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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汽让路 上汽将成神州租车第一大股东

贾跃亭“脱壳”

拟收28.92%股份

公告显示，神州汽车董事会接获公司主要

股东神州优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

优车”）通知，神州优车有限公司、神州优车服

务有限公司、优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

州优车卖方”）及神州优车已与上汽香港签署

收购要约。上汽香港拟向神州优车卖方以每股

3.1港元的价格收购不超过4.43亿股公司股份，

总代价最多为13.72亿港元。

同时，神州汽车董事会还接获公司主要

股东AmberGemHoldingsLimited通知，

AmberGem也与上汽香港签署收购要约。上

汽香港拟向AmberGem以每股3.1港元收购

不少于1.696亿股公司股份，总代价为5.258亿

港元。

据了解，神州优车卖方均为神州优车的全

资附属公司；上汽香港为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上汽香港根据神州优车股

份出售及AmberGem股份出售所收购的公司

股份总数预期将占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约

28.92%，但所收购公司股份的最终数目以实际

交割股份数目为准。

据了解，神州优车通过其附属公司于4.43

亿股公司股份中拥有权益，占公司已发行股本

总额约20.87%。AmberGem于3.129亿股公司

股份中拥有权益，占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约

14.76%。这意味着若此次交易顺利，上汽集团

将替代原实际控股人陆正耀成为神州租车第

一大股东。

值得注意的是，AmberGem股份出售的

交割受限于若干先决条件，包括但不限于签订

正式买卖协议，主管政府或监管机构就Amber

Gem股份出售的批准或确认以及神州优车股

份出售的先决条件已获达成或豁免。同时，神

州优车股份出售的交割受限于若干先决条件，

包括但不限于签订正式买卖协议，主管政府或

监管机构就神州优车股份出售的批准或确认，

以及类似交易的其他惯常先决条件。

神州急抽身

实际上，受到瑞幸造假事件影响，同为“神

州系”的神州优车和神州租车不仅股价受到冲

击，还不得不出售资产筹措资金，以偿还债务。

上述事件发酵以来，神州租车的主要股东神州

优车已数次对其进行减持。

4月6日，神州租车公告称，神州优车已在

市场上出售4466.6万股公司股份，其持股比例

由29.76%降至27.65%；根据港交所资料显示，

4月9日-16日之间，神州优车持有的神州租车

比例由27.65%降至25.92%。

4月16日，神州优车称将向AmberGem转

移持有股份，第一批4.65%的股份已于当日完成

转让，持股比例由25.92%降至21.27%。不过，神

州优车要将神州租车第一大股东席位“交棒”给

美国华平却没有顺利进行，在完成了第一批股

份收购后，新的“接盘侠”北汽集团出现。

6月1日，神州租车公告称，AmberGem与

神州优车已在5月30日订立终止协议，美国华

平将不会继续进行第二批股份收购。公告同时

称，神州优车在5月31日与北汽集团订立一份

无法律约束力的战略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

北汽集团将向神州优车收购其手中剩余的全

部神州租车股份，总计不多于4.5亿股，相当于

神州租车已发行股本总额的约21.26%。

不过，在北汽与神州优车签订协议后一直

未再披露相关信息，上汽香港此番收购的神州

租车股份总数将占其已发行股本总额约

28.92%。这也意味着，上汽或将替代北汽晋升为

神州租车第一大股东。如果交易成行，神州优车

持有的神州租车20.87%股份将被全部出售。

对于此次出售，神州租车相关负责人对北

京商报记者表示，神州优车出售股份所得的价

款将优先用于偿还神州优车相应的股份抵押

贷款。不过，对于与北汽的合作，该负责人称，

一切以公告为准。

数据显示，2019年神州租车净利润同比直

降，仅剩3077.6万元。同时，财报显示，受疫情

影响，今年一季度总收入13.25亿元，同比下滑

28.3%，汽车租赁收入为8.78亿元，同比下降

30.65%。净利润为亏损1.88亿元，也是自2013

年扭亏后，九年来的首次亏损。

上汽广撒网

然而，利润下滑的神州租车为何被上汽、

北汽相中？上汽集团相关负责人对北京商报记

者表示，神州租车是国内领军的汽车租赁企

业，在相关领域内具有较为成熟的运营管理经

验。本次收购如能按约完成，将有助于上汽出

行业务的加快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一季度神州租车平均

每日汽车租赁车队同比增加9.6%至11.33万

辆。“受到疫情和造假事件的影响，神州不堪重

负，也是抄底的好时机。”汽车行业专家颜景辉

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神州的租车业务依旧是

各个企业关注的亮点。据第三方平台测算，目

前收购神州股份仅需8亿元。

资料显示，神州租车是汽车租赁行业的领

头羊，拥有行业领先的车队规模、网点覆盖和

市场份额。去年，遍布全国的门店网点达到

1000家以上。

实际上，新能源汽车补贴大幅退坡，受影

响最大的就是此前关注ToB新能源汽车市场

的车企。目前，该市场包括丰田、大众、通用乃

至奔驰、宝马等国际汽车巨头纷纷进军共享出

行领域。其中，作为自主品牌的吉利汽车通过布

局曹操出行拉动销量的增长。上汽集团也上线

“享道企业版”，享道租车已涵盖长租、车辆高

端专车、日常网约车等出行服务产品。

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表

示，如果收购成功，神州租车不仅可以获得上

汽集团庞大的汽车生产体系的资源，推动租车

业务降低成本，同时也可以和上汽现有的出行

业务重整结合。

“此前之所以有竞争力是因为政府补贴数

额非常庞大，一旦补贴大幅退坡，这些车企在

ToB市场的价格优势大大降低。”崔东树表示，

由于神州租车网点众多，可以利用数量庞大的

网点做上汽集团的品牌推广，同时，上汽作为

主机厂商可通过神州租车继续加码长租市场。

而神州租车在长租车领域网点众多，在C端影

响力较大，可以通过对神州租车的整合扩大出

行业务范畴。 北京商报记者刘洋 刘晓梦

在互联网发展史上，乐视、法拉第未来创始人贾跃亭肯定会被记上浓墨重彩的一笔。7月

2日，“重启人生”的贾跃亭又发挥自己讲故事的特长，发布了一封公开信，宣布个人破产重组

方案生效。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意味着“蛰伏”了三年的贾跃亭胜利了，从此无债一身轻。但对

于众多乐视股民和债权人来说，如今只能用那套“散财消灾”的说法安慰自己，所谓的债权人

信托和FF股权什么时候能换成真金白银，在一纸协议之后，怕是遥遥无期。

感恩

“讲故事”是贾跃亭的惯用手法，从乐视

时期的PPT、内部信，再到如今的公开信，合在

一起或许都够集结出版了。在这封题为《打工

创业、重启人生，带着我的致歉、感恩和承诺》

的公开信中，贾跃亭把对自己所受争议的交

代和回应，浓缩在了2350个字里。

他很自豪地宣布，自己在美国申请的个

人破产重组最终完成，重组方案正式生效，债

权人信托也随之正式设立并开始运营。此后，

贾跃亭将把目前个人所持的全部FF股权转入

债权人信托，作为FF创始人他不再拥有任何

一股FF股权，公司日常管理权也交付给FF全

球CEO毕福康，但将继续以FF全球CPUO和

全球合伙人身份在FF工作。

这意味着，自方案生效日起，贾跃亭在美

国的个人债务将直接解除，据悉，在接下来的

四年内，债权人不得在任何美国以外的管辖地

直接主张追究贾跃亭的个人责任，或衍生性地

以贾跃亭债权人的名义提起任何新诉因。可以

说，继出国后，贾跃亭第二次“金蝉脱壳”了。

信里，贾跃亭对债权人表达了感谢，“我

的债权人高度认同合伙人制，这也是我个人

破产重组成功的核心原因之一”。毕竟方案通

过与否，决定权在债权人身上，而在过去的大

半年之中，因为部分债权人的反对，贾跃亭的

计划进行得并不顺利。

但事实上，债权人图的不过是贾跃亭还

钱，经过财产证明和天价离婚案，贾跃亭看起

来已经“无钱可还”，FF的股权是他手里唯一

的筹码，债权人不同意也得同意，万一能赌成

功呢？这和他们是不是高度认同合伙人制恐

怕没有什么关系。

贾跃亭还在信里表达了对支持自己历次

创业的投资人，尤其是融创和恒大在关键时

刻施以援手的感谢。有意思的是，这两次合作

最终都不欢而散，融创在损失150亿元后，将

乐视旗下比较优质的资产———乐视影业（现

“乐创文娱”）和乐视致新（现“乐融致新”）的

控制权拿到了手中。日前，融创旗下的天津嘉

睿以1.3137亿元拍得包括“乐视TV”“乐视TV

超级电视”在内的1354项乐视商标专用权，彻

底将乐视电视变为自己的资产。

致歉

回顾过往，贾跃亭创造了乐视的辉煌，也

导致了乐视的倒塌。5月14日，深圳交易所决

定乐视网股票终止上市。这代表什么呢？代表

28万股民基本血本无归。

贾跃亭第一次公开表达了自己对乐视股

民的歉意：“我是乐视体系一夜崩塌的第一责

任人。我深知相关各方以及你们的家人由此

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我要再次向大家表达最

诚恳的歉意。”

为了弥补股民的损失，贾跃亭给出了一

个目前看来还很是“虚无缥缈”的补偿方案：

在得到债权人委员会批准后，已经在债权人

信托中预留了不超过10%的比例，主要用于

乐视网股民的或有补偿，待履行完相关法定

程序后可以实施。

目前仍然是乐视网的退市期，受贾跃亭

公开信影响，7月2日，乐视网成交额迅速放

大，多次打开跌停，收盘时成交额达到1.38亿

元，此前已连续17个交易日跌停。

乐视股民究竟亏了多少，如今已经很难

计算。但根据乐视网的历史记录，2015年5月

其股价最高时达到179.03元/股，时至今日，每

股已跌到0.26元，乐视网的市值从1700亿元

跌到了现在的10.37亿元。从单纯的数字上看，

根据贾跃亭个人破产重组方案推算，10%份

额目前大约等值5亿美元，远不及乐视市值的

流失程度，而乐视股民后续将和贾跃亭其他

债权人一样，从所持比例中获得对应的收益，

当下只是一张空头支票。

更何况，乐视网此前曾发布公告称，按照

贾跃亭个人破产重组方案的安排，10%的信

托资产的收益对象是所有逾期提交索赔主张

的贾跃亭个人债务的债权人，基于已经存在

的基础现状，目前乐视网及“28万乐视网股

民”均不属于贾跃亭个人债务的债权人。

承诺

“人生重启”“打工”“创业”，乐视倒了，这

几个字眼放到贾跃亭身上，就只剩下FF，他现

在的指望也只有FF。“我坚信，过去成功的经

验和失败的教训都会是FF迈向成功的宝贵财

富，我也绝不会重复过去的错误。”

从信中透露出的信息可以看出，贾跃亭

对FF仍然充满信心，继乐视的生态化反后，

他又提出了“共享智能出行生态”：创业六年

来，FF已经实现了产品和技术创新、商业模

式创新、用户生态创新和治理架构创新，推

出了首款变革性的新物种———超豪华智能

互联网车型FF91，距离交付仅剩临门一脚，

呼之欲出。

受困于资金问题，FF91虽然早在2017年

初就已公开亮相，却迟迟得不到量产，FF的融

资情况也不容乐观。然则，根据贾跃亭公布的

消息，或许是因为其个人破产重组获批，目前

FF的研发、融资、BD等业务进展顺利，车辆软

件和操作系统不断升级；B2B业务推出后，已

经成功与两家美国重要企业达成了智能行驶

平台的合作协议，FF与国内的一项合作也有

望近期达成；与此同时，2019年初就已经制订

的FFIPO计划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中，目前

进展势头良好，FF正在筹划希望短期内快速

完成IPO项目。

关于更多的造车进展，北京商报记者联

系到了FF中国方面，对方表示目前没有更多

可以透露的信息。

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贾跃亭能不

能再次创业成功，首先要看融资效果，随后就

是观察产品的市场接受度，当下的不确定因

素还有很多。

“FF91已经是三年多之前推出的车型，

放到现在的市场未必是香饽饽，而且这款车

型定位的超高端市场竞争也很激烈，没有多

年的行业底蕴是很难真正打开市场的。”产业

观察家洪仕斌说。

去年3月，FF与第九城市签署协议，成

立专注于在华研发、生产和销售豪华智能

互联网电动汽车的合资公司。但在这一年

多的时间里，很少能看到关于这家合资公

司的新闻。

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又让大家关注到贾

跃亭回国的问题。贾跃亭在信里写道：“再次

感谢你们的理解、支持和信任，让我能够有机

会重启人生、兑现承诺，也让我能够‘踏上’回

家的路。”

这里的踏上加了引号，值得玩味，能不能

回国、会不会回国，看来还有待商榷。

北京商报记者 石飞月

贾跃亭个人破产重组大事记

贾跃亭在美国主动申请个人破产重组，贾
跃亭债务处理小组发布《有关贾跃亭先生
个人破产重组及成立债权人信托的声明》

2019年11月

上海懒财资产管理公司
提交申请，要求驳回贾跃
亭个人破产重组案件

2019年12月

2019年10月

贾跃亭个人重组计划被上海
奇成悦名投资合伙企业及其
关联公司申请取消

2020年3月

加州中区破产重组法院正式批准贾跃
亭的破产重组资产披露声明和持产债
务人贷款（Dip�Loan）申请，并全面驳回
懒财要求驳回破产重组的动议

2020年5月贾跃亭个人破产重组
计划获得加州中区破
产重组法院的最终确
认和通过

2020年6月
贾跃亭个人
破产重组方
案正式生效

“黑天鹅”瑞幸，连带着神州优车焦头烂额。急于脱身的神州优车，旗下唯一优质资
产的神州租车，成为各方竞相“抄底”的对象。在Amber�Gem（美国华平）被北汽“拦路”
后，半路杀出的上汽或成最终“截和者”。7月2日，神州租车发布公告称，上海汽车香港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汽香港”）将收购神州租车股份总数占其已发行股本总额约
28.92%。这意味着若此次交易顺利，上汽集团将替代原实际控股人陆正耀以及同行北
汽，成为神州租车第一大股东。

为何北汽和上汽先后看中神州租车？业内人士认为，神州租车在长租车领域网点
众多，在C端影响力较大，可以很好地为车企做品牌推广。同时，在汽车市场增量乏力的
局面下， 主机厂可以通过神州租车切入长租市场， 布局出行领域。“受到造假风波的波
及，神州租车此时的收购价正处在低位，此时也正是主机厂介入的好时机。”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