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伙伴协作
我们将继续与业务合作伙伴及其他主要相关方建立互
惠互利的长远伙伴关系，从而提升我们的可持续发展 
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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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 租户 顾客

我们将继续与业务合作伙伴及其他主要相关方建立互惠互利的长远伙伴关系，从而提升我们的可

持续发展表现。

太古地产“2030可持续发展策略”的要旨是与我们的供应商、租户、顾客、住宅业主及住户、政
府、社会福利机构和合资公司伙伴共同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重要议题

租户/顾客参与 负责任的供应链管理

伙伴协作

进展

住宅业主、住户及服务式住宅住客

伙伴协作



进展

供应商

供应链政策

合规监察

完善供应链

2020年关键绩效指标

2020年关键绩效指标

2020年关键绩效指标

2019年进展

2019年进展

2019年进展

进展摘要

伙伴协作工作小组的成员包括来自太古地产不同部门的32名代表。该工作小组突显我们矢志与不

同伙伴同心合作，当中包括我们具重大影响力的社区内的本地伙伴。

2019年，我们继续努力完成2020年关键绩效指标，摘要如下：

•	在香港及中国内地全面	

	 推行《供应商行为守		

	 则》

•	在香港和中国内地所		

	 有业务营运中推行环保	

	 采购系统

•	确保主要的高风险供		

	 应商遵守《供应商行为	

	 守则》

•	制定计划完善供应链

•	已制定标准规范要求香港及中国内地所有供应商遵从	

	 《供应商行为守则》。

•	中国内地所有办事处及物业组合均已完成环保采购培	

	 训。

•	 2019年已就采购支出最大的25家供应商进行年度供应 
 链风险评估。

•	于香港举办可持续发展活动，共有80家供应商及业务 
 伙伴出席，另于广州举办活动，与11家供应商探讨采 
 用环保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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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户

顾客

租户参与12

零售

办公楼租户员工

租户满意度

2020年关键绩效指标

2020年关键绩效指标

2020年关键绩效指标

2020年关键绩效指标

2019年进展

2019年进展

2019年进展

2019年进展

•	制定商业租户装修及翻		

	 新工程的可持续发展指	

	 引

•	进行问卷调查收集顾		

	 客意见

•	进行问卷调查收集办公	

	 楼租户意见

•	在香港进行租户满意度	

	 问卷调查，定下合适的	

	 关键绩效指标以作改善

•	更新及开始实施办公楼和零售租户装修及翻新工程指 

	 引，并编制了指引夹附的资料概览单页。

•	自2017年起，“绿色厨房”嘉许计划表扬香港及中国	

	 内地8家餐饮租户

•	继续在香港及中国内地各主要零售物业进行问卷调查。

•	我们开始在太古坊进行办公楼租户员工问卷调查。

•	我们开始在太古坊进行办公楼租户满意度调查。

12  我们于2019年检视了“租户参与”表现类别的2020年关键绩效指标，并剔除“检视并拓展绿色宣言计划以涵盖大部分办
公楼租户”的关键绩效指标。

酒店住客

2020年关键绩效指标 2019年进展

•	进行酒店住客问卷调查 •	继续在香港东隅进行住客满意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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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

政府

业主、住户和服务式住宅住客参与

政府参与

2020年关键绩效指标

2020年关键绩效指标

2019年进展

2019年进展

•	在香港完成先导问卷调	

	 查，以制定满意度基准	

	 及合适的关键绩效指		

	 标，以作改善

•	制定针对服务式住宅住	

	 客的“绿色宣言”计划

•	识别主要政府机构，以	

	 加强合作，并为所有物	

	 业组合设计政府参与计	

	 划

•	已完成殷然及瀚然业主和住客的面谈及网上满意度调 
 查，相关结果将为日后住宅项目设计提供参考。

•	已拟备STAR STUDIOS住客“绿色宣言”计划，将于 
 2020年推出。

•	继续探索与北京市朝阳区政府的合作和参与机会。

•	三里屯太古里获当地政府列为夜经济先导计划试点项	

	 目。发展夜经济是北京市政府的重点项目之一。

社会福利机构

社会福利机构参与

2020年关键绩效指标 2019年进展

•	为所有营运部门识别相	

	 关的社会福利机构及参 

	 与优先次序，提升中国 

	 内地和美国相关社会福 

	 利机构的参与度

•	今年继续与多间社会福利机构合作，工作领域涵盖环 

	 保扶贫、青年教育及支援当地社区的弱势社群。

•	有关我们与社会福利机构的合作详情，请参阅“社区 

 建设”及“义工服务”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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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公司伙伴

合资公司伙伴参与

甄选合作伙伴及组建公司

2020年关键绩效指标

2020年关键绩效指标

2019年进展

2019年进展

•	所有合资公司伙伴均参	

	 与我们的“2030可持续	

	 发展策略”

•	倡导及支援合资公司伙	

	 伴向员工提供可持续  
 发展培训

•	在甄选合资公司伙伴和	

	 组建合资公司的过程中	

	 考虑可持续发展因素

•	继续与合资公司伙伴合作推展可持续发展措施。

•	继续与合资公司伙伴合作推展可持续发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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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

我们与建筑师、设计师、顾问、服务供应商、承建商及供货商等不同类型的供应商紧密合作。供
应商的积极参与对我们成功实践“2030可持续发展策略”内如职业安全健康、废弃物管理、长远

减碳和建筑物/资产投资等多个重点范畴至关重要。

供应链概览

《供应商行为守则》

太古地产的《供应商行为守则》订明有关法律及合规、环保、健康及安全、劳工和其他范畴的最

低标准与措施。

为确保包括供应链在内的所有业务层面均尊重人权原则，我们要求所有供应商不能雇用任何形式

的强迫劳工、威逼劳工或抵债劳工，并要严格遵守就业最低年龄规定。我们的政策是除了认可专

业学徒计划的参与成员外，所有与太古地产有关的作业人员必须年满16岁，包括参与太古地产项

目的供应商员工。

我们除了鼓励供应商订立其行为守则，亦要求他们采纳相关政策和流程并予以实施，以防止营运

过程中出现贪污舞弊及诈骗行为。供应商如不严格遵守《供应商行为守则》，可能按照合约条款

被终止合约及在承建商名单中被除名。

我们的“供应链可持续计划”与以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相配合：

按地区划分的供应商数目 (于2019年12月31日)

 香港

~2,900
美国

~600
中国内地

~2,000
GRI
102-9, 102-10

HKEX
KPI B5.1

GRI
308, 414

HKEX
层面 B4, B5
KPI B4.1, B4.2, 
B5.2

SDG 12  负责任消费和生产

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伙伴协作

供应商

伙伴协作

进展

住宅业主、住户及服务式住宅住客

租户 顾客

https://www.swireproperties.com/zh-cn/sustainable-development/policies/supplier-code-of-conduct.aspx


2019 可持续发展报告 95

伙伴协作 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社区营造 以人为本目录

供应商合规监察

我们与供应商紧密合作，搜集他们在环境、社会及管治方面的常规和表现的最新准确资料。

我们设有自动化的“电子承建商管理系统”，结合香港及中国内地的供应商申请流程，可促进供

应商甄选、管理及续效分析，确保可适时更新供应商资料。

新供应商如欲加入太古地产的认可承建商名单，必须填写自我评估问卷，确认具有适当的政策和

系统遵守我们的《供应商行为守则》。我们亦会持续监察我们的认可承建商名单上供应商的合规

状况，除了要求供应商定期填写自我评估问卷，我们或会到供应商的场所巡视和要求我们的供应

商取得国际公认标准的独立认证，并且提交环境及健康与安全管理计划书以供我们内部审核。

2019年，我们改良了技术服务供应商的绩效管理制度，供应商如有涉及健康与安全、环境、采
购、品质和场地管理的不合规或失当情况，一律记录在案，可能遭到纪律处分。

我们对25家采购开支总额最高的主要供应商进行风险评估，确定其遵守《供应商行为守则》。该
25家主要供应商分布于香港、中国内地和美国。根据评估结果，并无任何供应商属于企业风险管

理系统(ERM System)的“高风险”级别。

环保采购

作为环保采购策略一部分，太古地产于2015年开始采用符合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的环保采购指

引，监察办公室用品、屋宇装备及建筑物料的环保采购情况，分析采购项目是否符合特定环保标

准，例如产品是否有具权威性独立第三方授予的环保认证或认可系统收集的数据，可用作评估公

司环保采购的表现，寻找机遇采购更环保的产品。

除此之外，我们亦监察个别建筑物料的用量，例如木材、混凝土及钢筋。有关资料有助我们厘定
基准，据此分析新发展项目建筑期间的物料用量。

太古地产于2013年签署环保促进会的《香港环保采购约章》，一直参与至今，并于2018年签署该

会的《可持续采购约章》。

GRI
308, 403, 414

HKEX
层面 B4, B5
KPI B4.1, B4.2, 
B5.2, B5.3 (新)

GRI
301

HKEX
层面 A2
KPI B5.4(新)

2019年香港及中国内地的环保采购

总值：港币4,800万元

伙伴协作

供应商

伙伴协作

进展

住宅业主、住户及服务式住宅住客

租户 顾客



2019 可持续发展报告 96

伙伴协作 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社区营造 以人为本目录

活动资料：

•	介绍混凝土、钢筋及模板使用的最新环保 

	 物料；

•	研究不同的建筑材料回收方法；

•	向参加者报告政府现行政策和最新趋势； 

	 及

•	向参加者报告太古地产按照科学基础目标 

	 倡议组织(SBTi)制定的减碳目标。

我们希望与这些有远见的供应商和业务伙伴携手合作，一起向低碳建筑环境迈进。

举办供应商参与活动

我们亦通过其他途径与供应商合作，例

如举办论坛促进交流对话，加强拓展关

系。2020年1月初，我们在香港Blueprint举
行首个“可持续发展活动”，共有80位供

应商及业务伙伴出席。会上我们向各持份

者简报“2030可持续发展策略”的最新进

展，其后通过多个主题分享和小组讨论，
大家集思广益，探讨更多在低碳和可持续建筑生命周期计划方面的合作机会。

我们还在广州太古汇举办供应商参与活动，探讨在华南区环保建筑材料的应用。

伙伴协作

供应商

伙伴协作

进展

住宅业主、住户及服务式住宅住客

租户 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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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环保采购范围

我们矢志在各业务范畴推广采购环保物

料。2019年，我们继续在这方面取得重大

进展，举措包括：

物业组合办事处及设施

•	森林管理委员会(FSC)认证办公用纸及  
 卫生纸品。

•	 100%再生物料制造办公用纸。

•	含有机认证茶叶的可生物降解茶包。

•	太古坊二座 — 选用FSC及PEFC认证木材、含再生物料的混凝土、钢筋和结构钢件。

•	新加坡EDEN — 约八成住宅单位的浴室采用预制建筑组件，减少废弃物及建筑时间。

酒店营运

•	符合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鲜选择指引》或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ASC)标准的可	

	 持续发展海鲜。

•	供应素肉菜式，减少旗下营运项目的碳排放和生态足迹。

•	供应纯素、有机及以生物动力耕作法酿制的葡萄酒。

•	改用以90 - 100% FSC认证再生物料制成的卫生卷纸。

•	简化客房用品包装，如弃用纸盒。

伙伴协作

供应商

伙伴协作

进展

住宅业主、住户及服务式住宅住客

租户 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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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服绿色大变身

2019年初，我们开始研究重新设计香港及

中国内地物业组合零售客户服务人员的制

服，使用可持续的耐用物料为前线员工打

造时尚新面貌，同时提升品牌形象。这项

措施的要点包括：

•	与香港设计师徐逸昇合作，培育及支持 
 本地人才。

•	采用一款所有商场通用的制服设计，任何季节、环境及天气皆宜。

•	确保设计经典隽永、选料优质，尽量延长制服的使用寿命。

•	尽可能采用可持续物料，例如有机棉及羊毛。

•	采用先进的量裁技巧，尽量减少纺织物料浪费。

伙伴协作

供应商

伙伴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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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业主、住户及服务式住宅住客

租户 顾客



2019 可持续发展报告 99

伙伴协作 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社区营造 以人为本目录

租户

我们与商业租户紧密合作，协助其在日常营运中实践可持续发展。2019年，我们开始实施专为办

公楼和零售租户更新特订的最新装修及翻新工程指引，协助他们将可持续发展元素融入办公楼和

商铺设计。我们亦推行措施帮助租户实现他们的环境、社区及员工福利目标。

推出物业组合数据仪表板

太古地产的网上租务及管理平台The Hub于2019年进行了更新，新增物业组合数据仪表板，可查看

物业组合中每个物业的关键绩效指标概览，为办公楼租务团队和高级管理层提供实时资讯作为策

略性决策的依据。

物业组合数据仪表板：

•	为香港17座办公楼加层计划提供中央平台；

•	提供1,340万平方尺办公楼的实时资讯和最新绩效；

•	整合出租率及租金等资料，方便追踪和比较表现绩效指标。

开展租户问卷调查前瞻未来需要

太古广场于2018年底进行了问卷调查，了解租户目前的意见，探讨如何拓展服务及关系管理，其
中特别聚焦建筑物设施、管理服务和可持续发展。

2019年，太古坊也开始进行类似的租户问卷调查。是次调查是租户识别计划的一部份，旨在了解

租户日后的需要、他们如何使用我们的物业，以及如何通过线上及线下途径与我们互动合作，最
终目的是增进旗下物业组合内所有租户的福利与生产力。

香港“绿建商铺联盟”奖

2016年，我们成为首个支持香港“绿建商铺联盟”的地产发展商。该联盟由建造业议会及香港

绿色建筑议会，旨在倡导香港零售业界推行可持续发展措施，由业主与租户携手建构绿色购物环

境。现时太古地产香港物业组合共有70多家零售租户加入“绿建商铺联盟”。

太古地产在这方面的领先表现于2019年12月得到表扬。我们于2019年香港绿建商铺联盟嘉许礼获

得两项殊荣；

•	太古广场 —“最绿模范商场”冠军，凭借创新的节	 	

	 能解决方案和设施，以及协助租户减废回收的计 

	 划，在近40家参赛机构中脱颖而出。 

•	太古城中心 — 商场及商铺最佳动力合作组别“最佳	 	

	 租户指导大奖”，嘉许我们为租户提供免费能源审 

	 核、推行“绿色厨房”计划以及厨余回收计划，每月 

	 回收20公吨厨余。

 

HKEX
层面 A3
KPI A3.1

租户

伙伴协作

伙伴协作

进展

住宅业主、住户及服务式住宅住客

供应商 顾客

http://sd.swireproperties.com/2019/zh-cn/places/sd-in-action/partners


2019 可持续发展报告 100

伙伴协作 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社区营造 以人为本目录

环境

嘉許
“绿色厨房”计划有声有色

过去两年我们一直鼓励租户采取适切实

用的可持续发展方案，使日常营运更环

保。“绿色厨房”就是其中一个例证，为
物业组合管理团队和租户在筹备装修翻新

工程时提供一个平台，商讨可持续发展措

施，让双方携手改善太古地产商场内餐厅

的可持续发展表现。

作为“绿色厨房”计划一部分，我们也制定了详尽的《绿色厨房技术指引》，提供具体的

设计建议，帮助租户节约能源和用水、改善空气质量及管理废弃物。

去年我们开办“绿色厨房”嘉许计划，表扬积极支持本计划的租户。2019年的得奖者包括

颐堤港两家餐厅、成都远洋太古里两家餐厅及太古城中心一家餐厅。从计划开展至今，已
共有8家香港及中国内地餐饮租户获得嘉许。

 

租户

伙伴协作

伙伴协作

进展

住宅业主、住户及服务式住宅住客

供应商 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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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户

伙伴协作

提供更多免费能源审核

我们于2019年继续为租户提供免费能源审核，协助他们寻找节能机会。

为商业租户提供免费能源审核 (自2008年起)

出租物业面积

每年可节省能源

220万 
平方尺

中国内地

330万
平方尺

香港

590万 
千瓦小时

中国内地

310万
千瓦小时

香港

The Loop最新活动

The Loop是太古地产于2017年设立的可持

续发展展览中心，设施包括回收中心、
厨余处理机、环保浮雕壁画和种植蔬果的

都市农圃，占地4,000平方尺。这个位于

太古坊的互动空间鼓励租户及广大市民响

应“close the loop”理念，在业务营运和日

常生活中实践可持续发展。2019年，我们

共回收658公吨可回收物料。

今年，The Loop联合一家本地社企举办42场都市农耕工作坊，合作租户的办公室员工每星

期均可体验耕种的乐趣，在指导下种植农作物，收成后带回办公室享用。

The Loop导赏团

37次
参与的办公室员工

1,260人

收成总量

40公斤
三大农作物

生菜、白菜、金莲花

都市农耕工作坊

42场

伙伴协作

进展

住宅业主、住户及服务式住宅住客

供应商 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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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

PROJECT AFTER 6 
PROJECT AFTER 6自2014年启动以来，经常

举办不同类型的艺术、文化、体育及消闲

活动，吸引有共同兴趣的人士聚首一堂，
加强太古坊社区成员之间的连繫。

2019年，我们呈献PROJECT AFTER 6: THE 
PITCH，将音乐带到办公室行政人员的工作	

环境，发掘他们的音乐潜质，从而凝聚太

古坊社群，推广工作生活平衡。

PROJECT AFTER 6: THE PITCH以公开试演掀起序幕，欢迎全港上班族参加。经名人评审团甄

选的入围参赛者，于2019年7月在ArtisTree携手知名音乐人带来一连八场午间现场表演。

活动亮点：

•	报名人数：120名(当中23名为太古地产租户员工)

•	入围参赛者：40个音乐组合共92位表演者，其中12人为租户员工

•	十位得分最高的入围参赛者在压轴演唱会一较高下

•	观众人数：超过8,600人，90%为租户员工

 

太古坊商业网络

这个以位置为中心的网络由一群从中环迁

至太古坊区的企业发起，这些机构创造了

群聚效应，希望在新址拓展联系网络。

活动亮点：

•	 主要对象为中层管理人员，每季度举行	

	 轻松的社交活动及聚会，约有100人参	

	 与。

•	 2019年，举办了一次聚会邀请讲者主讲心理健康，另一次活动则现场直播榄球赛。

伙伴协作

租户

伙伴协作

进展

住宅业主、住户及服务式住宅住客

供应商 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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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

Discover Taikoo Place
我们于2019年5月举行Discover Taikoo Place，
介绍多姿多彩的太古坊。举办了60多项 

活动：环绕健康、文化、美食及职场四大

元素。太古坊一座地下更特设主要活动场

地The Pavilion。

各元素亮点：

 
健康

•	可持续发展及健康小组讨论会，重点探讨如何在工作、家居和消闲环境中从个人层 
 面实践可持续发展。

•	 Walk For Miles挑战赛，参加者每日步行8,000至10,000步即可获得飞行里数。

•	 Corporate Wellness八小时慈善单车赛，超过330名车手为慈善踩单车，为香港一家心理	

	 健康慈善机构筹募善款。

文化

•	向社区推介ArtisTree，安排参观后台及公开綵排。

•	由PROJECT AFTER 6参加者带来午间音乐表演。

美食

•	期间限定午间美食车：两个美食伙伴选用素肉取代肉类炮制新颖的午餐菜式，推 
 广可持续发展饮食习惯，并为香港多个慈善机构筹款。

职场

•	举行两场小组讨论会，让太古坊租户共同探讨“未来办公室”和“员工参与”两个议 
 题，共吸引145人参与。

伙伴协作

租户

伙伴协作

进展

住宅业主、住户及服务式住宅住客

供应商 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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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汇心理健康工作坊

我们致力促进及维护租户员工的心理健

康，今年广州太古汇举行了两场以此作主

题的租户工作坊：

•	午间绘画活动 — 由画家指导参加者以 

	 太古汇的建筑形象作灵感，创作独一无	

	 二的艺术花瓶。

•	“慢活乐”松弛保健工作坊 — 参加者		

	 自制手工肥皂及精油，和享受特制的精美轻食款待。

伙伴协作

租户

伙伴协作

进展

住宅业主、住户及服务式住宅住客

供应商 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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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的意见对我们至关重要，有助我们了解他们的需要，从而持续改善服务与活动。于2019年，
我们的研究计划获得历来最多顾客参与，我们将分析他们提供的宝贵资料，进一步提升顾客体验

和太古地产的市场定位。

数据管理及保护政策 (顾客资料)

我们矢志保护顾客的个人私隐。我们的《数据管理及保护政策》在香港及中国内地业务营运中全

面实施。此政策就整个数据周期处理顾客数据和香港《个人资料(私隐)条例》、中国内地《网络

安全法》及欧盟《一般资料保护规范》的合规事宜提供指引。

此政策要求太古地产员工必须遵守关于收集、处理、转移、保留和删除顾客个人资料的所有内部

指引。

零售顾客

2019年，除了进行年度顾客问卷调查，在太古地产零售物业收集顾客的意见，我们还开展神秘顾

客计划，评估及优化顾客服务。分别在中国内地各购物商场推行了两次神秘顾客计划，香港商场

则举行了一次。

今年，我们还通过以下调查活动，从不同角度了解商场顾客的需要：

•	先导研究调查，旨在提高太古城中心顾客服务处的营运效率；

•	成都远洋太古里的大数据研究，深入分析顾客资料及行为模式，以助制定可持续增长方案	。

 
酒店顾客

酒店项目方面，我们通过专门设计的手机应用程式收集住客的意见，确保酒店的设施和服务令顾

客称心满意。

香港东隅已设立住客意见调查平台，于住客登入酒店的无线上网服务时邀请他们回答简短问题，
根据他们提供的宝贵意见持续作出改善，为酒店住客创造更称心的体验。

顾客

 

HKEX
KPI B6.5

顾客

伙伴协作

2019年顾客问卷调查

8,500
名顾客

100% 
复盖香港和中国内地
主要零售物业

95% 
受访者给予“优秀”
及“良好”评级

伙伴协作

进展

住宅业主、住户及服务式住宅住客

供应商 租户



2019 可持续发展报告 106

伙伴协作 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社区营造 以人为本目录

住宅业主、住户及服务式住宅住客

 

太古地产继续在香港及其他地区发展住宅项目，部分项目如WHITESANDS及殷然已落成出售，其
他项目如太古广场栢舍和东隅服务式住宅(前称太古坊栢舍)则继续由公司负责管理。

通过问卷调查聆听住户意见

我们于2018年在殷然及瀚然进行先导性

问卷调查，了解业主和住户的满意度，借
以寻求住宅物业在设计及建造上的改善空

间。是次问卷调查旨在了解综合住客对发

展项目各方面的满意度，包括设计、单位

内设施是否方便维修、首选会所功能和可

持续发展元素，例如室内空气质量和热舒

适度等。我们日后设计和管理住宅项目时会充分考虑调查结果，致力使住户更惬意，加强

及维系长远的业主与住户关系。

继2019年3月与多位住户深入面谈后，我们于2019年6月开展网上问卷调查，聆听所有住户

的意见。调查的主要结果包括：

•	住户认为太古地产声誉良好。

•	住户对住宅的设计及服务感到满意。

•	住户支持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工作。

•	应加强宣传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安排更多提倡绿色生活的服务及活动，互惠互利。

伙伴协作

住宅业主、住户及服务式住宅住客

伙伴协作

进展 供应商 租户 顾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