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张瀚祥

重庆商报讯 出门上班逛街，
车停在哪儿成为困扰不少人的难
题。1月10日，记者从重庆市政府
网获悉，《主城区公共停车场和步
行系统建设实施方案》正式发布，
今年主城区将开工建设公共停车
场80个，新增公共停车泊位2万个
以上；年底前，主城将完成10万个
停车泊位的智能化改造。

两年新增4万公共停车位

《方案》显示，重庆将投资40亿
用于主城区公共停车场和步行系统
建设。到2019年底，主城区将开工
建设公共停车场160个，新增公共
停车泊位4万个以上。其中，今年

将开建公共停车场80个(附后)，新
增公共停车泊位2万个以上。

此外，今年上半年，全新开发
的重庆市“智慧停车”系统将上线
运行，年底前完成主城区10万个
停车泊位的智能化改造。据了
解，“智慧停车”系统相当于“共享车
位”，在手机上动动手指就能查找到
哪里可以停车，有多少停车位，提升
现有停车泊位的利用效率。

两年建成20条人行步道

《方案》称，为给市民提供舒适、
优美的出行环境，到2019年年底，
将建成人行步道20条，其中今年内
将先行建成10条步道。记者梳理
发现，这 20 条人行步道总长达
45.47公里，主要位于渝中区、渝北

区、江北区、南岸区等地，串联起
重庆主城的历史文化记忆和城市
新区。例如佛图关轻轨站—关岳
庙—大化步道的佛图关公园步
道，重庆古城墙遗址传统风貌区
步道（主要实施临江门―定远门、
南纪门―金汤门―通远门段），起
于北滨路、止于鸿恩寺公园的鸿
恩寺步道等。

《方案》提出，到2019年年底，
还将新建和提档升级60座人行天
桥与地下通道，包括新建50座、提
档升级10座。其中，新建的人行
天桥与地下通道集中在主城9区，
有不少项目位于学校附近。例如
37中人行天桥、重庆大学北门人
行天桥、一中人行天桥，将逐步形
成重庆高效、安全、便捷的人行过
街系统。

主城今年新建80个停车场 10万个停车位实现智能化
渝中区：虎头岩公园、李子坝正

街、建工三建、枇杷山公园、中华路小
学、西三街、朝千路、广场宾馆、圣地
大厦、沧白路

大渡口区：大渡口综合停车楼、金
桥大楼机械停车库、万达广场公共停
车场、步行街公共停车场改造工程

江北区：重庆嘉阳公司地块、IFS
国金中心东侧地块、江北区政府旁篮
球场地块、洋河停车场、江北区科技实
验小学公共停车场、翡丽山小学公共
停车场、1862文创园停车场

沙坪坝区：重庆市沙坪坝站铁路
枢纽综合改造工程配套停车库项目、
重庆市第七中学春晖楼改建工程、重
庆图书馆停车场改扩建项目、华达纸
品有限公司停车楼、站南路南侧地块
停车楼、ARC 广场北面地块停车楼、
双碑大桥桥下公共停车场、清水溪景
观示范段配套停车场、磁器口大桥西

侧人防工程附属停车库、黄桷园小区
停车楼

九龙坡区：筑锦尚苑前绿化空地、
陈家坪汽车站停车场、交巡警支队机
械停车场、彩云湖 BRT 公交场站地
块、彩云湖公园内临蟠龙大道立体停
车楼、御宴天下北侧广场、水碾地块
公共停车场、九龙坡区中医院公共停
车场、重庆总部城

南岸区：总部经济区停车楼、黄桷
垭正街片区（老君洞）停车场、南山放牛
村孝子路停车、南坪商圈响水路口地
块、重庆市南坪中学校运动场地下停车
场、群慧广场地下停车场、江南新城玉
马路鲁能地块、江南新城莲池路鲁能地
块、江南新城莲池路金隅大成地块

北碚区：金刚碑
渝北区：春华别院农贸市场停车

场、全民健身中心停车场、武陵路小
游园公共停车场、木鱼石公园公共停

车场、一碗水后街公共停车场（渝北
区一碗水后街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子项
目）、香港置地中央公园 2 号停车场、
智能立体停车场及新能源汽车充电服
务平台、犀牛宾馆地块智能停车楼、
渝北广场公共停车场、百灵苑地下停
车库

巴南区：海洋公园南侧地块、龙洲
湾中交锦悦北侧地块、李家沱恒大城
公园地块、巴文化公园南侧地块、江尚
怡景北侧地块、重庆市第二社会福利
院东侧地块、轨道交通3号线鱼洞站周
边地块、原南温泉音乐广场地块

两江新区：金海湾 F03 停车场、九
曲河 F06 停车场、龙塘 A57 停车场、丘
堡公园停车场、和合家园 C 组团三号
车库、龙兴北综合停车库工程、御临
综合停车楼工程、悦江支路停车场、
国博大道停车场、火凤山停车场、九
曲河停车场、动步公园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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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估值200亿的足浴大王郭家富网上欲筹100万肝移植

足浴帝国郭氏“荣华富贵”
还有多少商业故事未讲完

中央军委向武警部队授旗仪式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向武警部队授旗并致训词
A02

需筹100万实施肝移植

这组朋友圈转发的“轻松筹”截
图里，包括一张郭家富在病床上的
照片，还有标题为“富侨四哥向您求
助”的图片，项目详情介绍：早年因
乙肝病毒感染引起肝硬化，现肝硬
化病史已伴随我十余年，2016 年 4
月的一天，因强烈的工作压力让我
倍感身体不适，入院检查后医生告
知是肝硬化晚期，出现双下肢浮肿、
腹水。因病情反复，前后 8次入院
治疗，医生会诊后建议我必须实施
肝移植手术才能挽救生命，因债务
纠纷未处理完，也暂因没固定经济
收入，我的家庭已无力承担高昂移
植费用。现特请社会爱心人士伸出
援助之手。

筹款金额已超过20万

截至1月10日中午12时，4700
多人进行了捐助，筹款金额超过了
20万元。此外，还有5300多人次分
享转发了这条捐助信息。

商报记者经过证实，郭家富肝
癌晚期住院属实，目前仍在广州医
科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接受治
疗，其妻子李梦瑶正在医院照顾，并
为其筹集治疗费用。

有关人士表示，郭家富病情比
较危重，不是非不得已不会采用这
种方式，暂不愿接受媒体公开采访，
不过请捐助的好心人们放心，这次
受捐的全部款项将全部用于郭家富
的医疗救治。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郑森楠

昔日足浴大王，如今又成为
网络公众人物。昨日，朋友圈有
不少人转发一组“足浴老板郭家
富轻松筹求助”的截图，让郭家
富再次刷屏。重庆商报-上游
财经记者多方求证获悉，足浴大
王郭家富患肝硬化晚期，目前在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
院接受治疗，轻松筹欲筹集100
万元进行肝移植。

“富侨四哥向您求助”的轻松筹截图

病床上的郭家富病床上的郭家富 手机截图手机截图

声音

郭家富对行业有特殊贡献
保健协会积极参与轻松筹

1 月 10 日，重庆市保健按摩行业
协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天上午看到
郭家富的消息后，协会领导商量后积
极参与了“轻松筹”，协会也向全体会
员发出响应义举的倡议。

该负责人表示，郭家富及企业不
是协会会员，但郭家富对整个行业发
展做出了特殊贡献，曾经助力足浴行
业产业化，他在技术上摸索出的足底
按摩的压刮手法，得到了公认和传承。

据了解，重庆市保健按摩行业协
会有 100 多家成员，市场份额超过重
庆整个行业的一半以上。

“郭家富遭遇如此境地，令人叹
惋。但他的遭遇不代表行业衰落，不
具备普遍意义。”昨日，重庆市保健按
摩行业协会有关负责人表示，铁打的
营盘流水的兵，个体企业的沉浮在行
业发展是正常的。

谈到去年行业情况时，该负责人
称，总体经营体量有所缩小，被动局面
有待改善，即难招工、难留人等。但重
庆为全国保健按摩行业领先城市之
一，出现了全国创新之举，如“影院式”
足疗，即看电影的同时做保健，环境
好，片源丰富。目前，老的品牌如富侨
等继续得到认可，新的品牌正在适应
市场，如金色印象、太和堂、洪迈、劲道
等。

从具体企业来看，约 95%都是投
资人投资职业经理人企业，只有约5%
为投资人自己经营管理。因此，优胜
劣汰，做不走就会关，能继续经营的，
都是略有盈利企业。

对于 2018 年，该负责人表示，行
业正在继续转型升级，由原来的休闲
保健，转型升级为休闲健康管理，以适
应形势发展。

纵深

休闲保健要适应形势发展
转型升级为休闲健康管理

郭家华
重庆郭氏富侨保健

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

郭家富
曾担任 9 家公司法

定代表人，目前8 家已
注销或吊销，重庆家
富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仍存续

郭家贵
重庆家贵富侨足浴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

郭家荣
重庆市保健按摩行业

协会原会长、现为名誉
会长，其前妻胡芝容控
股的重庆富侨于 2015

年 9 月在澳大利亚
上市

家富富侨家富富侨 资料图资料图

又一次刷屏的郭家富，为何遭
遇如此境地？

业内人士认为，郭家富行事风
格大胆冒进，主张快速圈占市场，
如果不是运作上市及跨业投资导
致资金链断裂，他可能不会落到
如今境地。早在2006年，郭家富
就对旗下员工喊话：“即便我们只
是洗脚，也能洗出一家上市公
司”。

1998年，来自重庆江津农村的
郭家荣、郭家华、郭家贵和郭家富
四兄弟，连同郭家荣妻子胡芝容，
从广州学成手艺归来，合伙在重庆
杨家坪创办了“富侨”足浴店。

到2004年，“富侨”已成为拥
有50余家分店的企业。后来因经
营理念不同，“富侨”分家，有重庆
富侨、家贵富侨、郭氏富侨和家富
富侨四个分支。2004~2009年，家
富富侨全国门店增长至500多家。

据2007年公开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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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推出的创业板150家候选企
业名单，家富富侨也有入围。

当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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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可达218.88亿元，但最终上市
计划最终未果。

有关人士表示，郭家富谋求上
市的执念与他激进的经营理念有
很大关系，包括在家乡江津修建酒
店等，都是为了尽快将家富富侨变
成一个涉足多领域业务的集团化
公司。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昨日
查阅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郭家富”名列其中，涉及8起被执
行案件。据了解，与郭家富及其公

司相关的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
等风险提示多达 108 条，2010~
2015年5月总计有15条法院裁定
尚未履行。

有知情人士曾向媒体表示，郭
家富一方面频推新店，“高端会馆”
战略开8家有7家关业，为此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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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测算，2012年郭家富的外
债高达4.5亿元。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发
现，从此次“轻松筹”上的自述看
来，他原本预计2016年就可以解
决完的债务，依然没有“完全解
决”。

知情人士指出，由于郭家富的
企业深陷债务危机，他无法从中获
得收益，因此此次选择“轻松筹”，
也是无奈之举。

从估值200亿的足浴大王到100万元的轻松筹求助

又一次刷屏的郭家富经历了什么 ？

如今，“荣华富贵”的郭氏兄弟
命运各不同，躺在病榻上的郭家富
除了希望自己身体康复，是否上市
雄心未冷？令人不解的是，此番生
病为何选择向社会求助，而为何不
向三位兄弟求助？

据了解，大哥郭家荣前妻胡芝
容的重庆富侨，已于2015年9月在
澳大利亚上市；郭家华的郭氏富
侨、郭家贵的家贵富侨，依旧存续。

“我刚从海南回来，也是昨天
晚上才晓得他病情恶化。”昨日，

郭家富的大哥郭家荣告诉上游新
闻-重庆晨报记者，郭家富为了
不让家人担心，都没有告诉家里
人他的病情，他也是看到朋友圈
信息才知道情况。

“这些年，家人一直在帮他，因
为郭家富的债务危机，也导致家人
的生活和工作受到一定影响，几兄
弟都有自己的企业和家庭，有几万
员工要生活，企业还要转型升级发
展，都不容易。”作为郭家老大，郭家
荣用行动否定了家族不和传言。他

说，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会放弃，几
兄弟正在想办法挽救他的生命。

“感谢大家的关心，我很好！”
昨日，郭家富告诉慢新闻-重庆
晚报记者，“如果我开口，肯定有
人愿意帮我，但是大家经济都不
太好，如果是一大笔金额，不借
吧，放不下这个人情；借吧，甚至
可能给别人造成困难。我不能给
别人添麻烦！”郭家富说，战胜病
魔的希望就在眼前，他不想放弃，
因为自己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他表示，自己已经变卖一切可以
变现的财产，但依然没能实现“无
债一身轻”的坦然。

“我是真的不想再给亲友们
添麻烦了！”郭家富说，此前他多
次入院治疗，几个哥哥、嫂嫂等都
给了他资助。上一次住院，大哥
就已经卖了房子。

“这些年整个经营不太景气，
大家也不宽裕，如果一下抽出几十
上百万现金，这个影响不会小。”郭
家富说，这次他根本就没有跟亲人
们开口，也希望哥哥嫂嫂理解他，

“你们帮我已经够多了！”
如今，对于正在筹钱治病的

郭家富和关心他的人而言，最重
要的是其身体康复。

“荣华富贵”四兄弟响彻足浴界 曾联手应对债务危机

病榻上的郭家富为何不向亲人求助？

郭家富一度销声匿迹，再次出
现在公众面前已是2015年10月。

郭家富曾经想重出江湖。公
开报道显示，2015年 10月，在江
津德感，友意斯足疗培训基地宣
布开班，这家足浴基地的创始人，
就是郭家富。按照规划，友意斯
的主要目标就是给全国数以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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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郭家

富自身债务解决前，郭家富在新
公司零股份。重庆商报-上游财
经记者获悉，友意斯全称为重庆
友意斯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15 年 9 月，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注册地在重庆市江津区几
江紫荆花园，成立时，郭家富大哥
郭家荣曾为股东之一。友意斯几
经股权转让，2016 年 8 月，郭家
荣等退出，同年8月，友意斯法定
代表人由李梦瑶变更为王达军，
王达军为新进入的股东，持股

78%，成为控股股东。最终，郭家
富淡出了友意斯。

记者查询工商资料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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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瑞科赛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07 年 11 月，注册资本

4000万元，该公司为重庆江津富
侨大酒店的建设方，5名股东，郭
家富持股28%，列第二位，次于大
股东张幸福（法定代表人），郭家
富为执行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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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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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5 年 5 月总计有
15条法院裁定尚未履行。

业内人士指出，由于郭家富
的企业深陷债务危机，郭家富无
法从中获得收益。

现仍为一公司法人、持股两公司、担任三公司高管

重出江湖折戟的郭家富为何没钱？

曾经意气曾经意气
风发的郭风发的郭
家富家富

资料图资料图

郭郭氏氏四四
兄兄

弟弟““
富富
侨侨
””帝帝

国国

●1998年6月，郭家富四兄弟合伙开办“富侨”洗脚店。

●2004年，郭家四兄弟独立创业，郭家富创办家富富侨。

●2007年，郭家富开始涉足地产，尝试跨界经营。

●2009年，家富富侨加盟店460多家，直营店40多

家。郭家富登上“新富家族榜”，媒体估算家族财富

高达218.88亿元。

●2012年，郭家富被曝欠债4亿多元。

●2015年，郭家富重出江湖开办友意斯足疗培训基

地，最终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