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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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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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IMOB INC. 

微盟集團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13） 

須予披露交易 

建议收購及認購目標公司 63.83%股本權益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20 年 2 月 19 日，微盟餐林（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與

（其中包括）賣方及目標公司訂立該協議，據此，微盟餐林有條件地同意向賣方購買

出售股份，並有條件地同意認購目標公司向其發行的新增股份，應付代價共計人民幣

114,885,869 元現金。 

於本次交易完成後，目標公司將成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本公司將透過微盟餐林擁有

目標公司之 63.83%股權，而目標公司之財務業務將會併入本集團之財務報表。 

通過本次交易，本集團可充分發掘自身營銷體系優勢，不僅能為現有中長尾客戶提供

一站式智慧餐飲解決方案，更能彌補本集團在服務中大型餐飲客戶方面的短板，逐漸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20 年 2 月 19 日，微盟餐林（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與（其中包括）賣方及目標公司訂立該協議，據此，微盟餐林有條件地同意向賣方

購買出售股份，並有條件地同意認購目標公司向其發行的新增股份，應付代價共計

人民幣 114,885,869 元現金。 

於本次交易完成後，目標公司將成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本公司將透過微盟餐林擁

有目標公司之 63.83%股權，而目標公司之財務業務將會併入本集團之財務報表。 

本次交易完成後，本公司將順應餐飲 SaaS 領域的一體化趨勢，目標打造出集會

員、收銀、外賣、點餐、預訂、供應鏈管理于一體的一站式智慧餐飲解決方案，並

能夠根據客戶的差異化需求匹配對應的銷售團隊及產品組合。 

本集團餐飲板塊將持續立足於去中心化生態，為對該生態有偏好的餐飲企業提供一

站式智慧餐飲解決方案。本集團將依托微信的去中心化和私域流量特性，與中心化

流量平台的生態閉環形成差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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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以顧問團隊主打頭部餐飲客戶、直銷團隊主打腰部餐飲客戶及渠道銷售主打尾部

餐飲客戶的全階梯銷售模式。本次交易完成後，本集團將完善智慧餐飲產品鏈，提供

從會員、收銀、外賣、點餐、預訂、供應鏈管理的全場景解決方案。 

本集團餐飲板塊將持續立足於去中心化生態，為對該生態有偏好的餐飲企業提供一站

式智慧餐飲解決方案。本集團將依托微信的去中心化和私域流量特性，與中心化流量

平台的生態閉環形成差異化。 

本次交易完成後，本集團將堅持去中心化模式的戰略方向，在餐飲垂直領域以一體化

的 SaaS 解決方案及深度運營為切入點，賦能商家，未來進一步拓展去中心化生態圈賦

能，助力餐飲商戶數字化升級，全面提升商業及營銷效率。 

一、該協議之主要條款 

該協議之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一） 日期 

2020 年 2 月 19 日 

（二） 訂約方 

1. 賣方（作為賣方） 

2. 微盟餐林（作為買方） 

3. 目標公司 

4. 目標公司管理團隊 

5. 上海雲鑫 

6. 目標公司其他股東 

7. 口碑 

經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於本公告日期，任一賣方、目标公司

管理團隊、上海雲鑫、目標公司其他股東、口碑及其各自最終實益擁有人（如适用）

均為本公司的獨立第三方。 

（三） 標的事項 

根據該協議，賣方有條件地同意出售及微盟餐林有條件地同意購買出售股份，目標公

司有條件地同意向微盟餐林發行新增股份及微盟餐林有條件地同意認購新增股份。 

（四） 代價及代價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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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應付代價共計人民幣 114,885,869 元現金，其中購買出售股份的代價為人民幣

34,885,869 元，認購新增股份的代價為人民幣 80,000,000 元。 

本次交易應付代價乃經該協議訂約方在考慮了本次交易的結構以及為該協議訂約方帶

來的協同作用後，經公平磋商確定。 

（五） 支付條款 

本次交易代價將由本集團內部資源提供資金。 

目標公司就本次交易完成工商變更登記後 10 個工作日內，微盟餐林應向各賣方支付購

買出售股份的代價，但前提是（1）交割的先決條件仍舊滿足，且（2）該賣方已至少

提前三日書面通知微盟餐林其用於收取其所對應份額出售股份代價的銀行帳戶。 

 

認購新增股份的代價將由微盟餐林分三期向目標公司支付： 

1. 第一筆認購價：人民幣 3,000 萬元，應在以下兩者孰晚的時間支付：(i)該協議

簽署之後 20 個工作日內，或(ii)交割的先決條件全部滿足且收到目標公司發出

的第一筆付款通知之後 3 個工作日內； 

 

2. 第二筆認購價：人民幣 2,500 萬元，應在兩者孰晚的時間支付：(i)標的公司就

本次交易完成工商變更登記後 20 個工作日內，或(ii)交割的先決條件全部滿足

且該協議規定的第二筆認購價支付先決條件全部滿足且收到目標公司發出的第

二筆付款通知之後 3 個工作日內；及 

 

3. 第三筆認購價：人民幣 2,500 萬元，應在交割的先決條件全部滿足且該協議規

定的第三筆認購價支付條件全部滿足且收到目標公司發出的第三筆付款通知之

日起 20 個工作日內支付。 

（六） 完成之先決條件 

1. 重要的交割之先決條件： 

除非微盟餐林作出書面豁免，微盟餐林履行支付購買出售股份的代價及任何一筆認購

新增股份的代價的義務均應以交割之先決條件已全部得到滿足為前提。目標公司應向

微盟餐林提供各項先決條件滿足的證明文件。交割之先決條件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 

(1) 目標公司已獲得並持有其業務經營所需的各項政府執照、批准、許可、豁免、

同意、授權、登記或備案，並且所有的該等業務許可都是有效存續的； 

 

(2) 目標公司集團公司作出有關同意簽署交易文件和批准本次交易的股東大會決議

及董事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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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目標公司已經獲得所有簽署並履行交易文件及本次交易的第三方許可（包括任

何必要的政府監管部門的批准和同意），且簽署及履行交易文件不會導致目標

公司違反任何適用中國法律； 

 

(4) 該協議各訂約方順利完成各交易文件的簽署，包括該協議、目标公司股東協定、

目标公司章程以及為完成本次交易需要或應微盟餐林要求簽署的其他附屬協議、

決議及其他文件（包括但不限於本次交易相關的全部工商備案材料）； 

 

(5) 從該協議簽署之日（包括簽署日）至交割日，白昱、郝文和西藏雅雲、卖方和

目標公司在該協議中所作的陳述、保證持續保持是完全真實、完整、準確的，

並且履行了交易文件規定的應於交割日或之前履行的承諾事項，沒有任何違反

交易文件約定的行為；及 

 

(6) 微盟餐林已取得其董事會對於本次交易的批准。 

2. 重要的第二筆認購價支付先決條件： 

(1) 目標公司就本次交易相關的增資、股份轉讓及董事/監事變動妥善完成包括工商

變更登記在內的所有法定程序且目標公司依法取得市場監督管理部門頒發的新

營業執照；及 

 

(2) 目標公司與無錫道蒞、無錫雅舍及其他相關方已就目標公司受讓無錫道蒞、無

錫雅舍原有股東持有的所有無錫道蒞及無錫雅舍股權事宜簽署了形式及內容均

令微盟餐林滿意的股權轉讓協議及章程；此外，無錫雅舍及無錫道蒞已就前述

事項妥善完成包括工商變更登記在內的所有法定程序，且無錫雅舍、無錫道蒞

依法取得市場監督管理部門頒發的新營業執照。 

 

3. 重要的第三筆認購價支付先決條件： 

(1) 目標公司已按照令微盟餐林滿意的方式清理並支付完畢目標公司的特定現有債

務。 

 

（七） 完成 

微盟餐林按照本協議規定實際支付第一筆認購價之日為完成日。緊隨完成後，本公司

將透過微盟餐林擁有目標公司之 63.83%股權。 

（八） 完成後事項  

1. 本次交易完成工商變更登記 20 個工作日內，目標公司應設立有限合夥企業作為

員工持股平臺（“雅座持股平臺”），屆時所有股東需簽署股份轉讓協定，根據

各自相對持股比例分別以人民幣 1 元的對價向雅座持股平臺合計轉讓公司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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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雅座持股平臺設立之后，本公司將透過微盟餐林擁有目標公司之

54.25%股權。雅座持股平台用以於未來数年對滿足考核指标的无锡雅座核心管

理人员按照年度進行激勵，激励股份总计不超过上述 15%股份。 

二、有關目標公司之資料 

（一） 目標公司之經營範圍 

目標公司為一間於 2011 年在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聚焦餐飲領

域的一體化解決方案提供商。 

目標公司主要從事：(i)為 KA 連鎖餐飲企業提供中台的會員管理軟件及配套的

會員運營顧問式專業服務；(ii)為餐飲商戶提供包括智慧收銀機、智慧點單機、

智能掃碼槍等在內的前台收銀軟硬體系統；及(iii)為餐飲企業提供後台的供應鏈

管理解決方案。目標公司為餐飲企業及其線下門店提供集前台的收銀、中台的

會員管理及後台的供應鏈管理為一體的新餐飲智慧解決方案，覆蓋從會員管理、

預訂、掃碼點餐、排隊預訂、前台收銀、供應鏈管理到 KDS 後廚管理及數據分

析等全應用場景，旨在幫助餐飲企業通過專業的數字化運營方式提升收入、降

低經營成本。 

（二） 完成前標的公司之股權結構 

根據該協議，本次交易交割日之前，口碑（截至本公告日期目标公司现有股东

之一）應向目標公司實繳其認購的目標公司股份對應的註冊資本人民幣

2,625,000 元，並應與相關受讓方另行簽署股份轉讓協定，由口碑將其所持全部

目標公司股份分別轉讓給目标公司部分現有股東，具體受讓方及對價以另行簽

署的股份轉讓協定為准。 

上述股權轉讓完成後，本次交易完成前，目標公司的股權結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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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除非另有說明，上表所載一家公司於另一家公司的持股為 100%。 

（2） 本次交易完成前，目標公司概不持有無錫雅舍及無錫道蒞任何股權。本次交易中，擬由目標公

司全資收購無錫雅舍及無錫道蒞。於本公告日期，無錫雅舍由兩位自然人股東李舒和王永卓分

別持有 90%和 10%的股權比例，該兩位自然人股東為本公司的獨立第三方；無錫道蒞由三位自

然人股東陳玉高、黃曉明和馬傳扣分別持有 63%、23%和 14%的股權比例，該三位自然人股東

為本公司的獨立第三方。無錫雅舍主要从事為餐飲商戶提供包括智慧收銀機、智慧點單機、智

能點單機、智能掃碼槍等在內的前台收銀軟硬體系統。無錫道蒞主要从事為餐飲企業提供後台

的供應鏈管理解決方案。 

（3） 上海雲鑫為螞蟻金服的全資附屬公司。 

（4） 目標公司管理團隊為于本公告日期目標公司的部分股東，包括西藏雅雲、西藏雅月、西藏雅眾、

白昱及郝文。 

（三） 完成後標的公司之股權結構 

目標公司於完成后的股權結構預期如下： 

 

  

附注： 

（1） 除非另有說明，上表所載一家公司於另一家公司的持股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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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目標公司之主要經營資料 

下表載列目標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主要經營數據：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未經審核） 

累計註冊商戶數量 9,115 

期初付費商戶數量 1,601 

新增付費商戶數量 214 

當期流失商戶數量 190 

期末留存付費商戶數量 1,625 

流失率 11.90% 

每用戶平均收益（人民幣元） 18,355 

門店數量 5,944 

會員數量 71,003,623 

成交總額(GMV)（人民幣元） 15,521,631,458 

 

（五） 目標公司、無錫雅舍和無錫道蒞之財務資料 

下表載列目標公司、無錫雅舍和無錫道蒞所示年度的收入： 

  截至 12 月 31 日止年度 

  2019 

  （未經審核）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目標公司 31.94 

無錫雅舍 3.75 

無錫道蒞 0.28 

  

附註： 

（1） 無錫雅舍和無錫道蒞均於 2019 年 7 月成立。 

 

下表載列目標公司、無錫雅舍和無錫道蒞所示年度的账面价值： 

  於 12 月 31 日 

  2019 

  （未經審核）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目標公司 7.31 

無錫雅舍 0.54 

無錫道蒞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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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無錫雅舍和無錫道蒞均於 2019 年 7 月成立。 

 

下表載列目標公司、無錫雅舍和無錫道蒞所示期間的應佔純利潤： 

 截止 12月 31日止年度 

 2018 2019 

 （未經審核）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目標公司   

除稅前（虧損）/利潤 （78.61） （23.60） 

除稅後（虧損）/利潤 （78.61） （23.60） 

無錫雅舍   

除稅前（虧損）/利潤 N/A （8.27） 

除稅後（虧損）/利潤 N/A （8.27） 

無錫道蒞   

除稅前（虧損）/利潤 N/A （6.23） 

除稅後（虧損）/利潤 N/A （6.23） 

  

附註： 

（1） 無錫雅舍和無錫道蒞均於 2019 年 7 月成立。 

三、訂立該協議對本集團之財務影響 

於完成之前，本公司概無持有目標公司之任何權益。於完成之後，目標公司將成為本

公司之附屬公司，本公司將透過微盟餐林擁有目標公司之 63.83%股權，而目標公司之

財務業務將會併入本集團之財務報表。 

四、有關該協議之主要訂約方之資料 

本集團及微盟餐林 

本集團是中國領先的中小企業雲端商業及營銷解決方案提供商，亦為中國領先的騰訊

社交網絡服務平台中小企業精準營銷服務提供商。透過我們的 SaaS 產品，我們提供多

種針對於垂直行業的智慧商業解決方案且我們的精準營銷服務可使企業面向中國領先

數字內容平台上的特定受眾進行推廣。 

微盟餐林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其主要以公眾號和小程序為載體，為商家提

供會員管理、會員營銷、點餐、外賣等一體化智慧餐廳解決方案。 

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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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啟迪： 

北京啟迪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創業投資業務，其最终实益拥

有人为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北京賽富： 

北京賽富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從事投資管理業務，其执行事务合

伙人为天津赛富盛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三名自然人股东： 

羅茁、徐憶梅及趙世見，為公司的獨立第三方。 

目標公司管理團隊 

于本公告日期目標公司的部分股東，包括西藏雅雲、西藏雅月、西藏雅眾、白昱及郝

文，乃目標公司管理團隊持股平台及部分管理團隊人員。 

上海雲鑫 

上海云鑫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創業投資業務。上海雲鑫為螞

蟻金服的全資附屬公司。 

目標公司其他股東 

邓超和李栋為公司的獨立第三方。廣東啟程和江蘇啟迪主要業務範圍為創業投資和投

資諮詢。廣東啟程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广州启诚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江蘇啟迪的

最终实益拥有人是宜兴市官林镇人民政府。 

口碑 

口碑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軟件開發業務。為 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阿里巴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一家聯交所主板上市公司，股份代碼

9988）的合併範圍內的子公司。 

五、訂立該協議及進行本次交易的理由及裨益  

本集团主要於中國從事 SaaS 及精準營銷服務，包括向企業提供多種針對於垂直行業的

智慧商業解決方案以及通過騰訊等社交媒體平台提供精準營銷服務面向特定受眾進行

推廣。 

本次交易完成後，本集團將完善智慧餐飲產品鏈，提供從會員、收銀、外賣、點餐、

預訂、供應鏈管理的全場景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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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餐飲板塊將持續立足於去中心化生態，為對該生態有偏好的餐飲企業提供一站

式智慧餐飲解決方案。本集團將依托微信的去中心化和私域流量特性，與中心化流量

平台的生態閉環形成差異化。 

（一）餐飲市場規模巨大，行业痛点明显 

根據國家統計局 2018 年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的資料，2018 年餐飲零售總額達到 4.27 萬

億元，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例最高；餐飲行业的零售總額規模以每年 8%-15%

的增速逐年增長；另外，餐飲行業的企業規模（門店數量）超過 600 萬家，是線下企

業規模最大的品類。 

  

2018年各細分品類零售額及佔比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2012-2018 年中國餐飲收入規模（萬億元）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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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5 年 SaaS 興起至今，餐飲行业的信息化程度已經得到了大幅提升，SaaS 模式在

餐飲行业的應用也基本度過市場教育階段，為本集團佈局一站式智慧餐飲解決方案鋪

平了道路；與此同時，餐飲行業的商戶更新換代快，餐飲 SaaS 服務商一直存在市場切

入機會。 

本集團在為客戶提供智慧餐飲解決方案的過程中，了解到餐飲行業存在以下痛點： 

1. 餐飲行業的流量被中心化流量平台掌控，商家在承擔高昂佣金抽成等費用的同

時流量紅利逐漸消失； 

 

2. 餐飲行業存在會員、收銀、外賣、點餐、預訂、供應鏈等多個場景，目前餐飲

服務商的解決方案多聚焦於單一場景，各場景由於服務商的不同導致互相割裂，

使得企業整體效率並未得到理想的提升；及 

 

3. 隨著餐飲行業信息化程度的不斷提高，餐飲企業特別是大中型連鎖餐飲企業不

滿足於純軟件系統的功能，對於精細化、專業化的增值服務需求不斷增強，但

行業內缺乏能夠提供深度運營的獨立第三方服務商。 

（二）餐飲行业 SaaS 服務商的竞争格局 

餐飲行業 SaaS服務商的主要競爭格局如下： 

 

 

餐飲行業 SaaS服務商競爭格局（本集團自行整理） 

目前餐飲行业 SaaS 的市場競爭格局，呈現出兩個主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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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心化流量平台通過前端導流、中端 SaaS 解決方案、後端供應鏈及金融等生態

賦能，形成完整的生態閉環，提供全链路的数字化升级，提升餐飲行業效率的同時，

實現中心化流量平台對餐飲企業的掌控和統治，最大化自身的生態價值。 

其次，本集團認為，中大型餐飲連鎖企業在前端不完全依賴於中心化流量平台、有自

身成熟的供應鏈、金融服務，且具有支付能力強、需求層次豐富（不滿足於單純的工

具類應用）的特點，更需要獨立、專業的 SaaS 服務商提供更適合去中心化模式下的，

一站式智慧餐飲解決方案及深度運營服務。 

（三）本集團在垂直服務領域的策略和布局 

借鑒美國標杆性 SaaS 企業通過外延式並購發展壯大的經驗，本集團的長期價值創造策

略也將通過尋求戰略合作或整合並購的方式來實現持续增長。本集團已投資了零售行

业的會員管理解決方案提供商達摩網絡，通過將本集團線上微商城解決方案與被投資

方的會員管理解決方案深度融合、交叉銷售，不僅增強了本集團在相關垂直領域的服

務深度及專業化程度，也使得本集團從線上領域拓展到了線下，進而擴大了客戶服務

規模；本集團亦與餐飲行業的外賣代運營服務提供者商有網絡建立深度合作關係，形

成“代運營+雲小店+雲管家+商學院”的立體式戰略佈局，從“產品-服務-賦能”全方

位服務餐飲品牌，在到家、到店、途中、外帶 4 個場景中，提供“全域會員+私域流量”

的一體化解決方案；另外，本集團在酒店及目的地旅遊行業亦有相關佈局。 

時至今日，本集團已為商業端商戶提供商業雲（涵蓋智慧餐飲、智慧零售、智慧酒店

等垂直解決方案）、营销雲、銷售雲等 SaaS 業務服務以及精准營銷的全面服務。 

 

本集團投資並購佈局（本集團自行整理） 

（四）本次交易完成後，本集團在餐飲領域的能力及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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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完成後，本集團預期在豐富產品線和突破銷售能力界限方面取得長足發展： 

1. 本集團在餐飲領域主要提供基於會員管理為核心的 SaaS 服務，交易完成後，本

集團將獲得收銀、供應鏈管理方面的能力，可以為餐飲商戶提供前、中、後端

於一體的智慧餐飲解決方案；及 

 

2. 通過本次交易，本集團可充分發掘自身營銷體系優勢，不僅能為現有中長尾客

戶提供一站式智慧餐飲解決方案，更能彌補本集團在服務中大型餐飲客戶方面

的短板，逐漸形成以顧問團隊主打頭部餐飲客戶、直銷團隊主打腰部餐飲客戶

及渠道銷售主打尾部餐飲客戶的全階梯銷售模式。 

本次交易完成後，本集團在餐飲企業會員管理及营销領域繼續保持領先地位；本集團

亦順應餐飲 SaaS 領域的一體化趨勢，打造出集會員、收銀、外賣、點餐、預訂、供應

鏈管理的一站式智慧餐飲解決方案，並能夠根據餐饮客戶差異化的需求匹配對應的銷

售團隊以及產品組合，從而提升自身核心競爭力，最終更好地解決餐飲行業痛點： 

1. 依托本集團在微信生態圈的專業能力，通過向目標公司客戶群交叉銷售本集團

的智慧餐飲解決方案，幫助其設立專屬微信小程序，搭建私域流量池，在線上

獲客的同時對線下流量進行數字化升級，然後通過精準觸達、社交裂變等方式

助力餐飲商家把握移動社交流量紅利，提高流量多次變現能力； 

 

2. 本集團將結合目標公司的一體化服務能力，把餐飲板塊打造成集移動端微信小

程序商城、會員管理系統、POS 收銀系統、供應鏈系統為一體的整體解決方案

提供商，滿足客戶的一站式功能需求；及 

 

3. 本集團可以借助目標公司在餐飲領域的服務經驗，結合本集團豐富的營銷工具，

為客戶提供會員運營、商城運營、成本顧問、大數據分析等一系列的深度運營

服務，進一步提高商戶運營效率，同時增強本集團客戶粘性，實現差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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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完成後本集團在餐飲領域的能力版圖（本集團自行整理） 

本集團相信，在中心化流量平台之外，仍然存在著巨大的去中心化和私域流量運營的

業務發展空間。本次交易完成後，本集團將堅持去中心化模式的戰略方向，在餐飲垂

直領域以一體化的 SaaS 解決方案及深度運營為切入點，賦能商家，未來進一步拓展去

中心化生態圈賦能，助力餐飲商戶數字化升級，全面提升商業及營銷效率。 

本集團在餐飲領域的長期策略（本集團自行整理） 

六、香港上市規則項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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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次交易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5%但低於 25%，故本次交易構成上市規則第

14章項下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因此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 章項下的申報及公告

規定。 

七、董事會意見 

概無本公司董事於本次交易中擁有任何重大權益而須就有關本公司本次交易的董事會

決議案迴避表決。 

經作出合理審慎查詢後，本公司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該協議乃訂約方經

公平磋商後，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其條款及條件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

的整體利益。 

 

本次交易之完成須待該協議所載先決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概不保證完成將落實或

其可能落實之時間。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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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啟迪」 指 北京啟迪明德創業投資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

限責任公司 

「北京賽富」 指 北京賽富祥睿投資中心（有限合夥），一間於中國成立

的有限合夥企業 

「本公司」 指 Weimob Inc.，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

股份於聯交所主機板上市（股份代號：2013）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就本公告而言，除文意另有所指

外，不包括香港、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本次交易」 指 根據該協議，賣方有條件地同意出售及微盟餐林有條件

地同意購買出售股份，目標公司有條件地同意向微盟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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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發行新增股份及微盟餐林有條件地同意認購新增股份 

「條件」 指 本公告「該協議之主要條款」一節「完成之先決條件」

各段所載之完成之先決條件 

「該協議」 指 微盟餐林、賣方、目標公司管理團隊、上海云鑫、目標

公司其他股東、口碑及目標公司就本次交易訂立的日期

為 2020 年 2 月 19 日的增資及股權轉讓協議 

「微盟餐林」 指 上海微盟餐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

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達摩網絡」 指 浙江達摩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

任公司 

「商有網絡」 指 上海商有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

任公司 

「賣方」 指 北京啟迪、北京賽富以及三名自然人股东（羅茁、徐憶

梅及趙世見） 

「完成」 指 根據該協定條款完成本次交易 

「交割日」 指 微盟餐林實際支付第一筆認購價之日为交割日 

「工作日」 指 中國的銀行開放營業之日子（星期六、星期日、公眾假

期除外） 

「獨立第三方」 指 並非本公司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的任何實體或

個人 

「螞蟻金服」 指 浙江螞蟻小微金融服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

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互聯網信息服務和金融

信息技術服務業務 

「管理团队」 指 于本公告日期目標公司的部分股東，包括西藏雅雲、西

藏雅月、西藏雅眾、白昱及郝文 

「其他股東」 指 于本公告日期目標公司的部分股東，包括廣東啟程、江

蘇啟迪、鄧超及李棟 

「西藏雅雲」 指 西藏雅雲投資控股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一間於中國

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 

「西藏雅月」 指 西藏雅月投資控股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一間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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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 

「西藏雅眾」 指 西藏雅眾投資控股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一間於中國

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 

「廣東啟程」 指 廣東啟程青年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一間於

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 

「江蘇啟迪」 指 江蘇啟迪創業投資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

任公司 

「出售股份」 指 賣方有條件地同意出售及微盟餐林有條件地同意購買的

賣方在目標公司所持有的共計 15,567,819 股股份，佔本

次交易完成前目標公司全部股份的 34.89% 

「新增股份」 指 目標公司有條件地同意向微盟餐林發行及微盟餐林有條

件地同意認購的目標公司共計 35,700,000 股股份 

「上海雲鑫」 指 上海雲鑫創業投資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

任公司，為螞蟻金服的全資附屬公司  

「口碑」 指 口碑（上海）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

限責任公司，為 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阿里巴

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一家聯交所主板上市公司，股份

代碼 9988）的合併範圍內的子公司 

「目標公司」 指 無錫雅座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股

份有限公司 

「目標公司集團公

司」 

指 目標公司及目標公司直接或间接拥有的任何子公司及分

公司，以及与目標公司集团公司主营业务相关且与目標

公司处于同一控制下的公司（包括但不限于北京雅座、

无锡雅座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无锡雅舍

及无锡道莅）的统称。 

「交易文件」 指 該協議、目标公司股東協定、目标公司章程以及為完成

本次交易需要或應微盟餐林要求簽署的其他附屬協議、

決議及其他文件 

「北京雅座」 指 雅座在線（北京）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

的有限責任公司 

「無錫雅舍」 指 無錫雅舍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一間於 2019 年 7 月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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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無錫道蒞」 指 無錫道蒞科技有限公司，一間於 2019 年 7 月在中國成

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Weimob Inc. 

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孫濤勇 

 

 

中國上海，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孫濤勇先生、方桐舒先生、游鳳椿先生及黃駿偉

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孫明春先生、李緒富先生及唐偉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