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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地设计离职率远超同行 募资用途或成 IPO 质疑重点
国际金融报记者 ｜ 郑馨悦

2016 年行情不太好，企业自身日子
不好过， 所以发生大幅降薪，但
2017 年行业应该有所好转。

每天近 4 个人辞职。
一年 1300 多人说再见。

降薪和利润下滑， 两者应该是
相辅相成。

这个公司总共员工才 4000 多

然而， 在申请 IPO 的关头，其
展示的业绩连年下滑，那么，它的持

这是一家什么样子的企业？
还准备 IPO？

续盈利能力和成长性究竟有何说服
力？

人。

当记者看到这家公司的员工情

资金链紧张

况时，有点吓懵了。
记者下意识回头看了看企业名
称……悉地设计。

通过种种方式节省人力物力，
侧面也反映出悉地设计存在的资金
大梅沙·万科中心

高大上=高离职率？

深圳百度国际大厦

链紧张状况。
根据招股说明书， 在其发布的

悉地设计，全名上海悉地工程

募集资金计划中，有 45%用于补充

设计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是在城市
建设和开发领域从事综合专业服
务的大型工程实践咨询机构，其业

流动资金。
一位保代人士对记者表示，这
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 并且有
可能降低其 IPO 成功率。 “业内默

务以建筑设计为核心，包含策划咨
询、 市政勘察的工程技术服务体
系。 从事工程技术服务咨询、建筑
方案咨询、环境工程咨询、环保工

认的一条规则是， 补充营运资金不

程咨询、 节能技术开发及咨询、投
资咨询等。

“通常情况下，占比超过 40%
以上， 说明公司资金链有一定的紧

在东方财富 Choice 金融终端

张。 ”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如是表
示。

宜超过 30%，超过 30%，企业被否
几率会上升”。

的公司简介中， 悉地设计显得十分
“高大上”: CCDI（公司商标名）曾成
功主持设计了国家游泳中心 (水立
方)、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网球中心、
平安金融中心、上海洛克外滩源、济

丽江金茂君悦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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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悉地设计在招股书中也
提示了应收账款余额较大的风险。
2014-2016 年末， 公司应收账款余
额分别为 13.87 亿元、16.93 亿元和

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杭州奥体博
览中心、大梅沙万科中心、深圳腾讯

数为：1366 人、1562 人、1376 人。
为何一家如此优秀的设计咨询
公司， 居然有媲美快倒闭的公司的

这三年， 悉地设计的员工流失
率分别为 26.44%，36%和 34.88%，
每天平均离职 4 人。 （这公司 HR 一

的诉讼清单里，6 项中有 2 项是劳
动争议 （悉地设计和员工互相起
诉）。

（2015 年悉地设计给员工的工资同
比减少 1.7 亿元， 而当年的净利润
也就 2.25 亿元）。

大厦、 阿里巴巴深圳大厦、 百度大
厦、哈尔滨西站站房及枢纽、北京华

离职率？
如此的悉地设计， 能否顺畅

定不闲！ ）
一名建筑行业分析师告诉记

他们为何选择离开？

一位财会人士表示， 从这几年
悉地设计的净利润和员工薪酬表现

18.96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38.38% 、
22.05%和 11.99%，且公司土地使用
权和自有房屋均被抵押。
除去上述情况，记者发现，悉地

远昆仑公寓、深圳华润中心二期、天
津港邮轮客运码头大厦、 上海迪士

IPO，走上人（法人）生的一个新巅
峰？

者， 建筑设计行业的人员离职率普
遍偏高，流动性强不足为奇，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悉地设计给出

来看，“它有点像在吸员工的血增亮
业绩。 ”

设计还存在部分租赁房产存瑕疵、
社保及公积金缴纳不规范、 有 4 项

尼乐园等各类型知名项目。 据 2015
年美国《工程新闻记录》(ENR)的最

离职率超高+劳动纠纷多

当记者将该公司的员工变化表展示
给对方时， 分析师沉默了一会，表

的员工工资并不算低， 其列举的各
级人员工资均值均超过当地平均水

“不过，无论高低（员工）都在
降，看起来蛮公平的。 ”

周边风险（参股公司涉及经济纠纷、
合同纠纷等）、商誉占非流动资产比

新排行榜,CCDI 已进入全球工程设
计百强企业行列。
然而， 仔细看看这家公司的离
职人数……

根据申报稿，2014-2016 年，悉
地设计的员工人数稳定 在 3900 5200 人之间，而离职人数则是稳定

示，“确实有点高啊……”
一名注册会计师告诉记者，同

平， 有些甚至在当地平均工资的两
倍以上。
记者随后访问了几位悉地设计
的员工及了解该公司的业内人士。

那么，这样的做法，是否令它保
持了良好的业绩？

例较高 （悉地设计通过非同一控制
下企业合并方式吸收合并了 PTW、
悉地苏州、青岛腾讯和聚星科技，形
成较大金额的商誉。 2014-2016 年

2014 年-2016 年，公司离职人

在 1300 人以上。

审计一样，有一些行业的普通员工，
看上去都是技术人员， 实际都是民
工， 公司基本是依靠人力赚钱。 压
力大赚钱少，底层人员很容易离职，
但核心人员稳定就不会对公司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

省了钱，救不了业绩
虽然降薪总额很大， 悉地设计
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及扣非净利
润）却在连年下滑。 数据显示，2014
年-2016 年， 悉地设计营业收入约

间公司商誉分别为 3.64 亿元、3.63
亿元和 3.53 亿元，占非流动资产的
比 例 分 别 为 50.01% 、56.8% 和
62.37%）等现象。

悉地设计的离职人员中， 技术
岗占 80%左右， 而管理岗人员在

不明确），许多人待不到半年就选择
了离职。
一位员工表示， 这个离职率低
了，他觉得有 50%。 该员工还为记
者提供了悉地设计师猝死的相关新
闻……

200 人左右。
从天眼查等网站上， 当记者查
询对其业绩贡献较大的全资子公司

真实性暂且不论， 就在记者了解悉
地设计的工资薪酬时， 还发现了一

毛 利 率 为 46.05% 、44.53% 和
39.65%。

45%用于补充营运资金，资金募集的
风险显然有些过大，发审委员可能会

等，发现该公司涉及的法律诉讼里，
劳动纠纷占了一半以上， 纠纷涉及

个有趣的现象。
2014 年-2016 年，悉地设计薪

看起来，就算不停降薪，两年降
了 2.2 亿元， 省下的钱也难以拯救

对此有所质疑，或成 IPO“拦路虎”。
将募集资金用于补充营运资金，虽然

劳动考核、绩效工资争议，提出诉讼
者有普通员工，也有高级员工。

酬总额从 10 亿元降到了 7.8 亿元，
减少了 2.2 亿元， 而其同期净利润

悉地设计的业绩。
建筑行业高级分析师龙天光对

可以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抗风
险能力，但是如果占比过高则或有不

招股说明书中， 悉地设计涉及

不过 2.95 亿、2.25 亿元和 1.84 亿元

记者表示， 设计咨询行 业 2015 -

太合理的空间存在。

然而， 悉地设计的高级设计员
工离职，每年也有百人左右。
“这个离职率，已经很能说明问
题了。 ”该注册会计师如是表示。

员工人数及离职情况 来源：悉地设计招股说明书

他们均表示， 该说法和薪资基本不
属实，即使是一线城市，基层人员年
薪达 9 万的也不多， 并且就是因为
加班太多，工酬不成正比（考核方式

悉地设计的工资水平和离职率

为 22.03 亿元、18.91 亿元、18.31 亿
元，同期净利润不过 2.95 亿元、2.25
亿元和 1.84 亿元。
此外，悉地设计 2014-2016 年
主 营 业 务 毛 利 率 分 别 为 43.6% 、
42.75%和 40.77%，其中建筑设计的

就上述现象和问题， 记者发采
访邮件至悉地设计，截至记者发稿，
未收到任何回复。
综合来看， 部分证券专家对悉
地设计的上市之路表示了担忧。
宋清辉对记者表示，在上述所有
现象中，悉地设计计划将募集资金的

翔港科技 IPO 挑战：关键指标低于同行，成长性存疑
国际金融报见习记者 ｜ 邓皓天

日前，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翔港科技”）
IPO 更新了预披露，拟登陆上交所，
公开发行 2500 万股。
不过 IPO 日报发现，翔港科技
此次闯关可谓是障碍重重。
现在， 我们来看看翔港科技的
具体情况。

的人事安排、经营决策、投资担保、
资产交易和分配政策等重大决策予
以不当控制， 则很可能损害其他中
小股东的利益。
有意思的是，招股说明书显示，
翔港科技的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
为董建军， 却未将董建生认定为实
际控制人。
截至发稿， 翔港科技对于记者
的上述问题，未予以回复。

2 万平米厂房未得产权证
父子 100%控股
招股说明书显示， 翔港科技的
股权结构为董建军持有 62.79%的
股权，董旺生持有 6.98%的股权，翔

记者发现， 翔港科技存在约 2
万平方米的扩建厂房未取得产权证
的问题。
招股说明书显示， 翔港科技约

湾投资持有 30.23%的股权。 其中，
董建军持有翔湾投资 99%的股权，
董旺生持有 1%的股权， 董建军与
董旺生为父子关系。 换句话说，上
述 2 人拥有翔港科技 100%股权。
与此同时， 董建军担任翔港科

2 万平方米的扩建厂房因在扩建中
未取得政府相关批文，可能面临被
政府主管部门责令拆除， 以及被主
管部门罚款的风险。
董建军表示， 根据未取得产权
证书的房屋建筑物 2015 年 12 月

技董事长和总经理职务。 如果翔港
科技上市成功， 董建军对翔港科技

31 日 的 账 面 价 格 3816 万 元 为 基
准，在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一次性

向翔港科技补偿 3816 万元。 并且
如若上述事宜被有关主管部门处
罚， 其愿意承担全部行政罚款及其
他处罚费用。

持续盈利能力存疑
翔港科技的成长性和持续盈利
能力也令人担忧。
招股说明书显示， 翔港科技

加，以至于影响到毛利和净利。
另一个因素， 也可能影响翔港
科技的未来盈利能力。
招股说明书显示， 翔港科技

占翔港 科 技 营 业 收 入 的 51.13% 、
52.04%和 46.76%。
与此同时， 翔港科技主要营业
收入来自华东、 华北区域，2014 年

2014 年至 2016 年的税收优惠分别
为 1319.97 万 元 、936.26 万 元 、
1254.7 万元， 分别占当期净利润的
22.89%、18.62%、22.89%。
如果税收优惠政策发生改变，
翔港科技的盈利将面临较大风险。
而令人担忧的是，招股说明书

至 2016 年，这两个地区的营收占翔
港科技营业收入的 97.97%、94.2%、
90.23%。

2014 年-2016 年主营业务收入分
别 为 21754.49 万 元 、25196.15 万
元、26106.78 万元，主营业务毛利分
别为 8503.55 万元、8851.94 万元、
8372.82 万元。 虽然翔港科技主营
业务收入呈上升趋势，但是在 2015
年至 2016 年，其主营业务毛利却在

显示， 翔港科技主要从事彩盒、标
签等相关包装印刷产品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但翔港科技的印刷经营
许 可 证 有 效 期 到 2018 年 3 月 31
日。
若印刷经营许可证到有效期

下降，降幅达 5.41%。

限， 是否会对翔港科技主营业务产

数据显示，翔港科技 2014 年至
2016 年 的 营 业 利 润 为 5255.52 万

生重大影响？
另外， 翔港科技还面临客户集
中度高的风险。
招股说明书显示， 联合利华是
翔港科技的主要客户， 报告期内各
年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12323.04 万
元、14281.20 万元、13323.52 万元，

元、4913.01 万元、4519.46 万元，呈
现持续下降趋势。
一位资深注册会计师对记者表
示，就上述情况而言，企业很可能在
盲目扩张， 从而导致成本和费用增

系列关键指标低于同行
招股说明书显示， 翔港科技
2014 年 -2016 年 的 流 动 比 率 为
1.38、1.22、1.29，而同行业平均值为
2.01、2.47、2.83。2014 年至 2016 年，
翔港科技的速动比率为 1.20、1.11、
1.10，而同行业平均值为 1.63、1.91、
2.38。
此外，翔港科技 2014 年-2016
年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4.04、
3.40、2.56， 而 同 行 业 的 平 均 值 为
5.52、5.09、4.41。
一位注册会计师表示， 就上述
情况来看， 不论是流动比率还是速
动比率，翔港科技都远低于同行业
的平均值。 那么其在短期偿还债务

能力方面和同行业公司相比是较差
的。
在应收账款的变现能力上，翔
港科技也低于同行业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