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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富富侨创始人郭家富患肝硬化末期，在“轻
松筹”上众筹100万元进行肝脏移植手术的消息在
微信朋友圈里迅速传播。截至1月11日下午6时30
分，已筹金额显示为 382262 元，帮助次数为 7887
次。项目资料证明显示为“已经审核”，收款人为郭
家富妻子李梦瑶。

1月11日，成都商报记者走访了多家位于成都
市区的家富富侨门店，了解到它们全部是加盟店，
没有受到郭家富债务问题的影响。

成都的加盟店
与家富富侨已无关联

据南门旗舰店部长周先生介绍，该店 2012 年
加盟家富富侨，加盟后除了品牌，与家富富侨没有
任何其他联系，店内培训也是以老带新，生意受周
边环境影响，一直不温不火。该店员工甚至表示并
不认识创始人郭家富。

2007年8月开业的玉林钻石店，是郭家富倾力
打造的直营店。然而2012年，该店被转让给了朱姓
老板，自此除了品牌，与家富富侨再无关联。

位于肖家河的家富富侨成都总店于2002年开
业，是最早进入成都的家富富侨，2008年被某私人
老板一次性买断品牌。经理胡先生认为，近几年生
意不断下滑，最主要原因是周边有太多洗脚房，“现
在全靠老客户”。

在这里工作了十几年的店员陈跃是重庆江津
人，对郭家富有一定了解。她告诉记者，郭家富十几
年前就有肝病，得过肝腹水，这次情况最为严重。

“郭总对员工很好，帮助了很多有困难的人。这次
‘轻松筹’是员工自愿捐款，甚至很多已经离职的员
工都捐了。”

郭家四兄弟的舅舅：
富侨的开店速度已放缓

成都商报记者从郭家四兄弟的舅舅谢先生处
了解到，成都共有40多家家富富侨，30多家重庆富
侨，10多家郭氏富侨，以及少数的富侨贵足道，目前
全部为加盟店。

成都家富富侨健康保健服务有限公司在工商
资料中显示为注销，已名存实亡，重庆富侨的成都
分公司也已被取消。

谢先生表示，最近富侨已经放缓了开店速
度。目前整个郭家的“富侨系”在全国共有2000 多
家门店，大部分都是加盟店。作为草根企业家，由
于缺乏管理经验，除了最初的一笔加盟费，收不
到任何管理费，很多加盟店都以 15 万元至 80 万
元的价格被买断。“要扭转局面，还要从长计议，
收拾这个残局。”

目前，在成都市面上可以看到很多挂“富侨”招
牌的足浴店，其中家富富侨、重庆富侨数量较多，规
模也颇大。

不过，还有另一家“渝富桥”，但与“郭家四兄
弟”没有任何关系。从2004年到2014年，渝富桥与
重庆富侨还进行了一场长达10年的商标争夺战，
最终法院认定“渝富桥”商标注册并未侵犯重庆富
侨的权利，渝富桥获胜。

曾经闻名全国的足浴大王、广泛分
布各大小城市的“富侨足浴”创始人身患
重病，欲众筹100万元进行肝移植。这一
事件令人倍感惊奇，也令人不胜唏嘘。

“荣华富贵”的郭氏兄弟命运各不相同，
躺在病榻上的富侨“四哥”郭家富，身后
究竟发生了什么？

兄弟情深，会全力相助
郭家富将在28天后手术

大哥郭家荣称，肝脏移植手术远不
止众筹的钱，其他手术费用将由郭家自
己承担。郭家荣表示，尽管过去在经营上
有分歧，但兄弟情深，他们都在尽全力想
办法挽救郭家富的生命，只要有一线希
望就不会放弃。

昨日下午，郭家富的大哥、重庆富侨
创始人之一郭家荣接受了成都商报记者
采访。他表示：“为四弟郭家富发起众筹
主要是富侨老员工的自发行为，包括我
本人最初也并不知情，直到10日才被告
知。当时已经筹集到20多万元了，对此表
示万分感谢。”

对于员工的捐助行为，郭家荣表示，
这得益于富侨多年以来一直提倡善举，
以及团结、互助的企业文化。四弟郭家富
也曾经帮助过很多人。据了解，由于郭家
富自己出身草根，对基层员工颇为关心
爱护。在公司内部，员工甚至直呼郭家富
为“四哥”，可见其颇得人心。

“郭家富将在28天后接受手术，肝脏
移植手术远不止众筹的钱，其他手术费
用将由郭家自己承担。”大哥郭家荣称，
手术费用在郭家的负担能力之内。“家富
富侨的确今非昔比。在四弟郭家富患病
之后，尽管过去在经营上有分歧，但兄弟
情深，我们都在尽全力想办法挽救他的
生命，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会放弃。”

据此前媒体报道，郭家富因病已经
多次入院治疗，几个哥哥、嫂嫂等都给了
他巨大资助。上次住院，大哥郭家荣就卖
了房子救他。

家富富侨谋划IPO失败
财务窟窿总计超两亿元

当年全程见证家富富侨IPO事项的

一位前元老介绍，在各大风投和咨询机构
的诱惑下，郭家富不得不倒贴钱去搞面子
工程。反复聘请专业机构谋划IPO却又失
败，产生的财务窟窿总计超过两亿元。

郭氏有“荣华富贵”四兄弟，早年贫
苦。郭家富年轻时曾在广州打工，看到广
州洗脚屋生意红火，于是劝大哥一起筹钱
开一家洗脚店。1998年6月，几兄弟筹资3
万元，一家名叫“富侨”的洗脚店在重庆九
龙坡毛线沟悄然开张，这就是富侨的前
身，并于后面几年开出了多家分店。

不过从2004年开始，由于经营理念
分歧，四兄弟分家：大哥郭家荣经营重庆
富侨，三哥郭家华经营郭氏富侨，四哥郭
家富创办家富富侨，五弟郭家贵开办富侨
贵足道。尽管为各自法人和独立企业，但
四兄弟一直共享“富侨”这一个大品牌。

几年下来，四哥郭家富风头最劲，在
全国先后开出400多家“家富富侨”加盟
店或直营店，并在2007年传出多家风投
进驻，准备登陆资本市场的消息。

当年全程见证家富富侨 IPO 事项
的一位前元老介绍，由于上市包装的
需要，在各大风投和咨询机构的诱惑
下，为了尽可能铺开店面、树立大型高
端直营店（富侨钻石店）形象，郭家富
不得不倒贴钱去维系经营，搞起了面
子工程。

“全国各地加盟店开得太快，而后援
服务、员工培训、店面装修等等又跟不
上。最要命的则是投资巨大的钻石店。”
该元老介绍，以8家高端直营店为例，平
均每间开店费用竟然高达2000万元，以
及期间反复聘请专业机构谋划IPO却又
失败，这中间产生了财务大窟窿，总计超
过了两亿元。

修建五星级大酒店
支付借贷利息就达1.7亿元

在郭家富遇到债务危机时，其他三
兄弟一起筹措9000万元资金帮他。但由
于郭家富的窟窿实在太大，最终拯救未
能成功。大哥郭家荣透露，目前，江津五
星级酒店项目已经完工，但因种种原因
并未开业。

而这期间郭家富还回到老家重庆江

津修建豪华五星级酒店，这更是给了他
致命一击。

郭家荣告诉成都商报记者，郭家富
当时遇到的困难，除了“家富富侨”发展
过快、IPO失败之外，还与盲目花巨资修
建五星级酒店有关，以至被迫依赖民间
借贷，最终导致危机爆发。

2008 年，郭家富在江津启动修建
五星级富侨大酒店。然而五星级大酒
店的后续资金需求远远超出了想象。
由于银行收紧放贷，郭家富无奈求助
于民间高利贷，一度光利息就支付了
1.7 亿元。

资金吃紧后，郭家富不得不动用家
富富侨加盟商缴纳的费用贴补漏洞，导
致了大量加盟纠纷产生。如今，全国家富
富侨加盟店均已脱离，除了提供物料和
技术外，家富富侨已名存实亡。而由于多
家法院查封，郭家富名下资产几乎均被
冻结。

在郭家富遇到危机时，其他三兄弟
也曾一起筹措资金援助郭家富。有公开
消息称，三兄弟援助郭家富的资金一度
达到9000万元。但由于郭家富的窟窿实
在太大，最终仍然未能拯救成功。

摊子铺得太大，战线拉得太长，一旦
出事，兵败如山倒。据郭家荣透露，目前
江津五星级酒店项目已经完工，但因种
种原因并未开业。

大哥大嫂已离婚
“重庆富侨”依然风光

大哥郭家荣与大嫂胡芝容已离婚。
胡芝容于2015年9月将重庆富侨带到澳
大利亚上市，成为“中国足浴第一股”。目
前，上市公司业绩不俗，2016财年，公司
营收税后利润达1695万澳元，门店总数
达371家。

眼下“郭氏四兄弟”的命运也不尽相
同：郭家富濒临绝境并身患重病，郭家华
的郭氏富侨很少出现在市面上，郭家贵
的富侨贵足道也仅限于川渝市场。在整
个“富侨”家族中，目前最具实力、经营最
成功的，仍然是重庆富侨。

然而，由于大哥郭家荣与大嫂胡芝
容离婚，后来胡芝容一人独掌重庆富侨，
并于 2015 年 9 月将其带到澳大利亚上
市，成为“中国足浴第一股”。郭家荣则渐
渐淡出企业，出任重庆市保健行业协会
会长一职。

成都商报记者查询由胡芝容控股、
并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富
侨足浴保健（ASX：TTC）”财报发现，其
业绩颇为不俗：2015 财年，上市公司运
营收入 4480 万澳元，税后利润 1713 万
澳元，毛利率 67.1%，2015 年门店总数
为333家。

到 2016 财年，上市公司运营收入
增至 5840 万澳元（约合 2.99 亿元人民
币），税后利润 1695 万澳元（约合 8682
万元人民币），毛利率 55.7%。门店总数
增至371家。

郭家富大哥郭家荣昨日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
家富富侨的确今非昔家富富侨的确今非昔比比

发起众筹是富侨老员工的自发行为发起众筹是富侨老员工的自发行为，，对此表示万分感谢对此表示万分感谢
其他手术费用将由郭家自己承担其他手术费用将由郭家自己承担。。兄弟情深兄弟情深，，会全力相助会全力相助

大哥说：
在郭家富遇到危机时，其

他三兄弟也曾一起筹措 9000
万元资金援助他。但由于他的
窟窿实在太大，最终未能成功。

“家富富侨的确今非昔比。在四
弟患病后，尽管过去在经营上
有分歧，但兄弟情深，我们都在
尽全力想办法挽救他的生命，
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会放弃。”

员工说：
据了解，由于郭家富自己

出身草根，对基层员工颇为关
心爱护。有员工告诉记者，郭家
富十几年前就有肝病，得过肝
腹水，这次情况最为严重。“郭
总对员工很好，帮助了很多有
困难的人。这次‘轻松筹’是员
工自愿捐款，甚至很多已经离
职的员工都捐了。”

舅舅说：
目前整个郭家的“富侨系”

在全国共有2000多家门店，大
部分是加盟店。作为草根企业
家，由于缺乏管理经验，除了最
初的一笔加盟费，收不到任何
管理费，很多加盟店都以15万
元至 80 万元的价格被买断。

“要扭转局面，还要从长计议，
收拾这个残局。”

截至1月11日下午6时30分，已
筹金额显示为382262元，帮助
次数为7887次。项目资料证明
显示为“已经审核”，收款人为
郭家富妻子李梦瑶。

富侨
现状

郭家四兄弟的舅舅谢先生称，
目前整个郭家的“富侨系”在
全国共有2000多家门店，大部
分是加盟店。谢先生表示，最
近富侨已放缓了开店速度。

筹款
进展

记者走访调查成都郭家“富侨系”现状

高端直营店早已转卖
其他加盟店也已脱钩

家富富侨在成都的加盟店

成都商报记者 李伟铭 实习记者 吴丹若 摄影报道

郭家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