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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出 MINDAGE ©心理老化時鐘
深度青春有限公司科學諮詢委員會委任重要成員

及
可能根據一般授權發行股份

本公司欣然宣佈，其全資附屬公司深度青春於今天（交易時段後）推出
MindAge©心理老化時鐘，並與公認為長壽生物科技及長壽醫學範疇的領袖人
物Verdin博士及Gladyshev博士簽立兩份顧問協議，內容有關向深度青春提
供科學及商業顧問服務。兩位顧問乃深度青春科學諮詢委員會的寶貴成員，
董事會期待彼等對本集團作出預期的貢獻，使深度青春業務得以發展。

除非另有協定，否則兩位顧問均不會就根據顧問協議在整個服務年期提供的
服務收取任何現金報酬（開支除外），惟Verdin博士及Gladyshev博士將分別
收取 1,670,000股及 1,110,000股顧問股份作為獎勵，而有關股份將受限於若
干歸屬條件。發行及配發顧問股份須受於一般授權及本公司日後於相關時間
的一般授權項下有足夠配額所限，因此預期在正常情況下於歸屬的年度毋須
經股東批准。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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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康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董事（「董
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其全資附屬公司深度青春有限公司（「深度青春」）
於今天（交易時段後）推出MindAge©心理老化時鐘，並與公認為長壽生物科技
及長壽醫學範疇的領袖人物Eric Verdin博士，MD（「Verdin博士」）及Vadim 
N. Gladyshev博士，PhD（「Gladyshev博士」，連同Verdin博士，統稱為「顧
問」，各自為一名「顧問」）簽立兩份顧問協議（「顧問協議」），內容有關向深度青
春提供科學及商業顧問服務。

MindAge©心理老化時鐘

誠如本公司過去於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九月二日的公佈、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一
月十八日的通函及本公司二零二零年年報所披露，深度青春正開發多項老化生
物指標，以維持身體健康、重返年輕以及改善心理健康及質素。就此而言，本
公司欣然匯報，深度青春於今天（交易時段後）宣佈推出MindAge©心理老化時
鐘，並成立科學諮詢委員會（「科學諮詢委員會」）。

MindAge©測試現時可於深度青春網站 https://www.deeplongevity.com及
透過於蘋果公司應用商店下載的Young.AI iPhone流動應用程式進行。
有關測試以近期所發表題為「PsychoAge and SubjAge: Development of 
Deep Biomarkers of Psychological and Subjective Age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心理年齡與主觀年齡：利用人工智能開發心理和主觀年齡的深層
生物指標）的論文為基礎。

新推出以問卷調查為本的MindAge©測試可於https://www.young.ai/mind-age
及透過Young.AI iPhone流動應用程式進行。

訂立顧問協議及發行顧問股份的理由

誠如本公司過去於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九月二日的公佈、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一
月十八日的通函及本公司二零二零年年報所披露，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四日
收購Deep Longevity, Inc後，本集團已收購其開發中的可解釋及容易使用之人
工智能系統，以追蹤分子、細胞、組織、器官、系統、生理及心理水平的老化
率。其亦著手為長壽醫學之新興領域開發系統，讓醫生得以針對減慢或逆轉老

https://www.deeplongevity.com
https://www.young.ai/mind-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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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過程之應對措施作出更理想決策。深度青春在對抗衰老及長壽醫藥方面的工
作乃為加深對身體健康、重返年輕以及改善心理健康及質素的了解並改善有關
方面而進行。

兩位顧問獲委聘的其中一部分為尋求進一步了解對抗衰老及長壽的範疇。
Verdin博士為美國（「美國」） Buck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Aging的行政總裁
（「行政總裁」），而Gladyshev博士為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就此而言，兩位顧問將會加入深度青春成立的科學諮詢委員會，並向深度青春
提供科學及商業顧問服務。

科學諮詢委員會包括部分最出眾及可信的研究人員及醫生，彼等從事長壽生物
科技及長壽醫學的新興範疇，委員會包括以下人士：

‧ Verdin博士，Buck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Aging行政總裁
‧ Daniel Kraft，MD，曾於史丹福及哈佛受訓的醫生兼科學家、Exponential 

Medicine的創辦人及Xprize Pandemic Alliance Task Force主席
‧ Morten Scheibye-Knudsen，MD，PhD，哥本哈根大學老化生物學實驗室 

主管兼教授
‧ Gladyshev博士，哈佛大學教授
‧ Wei-Wu He，PhD，Human Longevity, Inc主席

科學諮詢委員會主席為深度青春的長壽醫學總監Alex Zhavoronkov，PhD
（「Zhavoronkov博士」），彼亦為 Insilico Medicine IP Limited創辦人兼行政總
裁以及Buck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Aging客席教授。

科學諮詢委員會將協助指示及審核本集團於開發及應用人類老化深層生物指標
方面的工作。鑒於顧問經驗豐富且資歷廣獲認可，連同科學諮詢委員會內屬於
有關範疇的其他成員於科學諮詢委員會的貢獻對本集團而言極為寶貴，而彼等
所提供服務符合過往所作披露以及本集團的業務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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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顧問乃深度青春科學諮詢委員會的寶貴成員，董事會期待彼等對本集團作
出預期的貢獻，使深度青春業務得以發展。

科學諮詢委員會其他成員概無獲得任何股份以作彼等於科學諮詢委員會提供服
務的報酬，因此，毋須就此作出披露。

顧問協議包括有關年期、終止、資料保護、保密及保障屬於深度青春的知識產
權及其他財產的慣常條款及條件。

壽康集團有限公司主席兼 London Longevity Week及The Longevity Forum
創辦人 James Mellon表示：「深度青春的科學顧問包括部分最具影響力的科學
家、醫生，以及長壽方面的最知名專家。在彼等的帶領和指導下，深度青春將
繼續開發及商業化應用生物及心理老化時鐘，並參與全球學術及醫療機構以至
保險公司的研究。」

Zhavoronkov博士表示：「健康長壽乃我們一生最重要資產，深度青春致力於各
個層面由生理到心理量度老化。對於深度青春能夠涉足心理老化的範疇，本人
感到非常高興，因為這可以影響我們的生理及心理健康及福祉，亦是其中一個
我們能夠控制及介入的範疇。」

根據一般授權可能發行顧問股份以作服務報酬

除非另有協定，否則兩位顧問均不會就根據顧問協議在整個服務年期提
供的服務收取任何現金報酬（開支除外），惟Verdin博士及Gladyshev
博 士 將 分 別 收 取 1,670,000股 及 1,110,000股 本 公 司 將 予 發 行 每 股 面
值 0.01美元的普通股（「顧問股份」）作為獎勵，而有關股份將受限於若
干歸屬條件。倘顧問繼續根據相關顧問協議向本公司提供服務，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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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1/3)的顧問股份將於授出日期（即相關顧問協議日期）的第一個、
第二個及第三個週年日歸屬及可予發行。倘若因任何原因，在可能向
顧問發行的顧問股份任何歸屬條件獲達成之前，顧問終止其任何服務 
及╱或相關顧問協議終止，先前授出的未歸屬顧問股份將告失效，任何未歸屬
顧問股份將不會發行或不會維持向顧問可予發行，而顧問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
申索或已無權獲得該等顧問股份。

上述歸屬條件獲達成後，本公司將配發及發行相關顧問股份，並在合理時間內
交付相關顧問股份的股票予顧問，其後顧問可於認為適當的時候出售彼等已妥
為歸屬的顧問股份，惟在任何時間均須受本公司有關股份買賣的內部政策及程
序所限。

顧問已各自以個人身份訂立相關顧問協議，並將於顧問股份發行後為相關顧問
股份的最終實益擁有人。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兩
位顧問均為獨立第三方，且並非本集團的關連人士。

顧問股份的價格

顧問股份數量乃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所報本公司股份（「股
份」）今天收市價每股 0.166港元釐定。因此，全部顧問股份的價值為 461,000
港元（或約 59,000美元），相當於Verdin博士及Gladyshev博士將分別收取
277,000港元（或約36,000美元）及184,000港元（或約24,000美元）的總額。除
開支及另有協定者外，假設股份悉數歸屬，此乃顧問將就彼等各自的顧問協議
所訂服務年期收取的唯一報酬。

經採納今天的股份收市價，顧問股份價格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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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顧問協議日期前最後交易日於聯交所日報表上所報的收市價每股 0.168
港元折讓約1.19%；及

(ii) 緊接顧問協議日期前連續五個交易日於聯交所日報表上所報的收市價每
股 0.171港元折讓約2.92%。

經計及今天股份的收市價及考慮到顧問股份的三年歸屬時間表，顧問股份相當
於分別向Verdin博士及Gladyshev博士就其各自初步三年服務支付的年度報酬
約 92,000港元（或約12,000美元）及61,000港元（或約8,000美元）。有關報酬
與美國科學顧問的平均年度報酬（介乎每年25,080美元（或約196,000港元）至
160,000美元（或約 1,248,000港元），報酬中位數為 45,300美元（或約 353,000
港元））相比明顯有利。此外，美國中間60%科學顧問的收入介乎每年 45,300美
元（或約353,000港元）至80,000美元（或約624,000港元），而頂層80%科學顧
問的收入為每年160,000美元（或約1,248,000港元）。以此為基礎，董事認為
向顧問支付的報酬（即顧問股份）的水平合宜。

因著上述原因，董事認為顧問協議的條款（包括就所提供服務獲授的顧問股份總
數）屬公平合理，而顧問協議及顧問股份均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發行顧問股份的一般授權

顧問股份將根據本公司股東於相關歸屬年度授予董事會的本公司相關現有一般
授權以及將予尋求及酌情取得的未來一般授權發行。為作參考之用，於二零
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的現有一般授權已授權董事會
配發、發行及處理最多 479,884,243股股份（「一般授權」）。於本公佈日期，本
公司尚未動用一般授權。根據顧問協議將予發行的最多2,780,000股顧問股份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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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授權約0.58%。顧問協議明確規定，發行任何顧問股份須受本公司日後於
相關時間的一般授權項下有足夠配額所限。該等協議進一步註明，倘若本公司
因適用法律、監管規定、限制或其他原因而未能或不應發行顧問股份，深度青
春將與顧問真誠討論，在該等情況下有否其他可能及可行的交付代價形式。

2,780,000股顧問股份佔 (i)於本公佈日期全部已發行股份約 0.12%；及 (ii)經悉
數發行顧問股份擴大的全部已發行股份約0.12%（假設本公司已發行股本自本公
佈日期起至悉數發行顧問股份日期期間概無其他變動）。因此，預期在正常情況
下於歸屬的年度毋須經股東批准。如有其他情況及在所需的情況下，將發出進
一步公佈。

顧問股份的地位

顧問股份一經發行，將於各方面與現有已發行股份享有同等地位，包括悉數收
取所有於顧問股份發行時或之後宣派、支付或作出的股息及其他分派的權利。
除上述歸屬條件外，顧問股份並不附帶任何留置權、抵押及產權負擔。

申請上市

本公司將於顧問股份歸屬之時或之前，向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提交有關顧問股份
於聯交所上市及買賣的申請。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 8 –

附註： 除文義另有指明外，以美元計值之數額，乃按 1.00美元兌 7.80港元之匯
率換算為港元，僅供參考之用。

承董事會命
壽康集團有限公司 *

執行董事
Jamie Gibson

香港，二零二一年七月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六名董事：

執行董事：
Jamie Gibson（行政總裁）

非執行董事：
James Mellon（主席）
Jayne Sutcliffe

獨立非執行董事：
David Comba
Julie Oates
Mark Searle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