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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景悠活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913）

主要交易

收購雪松智聯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的80%股權

收購事項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1年1月17日，買方（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賣

方、擔保人與目標公司訂立收購協議，據此，買方已有條件同意購買及賣方已有

條件同意出售目標股權（相當於目標公司的80%股權），現金代價為人民幣

1,316,000,000元。

於交割後，目標公司將成為本公司的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因此，目標集團的資

產、負債及財務業績將併入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

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有關收購事項的一項或以上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07條）超過

25%但全部均低於100%，故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的主要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

第14章的報告、公告、通函及股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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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項

本公司將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以供股東考慮及酌情批准（其中包括）收購協議及其項

下擬進行的交易。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i)收購事項的進一步詳情；(ii)本集團的財務資料；(iii)目標

集團的財務資料；(iv)經擴大集團的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及(v)召開股東特別

大會通告的通函預期將於2021年3月31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原因為將需要額外

時間編製將載入該通函的上述資料。

收購事項交割與否取決於收購協議的先決條件能否達成且未必會進行。股東及本

公司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應謹慎行事。

收購事項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1年1月17日，買方（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賣方、

擔保人與目標公司訂立收購協議，據此，買方已有條件同意購買及賣方已有條件同

意出售目標股權（相當於目標公司的80%股權），現金代價為人民幣1,316,000,000

元。

收購協議

收購協議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日期

2021年1月17日

訂約各方

(1) 買方；

(2) 賣方；

(3) 擔保人；及

(4) 目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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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深知、全悉及確信，各賣方、目標公司、擔保人及其各

自最終實益擁有人於本公告日期均為獨立第三方。

待收購的資產

根據收購協議，買方已有條件同意購買及賣方已有條件同意出售目標股權（相當於

目標公司的80%股權）。

代價

代價為人民幣1,316,000,000元，金額經買方與賣方公平磋商且參照（其中包括）

(i)獨立估值師採用市場法進行估值所得於2020年11月30日目標股權的初步估值金額

人民幣1,353,000,000元；及(ii)如下文「進行收購事項的理由及裨益」一段所載的理

由及裨益後釐定。

代價將利用全球發售籌集的所得款項淨額當中分配予戰略性收購及投資之部分以現

金清付。於本公告日期，董事確認目標公司符合招股章程所披露的收購條件。

付款時間表

代價應按下列時間表支付：

第一期代價

買方須於下列條件達成後五(5)個營業日內，向賣方支付人民幣658,000,000元（即

代價的50%）作為第一期代價：

(a) 有權於將予召開並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根據上市規則投票但無須放棄投票的

股東通過必要的普通決議案以批准（其中包括）收購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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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達成條件(a)後十(10)個營業日內，達成以下條件：

(i) 賣方、擔保人及目標公司已及╱或就收購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獲取適用

法律及法規所規定的所有必要同意、內部批准及決議案且擔保人已豁免彼

等各自拒絕收購目標股權的優先權；

(ii) 簽立股份質押；及

(iii)自2020年11月30日起，收購協議項下賣方與目標公司所作的一切聲明及保

證仍然真實及準確，及目標公司的業務、資產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不利變

動。

目標公司須於賣方收到第一期所得款項後兩(2)個營業日內就轉讓目標股權及目標

公司業務詳情變動完成辦理登記手續，並就此向買方交付相關確認收據。

第二期代價

買方須於下列條件達成後五(5)個營業日內，向賣方支付人民幣263,200,000元（即

代價的20%）作為第二期代價：

(a) (a)及(b)段所載有關支付第一期代價的條件均已獲達成；

(b) 賣方向買方轉讓目標股權及目標公司業務詳情變動均已完成登記手續，且

目標公司已獲得新營業執照；

(c) 股份質押登記手續已經完成；及

(d) 已完成根據收購協議向買方轉交目標集團的行政、管理及營業文件及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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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代價

買方須於下列條件達成後十(10)個營業日內，向賣方支付人民幣329,000,000元（即

代價的25%）作為第三期代價：

(a) (a)及(b)段所載有關支付第一期代價的條件均已獲達成；及

(b) 於(a)及(b)段所載有關支付第一期代價的條件達成後三(3)個月內，買方所提名

目標集團成員公司的法人代表、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變更已完成登記手

續。

第四期代價

自行政事務交割日期起六(6)個月屆滿後五(5)個營業日內，買方須向賣方支付人民

幣65,800,000元（即代價的5%）作為第四期代價（減任何根據收購協議未披露或未結

算債務及負債）。

交割

交割須待達成(b)項有關支付第二期代價的條件後，方才作實。

於交割後，目標公司將成為本公司的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因此，目標集團的資

產、負債及財務業績將併入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

不競爭承諾

根據收購協議，賣方及擔保人承諾於有關期間內，除非獲買方的書面同意，否則彼

等各自（包括彼等各自之股東及最終實益擁有人）不會(i)從事與目標集團業務構成競

爭的任何業務；(ii)向目標集團的競爭對手提供業務諮詢服務及技術服務；(iii)直接

或間接成立合營企業，藉此與目標集團的業務競爭或投資目標集團的競爭對

手；(iv)直接或間接徵求、要求、勸誘或鼓勵目標集團的僱員離開目標集團或聘用

該等僱員；及(v)從事物業管理項目或從事發展可能與目標集團的業務構成競爭的其

他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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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擔保

根據收購協議，賣方向買方作出不可撤銷的保證及擔保，予以擔保目標集團於各個

有關期間的經審核淨利潤與緊接各有關期間前財政年度者相比增幅不會低於5%

（「保證利潤」）。

於有關期間屆滿後，倘予以擔保目標集團有關期間的經審核淨利潤總額（「經審核淨

利潤總額」）將低於有關期間的保證利潤總額（「保證利潤總額」），擔保人將於十(10)

個工作日內向買方作出現金補償，金額為下文「A」的價值：

A =（有關期間的保證利潤平均數 — 有關期間的經審核淨利潤平均數）x（參考代價

之目標集團之預測估值金額人民幣1,645,000,000元╱目標集團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止年度之經審核淨利潤）x 80%

於有關期間屆滿後，倘經審核淨利潤總額將高於保證利潤總額，則(i)目標公司應佔

除稅後超額淨利潤（不包括非經常性項目）（「超額淨利潤」）的50%應分派予擔保人指

定的管理團隊；及(ii)餘下超額淨利潤的80%及20%應分別分派予買方及擔保人。

各有關期間的經審核淨利潤將於2021年及2022年12月31日後三(3)個月內由合資格

核數師釐定。

有關協議訂約方的資料

買方

買方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及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買方主要從

事物業管理業務。

賣方

賣方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及主要從事提供諮詢服務業務。根據可得之

公開資料及於本公告日期，賣方分別由陳怡及葉淑君最終及實益擁有60%及40%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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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保人

雪松集團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及主要從事地產開發及投資業務。根據

可得之公開資料及於本公告日期，雪松集團由張勁最終及實益擁有。

齊興合夥為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及成立之目的為對目標集團的投資業務。根

據可得之公開資料及於本公告日期，齊興合夥的最終及實益權益約由蘇齊擁有

32.32%、由劉桂鋒擁有25.9%、由淳正興擁有12.35%、由連漢才擁有5.93%、由代

勇華擁有2.33%、由馬澤雁擁有1.90%、由李海玲擁有1.84%、由尹鋒擁有1.84%、

由周姍姍擁有1.69%、由牛紅霞擁有1.69%、由向媛擁有1.48%、由張泉敏擁有

1.27%、由呂凱擁有1.06%、由常青擁有0.85%、由陸常磊擁有0.85%、由羅旭擁有

0.85%、由杜鐵軍擁有0.85%、由肖祥華擁有0.85%、由譚一萍擁有0.63%、由張新

發擁有0.63%、由侯凱擁有0.63%、由唐俊擁有0.55%、由鐘寶劍擁有0.43%、由梅

安平擁有0.43%、由周春秀擁有0.42%、由林佩甜擁有0.21%及由崔吉軍擁有

0.21%。

目標公司

目標公司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及主要從事物業管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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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集團的簡化企業及股權架構載列如下：

80% 100% 100%

97.37% 100% 100%

100% 100%

60%

100%90% 90%

湖南華庭物業
管理有限公司

長沙園馨物業
管理有限公司

廣州市慶德物業
管理有限公司

廣州市君華物業
服務有限公司

雪松美屋（寧波）
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永和物業管理
有限責任公司

湖南省家園物業
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君悅物業
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長沙九豐物業
管理有限公司

蘇州工業園區
易通亞信物業
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高騰物業
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文化銀灣物業
管理有限公司

目標公司

湖南華庭清潔
服務有限公司

廣州市慶德保安
服務有限公司

100%100%

雪松美屋（寧波）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及主要從事物業管

理。

北京高騰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及主要從事物業管理。

廣州市君華物業服務有限公司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及主要從事物業管理。

長沙園馨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及主要從事物業管理。

南京永和物業管理有限責任公司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及主要從事物業管

理。

湖南省家園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及主要從事物業管理。

蘇州工業園區易通亞信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及主要從事

物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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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君悅物業管理有限責任公司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及主要從事物業管

理。

長沙九豐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及主要從事物業管理。

有關廣州慶德、湖南華庭、上海銀灣及彼等附屬公司之資料於下文「進行收購事項

的理由及裨益」一段披露。

於本公告日期，除上述者外，目標集團擁有11間其他全資附屬公司及8間其他非全

資附屬公司，相較目標集團之規模，該等公司屬不重大。

下表載列目標集團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及截至2020年11月30日止

十一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

截至2018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19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20年

11月30日

止十一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478,485 826,642 1,193,002

稅前淨利潤 46,159 91,823 163,022

稅後淨利潤 35,242 73,425 124,933

目標集團於2020年11月30日的未經審核資產總值及資產淨值分別為約人民幣

1,588,242,000元及人民幣948,603,000元。

誠如招股章程所披露，本集團訂立協議，以收購，其中包括，南京君悅物業管理有

限責任公司、長沙九豐物業管理有限公司、長沙園馨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及蘇州工業

園區易通亞信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標的實體」）的股權（「往績記錄期間內收購事

項」）。

於收購協議日期，各標的實體為目標集團的成員公司及往績記錄期間內收購事項尚

未完成。由於收購事項，就往績記錄期間內收購事項所訂立的相關協議將不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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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然而，於交割時，各標的實體將成為本集團的附屬公司及標的實體的資產、負

債及財務業績將併入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內。

進行收購事項的理由及裨益

收購事項預計將使本集團快速實現在全國範圍內的在管面積拓展，完善公司的主營

業務結構，形成多元化、多品牌的發展優勢；收購事項可產生協同效應，從而將本

集團打造成為全國性、全業態、多品牌，全產業鏈發展的智慧運營服務商。收購事

項可讓本公司為股東創造更大利益、價值及回報。

在管面積實現跨越式增長，快速拓展區域版圖

目標集團為全國領先的「智慧城市」服務運營商，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目標集團

在管面積合計超過8,600萬平方米，在管項目合計超過1,000個。交割後，預計本集

團整體在管面積將突破1.2億平方米。同時，目標集團已廣泛佈局於全國的各大城市

群，包括華東區域、華南區域、中西部地區，該等項目可助力本集團迅速完成全國

化戰略佈局。通過本次收購，本集團將進一步鞏固於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等區域

的優勢地位，提升各區域的市場份額；同時，本次收購將使本集團在發展潛力極大

的環渤海、中西部地區等重點區域實現快速拓展及覆蓋，並提升本集團於區域市場

的競爭力。

多元化多品牌發展，全業態全產業鏈覆蓋

目標集團致力於整合多元化的物業管理業態，打造在商業、住宅、學校、醫院、市

政及機關等不同業態的服務標準，構建在不同業態的核心競爭力及服務品牌。同

時，目標集團下屬有多個知名物業企業品牌，在全國及各區域市場均擁有極高的品

牌知名度，下屬品牌在住宅、城市公共空間、政府辦公樓、產業園區、學校、醫院

等基礎設施的細分服務市場擁有極大的市場號召力及影響力。交割後，憑藉目標集

團優質的品牌補強，將大幅提升本集團的品牌力，為本集團實現規模化、專業化的

拓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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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集團的在管項目廣泛覆蓋住宅、公共建築、商業辦公等多種業態，在國內的公

共建築及各細分領域擁有領先的市場佔有率。通過本次收購，本集團的業務結構將

實現轉型升級，在中高端商業住宅在管項目的基礎上，本集團將進一步加強多種業

態的佈局，包括業務穩定、市場前景廣闊的公共建築及產業園區、城市運營服務等

業態，助力本集團在全業態方面更加均衡發展，成為全產業鏈全國性「智慧城市」運

營服務企業。

增強市場拓展能力，全面提升市場佔有率

目標集團是全國規模最大、拓展速度最快的企業之一，其擁有強大的內生式市場拓

展能力。通過本次收購，本集團與目標集團將共同整合併共享市場資源，通過整合

雙方市場拓展團隊，區域優勢的相互補充，將全面提升本集團的市場拓展能力，為

公司成為物業運營頭部企業奠定堅實基礎。

目標集團的下屬企業在已佈局的城市群及多種業態中享有先發優勢，在部分區域市

場中處於龍頭企業的地位。在本次收購後，本集團在中西部地區核心城市群的在管

面積合共將超過5,000萬平方米，成為該區域市場佔有率領先的企業，實現區域中心

的規模效應。

智慧科技全方位賦能發展，多種經營收入增長空間巨大

目標集團依託優質資源和雄厚技術力量自行開發智慧雲平台，通過智慧雲平台的使

用，持續為商住、學校、醫院、城市公共空間等各業態的管理服務賦能，構建智慧

城市新型服務生態圈。收購後，本集團將致力深化發展科技智能化服務，通過與目

標集團的智慧雲平台的整合，將實現物業服務及城市服務的數字化、標準化、移動

化、智能化功能，創領智慧城市美好生活新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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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本次收購，本集團將擁有更豐富的生活社區、商辦物業以及公建物業的客戶資

源，依託本集團多種經營服務的強大業務優勢，本集團將全面整合目標集團在管項

目的多種經營服務內容和資源，深度挖掘並提升目標集團在管項目多種經營服務的

新增長點。通過資源的整合，本集團的多種經營服務收入將有望實現快速增長。

目標集團及旗下服務品牌簡介

目標集團成立於2001年，是雪松集團旗下「智慧城市」生活服務產業，是中國領先的

智慧城市服務運營商。目標集團通過整合資源，打造商住、市政、學校、醫院等領

域的專業服務體系和城市生活服務品牌，助力新型智慧城市建設，致力於提升城市

人居生活環境。

目標集團旗下擁有逾10家一級知名物業企業和中國最大規模物業聯盟銀鑰匙聯盟。

目標集團在全國範圍內服務面積超過8,600萬平方米，簽約加盟物業企業超過1,100

家，業務覆蓋全國17個省份、109個城市，服務業主約3,100萬人。

目標集團旗下核心業務城市生活服務品牌簡介：

1. 廣州慶德

目標集團旗下廣州市慶德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廣州慶德」），創建於2000年，是

專注於學校服務、醫院服務領域的城市生活服務品牌。2019年，廣州慶德榮列

中國物業服務企業綜合實力500強第84名，連續三年被評為「中國物業服務百強

企業」。被授予「中國教育物業管理優秀企業、中國醫院安全服務優秀企業、廣

東省守合同重信用企業、廣州市先進集體、廣州市青年文明號、廣州市勞動關

係和諧AAA級企業」等眾多殊榮。

作為第三方服務企業在學校、醫院服務領域目前已是市場領先者之一，致力於

成為涵蓋全行業生命鏈的專業後勤服務供應商。目前已在學校、醫院、康養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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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行政事業單位、高端寫字樓等業態中廣闊佈局，業務遍佈廣州各大行政片

區及周邊省市。

廣州慶德下設專業安保服務供應商 — 廣州市慶德保安服務有限公司，被評為

廣州市「先進保安從業單位」和「新中國成立70週年大慶安保工作優秀保安從業

單位」。

2. 湖南華庭

目標集團旗下湖南華庭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湖南華庭」），成立於2005年，是專

注於市政清潔服務領域的城市生活服務品牌。下設湖南華庭清潔服務有限公

司，是一家以物業清潔服務、道路環衛保潔、市政設施維護、城市橋樑隧道保

潔、外牆清洗、石材養護等為主營業務的專業化品牌企業。

湖南華庭深耕市政清潔服務領域15年，具有豐富的清潔服務管理經驗。具有國

家一級物業管理資質和一級清潔服務資質，通過ISO9001：2000質量管理體

系、ISO14001：2004環境管理體系、GB/T28001職業健康管理認證，是長沙市

物業服務企業十強、湖南省「市政環衛」清潔行業明星企業、湖南省清潔行業誠

信企業、中國清潔服務行業百強企業。

3. 上海銀灣

上海文化銀灣物業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銀灣」）成立於1996年，是目標集團旗下

專注於商住服務領域的城市生活服務品牌。深耕物業行業24年，擁有國家一級

物業管理資質，具備全國領先的社區生活綜合服務運營能力，現已成為中國最

大的現代智慧物業服務品牌企業之一。旗下多個服務項目被評為物業管理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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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及示範項目（國家級3個、省級55個、市級286個）。上海銀灣業務遍佈全國

15省50個城市，服務項目超過800個，服務業主超過2,000萬人。

鑑於目標集團的業務前景並憑藉其於創建先進技術服務平台方面的豐富經驗，董事

認為，收購事項為提高本集團物業管理服務的服務品質及長期提升股東價值的投資

良機。基於上文所述，董事認為，收購協議的條款及條件屬公平合理且按照正常商

業條款訂立，且收購事項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有關收購事項的一項或以上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07條）超過

25%但全部均低於100%，故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的主要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章的報告、公告、通函及股東批准的規定。

一般事項

本公司將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以供股東考慮及酌情批准（其中包括）收購協議及其項下

擬進行的交易。

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深知、盡悉及確信，概無股東於收購事項擁有重大權

益，因此，概無股東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批准收購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

決議案放棄投票。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i)收購事項的進一步詳情；(ii)本集團的財務資料；(iii)目標集

團的財務資料；(iv)經擴大集團的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及(v)召開股東特別大會

通告的通函預期將於2021年3月31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原因為將需要額外時間編

製將載入該通函的上述資料。

收購事項交割與否取決於收購協議的先決條件能否達成且未必會進行。股東及本公

司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應謹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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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在本公告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否則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收購事項」 指 買方根據收購協議所載的條款及在其條件規限下向賣方

收購目標股權

「收購協議」 指 買方、賣方、擔保人與目標公司就收購事項於2021年

1月17日訂立的有條件買賣協議

「行政事務交割日期」 指 根據收購協議向買方遞交目標集團的所有行政、管理及

經營文件及項目而買方已確認收到有關文件的日期

「經審核淨利潤」 指 按收購協議內協定的方式，予以擔保目標集團除稅及扣

除非經常性項目後經審核淨利潤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雪松集團」 指 雪松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

司及由張勁最終及實益擁有

「本公司」 指 合景悠活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

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3913）

「交割」 指 根據收購協議的條款及條件並於簽發目標公司的新營業

執照時交割收購事項

「代價」 指 目標股權的代價人民幣1,316,000,000元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股東特別大會」 指 本公司將召開之股東特別大會，以批准（其中包括）收購

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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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擴大集團」 指 經目標集團擴大之集團

「建築面積」 指 建築面積

「全球發售」 指 招股章程所界定的香港公開發售及國際發售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予以擔保目標集團」 指 目標集團，不包括廣州松雲智慧城市科技有限公司、上

海長物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及上海銀鑰匙網絡有限公司及

彼等的附屬公司

「擔保人」 指 雪松集團及齊興合夥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及其最終實益

擁有人或彼等各自聯繫人且與上列各方並無關連的人士

或該人士最終實益擁有人之公司（如屬公司）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招股章程」 指 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10月19日的招股章程

「買方」 指 廣東省合景悠活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

有限責任公司及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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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興合夥」 指 壽光市齊興企業管理中心（有限合夥），一家於中國成立

的有限合夥企業，其最終及實益權益約由蘇齊擁有

32.32%、由劉桂鋒擁有25.9%、由淳正興擁有12.35%、

由連漢才擁有5.93%、由代勇華擁有2.33%、由馬澤雁

擁有1.90%、由李海玲擁有1.84%、由尹鋒擁有1.84%、

由周姍姍擁有1.69%、由牛紅霞擁有1.69%、由向媛擁

有1.48%、由張泉敏擁有1.27%、由呂凱擁有1.06%、由

常青擁有0.85%、由陸常磊擁有0.85%、由羅旭擁有

0.85%、由杜鐵軍擁有0.85%、由肖祥華擁有0.85%、由

譚一萍擁有0.63%、由張新發擁有0.63%、由侯凱擁有

0.63%、由唐俊擁有0.55%、由鐘寶劍擁有0.43%、由梅

安平擁有0.43%、由周春秀擁有0.42%、由林佩甜擁有

0.21%及由崔吉軍擁有0.21%

「有關期間」 指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且各自為「有關期間」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目標股權」 指 目標公司的80%股權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的普通股

「股份質押」 指 擔保人就擔保人於目標公司分別持有17%及3%之股權

以買方為受益人分別授出的股份質押，作為賣方履行其

於收購協議項下責任的保證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目標公司」 指 雪松智聯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

司，於本公告日期，由賣方擁有80%權益、由雪松集團

擁有17%權益並由齊興合夥擁有3%權益

「目標集團」 指 目標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往績記錄期內」 指 誠如招股章程所披露，包括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三個

年度及截至2020年4月30日止四個月在內的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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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方」 指 廣州市祥泰商務管理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

公司及由陳怡及葉淑君最終及實益擁有60%及40%權益

「營業日」 指 中國境內銀行開門營業的任何日子，不包括星期六、

星期日及中國政府公佈的法定假期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合景悠活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孔健岷

香港，2021年1月1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非執行董事孔健岷先生（主席）；執行董事孔健楠

先生（行政總裁）、楊靜波女士及王躍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劉曉蘭女士、

馮志偉先生及伍綺琴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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