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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 明·冯梦龙《醒世恒言》 

   
 

 

 

 

 

 

 

 

 

在 2019 年 8 月 15 日，我们发布了对澳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HK: 1717）（“澳优”或“公司”）的投资建议

（“报告”）。我们广泛详尽的调查显示，澳优夸大营业收入，误导中国消费者，隐藏成本，并且通过未披露

关联方交易让高管们得以隐秘地谋取私利。不足 24 小时，澳优发布了一份仓促、不完整且敷衍的 6 页回应

（“澄清公告”）。这份澄清公告并没有实质性地回应我们的报告。 

 

澳优的回应如此仓促，我们甚至怀疑管理层是否还未来得及仔细阅读我们的报告，就编造了一揽子否认和

不温不火的承认。在这份反驳报告中，我们将不仅展示新证据，用澳优的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中的数据

证明澳优财务数据造假，同时我们也将展现澳优的澄清公告中的问题。 

 

1) 澳优承认羊奶粉的乳糖来自牛奶 

 

最值得注意的是，澳优在澄清公告中承认，佳贝艾特婴幼儿配方羊奶粉的乳糖实际上来自牛奶。如果我们

是中国父母，我们将对此感到非常愤怒。在澄清公告中，澳优试图通过中国法律来解释。澳优表明中国法

律“无规定奶粉产品须指明乳糖之动物性来源”。我们反对这个说法。我们对相关的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的管理办法的解读是，第三十一条规定明确要求佳贝艾特披露其羊奶粉含有牛乳糖。 

 
资料来源: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6/content_5145569.htm 

但是无论中国法律作何规定，佳贝艾特告诉中国父母，其产品的乳糖来自羊奶，而不是牛奶。这非常重要，

因为奶的来源是澳优虚假宣传其旗舰产品健康作用的关键。 

 

THIS RESEARCH REPORT EXPRESSES SOLELY OUR OPINIONS.  We are short sellers. We are biased. So are long investors. So is Ausnutria. So are the banks that 

raised money for the Company. If you are invested (either long or short) in Ausnutria, so are you. Just because we are biased does not mean that we are wrong.  Use BOC 

Texas, LLC’s research opinions at your own risk. This report and its contents are not intended to be and do not constitute or contain any financial product advice.  Because 

this document has been prepared without consideration of any specific clients’ investment objectives, financial situation or needs, and no information in this report should 

be construed as recommending or suggesting an investment strategy. Investors should seek their own financial, legal and tax advice in respect of any decision regarding 

any securities discussed herein.  You should do your own research and due diligence before making any investment decisions, including with respect to the securities 

discussed herein.  We have a short interest in Ausnutria’s stock and therefore stand to realize significant gains in the event that the price of such instrument declines. 

Please refer to our full disclaimer located on the last page of this report. 

 

公司:  澳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HK：1717 

行业:  婴幼儿配方奶粉 

 备注：为方便起见，我们提供了此报告的中文翻译。如本报告的中英文版本之间存在任何差异或不一致，则以英文版本为准。如有任何法律问题，请参考英文版本。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9/0816/ltn20190816034_c.pdf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6/content_51455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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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http://www.kabrita.com.cn/yuer-zhishi/31107.html 

 
资料来源: http://www.kabrita.com.cn/yuer-zhishi-2/25195.html1 

 
资料来源: http://www.kabrita.com.cn/yuer-zhishi-2/33224.html2 

 
佳贝艾特中文网站在宣传文章中声称，对乳糖不耐受或对牛奶蛋白过敏的婴儿来说，其配方羊奶粉是牛奶

粉的健康替代品， 然而这样的宣传显然是误导，因为在佳贝艾特美国和欧洲的网站上，澳优清楚地警告父

母，乳糖不耐受或者对牛奶过敏的婴儿不应该使用佳贝艾特羊奶配方奶粉。 

 

我们认为中国父母应该且必将对此感到愤怒。 

 

2) 澳优最大的客户是谁？ 

 

尽管澳优的澄清公告已然非常糟糕，但远不如其在我们发出报告后第二天召开的投资者电话会议。该电话

会议堪称史上最搬石头砸自己脚的管理层回应，包括澳优对一个简单问题的奇怪回答。 

 

 
1 该网址目前已失效，但截至 2019 年 7 月 24 日仍有效。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nAqpX6RbCtEJ:www.kabrita.com.cn/yuer-zhishi-

2/25195.html+&cd=2&hl=en&ct=clnk&gl=jp 
2 该网址目前已失效，但截至 2019 年 6 月 12 日仍有效。 

Especially for babies allergic to cow milk or cow milk formula, goat milk formula is the best choice.  

http://www.kabrita.com.cn/yuer-zhishi/31107.html
http://www.kabrita.com.cn/yuer-zhishi-2/25195.html
http://www.kabrita.com.cn/yuer-zhishi-2/33224.html
https://kabritausa.com/pages/frequently-asked-questions
https://www.kabrita.com/en/service/faq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nAqpX6RbCtEJ:www.kabrita.com.cn/yuer-zhishi-2/25195.html+&cd=2&hl=en&ct=clnk&gl=jp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nAqpX6RbCtEJ:www.kabrita.com.cn/yuer-zhishi-2/25195.html+&cd=2&hl=en&ct=clnk&gl=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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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贵公司现在最大的经销商占你们业务额的情况是什么？ 

 

澳优董事长：现在我们最大经销商，具体是哪家，我现在答不出来啊。我可以迟一点提供

信息给你。 

资料来源：澳优投资者电话会议，2019 年 8 月 16 日 
 

什么样的企业所有者不知道其最大客户是谁？这对做空者来说简直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我们的报告

甚至都没有审查公司最大的分销商，这是因为澳优从来没有披露他们的身份。现在，在对这个简单问题的

回答里，我们认为澳优已经露了马脚。 

这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澳优董事长并不知道澳优最大的分销商的身份（我们认为非常不可能），或他实

际上在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不希望任何人审查澳优和这家分销商的关系。在我们的报告中，我们揭

露了数个未披露关联方分销商由澳优高管全部或部分持有。然而由于澳优极少披露其最大客户的身份，我

们的调查受到了限制。我们的推断是，澳优拒绝回答这个简单问题是因为答案会对澳优极其不利。 

 

电话会议里的声音并不清晰。在澳优董事长含糊其辞后，另一位澳优高管表明佳贝艾特最大的分销商是“四
川创多”（音译）。电话里的声音很难辨认，我们进行了搜索但并没有发现任何奶粉经销商叫这个名字。我

们要求公司清楚说明在其投资者电话会议上提到的佳贝艾特最大分销商的名字。 

 

考虑到澳优的丑闻历史，投资者应该要求基本的透明性。分析师和股东应该要求澳优披露过去 5 年的前 5 大

客户。如果澳优的分销商没有问题，那么这个要求应该不难达到。但是如果澳优拒绝，我们认为投资者可

以理解为澳优在尝试掩盖某些东西。 

 

3) 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披露与披露的收入和生产增速不符 

 

从 2016 年开始，澳优开始披露年度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ESG 报告”），其中披露了澳优每年资源使用

量和包装材料使用量。 

我们本应看到包装材料使用量与公司披露的生产量和收入增长成正比，或者至少往同一方向移动。 

然而，澳优的包装材料使用量在 2017 年下降了 41%，而同期澳优披露婴幼儿奶粉产品生产值增长了 37%。  

 

吨/人民币 百万 2016 2017 2018

CAGR 2016-

2018

纸+木 9,634              2,875             3,772             

增长 -70% 31% -37%

塑料 993                 816                1,819             

增长 -18% 123% 35%

锡 6,897              6,735             9,563             

增长 -2% 42% 18%

总计 17,524            10,426           15,154           

增长 -41% 45% -7%

总收入 2,740              3,927             5,390             

增长 43% 37% 40%

期末存货 800                 1,083             1,544             

加：已售存货成本 1,560              2,153             2,676             

减：期初存货 580                 800                1,083             

存货产量 1,781 2,436 3,137

增长 37% 29%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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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2016 年资源使用量/收入基数化为 100 

资料来源：澳优 ESG 报告，年度报告 
 

锡金属使用量大幅下降，这和澳优披露的收入和生产的增长相悖。绝大多数澳优的产品，包括佳贝艾特，

都是用锡罐包装出售的。 

 
资料来源：https://ausnutria.world.tmall.com/category.htm?spm=a312a.7700824.w4011-

3472045218.81.1a4118a8vheGlh&scene=taobao_shop&viewType=grid&search=y&orderType=defaultSort 

https://ausnutria.world.tmall.com/category.htm?spm=a312a.7700824.w4011-3472045218.81.1a4118a8vheGlh&scene=taobao_shop&viewType=grid&search=y&orderType=defaultSort
https://ausnutria.world.tmall.com/category.htm?spm=a312a.7700824.w4011-3472045218.81.1a4118a8vheGlh&scene=taobao_shop&viewType=grid&search=y&orderType=defaultS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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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大多数澳优的产品都是用锡罐包装出售的，我们本应看到澳优的锡金属使用量和澳优披露的婴儿奶粉

收入和生产增速相同，或者至少往同一方向移动。然而在 2016 到 2017 年，澳优的锡金属使用量下降了 2%，

而同期澳优婴幼儿奶粉收入3增长了 43%，存货产量增长了 37%4。 

  
资料来源：澳优 ESG 报告，年度报告 

 
澳优披露的包装材料使用量和海关数据及进口记录相符。我们认为这表明澳优生产和销售的婴幼儿配方奶

粉罐数远低于其向投资者披露水平。 

如果比较公司披露的收入增长和 ESG 报告中披露的资源使用量，我们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尽管收入在 2017

年增长了 43%，该年澳优的电和水的使用量基本持平，而天然气使用量下降了 32%。 

  

  
备注：2016 年资源使用量/收入基数化为 100 

资料来源：澳优 ESG 报告，年度报告 

 
3 婴儿奶粉收入包括澳优品牌产品收入和私人品牌产品收入。 
4 我们观察到过去 3 年有着同样的趋势。锡金属使用量从 2016 到 2018 年复合增长率仅为 18%。然而，同期内澳优披露

婴幼儿奶粉收入复合增长率为 44%。 

吨/人民币 百万 2016 2017

锡 6,897              6,735             

增长 -2%

婴儿奶粉收入 2,290              3,285             

增长 43%

存货产量 1,781              2,436             

增长 37%

资源类别 单位 2016 2017 2018

CAGR 2018-

2016

电+可再生能源 千瓦时 21,627,011  21,981,709  27,284,394   

增长 2% 24% 12%

天然气 立方米 10,956,456  7,491,289    11,297,029   

增长 -32% 51% 2%

水 立方米 592,947       632,405       781,765        

增长 7% 24% 15%

披露总收入 人民币 百万 2,740           3,927        5,390         

增长 43% 37%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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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优是如何做到大幅度提高生产和销售，而不需要在生产过程中用到更多的天然气，水和电？ 

 

由于少有投资者（除了我们）审阅 ESG 报告，澳优对资源和材料使用量说谎的动机并不大。因此，我们认

为包装材料和资源使用量的数据是比较可靠的。然而，这些数据直接和澳优披露的高速的收入和生产增长

相悖，这进一步支持了我们的投资观点，即澳优假报了财务数据。 

 

4) 海关数据显示婴幼儿配方奶粉在中国区的销售额虚报 52%。 

 

在我们的报告中，我们展示了公开的中国海关数据以表明澳优没有进口足够的奶粉（无论按数量还是按价

值）来对应其披露的收入水平。在 2016 和 2017 年这两年期间，根据澳优的进口代理商披露的进口额，我

们计算出澳优虚报了 52%的中国区配方奶粉销售额。 

在澄清公告中，澳优凭空否认而没有提供任何支持材料。澳优声称之前关于进口量的披露“可由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总署发出之官方文件支持”。 

如果澳优有其他的官方海关数据来支持其进口披露数据，那么我们要求公司立刻提供这些数据。毕竟这些

数据本应可以为澳优提供解释。如果存在这样的数据，那么提供这些数据，以让市场来测试和衡量这些数

据。如果澳优不立即提供这些数据，我们认为投资者可以认为这样的记录并不完整，并不相关或者只是由

一个绝望的管理团队捏造而成，以此来稳住市场。 

在投资者电话会议上，澳优尝试解释我们最确凿的一些证据。我们展现了政府直属机构的研究报告（“社科

院报告“），表明 2017 年上半年，澳优只进口了 954 吨佳贝艾特牌羊奶粉。这比澳优一年前所称进口量

（2016 年上半年）少 56%，而且如果我们年化这个数据，这比澳优披露 2017 年全年进口佳贝艾特（数量）

少了 60%。 

佳贝艾特进口量 （吨） 

 

      

在投资者电话会议上，澳优基本承认社科院报告是准确的5。澳优可能没有任何选择，因为之前澳优在佳贝

艾特中文官方网站引用了社科院报告。 

然而，澳优试图通过声称该年下半年进口了 3.3 倍的佳贝艾特产品（4,452 吨）来解释社科院报告数据

（2017 年上半年）和公司披露数据的差异。澳优声称 2017 年下半年大幅度提高进口量是因为佳贝艾特产品

有“缺货”的状况。 

这完全是无稽之谈，直接和公司披露的财务数据相违背。如果澳优的解释是真的，其真的经历了佳贝艾特

产品短缺并且需要在 2017 年下半年进口 3.3 倍的佳贝艾特产品，那么我们应该看到公司的存货水平在年中

有显著的下降。然而，存货水平却截然相反。 

 
5 在投资者电话会议上，澳优称 2017年上半年佳贝艾特进口量为 1,362吨。 

http://www.kabrita.com.cn/news-hangye/329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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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澳优 2017 年中期报告，制成品存货在 2017 年 6 月底的水平（人民币 7.91 亿）高于 2016 年年底或

2017 年年底。 

制成品存货(人民币 百万)

 
资料来源：澳优年报和半年报 

如果澳优确实在 2017 年中期经历了产品短缺，那么其中期报告应该显示更低的制成品存货水平。然而，事

实却截然相反。澳优制成品存货（产品）位于近年的最高点。 

澳优自己的存货披露和其告知投资者因为产品短缺而需要在 2017 年下半年大幅增加进口的蹩脚解释自相矛

盾。社科院数据表明澳优进口量比公司披露财务对应水平低 56-60%。澳优牵强的解释更加支持了我们的投

资意见，即进口记录显示澳优大幅度虚报在中国的销售收入。 

 

5) 云养邦：虚假交易和秘密输送利益的子公司 

 

澳优声称其持有云养邦香港 60%的股份。云养邦香港在中国营销和分销 Nutrition Care 产品。在 2019 年 7 月

8 日，澳优声称以人民币 2.36 亿（主要通过增发股票）从 3 位澳优高管处收购云养邦香港剩余 40%股份。然

而，在我们报告中，我们展示的香港公司注册处文件清楚地显示，截至 2018 年 5 月 23 日和 2019 年 5 月 23

日，云养邦香港由公司首席财务官王炜华 （Wong Wei Hua Derek）100%持有。 

这个记录不仅说明澳优在对云养邦香港的所有权上撒谎，更是说明了 2019 年 7 月收购少数股东权益是一场

虚假交易，因为那些高管实际上并不持有任何云养邦香港的股份。 

在澄清公告中，澳优声称首席财务官通过信托为澳优和 3 位高管代持股份。然后，根据澳优披露，在 2019

年 7 月 3 日（澳优公布收购的 5 天前），首席财务官将通过信托持有的股份转让给了这 3 位高管，所以他

们可以将这些股份以人民币 2.36 亿的对价卖给澳优。 

这非常荒谬。首先，澳优的解释与文件证据不符。如果在 2019 年 7 月 3 日，首席财务官将股份转让给 3 位

高管，那么香港公司注册处显示股份转让的文件在哪？香港公司注册处数据库显示的最新的股权关系为

2019 年 5 月 23 日，首席财务官仍然持有云养邦香港 100%股份。 

 
资料来源：云养邦香港 2018 年香港公司注册处年报，2019 年 5 月 23 日 

 

根据香港公司注册处，云养邦香港之后并没有股权变动。2019 年 8 月 7 日有一份更改公司秘书和董事详情

通知书，而在该文件里，公司首席财务官王炜华 （Wong Wei Hua Derek）依然是唯一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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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https://www.icris.cr.gov.hk/csci/ 

如果公司说的是事实，那么我们认为香港公司注册处应有云养邦香港记录显示，在 2019 年 7 月 3 日，首席

财务官转让股份给高管。如果信托和收购前的转让是真的，那么为什么香港公司注册处没有显示任何股权

变化或者任何文件来支持澳优牵强的解释？ 

其次，澳优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为什么这些股份要通过信托代持。澳优无法提供解释为什么其高管不能直接

持有云养邦香港的股份，无论是他们个人持股还是通过他们的开曼公司持股。这些高管拥有开曼公司的股

份，所以他们肯定没有被中国法律禁止持有离岸公司的股份。 

https://www.icris.cr.gov.hk/c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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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香港公司研究了 10 年，我们没有遇到过任何中国高管被禁止持有香港公司股份的情况。 

 

此外，如果这些股份必须由首席财务官在信托代持，那么在 2019 年 7 月 3 日发生了什么事情，让这些人可

以在以人民币 2.36 亿卖给澳优的 5 天前解散信托，直接持有这些股份？我们认为，澳优没有提供任何可信

的解释，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恰当的理由。 

 

归根结底，澳优的理由完全是无稽之谈。澳优没有解释为什么需要信托安排，并且这个信托安排和澳优之

前的披露，以及香港公司注册处数据库现有的文件证据相悖。我们仍然相信这起收购是一起明显的虚假交

易，澳优向三位高管支付了人民币 2.36 亿购买他们甚至并不持有的股份。 

 

6) 低报人工费用 

 

在我们报告中，我们展示了澳优子公司 Ausnutria, B.V. 和其子公司的荷兰监管文件。这些公司占了澳优全职

员工的 40%，但根据荷兰监管文件， Ausnutria, B.V. 和其子公司披露的工资、薪金和退休金占了全公司 2017

年披露的合并人工费用的 94%。 除非澳优剩余 60%的员工无偿工作，否则澳优就在香港报表中低报了人工费

用。我们认为显然是后者。 

澳优对这一点的澄清公告非常模糊和闪躲。澳优在两个简短的段落中断言这差异主要来自荷兰GAAP和 IFRS

的差别。到底有什么差别？澳优只是宣称有差别，但没有提供任何会计规则来解释为什么工资或薪金这么

一项简单的会计项目会在不同会计准则里有差异。 

在其 2017 年文件“IFRS 和荷兰 GAAP 比较”中，毕马威表示，在荷兰 GAAP 里，“和 IFRS 一样，雇员福利的

负债和开支一般于提供服务期间进行确认。”工资和薪金的会计处理并不复杂。他们通常在发生时计入费用。

所以为什么在荷兰 GAAP 和 IFRS 之间会有任何工资费用确认的差异？ 

澳优称有一些差异是因为包含了“临时人员费用，社会保障费用及其他开支（包括差旅费用，膳食和其他津

贴）”。但是事实上这些费用在荷兰 GAAP 和 IFRS 中都包含在雇员相关费用中。 

 

 
翻译：该准则明确说明它广泛地适用于并尤其适用于以下福利： 

(a) 提供给所有员工的福利（无论是全职，兼职，永久，临时或暂时的劳工，尤其包

括董事和管理人员） 

资料来源：2016 国际 GAAP 准则：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under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Ernst & Young LLP，第 2515 页 

雇员福利开支项目 荷兰 GAAP IFRS 来源 

工资和薪金 ✔ ✔ IAS 19.8 

管理费用 ✔ ✔ IAS 19.8 

退休金费用 ✔ ✔ IAS 19 

社会保障费用 ✔ ✔ IAS 19.8 

临时人员 ✔ ✔ IAS 19.7 

其他开支（差旅，教育，餐厅） ✔ ✔ IAS 19.8 

 

https://assets.kpmg/content/dam/kpmg/nl/pdf/2017/audit/ifrs-compared-to-dutch-gaa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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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短期员工福利…包括： 

• 工资，薪金和社会保障费用贡献 

• 给现员工的非货币福利（比如医疗保险，房屋，车辆和免费或补助的物品或服务） 

资料来源：2016 国际 GAAP 准则：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under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Ernst & Young LLP，第 2565 页 

不仅如此，简单比较荷兰和 IFRS 披露，清楚表明他们包含了同样的工资和劳工费用项目。 

 
资料来源：澳优 2017 年年报 

 
资料来源：Ausnutria B.V. — 荷兰监管文件 2017 年年报 

 

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荷兰 GAAP 和 IFRS 之间的会计差异可以用来解释这些费用的差异。相反，荷兰监管文件

表明了澳优很可能低报了人工费用，而澳优的实际盈利水平远低于其披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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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企业丑闻以及众多未披露关联方分销商 

 

在我们报告中展现的 3 个案例中，澳优明显在销售产品给未披露关联方分销商，而这些未披露关联方分销

商被现任澳优高管控股或部分持股。其中一家分销商甚至由名誉扫地的澳优中国前财务总监部分持股，这

位前财务总监是之前几乎将澳优击垮的财务欺诈案的核心人员。 

在澄清公告中，澳优从来没有否认其通过这些分销商销售产品。相反，澳优试图用规则细节来解释，声称

这些分销商并不是上市规则中的“关连人士”或者这些交易金额不重大。 

澳优回避了我们的质疑。对于公司高管持股或控制的分销商更严格的披露规则是为了让审计师和投资者仔

细检查这些关系和交易。而澳优却利用这些上市规则细节躲避审查。 

尤其在这些分销商自称澳优子公司的情况下，使用这些规则细节来躲避审查显得更不合适。其中一家分销

商的公司注册资料甚至使用@ausnutria 的邮箱地址。澳优的澄清公告称分销商自称子公司是因为“便利”，并

且分销商有时候使用澳优的商标，品牌和邮件地址来支持他们的市场营销工作。 

目前看来，更可能的解释是，这些公司自称澳优子公司，使用@ausnutria 的邮箱地址和澳优商标，是因为

这些由管理层持股的分销商实际上近似公司子公司，用来为这些高管牟利。然而，因为这些交易都没有被

披露，审计师或投资者无法更严格地审查这些交易。 

此外，我们不认为这些交易规模不重大。其中一家分销商由澳优名誉扫地的前财务总监持股，声称要销售

高达人民币 10 亿的澳优美优高产品。这个分销商也同时运营澳优美优高产品的天猫和京东网店以及微信公

众号。 

澳优显然进退两难。这些交易规模显然看起来十分重大，但是澳优却不承认。这些交易如果真如公司所说

并不重大，那么澳优为什么要冒着企业治理的风险去和主导财务造假、名誉扫地的财务总监进行交易呢？

换句话说，如果这些关系不重要，为什么要冒这个险? 

在澄清公告中，澳优尝试否认肖诗弧，即之前财务丑闻的另一名核心人物，仍是澳优的高管。 

问题：肖诗弧他是不是目前还在澳优担任副总裁？ 

澳优董事长：我们给他的就是一些名分，目的是支持他们把业务给他们做好。这是

完全是出于支持他们做好业务的这么一个目的。就是我们允许他们沿用一些历史里

的 title 来做这个事情 

资料来源：澳优投资者电话会议，2019 年 8 月 16 日 
 

这个回答毫无逻辑可言。他只能是或者不是高管。澳优明显想要表明他不是高管，因为我们的报告揭露他

在分销商持有未披露股权。澳优的否认十分荒唐，尤其考虑到肖诗弧在最近的澳优十五周年年会上被着重

点名。澳优甚至在 2018 年 9 月给他颁奖，表彰他为澳优服务了十五年。 

http://www.dlcbpt.com/zshz/15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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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http://www.ausnutria.com/index.php/new/info/308 

肖诗弧也以澳优副总裁和美优高事业部总经理的身份接受采访。显然，他就是澳优的高管。 

 
资料来源: https://3g.163.com/dy/article/DBB192040514R9L5.html 

澳优现在尝试否认肖诗弧的高管职位，这也证明了澳优和其澄清公告的可信度极低。 

在投资者电话会议上，澳优甚至尝试淡化之前的企业丑闻。 

问题：…对之前的财务总监…所以你怎么去看他个人的一些风险呢？ 

 

澳优董事长：我们是这么来看这件事情的。第一个呢，这位戴先生，他之前他更多的是由

于对这边规则不太了解所造成的这么一个问题。至于以前在努力的调查中已经指出，我们

的整个数字加起来没有问题，而是一些 cut off 方面的这么一些事情。还是因为当时的团队

对香港的规则不够了解所引起的。这是一个渐进的这么一个问题。 

资料来源：澳优投资者电话会议，2019 年 8 月 16 日 

Xiao Shihu 

Xiao Shihu (Vice President of Ausnutria PRC region) 

http://www.ausnutria.com/index.php/new/info/308
https://3g.163.com/dy/article/DBB192040514R9L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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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优的股票被停牌 858 天，并且独立调查员发现充足证据证明欺诈和不法行为，也因此澳优必须把某一年

的利润下调 46%。澳优在试图淡化财务丑闻和之前不当行为的严重性，这对投资者来说应该是一个严重的危

险信号。 

 

澳优在澄清公告中声称，自财务丑闻之后，其保持了良好的企业治理和内控管理。然而这样的声明在众多

澳优与由高管（尤其包括主导财务造假的前高管）持股或控制的未披露关联方分销商频繁交易的证据下显

得空洞无力。这创造了巨大的风险，澳优可以（再一次地）利用这些受控制的分销商伪造收入。这同时也

创造了另外一个我们认为合理的假设，即澳优的高管们正在牺牲公司股东的利益，不公正地牟取暴利。 

 

投资者应该坚持要求更多透明性。澳优如此含糊和戒备的澄清报告只能更加坚定了我们的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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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 

We are short sellers. We are biased. So are long investors. So is Ausnutria. So are the banks that raised money for the Company. If you are invested 
(either long or short) in Ausnutria, so are you. Just because we are biased does not mean that we are wrong. We, like everyone else, are entitled to 

our opinions and to the right to express such opinions in a public forum. We believe that the publication of our opinions about the public companies 

we research i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You are reading a short-biased opinion piece. Obviously, we will make money if the price of Ausnutria stock declines. This report and all statements 

contained herein are solely the opinion of BOC Texas, LLC, and are not statements of fact. Our opinions are held in good faith, and we have based 
them upon publicly available evidence, which we set out in our research report to support our opinions. We conducted research and analysis based 

on public information in a manner that any person could have done if they had been interested in doing so. You can publicly access any piece of 

evidence cited in this report or that we relied on to write this report. Think critically about our report and do your own homework before making 
any investment decisions. We are prepared to support everything we say, if necessary, in a court of law.  

 

As of the publication date of this report, BOC Texas, LLC (a Texas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possibly along with or through our members, 
partners, affiliates, employees, and/or consultants) along with our clients and/or investors has a direct or indirect short position in the stock (and/or 

possibly other options or instruments) of the company covered herein, and therefore stands to realize significant gains if the price of such instrument 

declines. Use BOC Texas, LLC’s research at your own risk. You should do your own research and due diligence before making any investment 
decision with respect to the securities covered herein. The opinions expressed in this report are not investment advice nor should they be construed 

as investment advice or any recommendation of any kind.  

 
This report and its contents are not intended to be and do not constitute or contain any financial product advice as defined in the Australian 

Corporations Act 2001 (Cth). Because this document has been prepared without consideration of any specific clients investment objectives, 

financial situation or needs, no information in this report should be construed as recommending or suggesting an investment strategy. Investors 
should seek their own financial, legal and tax advice in respect of any decision regarding any securities discussed herein.  At this time, because of 

ambiguity in Australian law, this report is not available to Australian residents.  Australian residents are encouraged to contact their lawmakers 
to clarify the ambiguity under Australian financial licensing requirements.   

 

Following publication of this report, we intend to continue transacting in the securities covered therein, and we may be long, short, or neutral at 
any time hereafter regardless of our initial opinion. This is not an offer to sell or a solicitation of an offer to buy any security, nor shall any security 

be offered or sold to any person, in any jurisdiction in which such offer would be unlawful under the securities laws of such jurisdiction. To the 

best of our ability and belief, all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s accurate and reliable, and has been obtained from public sources we believe to 
be accurate and reliable, and who are not insiders or connected persons of the stock covered herein or who may otherwise owe any fiduciary duty 

or duty of confidentiality to the issuer. As is evident by the contents of our research and analysis, we expend considerable time and attention in an 

effort to ensure that our research analysis and written materials are complete and accurate. We strive for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to support 
our opinions, and we have a good-faith belief in everything we write, however, all such information is presented “as is,” without warranty of any 

kind– whether express or implied.  

 
If you are in the United Kingdom, you confirm that you are subscribing and/or accessing BOC Texas, LLC research and materials on behalf of: 

(A) a high net worth entity (e.g., a company with net assets of GBP 5 million or a high value trust) falling within Article 49 of the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Financial Promotion) Order 2005 (the “FPO”); or (B) an investment professional (e.g.,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government 
or local authority, 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alling within Article 19 of the FPO.  

 

This report should only be considered in its entirety.  Each section should be read in the context of the entire report, and no section, paragraph, 
sentence or phrase is intended to stand alone or to be interpreted in isolation without reference to the rest of the report.  The section headings 

contained in this report are for reference purposes only and may only be consider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detailed statements of opinion in their 

respective sections.  
 

For convenience purposes only, we have provided 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is report.  In case of any discrepancy or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English versions of this report, the English version is the original and should prevail. In case of any legal dispute, reference shall 
be made only to the English version. 

 

BOC Texas, LLC makes no representation, express or implied, as to the accuracy, timeliness, or completeness of any such information or with 
regard to the results to be obtained from its use. All expressions of opinion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and BOC Texas, LLC does not 

undertake a duty to update or supplement this report or any of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By downloading and opening this report you 

knowingly and independently agree: (i) that any dispute arising from your use of this report or viewing the material herein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Texas, without regard to any conflict of law provisions; (ii) to submit to the personal and exclusive jurisdiction of the 

superior courts located within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and waive your right to any other jurisdiction or applicable law, given that BOC Texas, LLC 

is a Texas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that operates in Texas; and (iii) that regardless of any statute or law to the contrary, any claim or cause of 
action arising out of or related to use of this website or the material herein must be filed within one (1) year after such claim or cause of action 

arose or be forever barred. The failure of BOC Texas, LLC to exercise or enforce any right or provision of this disclaimer shall not constitute a 

waiver of this right or provision. If any provision of this disclaimer is found by a court of competent jurisdiction to be invalid, the parties nevertheless 
agree that the court should endeavor to give effect to the parties' intentions as reflected in the provision and rule that the other provisions of this 

disclaimer remain in full force and effect, in particular as to this governing law and jurisdiction provi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