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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訊 

控股股東郭梓文先生於 11 月 4 日分別各增持 100 萬股中國奧園和奧園健康股份，

對兩公司業務和未來前景充滿信心 

集團控股股東兼中國奧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奧園」 ，香港聯交所股份代號：3883）董

事會主席郭梓文先生繼今年 4 月及 9 月增持後，在 11 月 4 日於公開市場增持 100 萬股的奧園健

康股份，此次增持平均購入價為每股 5.241 港元，涉及金額約 5,241,000 港元。完成增持後，郭

先生今年共增持 350 萬股股份，中國奧園與郭先生合共於奧園健康的持股比例增持至約 55.06%。 

同日，郭先生亦增持 100 萬股中國奧園股份，平均購入價為每股 7.562 港元，涉及金額約

7,562,000港元。完成增持後，郭先生於中國奧園的持股比例增持至約 55.04%。 

控股股東於 11 月 5 日增持 66 萬股奧園健康股份及 180 萬股中國奧園股份 

集團控股股東兼中國奧園董事會主席郭梓文先生繼本年度多次增持後，在 11 月 5 日於公開市場

增持 66 萬股的奧園健康股份，此次增持平均購入價為每股 5.5199 港元，涉及金額約 3,643,000

港元。完成增持後，郭梓文先生今年共增持 416 萬股奧園健康股份，中國奧園與郭梓文先生合

共於奧園健康的持股比例增至約 55.15%。 

同日，郭梓文先生亦增持 180 萬股中國奧園股份，平均購入價為每股 8.063 港元，涉及金額約

14,514,000港元。完成增持後，郭梓文先生今年共增持 380萬股中國奧園股份，其持股比例增至

約 55.10%。 

奧悅之家首次亮相廣州老博會，智慧康養模式備受關注 

11 月 6 日，「第七屆中國國際老齡產業博覽會（簡稱廣州老博會）」在廣州保利世貿博覽館隆

重開幕，奧園健康旗下優質康養品牌奧悅之家受邀參展。博覽會首日，奧園健康「奧悅之家智

慧康養館」吸引了數百名來賓、產業產品供應商及服務提供商駐足參觀和探討未來合作可能。 

作為中國最具規模的國際性老齡產業盛會，第七屆中國國際老齡產業博覽會由中國老齡產業協

會主辦，縱貫老齡產業產品和服務產業鏈，呈現全球養老市場最新趨勢及技術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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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生活健康美麗」——奧園健康積極響應國家戰略，全力佈局大健康產業，打造「智慧康養

模式」，旗下社區康養服務中心品牌「奧悅之家」以社區為服務視窗，為社區老年群體提供智

慧康養項目，讓社區的老年朋友在家門口就可以享受到優質的養老服務。 

為清晰的展示出奧悅之家的智慧康養模式，在本次的老博會上，奧園健康將 96 平方米的展館劃

分為品牌、醫療展示、居家康養、社區調度中心、旅居康養 5 個區域。以集團介紹為開篇，全

面介紹了奧悅之家的服務內容、服務特色以及如何依託於自有的物業管理和物聯網、互聯網、

大數據實現線上線下互通；並積極與周邊醫療機構達成多樣化的協議合作，為社區老人提供

「醫、養、護、康、美」一體化的居家養老服務。 

在展會上，奧悅之家也將居家養老的一部分場景進行了還原，模擬了老人居家養老的場景。比

如智能護理床，可監測老人的睡眠情況，一旦數據出現異常，系統就會立即報警和通知家屬；

再配合一鍵呼救，智能腕錶，睡眠監測帶等適老化產品，可為居家老人構築一個安全的居家環

境，大大的減輕了家屬和護理人員的護理壓力。奧悅之家實用、可落地的居家養老模式也獲得

了眾多來賓和媒體的肯定和讚揚。 

本次老博會是奧悅之家的首次亮相，除了向來賓介紹奧悅之家的智慧康養模式之外，奧園健康

也希望通過這個機會，竭誠邀請康養產業產品供應商及服務提供商加入奧園大健康康養產業互

聯大平台， 一起探索解決中國養老問題切實有效的方案，共同為中國老年人提供健康、安全、

快樂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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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賓在奧悅之家醫護人員指引下體驗智慧康養產品 

「中國實體商業數據聯盟」正式成立，奧園健康成為聯盟首批成員 

在用戶隱私保護、機構數據安全和各國政策法規的要求下，如何跨越數據孤島，促進各機構、

各企業間數據安全協作，發揮數據的價值，成為各行業發展的挑戰。 

近日，「中國實體商業數據聯盟」正式成立。奧園健康生活集團、愛琴海商業、寶龍商業、保

利商業、恆隆地產、弘陽商業、金鷹國際、融僑集團、首創钜大、香港置地、旭輝文商旅、協

信星光商業、雲泰商業、中海商業、中駿商業和匯納科技一起成為聯盟首批成員，將共同探索

實體商業領域、跨企業的資訊互聯和大數據共用，拆除行業數據煙囪，打破傳統實體商業之間

的數據孤島，以更好地服務企業，推動行業數字化進程。 

在實體商業領域，客流數據的採集早已普及，但受限於商業機密和數據安全，各商業體間絕少

溝通與交流，導致了行業巨大的競爭性浪費，如何在保守企業機密的同時，又能通過數據的網

絡化，適度共用資訊，減少低水準下的重複資源投入和無效競爭成為行業亟待解決的問題。此

次數據聯盟獲得眾多知名企業的加入，說明行業已逐漸達成共識，並開始行動。 

作為首批加入聯盟的成員，奧園健康希望能助力聯盟凝聚各方能量形成合力，構建以新消費為

內涵，以數據為載體，以技術為動力，產業資源融合、技術融合、功能融合的大產業鏈模式，

規範和維護良性的新消費市場環境，充分發揮 AI 大數據在實體商業領域的積極作用，推動大數

據產業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 

未來，聯盟成員將能與商務部、行業專家一同，定期從地區、業態、假日等多維度分析研究消

費市場，並結合商業熱點、難點問題開展專題研究，為成員商業運營決策提供行業數據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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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的成立標誌著實體商業在實現跨企業互聯互通方面邁出了重要一步，不僅有助於進一步規

範實體商業數字化的標準，更有利於行業資源的大整合，從而推動整個行業實現健康可持續發

展。 

 

住進奧園的我，終於實現了「快遞自由」 

雙十一過後，各路商家優惠的轟炸短信終於消停，取而代之是快遞小哥的「奪命連環 call」，面

對快遞多、沒時間、快遞重等的問題，奧園管家集體為悅鄰化身社區跑腿，啟動快遞代拿配送

服務，致力於為悅鄰打通社區服務的「最後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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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悅鄰社群」，奧園健康破題社區服務「鄰里共生發展」附加值 

疫情之下，社區服務的「最後 100 米」要求嚴格而細緻，多數物業公司通過軟硬體同時升級的

手段，給業主提供基礎服務保障。因困居社區，社區場景下更多業主的精神服務需求被激發，

也產生了更多的服務可能性。從概念走向現實，「大社群」服務重要性再度凸顯。展望未來，

社群化下一站已由「基礎服務」升級至「增值服務」。物業給予業主的服務將不僅僅滿足於保

障基礎生活需求，更多的是搭建品質交流平台，幫助有相同愛好的業主建立起良好的鄰里關係，

形成「互助、分享、健康、快樂」的社區精神。這種人文精神將會成為物業管理品牌的重要組

成，也將是業主美好生活的重要內容。 

深耕社群發展，一方面是因為奧園健康抓住了疫情後時代服務需求的轉變，另一方面，也是因

為奧園社區內，早已有大大小小分佈的活動團體存在。通過構建社群，物業將能利用線上線下

互動，不斷擴大業務的服務深度和寬度，增強業主黏性，打造社群服務生態圈，在人文精神、

品質社交維度再創新突破。 

業主對美好生活的追求  催生「鄰里社群」平台 

在重慶城市天地裡，有一支平均年齡 55 歲的夕陽紅合唱團。合唱團負責人是蔡澤勇老師，1967

年生。年齡 53 歲的蔡老師在城市天地內的生活，非常的豐富，除了每日訓練、排演外，他還會

帶著合唱團出席周邊不少社區、商業演出進行文藝匯演。 

未來，奧園健康希望，「悅鄰社群」能夠為全年齡層的業主家人們，提供一個娛樂、社交、學

習皆可的高品質平台，同時，打通旗下其他板塊業務，在社群內精准提供垂直領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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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熱議養老服務新趨勢！首屆旅居康養研討會暨奧園健康江門新會區康養項目

簽約儀式成功舉行 

11月 10日，奧園健康首屆旅居康養研討會暨奧園健康江門新會區康養項目簽約儀式在奧園集團

大廈舉行。中國奧園集團副總裁郭士國、奧園健康生活集團總裁蘇波、中國文旅集團總裁金民

豪，廣東省人民醫院康復醫學科主任、廣東省康復醫學會副會長張鳴生，廣東省居家養老服務

協會常務副秘書長潘志強，上海愛照護養老服務有限公司執行董事丁勇，上海志賀建築設計諮

詢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金清源等多位企業高管和業內專家出席了本次活動。 

與會專家嘉賓就養老康養服務的發展趨勢進行了深入探討，見證了奧園健康就江門新會區康養

項目全程諮詢及運營管理服務的簽約儀式。研討會認為，可以預見，養老服務行業需要向智慧

化、互助共生化發展，江門新會區項目或將成為奧園健康中國特色養老服務體系的新 IP。 

奧園健康生活集團總裁蘇波先生表示，本次研討會的舉辦，以及奧園健康啟動江門新會項目，

是為了利用奧園健康的優勢把真正的康養服務「逐漸地推出來、做出來」。在他看來，奧園健

康在康養服務建設方面具有天然優勢：奧園健康堅持以物業為基礎，龐大的物業提供了更靠近

業主和老人的條件；其次，奧園健康擁有大量的整合資源，特別適合開展旅居養老；此外，奧

園健康組建了一批由業界康養專家組成的專業團隊，並搭建起線上智慧健康平台，在醫養結合

和智慧化養老方面成果斐然。 

蘇波還透露，奧園健康計劃牽頭把國內旅遊和酒店等資源進行整合，通過奧園健康的物業做背

書、以奧園健康的醫療資源作保障，組織跨區域旅居養老項目，滿足長者養老需求的同時，拉

動國家內需。據悉，奧園健康未來還希望和不同機構進行更多的地產項目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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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門新會項目打造集團新 IP 奧園健康深化康養佈局 

奧園健康江門新會項目兩宗目標地塊位於大灣區江門市。簽約後，奧園健康將充分發揮在康復

療養領域的優勢，在目標項目前期策劃、產品設計、籌備開辦等方面提供諮詢服務，並承擔後

期運營的管理。 

據瞭解，在前期策劃方面，奧園健康將提供包括市場分析和戰略定位等服務；在產品設計方面，

提供包括規劃設計建議等多項設計跟蹤服務；運用奧園健康在籌備開辦方面的經驗與優勢，將

很好的提供包括籌備期營銷策劃等相關的服務。整體而言，奧園健康將依靠康養的專業優勢與

資源，結合康養業務的前期佈局充分融合，在整合資源及提供專業服務上創新賦能江門新會項

目。從過往的項目操槃經驗來看，擁有充裕的資金、產業協同，奧園健康做運營管理的基因明

顯，作為奧園健康深化康養佈局的重要舉措，江門新會區項目未來發展值得期待。 

在政策東風的加持下，奧園健康將整合健康產業上下游資源，結合物聯網、大數據、區塊鍊等

高科技技術，持續擴大服務區域覆蓋面積，並加強和深化與醫療衛生機構合作，不斷完善和提

升醫養相結合的服務體系，力求滿足廣大老年群體的生活和護理需求，推進建成中國特色養老

服務體系。 

 

萬博奧園國際中心打造 CBD 精品開放商業社區，場內優質品牌喜報連連 

結合萬博漢溪長隆商圈「互聯網新興產業-高端商貿-旅遊」三大產業結構，萬博奧園國際中心定

位為 CBD 精品開放商業社區，引入了匹配萬博 CBD 產業特性、客群結構的業態品牌，如華為、

星巴克、喜茶等等。此外，結合「開放式街區」優勢，奧園國際中心放大餐飲業態，引入萬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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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D 首家海底撈、靜妹坨龍蝦館等數十家餐飲品牌，涵蓋火鍋、燒烤、清吧以及多菜系餐飲品

類，著力打造萬博 CBD夜經濟休閒打卡目的地。 

作為奧園健康商業運營的重點項目，自開業以來，奧園國際中心除了多個優質品牌持續進駐，

還在行銷上下以寵物市集等主題活動逆向突破，採用線上線下聯動、數位化運營等創新手段，

步入第三季度，整場銷售取得雙位數的穩步提升。 

優質品牌喜報連連 

10月 27日，喜茶奧園國際中心店開業。作為深受年輕群體喜愛的知名奶茶品牌，喜茶選址奧園

國際中心，既是因為二者客戶群體特性精准度極高，也是因為喜茶對奧園國際中心的優勢潛力

及吸引力的認可。開業當天，喜茶奧園國際中心店就取得了極佳的銷售業績，滿座成為常態，

周日也排起了長隊。 

特色活動調性突出重圍 

針對南村萬博周邊的住宅區養寵人士這一龐大的潛在消費群體，奧園國際中心聯動寵物媽媽，

打造番奧首個「寵物友好型街區」的定位，舉辦寵物展，吸引周邊愛寵人士，組建社群運營，

打造愛寵人士專屬「俱樂部」。 

流量池轉化，打造高價值客流群體 

針對日趨成熟的商圈數位化行銷，奧園國際中心也與時俱進，聯合微信支付接入了微信支付即

積分功能，打通商圈內所有商戶的數位化銷售運營。即，顧客使用微信支付後即可獲得奧園國

際中心支付積分，兌換停車券、優惠券、禮品等商圈專屬福利。同時，利用微信支付派券功能，

消費者在支付後將會收到其他商戶的優惠券，將其引導至其他商戶消費，促進整個商圈的業態

聯動，有效帶動了整體銷售。 

奧園國際中心瞄準萬博商圈附近眾多的白領人士，組建微信群，定期組織社群活動，以及活動

優惠資訊，通過社群運營吸引了附近的工作人群，打造感情紐帶，並將其有效轉化為穩定精准

的消費群體，發掘消費者的長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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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園健康物業西南區域助力鄉村教育事業，愛心助學公益活動圓滿開展 

2020 年是脫貧攻堅決戰完勝、全面收官之年。為響應國家扶貧必扶智的號召，促進鄉村文化建

設，實現精准教育扶貧，11月 25日，四川省遂甯市慈善總會、重慶綠風行公益發展中心攜手重

慶盤龍壹號黨支部、奧園健康生活集團旗下奧園物業西南區域公司走進四川省遂寧市船山區唐

家鄉初級中學開展「聯動愛心 情暖學子」的愛心捐贈活動。 

四川遂寧地處四川盆地中部，群山環抱的地勢造就了多年的封閉阻隔，成為當地經濟發展的重

大阻力。近年，四川遂甯唐家鄉的勞動力為了生計常年外出打工，每個家庭的老人和孩子留在

家鄉相依為命，唐家鄉成為了當地典型的貧困村。 

11月 13日，奧園物業西南區域公司瞭解到唐家鄉中學有 120名留守學生家境貧寒急缺冬季防寒

物資，學校方面也緊缺大量體育用品。作為一家熱心於公益慈善事業的企業，奧園物業西南區

域公司付諸行動，於 11月 25日組織了一場愛心捐贈活動，為留守學生送去奧園的溫暖。 

奧園健康肩負企業公民使命和社會責任，以「愛與希望」為社會責任宗旨，通過實施精准扶貧、

社區關愛、各級教育等民生工程，來支援發展慈善、教育、健康等公益事業。未來，奧園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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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繼續加大公益事業投入，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持續推動社會健康發展，為全社會創造更

長遠的價值。 

  

奧園健康榮獲《彭博商業週刊/中文版》頒發的「年度上市企業 2020」大獎 

11 月 26 日，奧園健康欣然公佈，集團榮獲由《彭博商業週刊/中文版》頒發的「年度上市企業

2020」大獎殊榮。 

該獎項由《彭博商業週刊/中文版》籌辦，旨在表揚有出色表現的上市企業及肯定其為經濟穩定

作出的貢獻。「年度上市企業」是香港唯一引入彭博終端系統進行分析及評選上市企業的獎項

活動，主辦方會從業績表現、企業管治、投資者關係、拓展策略、企業社會責任、可持續發展、

創新變革及風險管理共八大範疇對參選企業進行全面分析及篩選。入圍的上市企業，再由政界、

商界及學界組成的專業評選團進行評分，各行業中得分最高的企業將獲頒「年度上市企業」大

獎，獲獎企業的實力及發展潛力均獲得業界及資本市場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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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園健康榮獲 2020 羊城金牌養老機構評選「最佳居家養老服務機構」殊榮！ 

11 月 8 日，在第七屆中國國際老齡產業博覽會上，「2020 羊城金牌養老機構評選」活動舉行了

隆重的頒獎儀式。超過近 100 家本地優秀養老機構參與了本次評選，最終角逐出養老品牌、養

老機構等六大獎項。奧園健康旗下廣州奧園健康養老服務有限公司榮獲「最佳居家養老服務機

構」殊榮。 

「2020 羊城金牌養老機構評選」由羊城晚報報業集團主辦，廣州養老服務產業協會協辦，旨在

展示各級養老機構品牌形象、服務水準及產品特色，向廣大市民傳遞新興養老模式，並表彰其

對養老事業發展所作的貢獻。 

奧園健康獲得的「最佳居家養老服務機構」獎項，是面向紮根社區，以優質服務為社區居民提

供生活便利的養老服務機構，評審範圍包括環境設施、醫療護理、膳食營養和生活維度等方面

進行綜合考評，最終綜合各項考核指標，評出獲獎機構。 

評選組委會表示，奧園健康旗下康養品牌「奧悅之家」以社區為依託，醫養結合，為社區居民

提供優質的居家養老服務，緩解了養老難的民生問題，也符合國家康養戰略整體發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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