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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收购NEVS承袭萨博衣钵 造车跑出“加速度”

恒大健康再次引起广泛关注。

2018 年 4 月恒大集团与中国科学院

签署全面合作协议， 标志着恒大正

式进军高科技产业， 新能源汽车作

为恒大布局高科技产业的一个重要

突破口， 短短数月， 大动作不断。

2018 年 6 月， 恒大入股贾跃亭控制

下的电动汽车 Faraday�Future (简

称 “FF” )；2018 年 9 月， 恒大以

144.9 亿 元 代 价 获 得 广 汇 集 团

40.97%股权。通过几笔投资，恒大的

新能源汽车产业覆盖到研发、生产、

销售、服务等产业链，纵深两个维度

均在不断开拓。

恒大的一系列动作，市场表现如

何呢？ 从最为敏感的股票市场来看，

恒大的股票变现一直较为坚挺，持续

保持稳中向上的趋势。 恒大与 FF 和

解，恒大健康股票累涨了 48.54%。

据悉，此次恒大健康成功收购的

全球性电动汽车公司 NEVS， 曾于

2012 年成功收购萨博的核心资产和

知识产权，继承了萨博汽车全部知识

产权和技术专利。萨博，则有着 75年

历史，被称誉为北欧名门、瑞典骄傲，

由斯堪尼亚汽车公司和二战时期军

用飞机制造企业瑞典飞机有限公司

合并而成。 萨博于 1947 年推出首款

车型， 其产品长期以来以动力强劲、

安全性能突出而广受推崇， 被誉为

“人车合一、贴地飞行” 的陆地飞行

器。

收购萨博后的 NEVS 经过数年的

升级和行业布局， 迅速成为新能源

汽车行业的领军企业， 在瑞典拥有

全球最顶尖的电动智能汽车研发中

心， 拥有超 500 人的全球研发团队

和多元化的国际管理团队， 员工超

1800 人。

如此优越的基因，这也能够解释

市场为何会如此热烈。“经过多年的

积累， 如今的中国企业已经不缺资

金，缺的技术。 恒大成功收购有着近

80 年历史的瑞典老牌企业， 是又一

次有着非凡意义的重大突破。 相信，

第二个特斯拉将会出现在中国。 ” 一

位业内人士表示。

众所周知， 恒大以房地产为基

础，在恒大集团的官网如此表述“恒

大集团是以民生地产为基础，文化旅

游、健康养生为两翼，高科技产业为

龙头的世界 500强企业集团。 ” 纵观

中国房地产企业，恒大显得有些“另

类” ，2013 年以来， 恒大先后入局文

旅、健康、高科技等领域，在房企“转

型”的路上充当领头羊的角色。 这是

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初期，也是中国

梦的奠基阶段，在中国 280 多个城市

拥有项目 800 多个的恒大，对于恒大

高科技产业的布局和落地都拥有着

独一无二的优势。

■商昌斌

1月 15日，一颗重磅炸弹在新能

源车行业引发震动， 恒大集团旗下恒

大健康（HK.0708）发布公告，以 9.3

亿美元成功入主总部位于瑞典的全球

性电动汽车公司NEVS的 51%股权并

获得多数董事席位。 恒大集团再次在

新能源汽车领域一掷千金， 不难看出

恒大进军新能源汽车的决心不改。

恒大入主NEVS获资本市场

认可

顶级技术 + 雄厚资金颠覆

新能源汽车格局

许老板的中国梦是汽车

强国建设的“助推器”

我省今年计划立法项目41件

本报讯 昨日下午，《贵州省人

大常委会 2019 年立法计划 （草

案）》（以下简称 《计划草案》）提

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

2019 年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的关键之年， 也是实施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第

二年。今年，着重突出加强生态环境

领域、 民生领域等重点领域立法和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

《计划草案》由三个部分组成：

一是继续审议的法规草案，共 8 件。

二是初次审议的法规项目，包括：新

制定、修改的法规 11 件，其中省人

大有关专门委员提案 5 件， 省政府

提案 6 件；打包修改决定 2 件，涉及

数十件地方性法规修改； 批准设区

的市、自治州、自治县法规。 三是调

研项目，共 20件。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今年的

立法项目，涉及大扶贫、大数据、大

生态战略行动和乡村振兴战略以及

政府机构改革和“放管服” 改革等

诸多方面。 既立足全省经济社会各

项事业发展需要， 突出急用先立原

则，又兼顾各方面立法需求，保持立

法任务的相对平衡； 既注重立法的

必要性、可行性和成熟程度，也适当

考虑了立法资源的合理分配和现有

立法力量等客观条件。

（本报记者 肖达钰莎）

本报讯 昨日，省生态环境厅发布

消息，2018年， 全省 9个中心城市空

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率为 97.2%，同

比上升 1.6个百分点，9个中心城市空

气质量全部达到国家规定二级标准。

其中，兴义市排名第一。

2018年 12月，全省 9 个中心城

市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率为

97.5%，同比上升 10.8个百分点。 依

据《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技术规

定》， 按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进行排

序，由好到差排名依次为：兴义市、

都匀市、毕节市、安顺市、遵义市、凯

里市、贵阳市、铜仁市、六盘水市。

2018年 12月，全省 88个县（市、

区）城市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率

为 97.8%，同比上升 9.9个百分点。

2018 年 1-12 月， 全省 9 个中

心城市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率

为 97.2%，同比上升 1.6 个百分点，9

个中心城市空气质量全部达到国家

规定二级标准。 中心城市由好到差

排名依次为：兴义市、都匀市、凯里

市、铜仁市、安顺市、遵义市、贵阳

市、毕节市、六盘水市。

2018年全省 88个县（市、区）城

市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率为

97.7%，同比上升 0.7个百分点。

（本报记者 杨林国）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2019年立法计划（草案）

■新闻速递

9个城市空气质量

达国家二级标准

2018年全省空气质量

情况公布

■相关链接

【继续审议的 8件法规草案】

1、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

案）

2、 贵州省全民阅读条例 （草

案）

3、贵州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条例（草案）

4、 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草案）

5、 贵州省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草案）

6、 贵州省电梯安全管理条例

（草案）

7、贵州省大数据安全保障条例

（草案）

8、 贵州省宗教事务条例 （草

案）

相关草案进入审议，立法项目涉及大扶贫、大数据、政府机构改革等多方面

1、贵州省财政监督条例

2、贵州省政务服务管理条例

3、 贵州省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

展条例

4、贵州省中小企业促进条例（修

改）

5、 贵州省石油天然气管道建设

和保护条例

6、贵州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修

改）

7、 贵州省发展中医药条例 （修

改）

8、贵州省殡葬管理条例（修改）

9、贵州省养老服务条例

10、 贵州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

（修改）

11、贵州省法制宣传教育条例

12、贵州省不动产登记条例

13、贵州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

14、 贵州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条

例

15、 贵州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条

例

16、 贵州省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

条例

17、 贵州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人事任免条例（修改）

18、 贵州省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条

例

19、 贵州省红枫湖百花湖水资源

环境保护条例（修改）

20、贵州省华侨权益保护条例

【调研项目 20件】

（一）制定和修改的 11件法规

1、贵州省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制度

办法（修改）

2、 贵州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

（修改）

3、贵州省社会信用条例

4、贵州省古树名木大树条例

5、贵州省食盐管理条例（修改）

6、贵州省人民调解条例

7、贵州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与促

进条例

8、贵州省反家庭暴力条例

9、贵州省公共图书馆条例

10、 贵州省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

例

11、贵州省节约用水条例

（二）打包修改的 2件法规

1、贯彻实施宪法、监察法涉及法

规打包修改

2、政府机构改革涉及法规打包修

改

（三）批准的法规

根据市、 自治州、 自治县报批情

况，适时安排审议批准。

【初次审议的 13件法规项目】（不含批准的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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