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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获深圳自动驾驶路测牌照
北京商报讯（记者 魏蔚）互联网巨头相继获得自
动驾驶路测资质。5月14日，腾讯获得由深圳市政府颁
发的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牌照。拥有此牌照后，腾
讯自动驾驶汽车未来将可在深圳市指定的路段进行
公开测试上路。
腾讯相关负责人介绍，待具体测试路段确定后，
腾讯自动驾驶会按照政府划定的路段进行自动驾驶
测试。在自动驾驶领域，腾讯定位于“自动驾驶系统完
整的软件与服务提供商”，通过构建自动驾驶的生态
链，做好“连接器和零配件”，提供最有效的数字接口
和工具箱。腾讯自动驾驶也将联动腾讯车联，与政府
部门和传统车企展开合作。
此前，百度已经获得北京、福建和重庆的自动驾
驶路测牌照。相比百度，腾讯的自动驾驶布局更低调。
腾讯自动驾驶实验室负责人苏奎峰表示。腾讯今
年将完成国内重点城市和主干网络的20万公里封闭
道路矢量地图制作，2019年计划实现全路网20万公里
覆盖。

小米宣布成立独立相机部
EO
北京商报讯 （记者 石飞月）5月14日，小米C
雷军发布内部邮件，宣布在手机部内成立单独的相机
部，朱丹担任手机部新组建的相机部总经理。雷军强
调，拍照已经成了很多用户选购智能手机的关键因
素，用户对于手机拍照功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相机
部门将集中全公司的优势资源，一定要把小米手机的
拍照水平做到世界顶级。
此前，小米手机经常以处理器速度快作为卖点，
注重简单粗暴的“发烧”体验，但拍照并不算非常好，
即便是mix2这样的旗舰级产品，拍照也只能算二
线水准。直到小米Note3，手机拍照才算登上了一
个新台阶，得到了评测机构和用户的认可。也就是
说，小米手机的拍照水准打进行业一线，也就是近一
年的事。
业内人士认为，智能手机市场已经饱和，差异化成
了每个厂商必须思考的问题。在续航、性能、外观都做
不出太多新花样的情况下，相机成了最后一个能拉开
明显差距的发力点。据悉，华为今年发布的旗舰机P20
Pro，采用了创新式的徕卡三摄像头组合，采用了4000
万像素的彩色主摄像头，拥有F/1.8光圈，另外，这颗主
摄像头的传感器尺寸也达到了1/1.7英寸，再通过另外
两颗800像素彩色长焦和2000万像素黑白镜头搭配。
有供应链消息人士透露，苹果正在研发三摄手
机，并且极有可能在明年发布，后置三颗摄像头分别
都是1200万像素。另外，OPPO和vivo也一直都是打
着拍照旗号进行宣传。

飞利浦照明全面收购磊明科技
5月14日，飞利浦照明
宣布，全面收购深圳磊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磊
明科技”），但并没有公布收购的具体细节。
飞利浦照明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收购磊明科
技，飞利浦照明丰富了用于城市和建筑立面照明项目
的中端产品和系统系列。飞利浦照明（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整合营销传播经理寿一鸣进一步表示，飞利浦看
中的是磊明科技擅长快速实施城市亮化项目和按客
户需求定制产品的能力。
据了解，磊明科技成立于2004年，总部位于深圳，
是一家城市景观和建筑立面照明灯具及控制系统制
造商，2017年销售额约为3200万欧元。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受益于城市发展相关的照明
工程需求，城市景观照明行业迎来了空前机遇。数据
显示，2017-2019年，中国景观照明工程市场将保持
较高增速的增长，平均增速将达到33.31%，市场规模
分别为725亿元、979亿元和1322亿元。
目前，飞利浦照明在中国拥有36个销售办事处，
300多家时尚灯饰馆和万家零售网点，以及5个生产基
地和1个全球第二大研发中心。产品应用场景包括公
路、办公、医疗等几乎所有场景。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
企业的产品不仅针对中国市场，飞利浦照明全球90%
的节能环保LED产品研发成果均来自上海研发中心。
北京商报讯（记者 李振兴）

今日头条起诉知乎侵害名誉
北京商报讯（记者 石飞月）5月14日，海淀法院发
布案件快报称，因认为刘某在知乎上发布的文章《今
日头条与木马》恶意诋毁抹黑其网站，今日头条以侵
害名誉权纠纷为由将刘某、知乎诉至法院，索赔100万
元。日前，海淀法院受理了此案。
今日头条认为，刘某通过虚假的技术演示，恶意
诋毁抹黑今日头条，直接贬损其提供的今日头条客户
端为“木马”，从而导致大量不明真相的网络用户受到
刘某的误导跟帖转发、评论，给公司造成极大负面影
响，致使名誉贬损，社会评价降低。知乎与刘某共同实
施了上述侵权行为，应与刘某共同承担侵权责任。故
今日头条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刘某和知乎立即停止侵
权，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共计
100万元。
据了解，此前刘某在知乎平台发布文章称：“今日
头条客户端在设计上就是一个功能强大的木马，会窃
取用户手机里的机密文件。”
3月底，今日头条官方号发声明回应称，此言论利
用普通用户不了解技术，把行业通用的正常产品功能
污蔑为木马行为，对今日头条造成严重名誉损害，今
日头条将拿起法律武器，坚决起诉造谣行为。

退市预警 乐视网遇生死劫

如今的乐视网已经走在生死路
口，资金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优质资
产逐渐失去控股权，且面临着暂停上
市的风险。5月14日，乐视网举行2017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对深圳交易所
此前的问询函以及投资者的问题做出
回应。有关专家认为，如果得不到大规
模的资金介入或者恢复盈利能力，乐
视网最终将难逃退市的命运。
无解的资金难题

困扰乐视网的最大难题一直都是
资金问题。业绩说明会上，在被投资者
问到是否能如期偿还债务时，乐视网
财务总监张巍提到，“经营性现金流无
法覆盖短期债务，公司解决短期债务
正在与相关金融机构协商贷款展期、
协调关联方以现金或者资产等方式偿
还对上市公司的欠款”。
张巍表示，总体上看，公司目前整
体资金安排上存在较大困难，现金流
极度紧张，公司管理层正在积极寻求
一切可能的方案，但目前尚未形成确
定方案。在资产大幅减值后，乐视网部
分资产都正处在冻结状态，当下资产
的融资难以覆盖短期债务以及公司披
露的上市公司累计诉讼、仲裁情况，如
若上述诉讼赔偿进一步形成或有负
债，将加重公司的债务压力。
乐视网董事长兼总经理刘淑青也
指出，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正在竭力
解决公司目前的经营困难：改善业务
经营以恢复公司现金流和供销体系；
积极与相关金融机构协商贷款展期、
努力解决公司面临的经营困难；寻求
第三方增资以解决子公司目前面临的
资金压力；协调关联方以现金或资产
等方式偿还对上市公司的欠款。
历经超过一年半的各种事件“演
绎”，乐视体系的财务风险正逐步暴
露，最终直接体现于4月27日发布的
2017年年报中。这份年报显示，乐视网
2017年营收为70.25亿元，相比2016年
的219.51亿元同比减少了68%；利润方
面，乐视网出现了上市以来的首度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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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亏损额为138.78亿元，相比2016年
盈利5.55亿元，归属上市公司的净利润
同比减少了2601.63%。
在现金流方面，乐视网在2017年
主营业务的现金流净额减少更多。
2017年为-26.41亿元，相比2016年的
-10.68亿元减少了147.23%。
乐视网此前也发布了2018年一季
度业绩预告，预计截止到2018年3月31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
3.07亿-3.12亿元。关于乐视网今年一
季度的业绩还在继续恶化的问题，刘
淑青回应称，2018年一季度，由于公司
受关联方资金紧张、流动性风波的持
续影响，公司声誉和信誉度仍陷入较
严重的负面舆论漩涡中。
无奈的空壳公司

料发现，如果乐视网失去对该公司的
控制权，乐视的电视业务将彻底被融
创中国董事长孙宏斌所掌控。根据乐
视网此前的公告，该公司已将乐融致
新注册资本总数的34.9398%质押给天
津嘉睿和融创。融创旗下天津嘉睿将
成为新乐视智家的第一大股东。
在此次的业绩说明会上，被投资
者问到乐视网是否会失去对乐融致新
的控制权时，董事会秘书赵凯表示，在
乐融致新增资后，乐视网持股比例将
被稀释，以现有协议及意向增资情况
计算，增资后乐视网持股比例下降至
33.46%。同时，乐融致新股东乐视控股
持有的18.38%股权处于冻结状态，且
部分或全部将进入司法拍卖程序，如
若债务到期公司无法偿还，公司存在
失去对控股子公司控股权的风险。
实际上，乐视网的“空壳化”并不
只在于乐融致新一家公司，在去年乐
视网披露的关于向关联方借款及提供
担保的公告中，乐视网子公司及乐融
致新子公司在内的9家公司都涉及到
股权质押。如果乐视网依旧没有足够
的资金来接触质押，那么其他子公司
也将面临易主的问题。

由于缺少资金，乐视网对于过去
一些债务和借款暂时难以处理，很有
可能进入“空壳化”。去年11月深交所
就曾在给乐视网的关注函中特别提
到：“说明若相关借款不能偿还，质权
人行使担保权或质押权是否将导致上
市公司‘空壳化’。”
实际上，目前乐融致新（原乐视致
新）是乐视网中少数的优质资产之一。
无望的上市坚守
从乐视网2017年各个业务板块看，除
出现一系列资金和业务问题后，
版权业务收入和电视剧发行收入相比
前一年同期有少量增加外，其余板块 乐视网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也受到了
影响。自今年1月24日复牌后，乐视网
业务营收均出现“断崖式”下滑。
北京商报记者查阅乐视网相关资 的股价经历了“过山车式”的下滑，连

续11个交易日跌停，股价从15.33元/ 股
下跌到4.82元/ 股。
深交所曾向乐视网发出年报问询
函，要求公司就年报补充回答33个问
题，其中涉及乐视网是否面临暂停上
市等问题。赵凯表示，公司已披露的
2017年度审计报告中，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意
见。根据证交所相关规定，公司出现最
近两年的审计报告对公司为否定或者
无法表示意见，深交所可以决定对公
司暂停上市。如公司拟采取措施在
2018年度审计报告未消除无法表示意
见影响，则公司可能存在被暂停上市
的风险。
据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在上市公
司被暂停上市后，有以下两种可能：恢
复上市和终止上市（退市）。暂停上市
后，如果上市公司恢复了盈利能力且
达到一定标准，可向交易所提交恢复
上市的申请；如果上市公司未能恢复
盈利能力，则将面临终止上市。如果公
司股票被终止上市，公司将申请其股
份进入股份转让系统中转让（俗称老
三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股票终止上市以及进入股份转让系统
的有关事宜。
“尽管上市公司在股票终止上市
后，达到交易所规定的重新上市条件，
可以申请重新上市。但事实上，这是一
条只存在于纸面上的条款，迄今没有
任何一家已经退市的公司重新上市成
功过。”财经专家王继洲说。
同时，对于媒体报道的“贾跃亭的
FF汽车已经运抵中国”，刘淑青表示，
公司未获得贾跃亭或其关联方通知，
对此事不知情、不了解。但公司时刻关
注上市公司体系大量的关联方欠款问
题，就此问题管理层一直积极、主动保
持与贾跃亭及其关联相关方的沟通，
公司也期望贾跃亭及相关方可以尽快
与公司一并确认有效的解决方案及还
款时间表，及时挽救上市公司于资金
紧张的泥潭中。
北京商报记者 石飞月/文 CFP/图

重点关注

pecial focus

为国产铺路 特斯拉上海成立研发公司
北京商报讯 (记者 蓝朝 晖 实习 记 者 濮 振

宇) 传闻已久特斯拉落户中国的时间越来越近。
5月14日，记者通过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发现，特斯拉（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特斯拉（上海）”）已获得上海浦东新区市场监
管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成
立日期为5月10日，股东为特斯拉汽车香港有限
公司。
根据工商信息，特斯拉（上海）将从事电动汽
车及零部件、电池、储能设备、光伏产品领域内的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上述
同类商品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及进出口
业务，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电动汽车展示及产
品推广。
业内人士认为，虽然本次特斯拉（上海）的设
立并未提及整车制造，但这是特斯拉在中国宣布
放开汽车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后，首次在华设立负
责研发业务的子公司。特斯拉（上海）成立释放出

特斯拉进一步扩大在中国发展信号，可看做是特
斯拉国产的前期铺垫。
此前，特斯拉汽车香港有限公司已经在华设
立十余家企业，除成立于2017年10月的特斯拉
（北京）新能源研发有限公司业务范围为电动汽车
及零部件、电池、储能设备、光伏产品技术及信息
技术的研究、开发，其余均从事汽车进口及销售业
务。而相比此次特斯拉（上海）1亿元的注册资本，
特斯拉（北京）新能源研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仅为
200万美元。
实际上，自2017年以来，特斯拉在华建厂的消
息几乎每月都会引发一波关注。早在2014年1月，
特斯拉创始人、CEO埃隆·马斯克就曾对中国媒体
表示，特斯拉将在中国兴建生产工厂，供应中国需
求。去年，就曾有传言称特斯拉要在上海建厂，甚
至连建厂选址也一同曝光，但最终被否认。
5月3日，特斯拉公布了今年一季度的财报，在
财报电话会议上，马斯克表示：“可能在下个季度，

我们就将公布有关特斯拉中国超级工厂的信息，
最迟也不会晚于今年四季度。”这是在上个月中国
颁布新规定允许外国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在中国全
资建设工厂之后，特斯拉关于在中国建厂的首次
表态。
据悉，产能不足一直是困扰特斯拉发展的难
题之一，特斯拉迫切希望找到突破口。数据显示，
中国市场占据特斯拉全球销量的20%，已成为特
斯拉全球最为重要的市场之一。
不过，针对在上海设立公司是否与特斯拉上
海设厂国产有关的疑问，截至记者发稿，特斯拉中
国公关部并未给出答复。
对此，资深汽车行业分析师贾新光表示，特斯
拉在上海自贸区建设全资工厂，将有助于特斯拉
大幅降低生产成本，已是业内共识，此次上海设立
研发公司，意味着特斯拉国产化正在全力加速。如
果按照2020年国产落地的计划，预计特斯拉将在
今年下半年公布国产的方案信息。

中国石油有望接手世界最大气田
北京商报讯 （记者 李振兴）5月14
日，消息人士称，道达尔或将退出伊朗
SouthPars天然气项目，中国石油天
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
油”）有望获得道达尔离开后留下的权
益，控制SouthPars天然气项目80%
以上的股份，接手这一世界最大气田
项目。
中国石油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北京
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此事不予
评论。
资料显示，SouthPars天然气项目
位于波斯湾海域，是世界上最大的气田

之一，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开发，总储
量为240万亿立方英尺，可生产液化气
30亿桶，目前开采量为6亿立方米/日。
2017年7月，法国道达尔集团牵头
与中国石油、伊朗Petropars合作开发
SouthPars气田。道达尔持有该项目
50.1%的股权；中石油目前持有该项
目30%的股权；伊朗Petropars持有
余下19.9%的股权，合同期限20年，
价值约48亿欧元。该项合作是西方
国家取消对伊朗的禁令后，外国石油
公司首次与伊朗签订的石油开发合
作协议。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
主任林伯强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如
果消息属实，就中国目前天然气的对
外依存度超过40%而言，稳定的天然气
来源有助于缓解目前存在的天然气短
缺问题。”
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天然气产量
为1476亿立方米，同比增长9.8%；进口
928亿立方米，同比增长24.7%，对外依
存度高达39.4%。预计2018年天然气消
费量将达2600亿立方米，增长10.5%，
而产量仅为1606亿立方米，进口量保持
快速增长，对外依存度将超过40%。

不过，林伯强认为，SouthPars天
然气项目也只是中国石油众多项目中
的一个，要想彻底解决中国能源问题，
需要改变我国能源消费结构。
《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17》显示，
2017年，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消
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为60.4%，
同比下降1.6个百分点。清洁能源消费
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20.8%，同
比上升1.3个百分点。其中，非化石能源
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3.8%。
我国能源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正在
向多元化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