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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訊 

 

安信國際於 9 月 22 日發佈研究報告更新對奧園健康的研報，維持目標價 11.5 港

元，重申買入評級，摘要如下： 

 

• 收購醫美項目以強化增長服務業態 

• 預計將貢獻半億淨利 

• 強化大健康板塊 

點擊查看研報  

 
 
 
 
 

 
 
 

尚乘集團 (AMTD)於 9 月 22 日更新對奧園健康的研報，維持目標價 11.18 港元，重

申買入評級，摘要如下： 

 

• 雙引擎推動長期增長 

• 前瞻性佈局有助增值服務盈利 

• 新收購業務深化大健康板塊 

點擊查看研報 

 

 

http://www.aoyuanjksh.com/UpFiles/File/2020-09/202009231411433209858.pdf
http://www.aoyuanjksh.com/UpFiles/File/2020-09/202009231411433209858.pdf
http://www.aoyuanjksh.com/UpFiles/File/2020-09/202009231411433209858.pdf
http://www.aoyuanjksh.com/UpFiles/File/2020-09/202009221638008067776.pdf
http://www.aoyuanjksh.com/UpFiles/File/2020-09/202009221638008067776.pdf
http://www.aoyuanjksh.com/UpFiles/File/2020-09/20200922163800806777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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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君安証券於 9 月 21 日更新對奧園健康的研報，目標價上調至 10.5 港元，上調

至買入評級，摘要如下： 

 

• 一體兩翼合力騰飛，上調至「買入」 

• 公司總計收購了浙江連天美 60%的股份權益 

• 在管面積預計將於 2020 年下半年至 2022 年錄得強勁增

長 

• 「一體兩翼」戰略將于未來結出碩果 

 

點擊查看研報 

 

 
 

銀河-聯昌證券於 9 月 21 日更新對奧園健康的研報，給予目標價 12.4 港元，重申

增持評級，摘要如下： 

 

• 醫美服務多元化 

 

 
 
 

http://www.aoyuanjksh.com/UpFiles/File/2020-09/202009211827545567792.pdf
http://www.aoyuanjksh.com/UpFiles/File/2020-09/202009211827545567792.pdf
http://www.aoyuanjksh.com/UpFiles/File/2020-09/20200921182754556779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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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銀行於 9 月 20 日更新對奧園健康的研報，維持目標價 9.1 港元，維持中性評

級，摘要如下： 

 

• 奧園健康生活旨在實現收入多元化及強化與目標公司

的合作以及協同作用 

 

  

奧園健康收購領先醫美企業連天美 55%股權 

深化大健康業務   落實醫美板塊戰略佈局 

致力增強「物管+商業運營+大健康」業務協同 

9 月 18 日，奧園健康欣然宣佈，集團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廣東欣粵容產業投資有限公司，以人民幣

6.91 億元收購浙江連天美企業管理有限公司（「連天美」）55%股權。目前，奧園健康間接持有連

天美之 5%股權，於完成交易後，集團將合共持有連天美 60%股權。集團計劃戰略定位連天美成為醫

美行業的領先品牌，落實醫美戰略部署，為業主及消費者構築健康生活，同時充分發揮集團在物業

管理、商業運營業務的資源優勢，形成強大協同效應。 

 

連天美為中國浙江省醫美行業的龍頭企業，品牌歷程達 37 年。作為中國醫美行業之先驅者之一，連

天美一直專注於提供醫美行業的綜合服務，包括美容手術服務、微創美容服務及美容皮膚服務，旗

下兩家醫院總營業面積約 3 萬平方米，擁有標準醫療機構營業資格、5A 級管理標準，並擁有四級高

難度手術資質，合共 24 項註冊專利。由於擁有強大的技術能力、行業領先品牌及競爭力，連天美榮

獲 60 多項榮譽，並擁有逾 300,000 名客戶。 

 

雖然 2020 年上半年度受疫情影響，但連天美上半年度的未經審核營業額達人民幣 2.12 億元，除稅

後溢利淨額為人民幣 4,616 萬元，表現超出預期，主因由於租金的管控、人員的階段性復工、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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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安排等方面體現出龍頭企業的專業性和系統性，而老客戶的反彈性需求也體現出醫美行業的需

求韌性。 

 

奧園健康管理層表示，集團一直積極物色潛在收購及合作機遇，不斷深化及拓展多元化的大健康服

務。是次收購可進一步發展醫美業務，拓闊多元化收入來源，與集團補充其物業管理服務及商業運

營服務之發展策略一致。集團相信連天美的品牌聲譽及經營業績，可有效提升現有協同效益，從而

推動本集團的業務增長及增強盈利能力。展望未來，奧園健康將繼續開拓社區康養及醫療美容服

務，為用戶提供優質健康的生活、社交環境、構築全方位的健康生活平台，以補充集團的物業管理

服務及商業運營服務，鞏固於行業的領導地位，為股東爭取最大的回報。 

 

有關收購代價將由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集團內部資源及銀行貸款支付及撥付。同時，為了更好地

動用財務資源及把握有利投資機會，集團決定重新分配全球發售所得款項的用途。收購或投資其他

商業運營服務及物業管理服務供應商，以及收購或投資提供服務（作為集團商業運營服務及物業管

理服務的補充）的服務供應商之重新分配後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結餘分別為人民幣 1.32 億元及 2.15

億元。集團認為重新分配將符合業務戰略及有利持續快速發展，以進一步深化現有業務佈局，符合

股東的整體利益。 

 

9 月 21 日，奧園健康在線上召開醫美併購暨公司戰略發布會。奧園健康管理層分別在廣州總部和香

港辦公室參與會議，廣州總部參會的管理層代表為董事會主席郭梓寧先生、總裁蘇波先生、戰略投

資部高級顧問阮永曦先生、高級副總裁徐巍先生；香港辦公室參會管理層代表有執行董事陶宇先

生、集團副總裁兼首席財務官鄭少輝先生。管理層與線上觀摩的行業嘉賓、媒體記者等就集團近期

的醫美併購與未來戰略鋪排進行了披露與交流。 

 

發布會上，奧園健康管理層表示，集團憑藉「物業管理+商業運營+大健康」的業務協同策略，已穩

健地走出了一條奧園健康經營之路：即以社區為中心，聯動物業、商管、康養、醫美等板塊業務資

源，引入科技智慧化、物聯網技術提升大健康領域的生活服務和健康服務，讓奧園健康客戶的生活

越加健康美麗。隨著奧園健康傳統業務規模有質有量的增長和擴大，大健康板塊的龍頭和整合效應

將逐漸凸顯。奧園健康中長期將擁有更強的發展潛力和競爭力，進而鞏固行業領導地位，實現業績

增長，為股東爭取最大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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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園健康醫美併購暨公司戰略發布會廣州總部 

 

奧園健康醫美併購暨公司戰略發布會香港辦公室 

 

控股股東增持 1,500,000 奧園健康股份，對業務前景充滿信心 

奧園健康得悉，集團控股股東兼中國奧園集團董事會主席郭梓文先生在 2020 年 9 月 21 日，於公開

市場購入 1,500,000 奧園健康股份，平均購入價為每股 6.158 港元，涉及購入金額共約 9,237,000 港

元。完成增持後，中國奧園與中國奧園董事會主席郭梓文先生分別持有 396,375,000 及 2,500,000 奧

園健康股份，合共持股 398,875,000 股，合共持股比例增至約 54.92%。 

 

郭梓文先生增持反映其對奧園健康於上週收購浙江連天美企業管理有限公司 55%股權拓展醫美業務

充滿信心，對集團醫美產業的佈局前景正面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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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控股股東增持後，奧園健康管理層合共增持 478,000 股股份 

對集團未來發展充滿信心 

奧園健康得悉，三位公司管理層，包括執行董事陶宇先生、集團副總裁兼首席財務官鄭少輝先生及

戰略投資部高級顧問阮永曦先生於今日在公開市場分別購入 200,000 股、200,000 股及 78,000 股奧園

健康股份，平均購入價為每股約 6.237 港元，涉及購入金額共約 2,981,300 港元。 

 

公司表示，繼控股股東增持後，管理層亦作出增持反映他們對集團於上周收購浙江連天美企業管理

有限公司 55%股權拓展醫美業務的信心，對醫美產業的佈局前景正面，相信收購可增強「物管+商業

運營+大健康」業務協同和聯動發展，有助提升集團的長遠競爭力和盈利能力。 

 

穩紮穩打、克服困難，樂生活舉行 2020 年終衝刺動員會 

9 月 23 日，樂生活智慧社區服務集團 2020 年終衝刺動員會於樂生活北京石景山總部舉行。奧園健

康生活集團董事會主席郭梓寧先生親臨指導工作，並與樂生活管理團隊進行親切交流。參與此次動

員會座談交流的領導還有奧園健康生活集團常務副總裁、樂生活集團董事長兼總裁雷易群先生，以

及樂生活集團經營班子、各區域總經理。大家紛紛表示對樂生活經營目標的完成及發展前景充滿信

心。 

 

會議中樂生活各區域負責人，分別對所轄區域的經營管理工作進行了匯報。受疫情影響，各區域在

經營、拓展等方面均面臨較大壓力。面對本年度的客觀現狀，雷易群分別對各區域的經營、拓展工

作，做出了詳細的分析與指導；並鼓勵大家，穩紮穩打、克服困難，努力完成本年度的任務目標，

在年終交出滿意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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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園健康第三屆奧悅節正式啟動，三倍驚喜回饋業戶，嗨遍全國！ 

近日，奧園健康第三屆奧悅節在全國項目盛大開啟！本屆奧悅節，奧園健康攜手中國奧園集團「沸

騰節」、奧園商業地產集團「親奧鄰裡節」，將更為豐富、精彩的活動帶給奧園業主、客戶。國慶

+中秋兩倍快樂收穫三倍驚喜！本次活動預計在全國 39 個城市，98 個社區，11 個奧園購物中心開

展，超過 14 萬戶家庭、百萬客戶一同歡慶奧悅節。 

 

奧悅節將在全國奧園健康項目開展為期 3 個月的系列活動，旨在提供社區大融合的平台和契機，發

揮物業特有的樞紐作用，拉近業主與物業、業主與業主之間等社區多方主體的距離，打造和諧社

區。9 月 26 日起，奧悅節開幕式分別在奧園健康物業管理板塊五大區域舉辦，正式拉開了為期三月

的奧悅節系列活動帷幕。 

 

三倍美好回饋業戶 

中秋國慶雙節期間，奧園健康全體業戶將能享受到全國 11 個奧園購物中心推出的萬元優惠「沸騰

券」，以及每個購物中心根據自身業態推出的獨有「沸騰購物節」 ，優惠幅度從 9.9 元團 1000 元到

全場零售 3 折、1 元搶購等等，百萬消費金讓利於消費者，拉動線下消費體驗回歸。 

 

奧園社區內將開辦鄰裡集市及中秋晚會，業主不僅觀賞到精彩的晚會節目表演，也可通過鄰裡集市

加深與鄰居之間的交流，體驗豐富攤位活動。鄰裡集市內有童趣撈金魚、親子 DIY 月餅、鄰裡愛心

義賣等趣味攤位，提供機會讓親友與鄰居一同悅享共聚時光，打造管道讓家家戶戶閒置物品得以流

轉，讓鄰裡互助良好習俗之風在社區內盛起。 

 

 

奧悅節鄰裡集市 

悅鄰社群啟未來 

奧園健康第三屆奧悅節在強調愉悅服務體驗及個人健康發展外，更關注鄰裡之間的共生與發展，傳

遞「鄰裡·共悅」理念。本屆奧悅節，將會在不同社區分別成立「悅鄰社群」，奧園業主可根據自身

興趣愛好加入不同興趣社群，與志同道合的鄰居一起交流，互促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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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悅之家聯合蘿崗社區，為中老年居民免費體檢，大獲好評！ 

為進一步加強居民對自身健康的認知，做到「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提高居民的健康生活品

質，9 月 23 日早上，由廣州市蘿崗政府主導，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提供技術支援，蘿崗社區 2020 年

免費體檢活動在奧園健康蘿崗社區康養服務中心奧悅之家成功舉行。 

 

本次免費體檢活動針對的人群是蘿崗街社區管轄區內 35 歲以上的常住居民。在體檢現場，蘿崗街社

區衛生服務中心還與未簽約的社區居民簽訂「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協議書」，並建立健康居民檔案，

方便健康資訊管理，實現健康資源共用。 

 

 
 

奧園健康結盟平安銀行廣州分行與平安產險廣東分公司，實現銀企共贏發展 

9 月 11 日，平安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廣州分行行長王軍一行蒞臨中國奧園，奧園健康生活集團、廣東

蕉嶺建築工程集團有限公司分別與平安銀行廣州分行、平安產險廣東分公司進行戰略合作簽約。中

國奧園集團黨委書記、總裁、奧園健康生活集團董事會主席郭梓寧，平安銀行廣州分行行長王軍，

中國奧園集團副總裁、科技集團總裁胡冉，奧園健康生活集團總裁蘇波，廣東蕉嶺建築工程集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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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總經理高傳玉，以及平安銀行廣州分行辦公室總經理潘宏偉，平安產險廣東分公司副總經理

梁中偉等領導與嘉賓共同出席簽約儀式。 

 

奧園健康生活集團與平安銀行廣州分行進行戰略合作簽約，與平安產險廣東分公司進行保險合作協

議簽約。奧園健康與平安銀行廣州分行將積極致力於金融等各個領域開展卓有成效的全方位合作，

以鞏固和擴大雙方在各自領域中的品牌與競爭優勢，實現銀企共贏發展，共同成為全面振興實體經

濟背景下銀企合作新時代的典範。平安產險廣東分公司也將為奧園健康從產品報價、理賠、增值方

面提供一籃子服務。 

 

平安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廣州分行成立於 1994 年，在總行打「中國最卓越、全球領先的智慧化零售銀

行」的戰略目標，在「科技引領、零售突破、對公做精」十二字策略方針的指引下，各項業務保持

持續穩健增長。中國平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廣東分公司是中國平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最大

的省級機構。經營的主險已超過 1000 種，市場份額穩居廣東市場第二。平安產險廣東分公司持續深

化「金融+科技」戰略，為客戶創造價值，享受更為便捷的服務。 

 

 
 

奧園美谷成為上海市生物醫學工程學會介入醫學工程專業委員會基地 

9 月 16 日，上海市生物醫學工程學會介入醫學工程專業委員會成立大會暨奧園美谷活動基地揭牌儀

式在上海市舉行。上海市生物醫學工程學會理事長馮曉源、奉賢區科委黨組書記劉偉、上海交通大

學生物醫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孫建奇教授等專家及領導，奧園健康生活集團奧園美谷項目負責人，及

專委會的相關領導、嘉賓約 100 人出席了儀式。 

 

儀式上，奉賢區科委黨組書記劉偉表示，以藥品、化妝品、食品為主體的美麗健康產業成就了奉

賢，也承載了東方美谷。希望專委會與奧園美谷項目合力，打造更多與奉賢美麗健康產業對接的平

台，實現醫美與共、共用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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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專委會的主要人員名單公佈，常委和委員中有來自醫院的名醫專家，研究院和高校的科研專

家和龍頭企業的企業家。奧園美谷項目當選為常委單位之一。 

 

今後，上海市生物醫學工程學會將會在奧園美谷基地內組織活動，推動科研成果產業化落地，助力

產業集群的打造。雙方還將積極配合，為基地內項目提供科研、產業、資金等多方面的支持。同

時，還將聯合培養一批市場需要、社會認可的醫療器械人才團隊和企業。 

 

上海市生物醫學工程學會於 1979 年 1 月 4 日正式成立，是全國最早成立的生物醫學工程學術團體。

主要工作為生物醫學工程領域的學術研究與交流、科普活動、諮詢活動、學科技術推廣應用、科技

項目評估和科技成果鑑定。學會下設檢驗醫學工程、康復工程、放射醫學工程、超聲醫學工程、生

物力學、生物醫學資訊等 15 個專業委員會。學會的團體會員單位包括上海聯影醫療科技有限公司、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微創醫療器械（集團）有限公司、強生（上海）醫療器材有限

公司等企業、高校及研究院所。 

 

此次掛牌活動基地，將進一步助力奧園美谷在生物健康產業深耕，促進與行業專家和機構的交流。

通過產業與學界的結合，專委會將為奧園美谷注入新的動能。尤其是在醫療器械方面，奧園美谷將

能與研發及生產企業建立深度聯繫和合作，與更多行業內龍頭企業攜手，通過產學研融合創造新的

價值。 

 

 

上海市生物醫學工程學會介入醫學工程專業委員會成立大會暨奧園美谷活動基地揭牌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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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養老模式再升級！ 

奧園健康和麥迪健康居家養老服務項目簽署戰略合作協議 

9 月 1 日，奧園健康與麥迪（廣州）健康產業管理有限公司（「麥迪健康」）在廣州番禺奧園集團

大廈舉行戰略合作簽約儀式。奧園健康生活集團總裁蘇波、康養副總經理杜偉偉，麥迪健康產業集

團董事長譚成清、總顧問何群琦、總經理路博夫等領導共同出席。 

 

根據雙方合作協議，奧園健康和麥迪健康將圍繞「居家養老」展開深度合作。奧園健康開放奧悅之

家番奧社區康養服務中心（下稱番奧社區）作為首期合作試點社區，麥迪健康將為番奧社區康養服

務中心提供專業化的醫療服務、護理服務、養老服務。雙方將通過資源共用、優勢互補，推動升級

社區居家養老服務模式，為社區居民提供便捷且高質量的居家養老服務。 

 

麥迪健康是集健康管理培訓、康復護理、高端健康管理為一體的綜合性專業醫養機構，通過「一體

三路」的立體化戰略佈局及創新性的管理模式，為客戶提供系統化健康教育引導、健康資訊分析、

健康管理輔助等專業服務，輻射康養人群，並形成基於資訊化管理全面貫穿的健康管理閉環生態系

統，為國人創造更具信賴力的「醫、護、康、養」一體化解決方案。 

 

 
 

內蒙古自治區政府領導一行蒞臨奧園健康，就大健康板塊合作進行交流 

9 月 20 日下午，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副市⻓徐睿霞一行蒞臨奧園集團大廈進行交流。內蒙古呼

和浩特市民政局局⻓範挨計、秘書李盛濤等領導，奧園健康生活集團總裁蘇波、總裁助理兼人力資

源中心總經理王吉人、大健康副總經理魏少東等領導，奧園地產集團廣州區域公司營銷副總經理汪

文姝等領導與嘉賓共同出席了此次交流會。 

 

在交流會上，奧園健康管理層就奧園健康大健康板塊的產業佈局理念和產品優勢進行了分享。奧園

健康憑藉自身發展的強勁動力，以「物業+健康」新型服務模式開闢健康社區融合發展之路：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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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管理作為基礎業務，圍繞社區和商業中心體，在大健康領域積極拓展增值業務。即以社區為中

心，聯動物業、商管、醫美、康養、中醫等板塊資源，引入科技智慧化、物聯網技術、資本運作手

段，以業主、客戶全面健康愉悅的生活為己任，做業主健康生活服務商、美麗生活服務商及家庭服

務的供應商。 

 

呼和浩特市副市⻓徐睿霞肯定了奧園健康的實力。徐睿霞認為，奧園健康「讓生活健康美麗」的品

牌理念與康養板塊的前瞻佈局與呼和浩特市的未來發展方向十分契合。目前，呼和浩特市的老齡化

程度處於全國前列，人口老齡化戰略應對是政府非常重視的項目。徐睿霞還表示，呼和浩特市廣闊

的草原、夏季的宜人氣候，以及靠近京津翼地區的地理位置，都使之非常適合開展旅居養老產業。

如果相關企業入駐，政府將會給予大力支持。 

 
 

 

內蒙古自治區政府領導一行蒞臨奧園健康交流 

 

又雙叒叕得行業盛讚！奧園健康斬獲 2020 中國物業服務品牌價值研究三項大獎 

9 月 10 日，由中國房地產 TOP10 研究組主辦、中指控股（CIH）、中指研究院承辦的「2020 中國房

地產品牌價值研究成果發布會暨第十七屆中國房地產品牌發展高峰論壇」於北京隆重舉行。 

 

在此次研究中，奧園健康生活集團榮膺「2020中國物業服務專業化運營領先品牌企業” 」、「2020

廣東省紅色物業服務優秀品牌 」及「2020 值得資本市場關注的物業品牌」，彰顯企業品牌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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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風破浪再攀高峰！奧園健康連獲三項行業重磅獎項 

9 月 29 日，由中物研協，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中國房地產測評中心共同舉辦的「2020 物業服務企

業綜合實力和品牌價值測評成果發布會」在鄭州成功舉辦。此次測評從品牌超額獲利能力和品牌強

度乘數兩大方面對物業服務企業的品牌價值進行分析研究，是對物業服務企業品牌價值與品牌特色

客觀，公正和全面的評價。 

 

會議上，備受關注的「2020 物業服務企業品牌價值 100 強」、各區域品牌物業服務企業榜單和物業

英雄獲獎名單同期揭曉。奧園健康榮獲「2020 物業服務企業品牌價值 100 強」、「2020 華南品牌物

業服務企業 20 強」、「2020 住宅物業服務領先企業」三大獎項，奧園健康物業管理板塊瀋陽國際

城項目負責人肖詩雯、金奧項目管家陳春蓮獲頒「物業英雄」紀念章。 

 

   

2020 華南品牌物業服務企業 

20 強 

 

2020 物業服務企業品牌價值

100 強 

 

2020 住宅物業服務領先企業 

 

 

口碑卓越，奧園健康榮膺第九屆中國財經峰會兩項大獎 

近日，第九屆中國財經峰會在上海開幕，匯聚國內外頗具遠見的商業領袖、經濟學界翹楚、創業家

及新青年代表諫言中國經濟升級路徑，共同探尋新時代背景下的高質量增長路徑。奧園健康生活集

團憑藉疫情期間的亮眼業績，強而有力的抗疫工作深受業主、行業、媒體認可，榮膺「2020 傑出上

市公司大獎」及「2020 傑出品牌形象獎」兩項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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