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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浴大王”身患重病
欲众筹100万元肝移植

家富富侨创始人郭家富患肝硬化晚期，上“轻松筹”筹钱治病

2018年1月11日
星期四

近段时间天气骤冷，对于有旧疾的人来说，
尤其是胃肠功能减弱的人群症状更加明显，胃肠
病是常见病、多发病，而且经久不愈，长期受到胃
痛、胃胀、便秘、拉肚子等症状的影响，甚至出现
反酸、打嗝、口臭、消化不良、腹胀、腹痛、便血等。
如不及时治疗还会有穿孔、出血、梗阻以及肝胆
病、贫血、心脑血管等疾病，直接威胁生命安全。
如果上述症状已出现，请及时到专业医院进行检
查和治疗，也可拨打028-69982575咨询了解。
家族性胃病 幽门螺杆菌是祸首

久治不愈的胃肠病多由幽门螺杆菌感染引起，
它具有极强致癌性和传染性，所以越是亲密关系的
人越容易感染。而且感染后，会继发胃炎、溃疡等胃
肠病，甚至胃癌。因此出现腹痛、腹胀、反酸、烧心、
消化不良、口臭等都有必要做幽门螺杆菌C14检
测，有利于患者的下一步胃肠镜检查和治疗。
胃部是否恶变了？胃肠镜检查才是“金标准”

最简单确诊胃部良恶性的技术就是胃肠镜，
也是确诊胃癌的“金标准”。随着无痛胃镜技术的
成熟，患者可以在无痛苦的状态下接受胃镜检
查，更容易精确定位，并可以直接取病理分析，明
确病变的分期，指导临床治疗，并可在内镜下直
接治疗，创伤小、恢复快。
胃肠疾病免费查 专家会诊老胃病“胃”爱起航

为了更好地服务胃肠疑难病和老胃病患者，
提高早期发现、诊断和治疗的比例，本月13日~14
日，北京消化内科专家谢玉民教授及省内多位消
化内科领域专家联合会诊，帮你解决“老胃病”！
即日起至专家会诊期间预约可享幽门螺杆菌免
费检查，名额有限，详情可拨打028-69982575咨
询了解。

首都医科大学消化内科
谢玉民教授来蓉会诊

严冬送暖“胃”爱启航

新年以来，全球股市集体飙升，A股市场自然
不能缺席。昨天，沪指上涨7.93点，以3421.83点报
收，迎来九连阳。更值得关注的是，昨天虽然指数
涨幅不大，个股分化也越来越明显，但市场热点
并不缺乏。要白马有白马，要题材有题材，这样的
行情是不是正如你所期待？

先说一下大盘的走势。昨天上午，沪指最高
上涨16点，九连阳似乎已是意料之中。不过，下午
开盘后，大盘却突然出现跳水走势，最低时跌破
3400点。此时，很多人都以为沪指这一波行情可
能已走到尽头，“九阳神功”练不成了？出现这种
走势，其实也在意料之中，毕竟连续上涨那么多
天，有些短线资金撤离，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但
是，大盘最终能够强势回升，以红盘报收，则显现
出多头坚决的态度。

再说盘面个股，昨天其实是个股普跌行情。沪
市只有不到300只个股上涨，1000多只个股下跌；
而深市只有400多只个股上涨，超过1400只个股下
跌。那么，为何如此少的个股上涨，大盘却并不冷
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昨天市场出现了白马股、
题材股集体飙升。

白马股，自然还是白酒股打头阵。茅台继续
创新高，洋河大涨近6%。五粮液、水井坊、沱牌舍
得等表现都不错。此外，家电龙头股同样受到资
金追捧，格力电器、美的集团、青岛海尔“三驾马
车”纷纷创出新高。再看银行股，中大型银行股全
线飘红，兴业银行涨幅近6%。还有就是石化双雄，
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都创出近期新高。银行和石
化双雄，无疑是对昨日沪指飘红贡献最大的。

再看题材股，昨天最火爆的题材无疑是区块
链，与区块链相关的多只个股集体涨停。比如易见
股份、四方精创、安利股份、游久游戏等，都具有区
块链题材。除了区块链，还有一个板块似乎也是近
期游资最喜爱的板块，那就是天然气板块。

对于接下来的行情，我认为没有必要去判断
强势行情还会延续多长时间。“九阳神功”已经练
成，指数的调整随时可能袭来，昨天盘中其实已
经算是一次调整，至少回探了五日均线。但谁也
不敢保证，还会不会有十连阳，十一连升。看看港
股，昨天恒指又涨了，已经12连涨，创下了1964年
以来的最长连升纪录，实在是牛气冲天。

所以，新年的行情，且行且珍惜吧。在参与的
同时，心中必须清楚，强的是什么，弱的是什么。
一些缺乏题材的、缺乏业绩支撑的小盘股，很有
可能就将无视大盘的上涨，最终缺席这一轮强势
行情。 （张道达）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最新规定，本手记不涉
及任何操作建议，入市风险自担。

在飞天茅台再度提价的刺激下，中国
第一高价股贵州茅台（600519）昨日再创新
高，最新收盘价785.71元，总市值为9870亿
元，距离万亿市值大关仅一步之遥。同时，
茅台总市值约合1514亿美元，已成功超越
全球最大奢侈品公司LVMH集团（LV母公
司），后者目前总市值为1454亿美元。

一瓶茅台超越奢侈品“航母”

2017年以来，贵州茅台股价连续突破
400元、500元、600元和700元关口。茅台股价
的飙涨如同大象起舞，不断刷新的价格让
股民看得目瞪口呆。1月9日，贵州茅台发布
公告上调价格，其核心产品53度飞天茅台
从1299元/瓶，上调至1499元/瓶。

随着公告确定飞天茅台涨价，刺激股
价再度走高。截至昨日收盘，茅台总市值已
经成功突破1500亿美元。贵州茅台早已入
围全球十大奢侈品牌，在标普全球奢侈品
指数的80支成分股中，LVMH集团一直高居
榜首。贵州茅台和LVMH集团同为彭博行
业研究全球主要奢侈品同业指数的成分
股，如今贵州茅台已经超越LVMH集团高
居榜首。

不过，需要冷静看待的是，贵州茅台营
收尚不足LVMH集团的1/5，且主营只有烈
性酒。LVMH集团旗下则拥有路易威登箱
包、轩尼诗白兰地酒、纪梵希女装、迪奥香
水及化妆品、宝格丽珠宝、豪雅表等多个知
名品牌以及高端百货、邮轮等。如今贵州茅

台只凭借一瓶飞天茅台，
就将LVMH的奢侈品航
母舰队超越。

2017 年 前 三 季 度
LVMH集团销售额为301
亿欧元（约合2342亿元人
民币），而贵州茅台2017
年前三季度营收424.5亿
元人民币。虽然茅台总体
营收与LVMH集团相比

差距还很大，但是茅台毛利率高达91.31%，
远超LVMH集团平均毛利率65%。

距离万亿市值仅一步之遥

785元的股价、9870亿元的市值，贵州茅
台距离“万亿大关”仅一步之遥。万亿市值是
什么概念？整个贵州省2016年GDP为1.17万
亿元，再涨下去超越全省GDP也并非不可能。

在目前的A股市场，突破万亿市值大关的
巨无霸公司有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石
油、农业银行。加上港股上市的腾讯控股
（00700。HK）和中国移动（00941。HK）、美股
的阿里巴巴，贵州茅台市值仍然稳居中国上
市公司前十强。

如果从市值看，茅台的下一个目标可能
要超越农业银行。但是冷静分析，农业银行
2017年前三季度净利润高达1601.42亿元，而
茅台同期仅199.84亿元。虽然股价不能简单
来对比净利润，但茅台上涨实在太厉害了。
众所周知，任何一只股票都不可能只涨不
跌，在狂热的市场面前，投资者更需冷静。

疯狂上涨的股价甚至连茅台自己都担
心，以至于为此发出风险提示公告：“公司
股价上涨幅度较大，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不要盲目跟风。”

终端市场仍然一瓶难求

在终端消费市场，成都商报记者发现
53度飞天茅台仍然一瓶难求，即使是上涨
到1499元的“建议零售价”，但消费者也几
乎买不到。由于茅台酒的热度从去年高烧
到今年，早已脱离了单纯“喝”的属性，掺杂
了“炒”的成分，这导致市场上大商囤货、小
商抢货、消费者寻货现象严重。即使偶有销
售，也是动辄1700元~1800元的高价，个别
渠道价格甚至已逼近2000元大关。

成都商报记者查看茅台官方商城以及
天猫官方旗舰店后发现，53度飞天茅台酒
标价1499元，但均处于无库存状态，而一旦
有库存则需要“秒杀”。此外，茅台的合作电
商平台京东、1919酒类直供等，目前也都无
货可卖。有少量货的酒仙网干脆按年份在
卖：2016年飞天茅台标价1878元，2015年飞
天茅台标价1999元。

贵州茅台1月9日公告称，公司将在
2018年度经营计划范畴内，结合市场需求
等相关情况进行产品投放。考虑春节市场
因素，为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公司计划
春节前增加市场投放量。

成都商报记者 李伟铭

白马股题材股齐飙升
沪指练成“九阳神功”

贵州茅台凭借一瓶烈酒
成世界第一奢侈品公司

茅台市值已超越全球最大奢侈品公司LV母公司，万亿大关仅一步之遥

1月10日午间，一则“富侨四哥向您求
助”的轻松筹项目页面截图在微信朋友圈流
传。该求助人士称，自己早年因乙肝病毒引
发肝硬化，2016年4月入院检查发现已是肝
硬化晚期，此后已8次入院治疗，目前仍入住
在某医院，医生会诊后建议实施肝移植手
术。但因债务纠纷未处理完，且暂无固定经
济收入，其家庭已无力承担高昂移植费用，
特求助。记者分别通过家富富侨员工及郭家
富亲人核实到，该求助人士确实为郭家富。

“即便我们只是洗脚，也能洗出一家上
市公司”——郭家富曾经意气风发。这个白
手起家，有着“足浴大王”名号的草根商业
明星，从2009年左右上市谋求“足浴行业第
一股”，到“跨业经营”，再到爆出债务危机。
近日，其又因无力支付高昂的肝脏移植费
用，通过“轻松筹”募集100万元治病。其跌
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不禁令人唏嘘。

“足浴大王”欲筹钱治病

1月10日午间，一则“富侨四哥向您求
助”的轻松筹项目页面截图在微信朋友圈
流传。记者分别通过家富富侨员工及郭家
富亲人核实到，该人士确实为郭家富。

轻松筹资料显示，郭家富所患疾病为
肝硬化晚期，希望筹集目标金额100万元。
截至记者昨日发稿时，已筹金额显示为
264099元，帮助次数为5504次。发起人对郭
家富的情况进行了简单介绍。目前，该项目
的资料证明显示为“已经审核”。

1月10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重庆市渝中
区的一家家富富侨加盟店。店员向记者介绍，
由于该店是加盟店，没有受到郭家富前些年
欠债的影响，目前生意还算不错。

与此同时，有两位店员向记者证实，郭
家富很久之前已患病，目前正通过轻松筹

进行医疗费用筹集。“目前郭家其他三个兄
弟也不太好过，之前在还债期间已帮过郭
家富不少忙。”上述店员表示。

当记者向店员问及是否有号召员工捐
款时，两位店员均表示，上面有号召过，但
也是员工自愿捐款。“四哥（指郭家富）人挺
好的，我很多年前见过他，希望媒体也可以
呼吁大家帮帮他。”有店员向记者补充道。

从“富侨”到“家富富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广州刚刚兴起足
浴按摩时，还不满20岁的郭家富就在洗脚
店里打工，学习掌握了各种按摩手法，在当
地小有名气。随着技艺的娴熟和对足浴按摩
行业的深入了解，郭家富不再满足于替别人
打工，渐渐形成了一个回家乡重庆开办洗脚
城的完整计划，得到了父亲和兄弟们的支
持。于是，郭家的荣、华、富、贵兄弟四人怀揣
着打工攒下的3万多元钱，在重庆九龙坡区
毛线沟，租下一间不足60平方米的店铺，只
有四个床位。1998年6月16日，一家名叫“富
侨”的洗脚店悄然开张。

一年以后，富侨的第一家分店——重庆
富侨沙坪坝店开业。同年，富侨泸州店开业。
泸州店的成功，成为富侨连锁经营业态的一
个样本。富侨很快复制出了内江、北碚、江
北、成都、昆明、遵义等10多家分店。此时的富
侨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经过召开家庭会
议，郭氏兄弟为避免意见不统一的内讧，决意
打开家族围墙，各自独立创业。“富侨”拆分为
重庆富侨、家贵富侨、郭氏富侨和家富富侨。

筹钱背后：深陷债务危机
事实上，与当下的窘境截然相反的是，

郭家富的人生曾一度风光无限。此前，一名
接近郭家富的人士曾告诉记者，郭家富行事

风格大胆冒进，主张快速圈占市场。2004年~
2009年，家富富侨全国门店增长至500多家。

据《第 一 财 经 日 报》2007 年 10 月 报
道，家富富侨还获得大型风投公司IDG
风险的投资，成为国内首家启动上市筹
备工作的足浴企业。根据双方签订的协
议：“家富富侨”最迟应于2009年完成国
内创业板的IPO。

而据2009年推出的创业板150家候选
企业名单，家富富侨也有入围。彼时经《理
财周报》测算，按照行业利润57%计算，年
产值13亿元的家富富侨创造利润6.84亿
元，按上市后40倍PE估算，郭家富家族资
产218.88亿元。

但最终，这一计划并未如愿。2012年7月，
《重庆日报》刊登的一则公告揭开了郭家富深
陷债务危机的事实。彼时重庆富侨创始人、董
事长胡芝容（郭家富大嫂）向包括《每日经济
新闻》在内的媒体表示，郭家富一方面频推新
店，频繁进行民间借贷；再加上跨业投资江津
富侨大酒店，最终令其陷入债务危机。

而据测算，彼时郭家富的外债高达4.5
亿元。胡芝容、郭家荣（郭家富大哥）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这与郭家富激进的经
营理念和他谋求上市的执念有很大关系。
郭家荣称：“可以说，我弟弟今日身陷危机，
完全就是修建酒店造成的。”

“家富富侨”名存实亡？

此后，郭家富一度销声匿迹。再次出现
在公众视野则是在2015年10月。据《重庆晨
报》报道，其在推广友意斯足疗培训基地。友
意斯的主要目标是给全国数以万计的足疗
门店提供技术外包，足浴老板只需要找好地
方，装修好，就可以开门营业，而营业收入将
与友意斯进行五五分成。该公司由郭家富创

立，郭家四兄弟占60%股份，郭家富本人在债
务危机未解决前在公司不占股份。

不过，记者1月10日查询工商档案发现，
郭家荣已于2016年8月退出，而郭家华和郭
家贵则从未出现在股东列表中。同时，该公
司目前为最高人民法院公示的失信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在《重庆晨报》的报道
中，郭家富称自己的债务大部分通过债转
股模式解决，30多个债权人成为富侨大酒
店的股东，并预计2016年年底将所有债务
全部解决。这与其在轻松筹上的表述对比，
债务解决事项并不顺利。而据重庆市瑞科
赛置业有限公司（富侨大酒店的建设公司，
以下简称瑞科赛）工商档案，其股东为5名
自然人，其间并无变更记录。

此外，郭家富还表示为偿还债务，全国
600家加盟店均已脱离，自己仅负责物料和
技术，家富富侨已名存实亡。

记者查询工商资料也发现，郭家富担
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有9家，其中有8家均
已注销或吊销，仅有重庆家富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家富健康）仍存续。郭家
富持股的公司总计9家，目前尚处于存续状
态的仅有家富健康和瑞科赛，分别持股
79.32%、28%。此外，其担任高管的公司总计
14家，存续3家，除了上述两家外，还有北京
靖丰恒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而与郭家富及其公司的相关合同纠
纷、民间借贷纠纷等风险提示多达108条。
同时，家富健康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公示的
失信公司，2010年~2015年5月总计有15条法
院裁定尚未履行。

值得注意的是，眼下“郭氏四兄弟”的
命运也不尽相同。大哥郭家荣的重庆富侨
已于2015年9月成功在澳大利亚上市，其
身家超3亿；郭家华的郭氏富侨则很少出
现在市面上，其为法定代表人的公司仅两
家；郭家贵的家贵富侨足迹也仅限于川渝
市场，家贵富侨还在今年被列入失信公司
名单。

令人不解的是，郭家富的亲人中不乏
上市公司实控人，此番生病为何选择向社
会求助，而非亲人？记者1月10日多次致电
重庆富侨，但电话一直未能接通。不过早在
2012年时，胡芝容就专程召开媒体采访会，
以澄清家富富侨和重庆富侨的关系。

（每日经济新闻 重庆晚报）

如今，对于正在筹钱治病的郭家富和
关心他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其身体康复。
截至昨日发稿时，显示已筹金额为
264099元，帮助次数为5504次。后续事
态进展，成都商报将持续关注。

求

助

““20162016年年44月月
入院检查发现已入院检查发现已
是肝硬化晚期是肝硬化晚期，，此此
后已后已88次入院治疗次入院治疗
……医生会诊后……医生会诊后
建议我实施肝移建议我实施肝移
植手术……因债植手术……因债
务纠纷未处理完务纠纷未处理完，，
也暂因没有固定也暂因没有固定
经济收入经济收入，，我的家我的家
庭已无力承担高庭已无力承担高
昂移植费用昂移植费用。。现特现特
请社会爱心人士请社会爱心人士
伸出援助之手伸出援助之手。”。”

创

业

““即便我们只即便我们只
是洗脚是洗脚，，也能洗出也能洗出
一 家 上 市 公一 家 上 市 公
司司””———郭家富曾—郭家富曾
经意气风发经意气风发。。据报据报
道道，，家富富侨获得家富富侨获得
大型风投公司投大型风投公司投
资资，，成为国内首家成为国内首家
启动上市筹备工启动上市筹备工
作的足浴企业作的足浴企业，，计计
划于划于20092009年完成年完成
国 内 创 业 板 的国 内 创 业 板 的
IPOIPO。。但最终这一但最终这一
计划并未如愿计划并未如愿。。

债

务

20122012年年77月月，，
《《重庆日报重庆日报》》刊登刊登
的一则公告揭开的一则公告揭开
了郭家富深陷债了郭家富深陷债
务危机的事实务危机的事实。。据据
称称，，郭家富一方面郭家富一方面
频推新店频推新店，，频繁进频繁进
行民间借贷行民间借贷；；再加再加
上跨业投资江津上跨业投资江津
富侨大酒店富侨大酒店，，最终最终
令其陷入债务危令其陷入债务危
机机。。而据测算而据测算，，彼彼
时 其 外 债 高 达时 其 外 债 高 达
44..55亿元亿元。。

郭家富向社会爱心人士求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