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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沃斯 IPO 迷雾调查：１１０ 项专利“不翼而飞”
国际金融报见习记者 ｜ 冀鹏茜

前存货以应对“双十一”等促销活动
带来的销售高峰期。 科沃斯招股说
明书显示， 报告期内的存货账面余

一家雄心勃勃的家用机器人公
司，立志要成为“A 股家用机器人板

额逐年增加，分别为 3.13 亿元、3.55
亿元、4.97 亿元、6.73 亿元， 占营业

块第一股”。 今年 2 月科沃斯机器
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沃

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22.5%、21.77%、
27%和 35.77%（营业成本年化）。

斯”） 向证监会提交招股说明书，此
举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关注。

有注册会计师对 IPO 日报指
出， 如果存货的购入价格未发生较

科沃斯似乎有强大理由达成此

大改变， 那么可以认为该公司的存

项愿景。
国际机器人联盟此前预测，2015
至 2018 年， 全球家用机器人年均复
合增长率可达 35.24%， 远超全球服

货量在逐年增加。当然，存货账面余
额还与进货和出货数量有关， 具体
需要看该公司是如何计算存货。
除了存货攀升风险， 科沃斯营

务机器人市场 21.07%的年均复合增
长率，家用机器人成为服务机器人行

收想象空间似乎也无令人兴奋之
处。

业中最有潜力的细分行业。 同时，德
国 GFK 统计数据显示， 中国扫地机
器人的总体渗透率不足 1%。
A 股市场至今未有家用机器人
相关的概念股， 作为目前扫地机器
人市场占有率第一的科沃斯，似乎

科沃斯这样
一家拟上市的公
司， 直营店里连
导购 员 都 没 有 ，
展示机器无法演
示， 产品说明书
都找 不 出 一 份 ，
如何能够保证上
市之后， 还能如
其招股说明书所
承诺 “保护中小
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其经营管理
能力， 能满足上
市公司应有水平
吗？

科沃斯最早是靠为国外厂家代
工生产吸尘器起家，于 1998 年在苏
州成立，前身为泰怡凯苏州，实际控
制人为钱东奇。
科沃斯世博源直营店

科沃斯正大直营店

资料图片

科沃斯招股说明书显示，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1 -9

“啊？ 这样啊，那能麻烦你给我
介绍一下吗？ ”

遗憾的是， 记者的耐心等候并
没有换来科沃斯导购来解惑。 与此

功，就已经担心公司的管理经营也
许会跟不上业务扩张的速度，从而

月，公司分别实现营收 19.45 亿元、
23.14 亿元、26.95 亿元和 21.49 亿

“不好意思，我不是科沃斯这个
牌子的导购， 具体的产品功能我也
不了解。 ”
“那能麻烦你帮我叫一下科沃
斯的导购吗？ 我今天特地过来就是

同时，记者同样发现，没有任何消费
者在科沃斯展台驻留，两小时内，科
沃斯展台可谓冷冷清清。
对于这种情况， 记者又一次拨
通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官网

影响公司的业绩。
从 IPO 日报记者的实地调查情
况来看， 科沃斯的管理经营问题已
经不是潜在风险，而是既有事实。
有专业人士提出疑问，这样一

元，最高营收增速不到 19%；实现
净 利 润 分 别 为 1.69 亿 元 、1.66 亿
元、1.77 亿元和 0.79 亿元， 累计增
速（2013-2015 年）不超过 5%。
一位不愿具名的投行人士表

想了解一下这个扫地机器人具体用
起来怎么样。 ”

上的电话询问相关情况。 他们这样
回复记者：“我们这边不管这个事

家拟上市的公司，直营店里连导购
员都没有， 展示机器无法演示，产

示，科沃斯这样的营收增速水平，很
难给投资者带来太大的想象空间。

“他们这个牌子一直没有导购
的。 ”
这种情况下， 科沃斯开这样的

情。 ”
无奈之下， 记者再次发采访邮
件至科沃斯寻求解释，但截至发稿，

品说明书都找不出一份，如何能够
保证上市之后，还能如其招股说明
书所承诺“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

110 项专利去哪了

店有什么意义？
难道“三无”直营经营模式是科

记者的采访邮件如石沉大海。
记者发现， 科沃斯招股说明书

权益”？ 其经营管理能力，能满足上
市公司应有水平吗？

科沃斯 2014 年底对外披露，截
至 2013 年 11 月， 共在国内外申请

沃斯的“特色”？
怀着这个疑问， 记者再次拨通

中有这样一段话：“公司自成立以来
一直以较快的速度发展， 经营规模

存货风险攀升

专利 682 项（其中国外申请专利 66
项），发明专利 296 项，实用新型专

5 月 9 日，记者根据科沃斯官网
客服热线所提供的 5 个上海直营店

科沃斯投诉与建议专线进行询问。
电话接线员表示，科沃斯在各大一

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 组织结构和
管理体系日益复杂，随着本次发行

地址， 随机选择了正大广场店和世
博源店进行走访。 以下对话发生在
记者和正大广场 6 楼特力屋导购员
（该导购员非科沃斯导购员）之间。

线城市均有直营店， 所有直营店均
配有科沃斯专门的导购人员， 不可

募集资金的到位和投资项目的实
施，公司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客户

能存在记者所说的机器无法进行演
示、无产品说明书的情况。

范围更加广泛，公司的经营决策、实
施和风险控制难度将加大。 这些因

“你好，这个扫地机器人能演示

难道记者冤枉了科沃斯？
为此， 记者随机选择了科沃斯

素对公司的管理层提出了更高要
求， 如果公司的管理层不能及时调

“不好意思， 这些都是展示机
器，不能进行演示。 ”

世博源店继续走访。
当记者赶到科沃斯世博源店的

整原有的运营管理体系和经营模
式， 在本次发行上市后迅速建立起

“那能把说明书拿给我看一下

展台前， 发现除了展示机， 空空如
也。 导购去哪儿了？ 吃饭去了？ 还是
暂时性外出？
为此，记者决定等。

适应资本市场要求和公司业务发展
需要的运作机制并有效运行， 将直
接影响公司的经营效率、 发展速度
和业绩水平。 ”

等！ 等！ 等！ 记者一直在科沃斯
世博源店展台前等了两个小时。

看起来， 科沃斯对自己的管理
和经营风险了解甚深，尚未 IPO 成

理所当然地把自己当作了该领域
“第一股”。
然而，IPO 日报发现，科沃斯成
为 A 股家用机器人板块第一股之
前，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
—实际
管理水平与招投说明书表达的情况
相去甚远、 披露的专利项数量与之
前的公开说法不一、 销售渠道集中
度高、存货消化速度亦令人堪忧。

直营店冷冷清清
记者走访科沃斯直营店有一个
最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三无”——
—
无导购、 无产品说明书、 无产品演
示。

一下吗？ ”

吗？ ”
“我想具体了解一下不同型号
之间的功能有什么不同。 ”
“这些机器是没有产品说明小
册子的。 ”

除了管理上的问题，科沃斯的

利 246 项，外观设计专利 140 项。
但是到科沃斯披露招股书的时

存货风险同样不容小觑。
据科沃斯招股说明书披露，公
司报告期内的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5.28 次/年 、4.88 次/年 、4.32 次/年 、

候，其专利数量变成了 572 项，其中
境内专利 556 项、境外专利 16 项。
那么， 科沃斯的另外 110 项专
利去哪儿了？

3.22 次/年，存货周转率呈年年下降
趋势。
而同期行业内可比公司的平均
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6.93 次/年、7 次/
年、6.97 次/年和 7.3 次/年，科沃斯的

为什么这两组数据会打架？ 这

存货周转率是行业内的最低水平。
有业内人士分析，这或许与科
沃斯的销售模式有关。 科沃斯的家
庭服务机器人产品主要通过京东、
天猫等线上渠道销售，因此需要提

其中有什么隐情？ 科沃斯回复记者
称，因为最近要上市，所以无法接受
采访。
家电行业资深专家刘步尘认
为， 科沃斯的最大短板是品牌影响
力比较低，无法和美的、松下等大品
牌形成抗衡，因此，尽快提升品牌知
名度，建立“科沃斯是中国扫地机器
人第一品牌”的形象，是当务之急。

天益医疗ＩＰＯ调查：大客户涉嫌虚构？ 劳务用工涉嫌违规？
国际金融报记者 ｜ 邹煦晨

一家涉嫌存在虚假客户、 违反
劳动用工相关规定的公司， 正在 A
股 IPO 之路上狂奔！
近期， 天益医疗拟赴上交所上
市，其保荐机构为海通证券。 根据天
益医疗的招股书申报材料，天益医疗
2016 年对上海费森尤斯的销售收入
为 914.1 万元，同比增长 99.99%。
但上海费森尤斯销售人员却否
认了上述说法。 ” 我们公司有自己
的工厂， 东西都是自产的。 ”5 月 9
日， 上海费森尤斯销售人员对 IPO
日报如是说。
这令记者无比惊讶！ 是上海费
森尤斯说了假话， 还是天益医疗的
招股书申报材料存在虚假披露？
如果上海费森尤斯所说情况属
实， 那么天益医疗就涉嫌虚构客户
的情况， 其销售数字也就存在造假
的嫌疑。
为了了解真实情况， 记者多次
致电天益医疗，但其电话无人接听，
截至发稿，IPO 日报也没收到对天
益医疗的邮件采访回复。
与此同时，IPO 日报发现，天益
医疗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如曾大
量用劳务派遣、股权过于集中等。

可疑的“大客户”
天益医疗的申报稿有一处令人

不解， 其申报稿显示，”2016 年，公
司对上海费森尤斯销售收入为
914.1 万元，同比增长 99.99%。 ”
据此推算，2015 年双方交易额
应该约为 457 万元。 天益医疗的申
报稿显示，2014 年，其前五客户中，
排名第五的上海安奇达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的采购额为 621.5 万元，而
上海费森尤斯并不在其前五大客户
之中， 所以其对上海费森尤斯在
2014 年的销售额应低于 621.5 万
元。
2016 年，上海费森尤斯为何突

天益医疗的申报材料显示，天
益医疗 2016 年对宁波汉博销售收
入 为 5091.18 万 元 ， 同 比 增 长
78.51%， 增长了 2239.09 万元。 而
2014 年，天益医疗对宁波汉博销售
收入只有 3145.03 万元。
天益医疗表示，“宁波汉博是与
公司常年合作的客户”。
对于天益医疗购货量的 “突然
猛增”，宁波汉博相关人士对记者表
示，“我们公司 2016 年的销售金额
有一定上升，所以购货量可能上升，
但具体数据不能透露。 ”

期限前， 天益医疗曾大量使用劳务
派遣。 天益医疗 2014 年末派遣人
员为 288 人， 为在册人数的 1.36
倍。 2015 年末，天益医疗派遣人员
为 361 人， 为在册人数的 1.74 倍。
从数据来看，最后期限来临前，天益
医疗的劳务派遣比例在增加。
现在这些派遣人员是否已 “转
正”，尚不得而知。

股权高度集中

然对天益医疗的采购额猛增？
为此， 记者试图通过上海费森
尤斯了解这种突然增加的背后原
因。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上海费森

天益医疗的用工情况， 也引人
注意。

据申报稿披露， 天益医疗的实
际控制人为吴志敏。 吴志敏系吴斌
的父亲。 2016 年 2 月，吴志敏、吴斌
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进一步明
确双方的一致行动关系。 吴志敏父
子控制天益医疗本次发行前

尤斯的销售人员陈女士却对记者表
示，“我们公司有自己的工厂， 东西
都是自产的。 ”
为了印证陈女士说法的真实

根据 2014 年发布并实施的《劳
务派遣暂行规定》相关规定，用工单
位应于 2016 年 3 月 1 日前将其派
遣劳动者数量降至用工总量 10%

95.24%的股份，控制发行后 71.43%
的股份。
有专业人士指出， 如果股权高
度集中，中小股东持股比例有限，不

性， 记者拨打上海费森尤斯另一位
销售人士张先生的电话。
张先生对记者表示，“体外循环
血路、一次性使用机用采血器等，都
是公司自产的，不存在外购情况。 ”
记者发现，张先生所述的产品，
恰恰是天益医疗的主要产品。
然而，天益医疗的申报稿显示，
“上海费森尤斯是与公司常年合作
的客户，其信用状况良好。 ”
那么， 天益医疗的最大客户宁
波汉博的情况又如何？

以内。

易实现公司决策的民主化， 容易造

对此， 上海骏丰律师事务所律
师王建新对记者表示：“劳务派遣只
能适用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的工
作岗位。但很多企业为了节省成本，

劳务用工与规定相悖

常规性工作岗位也采用劳务派遣的

成大股东操纵董事人选。
资料显示， 张文宇系吴志敏的
外甥，在审报稿中属于其他股东，未
与吴志敏父子归为实际控制人。 张
文宇身份证上显示为 1991 年 8 月

用工方式， 这实质上是违反劳动合
同法的相关规定， 不利于劳动者权
益的保护。 该法的立法精神是尽量

7 日出生， 现任天益医疗技术研发
部职员。
2016 年 6 月 21 日，丁晓军、张

压缩劳务派遣的用工数量， 保护劳
动者的合法权益。 ”
天益医疗申报稿显示， 在最后

文宇分别以 490 万元、210 万元，购
入天益医疗 140 万股、60 万股，属
于突击入股。

专业人士表示，张文宇是“年轻
的职员”，在申报前，以 210 万元购
入天益医疗 60 万股， 其钱从何来，
不得而知， 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是否存在代持，尚不得而知。但如果
天益医疗上市，那么其在减持方面，
更具便利性。
2016 年初，证监会发布《上市
公司大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 对大股东减持的限制比
较多， 比如提前 15 日的预先披露、
三个月内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不
超过 1%等。 而其他人则无此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