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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视泥潭

7 月 6 日晚，乐视网发布公告称，贾跃亭

已辞去公司董事长的职务， 公司董事会将重

组。辞职后贾跃亭仍为乐视网的控股股东，接

下来将更加专注于造车事业。

贾跃亭发表声明承诺：“乐视至今之巨

大挑战， 我会承担全部的责任， 会对乐视员

工、用户、客户和投资者尽责到底。 ”

今后， 乐视网董事会成员将增至 8位，其

中 5位为非独立董事，3位为独立董事， 并提

名孙宏斌、梁军、张昭为公司三位非独立董事。

7月 17日，乐视网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选

举新一届董事长。 一位乐视内部员工向记者

透露， 融创中国董事局主席孙宏斌很有可能

接任乐视网董事长。

此前， 贾跃亭已辞任乐视网

C EO ， 由乐视致新负责人梁军接任

乐视网 C EO 。 现在，贾跃亭又辞任

乐视网董事长， 并不再在乐视网担

任任何职务， 说明乐视网正进一步

“去贾化” 。

融创宣布投资乐视 150 亿元之

后，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动了乐视

完善治理结构， 把上市体系与非上

市体系进行隔离，“一定要让上市体

系有一个完整的封闭性， 资金是封

闭的。 ” 孙宏斌称。

现在来看， 这样的隔离也将成

为贾跃亭与孙宏斌的切割， 一个负

责乐视非上市业务， 一个很可能主

导上市业务。

除了汽车外，目前乐视的非上市

公司包括 O 2O 销售平台、垂直业务

(手机、体育、易到)等，大多是初创类

的业务，属于培育期、孵化期。贾跃亭

此前透露，非上市公司有几个板块现

在比较困难的是手机和体育。

一周以来， 乐视的创始人贾跃

亭一直处于风口浪尖上， 先是贾跃

亭夫妇 12 亿资产被司法冻结，接着

是贾跃亭所持乐视网的大部分股权

也被司法冻结， 然后是贾跃亭旗下

乐视控股所持乐视影业的股权已大

部分质押给了融创， 显示其资金链

极其紧张。

此前， 易到也曾遭遇资金链质

疑，随后经历了创始团队集体离职、

司机提现难等一系列动荡。

近日， 乐视不再作为易到控股

股东， 原管理团队继续负责易到的

管理、运营等事务。 对于司机提现难

问题现已解决。

7 月 2 日， 易到官方发布微博

称：“6 月 30 日开始， 超过 40 万车

主已经成功提现， 感谢广大司机和

乘客的信任和支持。 ”

在乐视资金链告急的情况下，乐

视的线下经销网络 LePar正在收缩。

一位广西的 LePar合作伙伴 7

月 6 日告诉记者， 他做了乐视经销

商差不多两年，去年年底没有再做，

因为供货不正常， 打钱一两个月才

供货，很难做下去。去年 9- 10月，就

出现这样的现象， 原以为几个月就

可以改善，但过了一个季度，情况没

好转，因此就停止了与乐视的合作。

IH S 中国区研究总监张兵分析

说，在乐视资金链危机去年 10 月爆

发前， 乐视就占用了很多代工厂的

资金，包括富士康、T C L、冠捷、仁宝

等，这是行业惯例，但乐视到了账期

还存在支付困难， 许多大的代工厂

现已终止与其合作。

乐视网 C EO 梁军在 6 月 28 日

的投资者交流会上透露， 乐视正在

做的渠道变革， 把中国划分成若干

个网格，让每个网格的 LePar固定下

来， 用互联网工具帮经销商盈利，

“我们未来三个月主要集中在网格

的划定，跟渠道重新签合同” ，以稳

定渠道。

资金困局

7月 6日，乐视超级汽车官微称，

贾跃亭即日起出任乐视汽车生态全

球董事长，全面负责汽车融资、全球

化管理团队搭建、公司治理、产品研

发测试及生产保障等方面工作。

为了造车这件事， 贾跃亭曾放

言“即便万劫不复，也在所不惜” 。

此前， 他所执掌的多个业务因为造

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资金困局，于

是他变卖资产、质押股权、甚至辞去

了上市公司体系内所有的职务。

在公开信中， 贾跃亭表示自己

是辞去上市公司 C EO 、甚至更多其

他重要职务， 就是为了全力以赴实

现 FF�91最快量产上市。

今年 6 月初时， 记者就从乐视

内部人士独家获悉， 贾跃亭将近期

出任乐视全球汽车生态的董事长。

不出意外的话， 他也将补缺美国超

级豪华车公司 Faraday�Future (下称

“FF” )的董事长一职。

不过， 接下来贾跃亭如何解决

造车的资金问题?

����上述知情人士曾向第一财经记

者透露， 乐视汽车正在通过中东主

权财富基金和欧洲投资基金募资，

并且还计划出让去年 30 亿元买入

的北京商业地产项目 “世茂工三”

用来发展汽车业务。 此外，贾跃亭个

人也已把美国电动汽车初创公司

Lucid�M otors的股权全线撤出，获得

数亿美元资金。

2016年全球主权基金研究报告

称，全世界共有 94 个主权财富基金

处于运营状态，截至 2016 年底其累

计资产已达到 7.2万亿美元。从地域

分布上来看， 中东是世界上最早设

立主权财富基金的地区， 也是拥有

全球金额最多的主权财富基金，其

资金来源主要是石化燃料的出口收

入。

今年 5 月贾跃亭在接受采访时

称， 乐视汽车的 A 轮融资很快就会

正式启动了， 应该不会太久， 将在

2017 年之内有可能正式完成。 “当

然我们最快的速度先把产品生产出

来， 让大家体验到什么才是真正的

互联网汽车。 ”

而对于欠款问题， 贾跃亭 6 日

在公开信中表示， 希望外界给乐视

一些时间，给乐视汽车一些时间，称

会把金融机构、 供应商以及任何的

欠款全部还上。

今年 5 月的融创股东大会上，

被问及是否投资乐视汽车， 孙宏斌

仍然回答：“虽然互联网汽车挺有意

思的，但我们会非常小心，至少目前

没有条件。 ”他说，融创想把现有投

资做好，未来投不投不一定，但目前

不考虑投资乐视汽车。

专注汽车梦

11家银行可能卷入

乐视债务风波

根据乐视网过往公开信息资料，包括至少中信银行、兴业银行、浙

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宁波银行、北京银行、平安银行、恒丰银行

北京分行、江苏银行北京分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天津银行等国内主

要商业银行，曾与或正与乐视一直保持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因乐视干涸的流动性而陷入债

务黑洞的金融机构，正以不同方式紧

急自查风险敞口———比如平安银行

就紧急召开了内部会议，厘清风险并

商讨保全对策。

但市场最感兴趣的问题还是没

得到答案———乐视对金融机构的全

部债务到底有多大？流动性吃紧下怎

么补缺口？ 记者从一些公开的、但不

为人留意的信息里，梳理这些可能陷

入债务黑洞里的债权行。

在此前的报道中曾提及，乐视网原

定于去年发行、 后又取消的 20亿元公

司债，但在交易所网站上，记者还能找

到这笔公司债的募集说明书申报稿，这

份募集说明书提供的信息很关键：

（发行人） 乐视网资信状况良

好，与建设银行、平安银行、中信银行

等国内主要商业银行一直保持长期

合作伙伴关系， 间接融资渠道畅通，

截至 2016年上半年末， 乐视网从国

内各家银行获得的各类银行授信总

额为 24.2亿，其中已使用 22.4 亿元，

未使用 1.8 亿元。 表格上列举了 12

家银行（中信、兴业、浙商、建行、中

行、宁波、北京、平安、恒丰、江苏、华

夏、天津），而乐视网对这 12 家银行

给予的授信使用率，达到 92.56% 。

上述只是乐视网的融资状况，整

个乐视系将远不止这些银行。上述信

息避不能确定的是：这些已使用贷款

的期限有多长，又有多少金额是已经

偿还的部分；同样不能确认的，是有

多少家银行已清理掉了信贷，又有哪

些新的银行加入。 记者明确掌握的信

息是， 至少乐视对宁波银行的贷款已

于去年末全数还本付息， 不存在风险

敞口情况。

想来银行都不想在这个舆论当

口与乐视的债务扯上关系。比如民生

银行，该行针对某媒体“乐视系与其

开展股票质押业务” 的报道予以否

认， 表示乐视系在该行无在押股票，

除一笔涉及乐视股票的委外投资 64

万元外，乐视系目前在该行无其他敞

口余额。

中信银行在 6 日晚间对陷入乐

视债务危机回应如下：2016 年我行

对乐视发放了一笔贷款，有房产抵押

和股权质押担保，以及贾跃亭先生的

连带责任担保， 目前贷款还在执行

中。我们将持续关注该笔贷款的最新

进展情况。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某一南部银

行人士直呼“还好跑得快” ，他告诉

券商中国记者，该行对乐视的贷款在

去年 10月到期， 彼时该行通过供应

链等渠道判断乐视恐有资金风险，便

没有对乐视进行展期或续作。

马蓉：家族公司代持股权

在乐视这场资金风波中，投资过乐视的明星股东们亦备受

外界关注。 作为乐视生态中的明星公司，遭遇版权丢失、高管离

职风波的乐视体育，就有不少明星股东，而且已经出现了股权

冻结的情况。

6日，记者独家获悉，今年 1月中旬，北京朝阳区法院已冻结

北京银石东方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代马蓉持有的乐视体育 0.76%

股权（马蓉出资 370.7609万元），股权冻结期限为两年，自 2017

年 1月 16日起至 2019年 1月 15日止。 按 B轮估值算（B轮后

乐视体育估值 215亿元），0.76%股权价值约为 1.63亿元。

2016 年 4 月 B 轮融资时，乐视体育曾向记者确认，王宝强

作为明星股东，曾参与乐视体育的 B 轮融资，但记者在公司股

东名单中并未发现王宝强。 除了王宝强之外，刘涛、孙红雷、霍

思燕等十余位明星也参与了乐视体育的融资。

经记者查询，为“马蓉” 代持股份的北京银石东方投资顾

问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年 8月，注册资本 150万元，两位自然

人股东贾新安、贾跃芳分别持有该公司 80%和 20%的股权。记者

查询乐视网招股说明书看到，贾新安与贾跃亭父子关系，贾跃

芳则与贾跃亭是姐弟关系。

马云、王思聪：“急流勇退”

除面临股份冻结外，记者还了解到，在乐视危机之前，作为

知名投资机构的马云、王思聪也转让了不少乐视体育的股份。

2016年 11 月 7 日时，北京普思投资公司、上海云峰股权投

资中心， 已将持有乐视体育的股权合计 1353 万元、913 万元分

别转让给了济南鲁信文化体育产业投资中心、上海渤楚资管公

司、自然人陈文等受让方。 转让完成后，普思投资和云峰投资持

股下降为 4%和 3%。 两家公司背后分别为王思聪和马云。

此外， 同一天转让乐视体育股权的股东还包括天津万瑞汇

新、上海万育投资中心等公司。 受让方则分别为上海元祯投资、

严山投资等机构。

2015 年 10 月 15 日，乐视体育召开股东大会，变更注册资

本，以及扩大董事会成员由 5 人变为 7 人，当时王思聪被选为

新的董事。 不过，在 2016 年完成股权转让，其持股比例被进一

步稀释，这时的王思聪已经不再担任董事一职。

回顾乐视体育的融资历程， 公司在 2015 年时完成了 8 亿

元的首轮融资（A+ 轮和 A+ 轮），由万达投资和马云旗下云峰

基金领投，彼时估值 28 亿元。 2016 年 4 月，乐视体育宣布完成

80亿元 B轮融资，估值一度达到惊人的 215亿元。

不过，乐视体育此后状况急转直下，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

估值也被认为将大幅削减。 到了 2016 年末，乐视体育“缺钱”

的风波仍然没有过去。

2017 年 5 月时， 乐视体育又宣布完成了 B+ 轮融资进展，

公司部分新老股东以及中意宁波生态园（国家级生态园）下属

基金确认参与 B+轮。 乐视体育称，公司估值达到 240 亿元，这

一数字也引发了一定的市场争议。

明星股东动向

综合《第一财经》、《证券时报》、《每日经济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