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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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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议题

租户/顾客参与 负责任的供应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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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机构和合资公司伙伴共同合作，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 

2020年进展 供应商

住宅业主、住户及服务式住宅住客

租户 顾客

伙伴协作

伙伴协作



2020 可持续发展报告 98

伙伴协作以人为本 环境效益社区营造目录 经济效益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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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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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我们达成所有2020年关键绩效指标，未来将继续深化伙伴参与及合作，共同实践太古地产

的2025年及2030年关键绩效指标。本年度的进展摘要如下：

供应商

供应链政策

合规监察

完善供应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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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向香港及中国内地所有供应商推广 

《供应商行为守则》已成为标准做法。

• 香港和中国内地办事处及物业组合均

已完成环保采购培训。

2020年关键绩效指标 2020年进展

• 确保主要的高风险供应商遵守 

《供应商行为守则》

• 2020年已就超过300家一级供应商进行

年度供应链风险评估。

2020年关键绩效指标 2020年进展

• 制定计划完善供应链 • 于香港举办可持续发展参与论坛，共有

80家供应商及业务伙伴出席，另于北京

举办活动，与主要供应商探讨采用环保

建材。

2020年关键绩效指标 2020年进展

2020年进展 供应商

住宅业主、住户及服务式住宅住客

租户 顾客

伙伴协作

伙伴协作



2020 可持续发展报告 99

伙伴协作以人为本 环境效益社区营造目录 经济效益

• 制定商业租户装修及翻新工程的可持

续发展指引

• 在香港进行租户满意度问卷调查，定下

适切的关键绩效指标以作改善

• 进行问卷调查收集顾客意见

• 编制及更新传讯材料，鼓励更多租户参

与可持续发展活动。

• 已完成太古坊办公楼租户满意度调查。

• 继续在香港及中国内地各主要零售物

业进行问卷调查，内容涵盖顾客信心调

查研究、年度商场顾客调查研究及神秘

顾客计划。

• 更新“绿色宣言”，并命名为“环保绩效

约章”，继续与租户合作，协助他们提

升环保表现。

• 自2017年推展“绿色厨房”计划至今，

香港及中国内地已有27个餐饮租户获

得认证。

租户

租户参与

租户满意度

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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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进展

2020年进展

2020年进展

顾客

办公楼租户员工

酒店住客

• 进行问卷调查收集办公楼租户意见 • 已完成太古坊办公楼租户员工调查。

2020年关键绩效指标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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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关键绩效指标 2020年进展

2020年进展 供应商

住宅业主、住户及服务式住宅住客

租户 顾客

伙伴协作

伙伴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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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住户和服务式住宅住客参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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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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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已于2020年为STAR STUDIOS住客推出 

“绿色宣言”计划。

2020年关键绩效指标 2020年进展

住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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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继续探索与当地政府的合作和参与机

会。

• 三里屯太古里继续获北京市政府列为

夜经济先导计划试点项目。

政府参与

2020年关键绩效指标 2020年进展

政府

社福机构

• 为所有营运部门识别相关的社福机构

及参与优先次序，提升中国内地和美国

相关社福机构的参与度

• 2020年与社福机构合作的重点是在太

古地产物业所在社区抗疫。

• 有关我们与社福机构的合作详情，请查

看本报告的“社区抗御力”及“义工服

务”章节。

社福机构参与

2020年关键绩效指标 2020年进展

2020年进展 供应商

住宅业主、住户及服务式住宅住客

租户 顾客

伙伴协作

伙伴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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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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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甄选合作伙伴及组建公司

2020年关键绩效指标 2020年进展

合资公司伙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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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继续与合资公司伙伴合作推展可持续

发展措施。

合资公司伙伴参与

2020年关键绩效指标 2020年进展

2020年进展 供应商

住宅业主、住户及服务式住宅住客

租户 顾客

伙伴协作

伙伴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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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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地区划分的供应商数目（截至2020年12月31日）

香港 美国中国内地

~2,600 ~2,0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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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关规定亦适用于参与太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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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我们实施新的“电子承建商管理系统”，提供完善框架监察技术服务供应商的表现和处理任

何纪律处分事宜。从现在开始，服务供应商在职业安全健康、环境、采购、管理及品质这五大范畴的

表现必须令人满意，否则可能会遭到纪律处分。

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12 — 负责任消费和生产 

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GRI 
102-9, 102-10 
 
HKEX 
KPI B5.1

GRI 
308, 414 
 
HKEX 
层面 B4, B5
KPI B4.1, B4.2, B5.2

2020年进展 供应商

住宅业主、住户及服务式住宅住客

租户 顾客

伙伴协作

伙伴协作

http://www.swireproperties.com/zh-cn/sustainable-development/policies/supplier-code-of-conduc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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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供应商紧密合作，收集他们在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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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及绩效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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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自2019年开始改良技术服务供应商的绩效管理制度，此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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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我们对超过300家被界定为关键、采购数量和开支总额最高或不可替代的一级供应商进行风

险评估，确定其遵守《供应商行为守则》。该等供应商分布于香港、中国内地和美国，2020年他们供

应的服务占太古地产采购开支逾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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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商合规监察 GRI 
308, 403, 414 
 
HKEX 
层面 B4, B5
KPI B4.1, B4.2, B5.2, 
B5.3

可持续采购

作为可持续采购策略一部分，太古地产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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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作评估公司可持续采购的表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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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古地产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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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我们扩大产品及服务的采购规模，将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产品和服务涵盖在内，包括在太古

地产物业和新发展项目推广安全健康及福祉的开支。

年内，我们亦是香港首间地产发展商在新发展项目订立首份建筑物料低碳规格如混凝土、钢筋及结

构钢材，并于香港的一份新发展项目总承包合约中订明此规格。

2020年香港及中国内地的可持续采购

港币11.96亿元

总值

GRI 
301 
 
HKEX 
层面 A2
KPI B5.4

2020年进展 供应商

住宅业主、住户及服务式住宅住客

租户 顾客

伙伴协作

伙伴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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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初，我们在抗疫限聚规定实施之前，

于香港Blueprint举行首个“可持续发展参与论

坛”，共有80位供应商及业务伙伴出席。会上，

我们向各持份者汇报“2030可持续发展策略”

的最新进展，并通过多个主题分享及小组讨

论，与各方探讨在低碳和可持续建筑生命周期

方面的合作机会。

 

活动资料：

• 介绍混凝土、钢筋及模板使用的最新环保物料；

• 探讨不同建筑材料的回收方法；

• 分享政府现行政策和最新趋势；及

• 介绍太古地产按照科学基础目标制定的减碳目标。

活动结束后，我们定期与总承建商、物料供应商和业界协会沟通，了解最新可持续产品及

服务的资讯，并界定哪些适用于太古地产新发展项目。

举办供应商参与活动

2020年进展 供应商

住宅业主、住户及服务式住宅住客

租户 顾客

伙伴协作

伙伴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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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矢志在各业务范畴推广采购可持续物

料。2020年，我们继续在这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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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 含有机认证茶叶的可生物降解茶包。

 

太古坊二座发展项目的可持续采购包括：

• 选用FSC及森林认证体系认可计划(PEFC)认证木材；

• 选用通过“建造业议会绿色产品认证(铂金级)”的混凝土，冷水机组及石膏砖；

• 含再生物料的钢筋和结构钢材；

• 建筑工地使用电池储存系统和生物柴油，减少使用传统柴油；及

• 我们向工地工作人员提供多项抗疫保健服务，例如全职驻工地护士、工地办公室消

毒服务、在工地入口设置热成像体温探测仪、自动感应洗手液机和免费派发口罩。 

酒店营运：

• 符合世界自然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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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00% FSC认证再生物料制成的卫生卷纸；及

• 简化客房用品包装，如弃用纸盒。

扩大可持续采购范围

2020年进展 供应商

住宅业主、住户及服务式住宅住客

租户 顾客

伙伴协作

伙伴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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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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们继续推广专为办公楼

和零售租户更新特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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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及员工福祉目标。

我们自2015年至今一直与广州太古汇办公楼租户合作，通过“绿色宣言”计划推行各类可持续发展措

施。我们现正更新“绿色宣言”框架，打造更有活力的升级版“环境续效约章”，矢志与租户同行，协

助他们评估和提升环保表现。

在管理方面，我们革新工作小组架构，以专注于三个主要范畴：租户沟通、装修流程、数据及回馈。此

外，我们亦为香港及中国内地物业办事处的总经理和同事举行了可持续发展参与简报会，鼓励各团

队积极投入实现太古地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太古地产的Tenant Portal网上平台于2020年增添多项新功能，方便租户在网上提交设施设定要求、浏

览电子缴款通知书和公告、以及联系管理处及其他重要联络方。平台省却了打印和邮寄缴款通知书，

节约大量纸张及时间，可方便高效地回应租户要求。

2020年8月，太古广场所有办公楼全面采用电子缴款通知书，并于同年第四季向部分零售租户开放全

功能租户网上平台。

租户平台数码化

HKEX 
层面 A3
KPI A3.1

我们于2020年开始将收账及支账流程数码化，节省了时间、金钱和资源。各类支付及账单缴费均已转

用电子平台，例如电汇、直接存款入账和自动转账等，此外人手签发支票的做法亦大致淘汰，以减少

人手处理纸张，让员工和租户享有更安全的环境，同时也可避免因支票送递问题延误付款。展望2021
年，我们将研究其他电子支付途径，并会将不同系统整合到我们合作银行的系统。

收支账务数码化

太古坊于2019年12月及2020年初进行租户问卷调查，此次调查是三个阶段顾客识别计划的第一阶

段。于2020年，我们展开计划第二阶段，重点了解整个物业组合中顾客的实际使用情况，并根据所得

资料作出决策，让旗下物业的空间物尽其用，以及采用合适的科技进一步优化用户体验。

顾客识别计划第三阶段将于2021年推展，重点是与租户建立反馈链，持续听取租户的意见及喜好，审

时度势作出灵活部署，为租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租户调查前瞻未来需要

2020年进展 供应商

住宅业主、住户及服务式住宅住客

租户 顾客

伙伴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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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措施

过去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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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物业营运团队和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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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节约能源与用水和优化

空气质量及废弃物管理，从而改善太古地产物

业组合内餐厅的可持续发展表现。

“绿色厨房”计划旨在表扬积极采纳太古地产

《绿色厨房技术指引》各项建议的租户。2020
年共有19家餐厅获得认证。从计划展开至今，

已有27家香港及中国内地餐饮租户获得嘉许。

今年得奖租户采取的环保措施包括：

• 回收厨余及其他物料，例如玻璃瓶、金属罐及咖啡渣；

• 安装节水水龙头和设有废水回收及热能回收功能的洗碗机；

• 装设按需求控制或变频排风机系统，减少厨房抽气扇和相关的冷却及采暖装置耗能；及

• 选用高能源效益的煮食及厨房电器。

“绿色厨房”计划有声有色

2020年进展 供应商

住宅业主、住户及服务式住宅住客

租户 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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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名
上班族

45公斤
农作物

446公吨
可再造物料

The Loop是太古地产于2017年在太古坊设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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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占地4,000平方尺。这个互动空间鼓励租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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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由于疫情关系，The Loop许多租户参与

活动无法举行，遂将焦点转到都市农耕。我们

与香港一个农耕团体合作，招募76位区内上班

族参与农耕计划，本计划共收成5次，并捐赠约

45公斤新鲜农作物予本地社福机构乐饷社。年

内，The Loop也回收了446公吨可再造物料。

未来The Loop将继续筹办农耕计划和工作坊，广邀租户参与，向办公楼社群推广都市农耕

概念。

The Loop 大力推展都市农园活动

2020年进展 供应商

住宅业主、住户及服务式住宅住客

租户 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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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们推出新推广活动鼓励租户推行或扩大减废和回收措施，并向所有租户发送太古地产电

子通讯，列出可回收及不可回收的废弃物种类，以及回收厨余的简易步骤和减少使用即弃塑胶用品的

实用贴士。我们亦制作多款简单易明的海报，宣传如何妥善回收废纸、塑胶、金属、玻璃瓶及厨余。

协助租户更环保

我们于2020年继续为租户提供免费能源审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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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中国内地 

出租物业面积

每年可节省能源

330万
平方尺

310万
千瓦小时

220万
平方尺

590万
千瓦小时

更多免费能源审核

2020年进展 供应商

住宅业主、住户及服务式住宅住客

租户 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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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家
报名租户企业数目

38个
表演组合总数

129名
报名人数

~400,000人
潜在观众规模

11名
嘉宾歌手

PROJECT AFTER 6: THE PITCH 2020概览

PROJECT AFTER 6自2014年推出以来，经常举办

不同类型的艺术、文化、体育及休闲活动，加强

太古坊社区成员之间的联系。

我们认为音乐可以陶冶性情，并且能增进租

户以至普罗大众的身心健康。今年的PROJECT 
AFTER 6: THE PITCH 2020将音乐带给太古坊上

班族，让他们尽显音乐才华。年内受疫情影响，

活动无法以正常模式举行。我们在10月中安排

了八场网上音乐会，请来PROJECT AFTER 6乐手

及多位知名歌星献艺，在社交媒体平台直播。

PROJECT AFTER 6活动期间，我们携手医疗保险

公司租户在太古坊林肯大厦办公楼大堂设立健康站，由该公司的保健服务部门安排中医坐

诊，让租户保持健康，另亦安排该公司的驻诊心理学家提供免费压力测试。

PROJECT AFTER 6 

社区参与

Discover Taikoo Place
太古坊年度连系社区计划“Discover Taikoo Place”，吸引众多本地及国际创意人才和艺术家参与。2020
年，我们以社群福祉为主题呈献一系列多姿多彩的活动，提倡作息平衡的健康生活。

2020年进展 供应商

住宅业主、住户及服务式住宅住客

租户 顾客

伙伴协作

伙伴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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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Unchained媒体艺术展览及系列网上论坛于

2020年11月11日至22日举行，由艺术及科技大师

Lisa Botos、Jean-Luc Gustave和Joanne Ooi合力

策划。展览在太古坊网站串流直播，主题展品

是Patrick Tresset设计的机械人艺术装置Human 

Study #1, 5RNP，利用五个机械人在25分钟内绘

画人物素描。装置表演有如一场真实的绘画班，

其特色是由机械人参与绘画。展览另设两场午

间讲座，探讨新科技对艺术行业的影响及区块

链如何重塑消费者的体验。

Art Unchained

156人
参加网上论坛

18,618
装置展览网上 
直播观看次数 

2020年11月至2021年1月，Discover Taikoo Place
联同永续生活百货商店在ArtisTree开设期限定

店，售卖素肉及其他素食产品，提倡素食餐饮

概念，为办公楼社群带来全新膳食生活体验。

今年的Discover Taikoo Place亦与多个提供健

身康体服务的租户合作，举办多场健康主题工

作坊，帮助上班族培养作息平衡的健康生活习

惯。

期间限定时尚生活店

2020年进展 供应商

住宅业主、住户及服务式住宅住客

租户 顾客

伙伴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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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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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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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中国内地物业推行网上活动，收集和分析顾客的意见及建议。调查涵盖九个范畴：停车场、洗

手间、配套设施、指示系统、商场服务、会员服务、整体购物环境、品牌及市场推广活动。大部分受访

顾客均是到太古地产旗下物业购物后在网上发表意见的顾客，或是面向公众的商场员工。

此次调查甚具规模，合共分析13,173项顾客意见，当中95%反应正面。商场管理团队会根据分析结果

作出改善。

顾客信心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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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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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和处置顾客个人资料的所有内部指

引。此外，我们并会在合约订明条款，确保第三方数据处理商履行责任保障顾客的资料。

数据管理及保护政策(顾客资料)

太古地产通过年度顾客问卷调查及神秘顾客计划，在各零售物业收集顾客的意见。

2020年我们分别进行了三类市场研究。

零售顾客

HKEX 
KPI B6.5

我们通常每年举行两次年度神秘顾客计划，今年的表现评估以商场的顾客服务人员为对象，旨在确定

他们的强项和弱点，作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助他们提升顾客服务及体验。神秘顾客由伙伴机构提供，

事前亦经过培训。神秘顾客需就不同的评估范畴评分，并会拟备报告书。

神秘顾客计划

2020年进展 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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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太古广场三座办公楼设置了虚拟意见箱，提供一系列二维码贴纸，邀请访客提供意见和

建议。虚拟意见箱有助我们了解租户看法，即时处理暖气、空调及旋转闸故障等问题。2021年2月，我

们在太古广场三座、轩尼诗道28号、太古广场商场及康桥大厦提升了系统，并新增了能追踪定位的二

维码。

虚拟意见箱

酒店项目方面，我们通过专门设计的手机应用程序收集住客意见，确保酒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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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顾客

一如往年，我们在太古地产旗下八个商场进行调查研究。今年的调查分为两部分：离场访谈和网上

品牌研究，旨在掌握商场顾客的资料及厘定商场品牌的形象与倾向，同时了解个别商场的顾客，洞悉

他们的需要，据此在市场推广和租务上作出部署。我们亦会到同业旗下的商场访问顾客以作对比。此

次调查的参加者包括真实商场顾客和伙伴机构派出的访问员，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衡量各商场的表

现，并会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辅助市场推广及租务工作。

年度商场顾客调查研究

100%
覆盖香港和中国内地主要零售物业

及多个同业商场

96%
受访者给予“优秀”

及“良好”评级

逾9,000
名顾客

2020年进展 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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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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如太古广场柏舍和东隅服务式住宅则继续由公司负责管理。

今年我们推出“Swire Pay”计划，方便香港的住

宅租户使用信用卡缴付租金。Swire Pay支付平

台是“卓越管理培训计划”参加者共同策划的

创意成果，于太古地产2019年ideas@work创意

大赛提交并赢得奖项。平台现由一家金融科技

公司运作。

Swire Pay支付平台金融科技计划

2020年进展 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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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太古地产订有多项政策，明确阐述我们的环保原则、方针及承诺。

《环保政策》

此政策订明一套基本原则，

并据此拟定减低营运对环境

影响的管理方针。

《废弃物管理政策》

环境及能源管理体系

此政策为项目的设计施工阶

段，以至旗下楼宇的日常营运

及管理提供减废指引。

通过符合ISO 14001及ISO 50001等国际标准的环境及能源管理体系，我们于业务不同范畴中融入环境因

素。我们相信可以通过此等管理体系组成的稳健框架，有效管理公司的环境及能源表现。

《气候变化政策》

我们深明气候变化对业务构

成重大风险，此政策阐明我

们致力在所有业务层面管理

气候变化风险，并制定适当策

略以减缓、适应及抗御气候

变化对业务的影响。

《水资源政策》

此政策阐明我们承诺拟定高

效率的水资源管理措施以降

低耗水强度，并会遵从所有与

用水相关的法律规定披露用

水数据，同时采取其他措施。

《能源政策》

此政策阐明我们的能源管理

方针。太古地产所有发展项

目在整个生命周期均充分考

虑能耗因素，适当地应用各

类技术之余亦鼓励租户、员

工和其他合作伙伴建立节能

习惯。

《生物多样性政策》

此政策订明太古地产在业务

营运上充分考虑生物多样性，

尽量减低业务对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同时积极

配合与维护生物多样性及自

然保育相关计划，并向公众推

广维护生物多样性和其他保

育议题，以及采取其他措施。

GRI 
301-3, 305-7 

HKEX 
层面 A1, A2, A3, A4 
KPI A3.1

环境效益

政策 2020年进展 气候变化环境影响概览 能源

环境效益

资源及循环 水资源 用户健康生物多样性 建筑物/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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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思维

我们致力在香港、亚太区以至全球的地产业担

当指引和领导角色，经常在国际会议及研讨会

分享我们的经验与专业知识，包括：

1. 香港总商会主办的“Developing a Carbon 
Reduction Plan”；

2. 环境保护署及港交所为上市公司举办的碳

审计研讨会；

3. 科学基础目标倡议组织(SBTi)举办

的“Demystifying Science-based Targets”
网上研讨会； 

4. 世界绿色建筑委员会举办的“Translating Scope 1, 2 and 3 for Commercial Real Estate”网上研讨

会；

5. 世界绿色建筑委员会举办的“可持续建筑环境全球网上会议”；

6. 商界环保协会Enviro-series会议，太古地产于会上发表题为“投资具抗御力的建筑环境及抗御力

策略”演讲；及

7. 香港管理专业协会举办的“香港可持续发展奖2020/21研讨会”。

2020年，作为世界绿色建筑委员会项目工作组成员，太古地产参与编制和发表《亚太区隐含碳初论》，

指出全球建筑及建造业必须通力合作，减低建筑物整个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和新发展项目的隐含碳排

放，以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目标。我们在报告中的个案研究，探讨了太古地产如何以科学基础减

碳目标(SBTs)应对隐含碳问题，以及我们如何与供应链伙伴合作在太古坊一座采用低碳建材，并订立

日后发展项目采购低碳物料的规格。

商界环保协会的《低碳约章进展报告》亦以个案研究形式详细介绍我们的多项减碳措施。

环境效益环境效益

政策 2020年进展 气候变化环境影响概览 能源

环境效益

资源及循环 水资源 用户健康生物多样性 建筑物/资产投资

https://worldgbc.org/sites/default/files/Asia%20Pacific%20Embodied%20Carbon%20Primer_FINAL_v5_240920_1.pdf
https://bec.org.hk/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LCC_Progress_Report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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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进展

进展摘要

环境效益工作小组由33个来自太古地产不同部门的代表组成，负责制定七个环境及资源管理重点范

畴的关键绩效指标。

2020年，除香港及中国内地物业组合减低用水量的目标尚未实现外，本策略支柱所有其他2020年关键

绩效指标均顺利达标。2020年的进展摘要如下。

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

• 制定气候变化政策

• 为所有物业组合进行气候风险评估

• 我们已订立《气候变化政策》。我们的

科学基础减碳目标(SBTs)已于2019年正

式通过批核，成为香港及中国内地首家

参照《巴黎协定》订立长期减碳目标的

地产发展商。

• 已完成资产层面的详细风险及抗御力

评估，借以评估已识别气候风险的潜

在影响，并为旗下物业组合拟定改善方

案，以减低风险及建立抗御力。

• 继续按照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

组(TCFD)的建议，披露与气候相关的财

务资料。

2020年关键绩效指标 2020年进展

环境效益

政策 2020年进展 气候变化环境影响概览 能源

环境效益

资源及循环 水资源 用户健康生物多样性 建筑物/资产投资

https://www.swireproperties.com/zh-cn/sustainable-development/policies/climate-change-policy.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