种植导板将
要找“老医生”，那是因为他们有经验。 种植体植入即可。AI主导下的种植牙
实际上，老大夫经验的积累就是一个
手术实现了可视化和精准化，也因此
通过病例学习的过程，而人学习再快， 避免了“翻瓣拆线”等步骤，实现微创
也学不过计算机。一个种植牙医生一
种植，AI算法设计的口腔生物力学，形
生阅读研究的病例很难超过10万个， 成牙齿支撑力与咀嚼承受力的完美平
而计算机则很容易从百万病例中学
衡，突破了“骨结合”的概念限制，让
习，而且随着病例量的增加，提高非常 “当天种牙，
当天用”
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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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些问题的解答也恰
恰是最重要一个问题的回答，为
什么智能牙科“即刻用”种植牙如
此受欢迎。但是在临床中，
缺牙多
年、高龄、高难度的缺牙者本身口
腔情况就复杂多变，再加上高血
压、糖尿病等一些慢性疾病的困
扰，
使得老年人在镶牙、种牙时都
有很大的难度，
所以，
只有经过仔
细的检查之后才能真正确定种植
牙方案，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
“即刻用”种植牙。如果您也想能
够当天种牙当天吃饭，但是又不
放心到底自己能不能做，也可以
拨打热线028-69982575申请
智能牙科“即刻用”种植牙方案设
计，并且可以提前预约智能牙科
20年以上种植牙医生亲诊，看看
是否能够“当天种牙当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