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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22）

聯 合 醫 務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UMP HEALTHCARE HOLDINGS LIMITED

自願公告
與平安健康醫療科技有限公司及 

鄭和醫健有限公司 
訂立業務合作協議

緒言
本公告由本公司自願作出。於2018年11月8日，本公司與平安好醫生及鄭和訂立
業務合作協議，內容有關訂約各方基於平安好醫生的龐大用戶群及網絡、本公
司於香港及中國的豐富基層醫療服務及培訓經驗，以及鄭和深入的醫療行業知
識，進行業務協作及互相提供協助。

業務合作協議
業務合作協議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2018年11月8日

訂約各方

(i) 本公司；

(ii) 平安好醫生；及

(iii) 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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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平安好醫生、鄭和及彼等各
自的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的第三方。

費用安排

就任何一名訂約方（及╱或其附屬公司）向任何或所有其他訂約方（及╱或其各自
的附屬公司）提供的合作、協助、支持、建議及貢獻而達成的進一步安排的任何
協議，相關訂約方應（並須促使其各自的附屬公司須）真誠地進行磋商，並就一名
訂約方（及╱或其附屬公司）是否須就有關合作、協助、支持、建議和貢獻而向任
何或所有其他訂約方（及╱或其各自的附屬公司）支付任何費用、代價、佣金或任
何其他類似金額達成協議。

業務合作

在簽署業務合作協議後，本公司、平安好醫生及鄭和同意並承諾互相合作和提供
協助，有關概要載列如下：

1. 發展線上和線下客戶－憑藉本公司在北京、上海和大灣區（包括香港）的社區
醫院╱中心網絡和資源，本公司將利便平安好醫生進一步展示和加強其閉環
業務模式，為其有意在優質公營和私營線下基層醫療診所由專人應診的客戶
提供線下選項。

線下基層醫療中心╱診所亦將受益於由平安好醫生賦權而用於通過流動設備
進行求診前管理和診症後跟進的技術，從而培養和形成新的OAO（線上和線下）
客戶群，這將令本公司與平安好醫生的基層醫療診所和合作夥伴一同受惠。

憑藉平安好醫生的先進IT技術和專業知識以及鄭和對醫療保健行業的獨特遠
見，三方可以攜手加快優質線下基層醫療服務地點的發展，並先從吸納在線
會員和商業健康保險產品開發領域起步。與此同時，本公司亦將成為平安好
醫生與鄭和在香港提供第二醫療意見的戰略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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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發新的商業健康保險產品和醫療保健計劃－聯合醫務將繼續推廣在公私營
合作夥伴關係（「PPP」）社區健康中心接納商業健康保險。聯合醫務的成員以
及與聯合醫務合作的保險公司將受益於與此類PPP診所的直接支付安排。平
安好醫生將向聯合醫務引介平安集團在醫療及╱或補充保險領域中的集團成
員公司（不包括平安好醫生及其附屬公司）或協助聯合醫務與有關公司達成
業務協作。此類由聯合醫務管理的PPP診所亦將致力於平安好醫生合作，以
便將所有線下病歷、診斷測試和用藥數據整合回平安好醫生的生態系統和鄭
和的第二意見平台，讓平安好醫生、聯合醫務及鄭和增加其客戶忠誠度並促
進持續的患者護理。

3. 家庭醫生培訓計劃－聯合醫務將為平安好醫生的臨床人員提供GOLD金牌培
訓計劃。平安好醫生與聯合醫務均認為，平安好醫生的臨床人員將受益於本
公司的全科醫學針對性學習和發展培訓計劃（亦稱為GOLD金牌培訓課程），
以進一步提高其醫生的診症和臨床技巧，這將使平安好醫生的在線醫生能夠
通過平安好醫生的平台提供更優秀和國際認可的醫療╱健康問症╱諮詢服務。

經過本公司培訓並通過GOLD金牌培訓課程評估標準的醫生，將能夠加入平
安好醫生與聯合醫務的遠程醫療諮詢團隊，通過平安好醫生的在線平台為更
多潛在客戶提供高效優質服務。

4. 攜手尋求基層醫療診所的國際認證－本公司將與平安好醫生合作，向業界推
廣以成為國際認證的基層醫療診所。本公司與平安好醫生亦將合作以共同確
定更多臨床服務穩健並提供優秀門診服務的診所，以服務其在線客戶，並為
平安好醫生的在線客戶無縫提供線下問症╱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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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商業協作的原因
本公司一直倡導社區健康的重要，為推動基層醫療一直不遺餘力。本公司擁有廣
泛的診症和臨床經驗以提供家庭醫生培訓課程和營辦已經獲得國際認證的線下診
所，並與大灣區的社區醫院和診所網絡進行深入合作。通過此次協作，結合平安
好醫生的先進IT技術和專業知識以及鄭和對醫療保健行業的洞見，本公司將能夠
發展更優秀的在線和線下基層醫療服務，並進軍在線醫療保健服務領域。

本公司（擁有中國和香港的線下診所，能夠以香港作為提供第二意見的中心，並
管理廣獲認許的GOLD金牌培訓課程，以培育更多傑出的家庭醫生）、平安好醫生
（擁有經改進和先進的技術架構、人工智能技術、大量的診症案例和數據庫，以及
鄭和（在北美擁有豐富的醫療技術資源，包括但不限於大學、公司和研究機構）將
密切合作，善用彼此的優勢和資源，進一步優化和完善GOLD金牌培訓課程，以
為用戶提供從線上到線下的全面診症和臨床服務。

有關業務協作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本公告隨附的新聞稿。

有關訂約方的資料
本公司

聯合醫務恪守以人為本的宗旨，提供優質醫療保健服務。聯合醫務於1990年由一
群充滿熱誠和抱負的跨學科醫生和醫療保健專業人員創立，以提供專業醫療保健
服務為己任。

聯合醫務為香港、澳門和大中華地區的3,000多家企業、機構及保險公司提供度身
訂造的企業醫療保健解決方案。憑藉超過28年的豐富專業經驗，聯合醫務透過旗
下600多個位於香港、澳門、珠海、北京、上海、廣州及深圳的自設及網絡醫務中
心及診所，為客戶提供多元化優質醫療保健服務。聯合醫務管理超過10,000個醫
療保健計劃，每年為1.5百萬的就診人次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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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醫務亦通過自營、管理和投資的基層醫療診所的組合，迅速擴大其在中國的
診所網絡。聯合醫務受益於各項大灣區政府政策，並正在向中國社區健康中心的
家庭醫生輸出其全科醫生培訓課程，讓有關家庭醫生能夠提供更優秀服務，並可
為聯合醫務不斷壯大的企業成員及其商業健康保險合作夥伴提供服務。

平安好醫生

平安好醫生（股份代號：1833）是中國領先的一站式醫療健康生態平臺，致力於通
過「移動醫療+AI」，為每個家庭提供一位家庭醫生，為每個人提供一份電子健康
檔案，為每個人提供一個健康管理計畫。目前，平安好醫生已經形成家庭醫生服
務、消費型醫療、健康商城、健康管理及健康互動等重點業務板塊。

截至2018年6月末，平安好醫生註冊用戶數達2.28億，期末月活躍用戶數達4,860萬，
是國內覆蓋率第一的移動醫療應用。平安好醫生自聘了千人規模的自有醫療團隊
和4,650名外部簽約名醫（均為三甲醫院副主任醫師及以上職稱），在AI人工智慧的
賦能下，通過7*24小時全天候線上諮詢，為用戶提供輔助診斷、康復指導及用藥
建議；合作線下約3,100多家醫院（包括逾1,200家三甲醫院）完成後續分診轉診、線
下首診及複診隨訪服務。

同時，平安好醫生覆蓋約2,000多家包括體檢機構、牙科診所和醫美機構在內的健
康機構以及10,000多家藥店，形成線上諮詢與線上購藥、線上諮詢與線下就醫的
服務閉環。

2015年4月，「平安好醫生」APP正式上線。2016年5月，平安好醫生完成5億美元A

輪融資；2017年12月，平安好醫生獲得孫正義旗下軟銀願景基金Pre-IPO 4億美元
投資；2018年5月4日，平安好醫生在港交所掛牌上市，股票代碼1833.HK，被稱為
全球互聯網醫療第一股。平安好醫生首次公開發行的基石投資者包括貝萊德
(Blackrock)、資本集團(Capital Group)、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加拿大退休金
計畫投資委員會(Canada Pension Plan Investment Board)、馬來西亞國家主權基金國
庫控股(Khazanah Nasional Berhad)、瑞士再保險(Swiss Re)及泰國正大集團(CP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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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

鄭和由羅先生最終控制，其投資重點之一為醫療及保健生態系統的未來科技。截
至本公告日期，據報告羅先生在平安好醫生中擁有39.43%的好倉權益。

於2018年10月24日，本公司、鄭和與羅先生訂立認購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發
行而鄭和同意認購認股權證，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18年7月27日及2018

年8月30日之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2018年10月29日之通函。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業務合作協議」 指 本公司、平安好醫生及鄭和於2018年11月8日訂立
的協議；

「本公司」 指 聯合醫務集團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法例註冊成立
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
722）；

「控股股東」 指 具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GOLD金牌培訓課程」指 本公司的全科醫學針對性學習和發展培訓計劃
General Practice Oriented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亦稱為GOLD金牌培訓課程），由參與
在香港提供本科及研究生家庭醫學培訓的醫生開發。
該課程面向在中國行醫的一線全科醫生，為他們提
供實證臨床知識以及與日常行醫相關的實用技巧；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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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羅先生」 指 羅肇華先生，平安好醫生的其中一名非執行董事及
控股股東，以及鄭和的最終控制人；

「平安好醫生」 指 平安健康醫療科技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法例註冊
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
代號：1833）；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澳
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認股權證」 指 本公司將向鄭和發行的合共110,411,000份認股權
證，可據此認購110,411,000股本公司股份；及

「鄭和」 指 鄭和醫健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根據英屬處女群島法律註冊成立的公司，由羅先生
最終控股。

承董事會命
聯合醫務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孫耀江

香港，2018年11月9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孫耀江醫生、董事總
經理兼執行董事郭卓君女士、執行董事曾安業先生、孫文堅醫生、李家聰先生及
李柏祥醫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聯偉先生（銅紫荊星章，太平紳士）、李國棟醫
生（銀紫荊星章，太平紳士）及楊榮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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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通稿
平安好醫生、聯合醫務、鄭和醫健宣佈戰略合作 打造線上線下家庭醫生服務網絡

【2018年11月9日，上海╱香港】11月9日，平安好醫生(1833.HK)、香港聯合醫務集
團（722.HK，以下簡稱「聯合醫務」）、鄭和醫健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鄭和」）宣佈
達成戰略合作。三方將充分利用各自優勢和資源，共同打造線上線下家庭醫生服
務網絡，實現「為每個家庭提供值得信賴的家庭醫生」的共同願景，該合作也將助
力政府實現發展家庭醫生服務目標。

根據戰略合作協議，平安好醫生、聯合醫務及鄭和將從提升醫療服務能力、完善
線上線下醫療服務閉環、拓展線下診所網絡、優化並改進「GOLD培訓計劃」等多
方面開展深入合作，為用戶提供更好、更個性化及高效的服務。

在提升醫療服務能力方面，聯合醫務將為平安好醫生醫療團隊提供全科醫學針對
性學習和發展培訓計劃（簡稱「GOLD培訓計劃」），進一步提高醫生的諮詢及臨床
技術，為海量用戶提供更高質量、符合國際標準的醫療健康諮詢服務；未來，將
有更多經由聯合醫務培訓並通過「GOLD培訓計劃」的醫生將能夠在平安好醫生平
台提供高效、優質的遠程醫療諮詢服務，以滿足日益增長的在線問診諮詢需求。

同時，平安好醫生、聯合醫務將通過醫療資源共享，完善線上線下醫療服務閉環。
平安好醫生是目前中國領先的一站式醫療健康生態平台，聯合醫務擁有600多間
家庭醫生╱全科醫生診所組成的網絡，雙方將聯合為用戶提供線上線下的優質醫
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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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平安好醫生的線上用戶將能夠透過聯合醫務在北京、上海及大灣區（包括
香港）的社區醫院、社區中心網絡及資源，享受到面對面的優質線下基層醫療服務；
平安好醫生全球領先的移動醫療技術也將使得聯合醫務的線下醫療中心、診所用
戶，可以通過手機進行諮詢前管理和諮詢後跟進，拓展更多新型O2O用戶。

在拓展線下診所網絡方面，平安好醫生、聯合醫療將與政府密切合作，拓展各地
優質診所，為用戶提供線上線下一體化的醫療服務。目前，大灣區等區域正以積
極、開放的態度引進新技術，提升基層衛生服務能力和水平。《廣東省促進「互聯
網+醫療健康」發展行動計劃（2018-2020年）》表示，到2020年，廣東三甲醫院全面
開展「互聯網+」醫療服務，醫療健康人工智能技術基本覆蓋縣級醫院、鄉鎮衛生
院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

最後，三方還將充分利用各自優勢，進一步優化並改進「GOLD培訓計劃」，為用
戶提供從線上到線下的全面諮詢及臨床服務。平安好醫生擁有全球領先的移動醫
療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大量在線諮詢案例及數據，聯合醫務在中國（包括香港）
擁有和管理超過600家線下診所、管理「GOLD培訓計劃」以發展更多優質家庭醫生，
鄭和在北美擁有豐富的醫療技術資源。

對於此次戰略合作，平安好醫生董事長兼CEO王濤表示：「聯合醫務在家庭醫生服
務方面具有豐富經驗，與大灣區社區醫院及診所網絡的合作令人印象深刻，鄭和
在醫療健康行業擁有豐富的經驗和龐大的全球醫療技術資源。通過此次戰略合作，
平安好醫生將進一步提升服務水平及效率、建立更龐大的線下基層門診網絡、完
善線上線下一體化服務閉環，為國內及海外消費者提供便捷、優質的醫療健康服
務。」



10

聯合醫務主席兼行政總裁孫耀江醫生表示：「目前聯合醫務正不斷順應國家積極
發展全科醫生和分級診療的政策，為公立社康全科醫生提供GOLD金牌培訓課程，
加速提升服務能力，做實家庭醫生簽約服務； 同時，聯合醫務在各地區社康中心
內開設聯合醫務工作室的基礎上，擴大服務網絡和服務範圍。本次與平安好醫生
以及鄭和的合作，三方齊頭並進、資源共享、互通有無、共同受益。平安好醫生
可以提升聯合醫務的信息技術能力，並使得聯合醫務可以採取更積極的擴張戰略，
制定企業醫療保健管理計劃以及開發創新的商業健康保險產品。而鄭和可以幫助
聯合醫務找出最切合市場的精準醫療解決方案，攜手並進，創造一個完善的醫療
生態體系。」

鄭和主席羅肇華先生表示：「我們對於這次能夠與平安好醫生和聯合醫務攜手合
作感到極為振奮。鄭和的願景是成為市場上患者與優質醫療服務供應商之間，最
終且最關鍵一步的服務連接人。鄭和既是平安好醫生的戰略股東，也可以選擇成
為聯合醫務的戰略股東，並將繼續物色不同領域的創新者，共同創建一個生態系
統。借此與客戶和患者攜手共進，找出最切合他們需要的醫療解決方案。我們將
與平安好醫生和聯合醫務密切合作，以實現這願景。我們期待為市場上的其他合
作夥伴貢獻自身的專業知識、資本和洞見。」

關於平安好醫生(1833.HK)

平安好醫生是中國領先的一站式醫療健康生態平台，致力於通過「移動醫療
+AI」，為每個家庭提供一位家庭醫生，為每個人提供一份電子健康檔案，為每個
人提供一個健康管理計劃。目前，平安好醫生已經形成家庭醫生服務、消費型醫
療、健康商城、健康管理及健康互動等重點業務板塊。

截至2018年6月末，平安好醫生註冊用戶數達2.28億，期末月活躍用戶數達4,860萬，
是國內覆蓋率第一的移動醫療應用。平安好醫生自聘了千人規模的自有醫療團隊
和4,650名外部簽約名醫（均為三甲醫院副主任醫師及以上職稱），在AI人工智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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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能下，通過7*24小時全天候在線諮詢，為用戶提供輔助診斷、康復指導及用藥
建議；合作線下約3,100多家醫院（包括逾1,200家三甲醫院）完成後續分診轉診、線
下首診及複診隨訪服務。同時，平安好醫生覆蓋約2,000多家包括體檢機構、牙科
診所和醫美機構在內的健康機構以及10,000多家藥店，形成線上諮詢與線上購藥、
線上諮詢與線下就醫的服務閉環。

2015年4月，「平安好醫生」APP正式上線。2016年5月，平安好醫生完成5億美元A

輪融資；2017年12月，平安好醫生獲得孫正義旗下軟銀願景基金Pre-IPO 4億美元
投資；2018年5月4日，平安好醫生在港交所掛牌上市，股票代碼1833.HK，被稱為
全球互聯網醫療第一股。平安好醫生首次公開發行的基石投資者包括貝萊德
(Blackrock)、資本集團(Capital Group)、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加拿大退休金
計劃投資委員會(Canada Pension Plan Investment Board)、馬來西亞國家主權基金國
庫控股(Khazanah Nasional Berhad)、瑞士再保險(Swiss Re)及泰國正大集團(CP 

Group)。

關於聯合醫務(722.HK)

聯合醫務恪守以人為本的宗旨，提供優質醫療保健服務。聯合醫務於1990年由一
群充滿熱誠和抱負的跨學科醫生和醫療保健專業人員創立，以提供專業醫療保健
服務為己任。

聯合醫務為香港、澳門和大中華地區的3,000多家企業、機構及保險公司提供度身
訂造的企業醫療保健解決方案。憑借超過28年的豐富專業經驗，聯合醫務透過旗
下600多個位於香港、澳門、珠海、北京、上海、廣州及深圳的自設及網絡醫務中
心及診所，為客戶提供多元化優質醫療保健服務。聯合醫務管理超過10,000個醫
療保健計劃，每年為1.5百萬的就診人次提供服務。

聯合醫務亦通過自營、管理和投資的基層醫療診所的組合，迅速擴大其在中國的
診所網絡。聯合醫務受益於各項大灣區政府政策，並正在向中國社區健康中心的
家庭醫生輸出其全科醫生培訓課程，讓有關家庭醫生能夠提供更優秀服務，並可
為聯合醫務不斷壯大的企業成員及其商業健康保險合作夥伴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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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鄭和醫健

鄭和醫健投資重點之一為醫療及保健生態系統的未來科技，攜手市場上不同領域
的創新者，為患者提供優質的醫療服務。鄭和醫健在醫療服務業擁有豐富的經驗、
龐大的人際網絡及國際聯繫，包括著名的海外醫學院以及香港及國際醫療顧問組織。

如需查詢，請聯絡：

iPR奧美公關

劉麗恩╱徐詠妍╱林諾沂

電話：(852) 2136 6952/2136 8059/3920 7648

電郵：callis.lau@iprogilvy.com / maggie.chui@iprogilvy.com / nicole.lam@iprogilv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