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效益
我们将继续设计、建造和管理高质量

的发展项目，务求为项目所在社区及

环境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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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继续设计、建造和管理高质量的发展项目，务求为项目所在社区

及环境作出积极贡献。我们致力加强环境保护方面的政策和管理策略，

除了关注业务对环境构成的直接影响，我们也进一步关注公司旗下项目

所在社区的重大环境议题，包括气候变化、能源管理、资源及循环和节

约水资源。与此同时，我们尽力向业界的本地、地区和国际的持份者倡

导环保及其他议题的领先思维，分享最佳实践经验。

重要议题

环保建造/翻新工程

资源及循环

能源效益

访客 / 用户的健康 
和福祉

气候适应及抗御力

可再生能源

减碳

室内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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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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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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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管理及核算

减碳

• 建立全面的碳核算框架用作报告及管

理

• 减低碳强度15 

(公吨二氧化碳当量/平方米)：

• 完成量度太古城一座建造过程碳排放

及其主要建筑物和建筑物隐含碳排放

的先导研究

• 完成评估范围三碳排放14，并已订立科

学基础减碳目标(SBTs)管理范围三的最

主要排放源。

• 减低碳强度 

(公吨二氧化碳当量/平方米)：

• 已完成先导研究，研究结果已用作订立

科学基础减碳目标(SBTs)以管理新发展

项目的隐含碳排放。此外已研创碳核算

工具，并应用于适合的新发展项目。

2020年关键绩效指标

2020年关键绩效指标

2020年进展

2020年进展

香港物业组合

27%
香港物业组合

44.1%

中国内地物业组合

21%
中国内地物业组合

42.2%

14   《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HG Protocol)将排放界定为范围一、范围二或范围三。范围一排放是来自太古地产拥有或控制的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源，例如在物业场地燃烧天然气、柴油和煤气的排放。范围二排放是太古地产购买或获取电力、蒸气、

暖气或冷气产生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范围三排放是太古地产价值链沿线产生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包括上游及下游排
放。资料来源：https://ghgprotocol.org/sites/default/files/standards_supporting/FAQ.pdf

15   参照2008年香港物业组合的正常营运(BAU)基准水平，以及参照中国内地物业组合各项目首个完整公历年所收集数据的正
常营运(BAU)基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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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gprotocol.org/sites/default/files/standards_supporting/FAQ.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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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能源耗量是指我们在建筑物中提供公共服务及在公用空间的用电量，目标参照2008年香港物业组合的正常营运(BAU)基准
水平。

17   香港物业组合指香港的办公楼及零售物业组合和酒店。香港物业组合的减少用电目标已多次调高(即收紧用电量)：由2012
年4,000万千瓦小时提高至2013年5,400万千瓦小时，2015年再调高至6,400万千瓦小时。

18   参照各项目首个完整公历年所收集数据的正常营运(BAU)基准水平。

能源

节约能源

• 减少能源耗量(千瓦小时/年)16
： • 减少能源耗量(千瓦小时/年)：

2020年关键绩效指标 2020年进展

香港物业组合
17

↓6,400 万千瓦小时/年

26%
香港物业组合

↓7,780 万千瓦小时/年

31.3%

中国内地物业组合

↓2,300 万千瓦小时/年

20%

• 减少天然气耗量18(立方米/年)：

中国内地物业组合

↓150 万立方米/年

32%
• 减少天然气耗量(立方米/年)：

中国内地物业组合

↓210 万立方米/年

46.5%

• 继续在香港及中国内地物业组合和酒

店推行节能措施。

中国内地物业组合

↓2,810 万千瓦小时/年

23.4%

可再生能源

• 在个别新建办公楼发展项目中，2%至 
4% 的业主物业能源耗量为可再生能源

• 太古坊一座约2%的业主物业能源耗量

为可再生能源。

• 太古坊一座太阳能光伏系统产生的可

再生电能按照香港电灯公司(“港灯”)

核准的上网电价计划回送电网。

• 成都远洋太古里所有电能均采购自可再

生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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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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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能源系统

• 在四个指定物业试行自动化能源管理

平台(两个位于香港，两个位于中国内

地)

• 所有物业组合全面采用设施管理电子

数据库

• 于香港太古城中心及太古广场、北京颐

堤港和广州太古汇应用云端智能能源

管理平台。

• 我们计划为太古城中心商场的装修工

程项目推出设施管理试用平台，若成效

理想，将考虑在其他零售物业组合全面

推行。

2020年关键绩效指标 2020年进展

资源及循环

政策

• 制定废弃物管理政策 • 现正制作传讯计划以提高租户意识，并

安排租户会议及培训提供支援，以配合

2017年生效的《废弃物管理政策》。

2020年关键绩效指标 2020年进展

废弃物分流

废弃物分流率：

• 香港物业组合(包括酒店)：  

25%商业废弃物

• 香港(发展中项目)： 

80%拆卸废弃物及 

60%建筑废弃物

废弃物分流率：

• 香港物业组合(包括酒店)：  

25.0% 商业废弃物

• 中国内地(发展中项目)： 

将于2021年合资商业项目前滩太古里如

期落成后汇报。

• 废弃物回收率： 

中国内地物业组合(包括酒店)： 

34.6%商业废弃物

• 中国内地(发展中项目)： 

50%总废弃物量19

• 废弃物回收率： 

中国内地物业组合(包括酒店)： 

25%商业废弃物

• 香港(发展中项目)： 

太古坊二座84%拆卸废弃物 

湾仔永丰街21-31号98%拆卸废弃物 

湾仔皇后大道东46-56号商业大厦发展

项目90%拆卸废弃物 

太古坊一座68%建筑废弃物 

South Island Place66%建筑废弃物

2020年关键绩效指标 2020年进展

19     中国内地发展中项目的废弃物分流率是按照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评级(LEED)要求计算。并非公司全资拥有的项目和已聘

任主要承建商的项目将作弹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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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te-management-polic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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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

政策

风险评估

节约用水

• 制定水资源政策

• 完成水资源风险评估

• 减少耗水强度20 ：

• 已于2019年实施《水资源政策》。

• 已完成香港、中国内地及美国迈阿密所

有项目的水资源风险评估。

• 减少耗水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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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进展

2020年进展

2020年进展

香港物业组合(立方米/平方米)

20%
香港物业组合(立方米/平方米)

33.1%

中国内地物业组合(立方米/平方米)

20%
中国内地物业组合(立方米/平方米)

18.5%

酒店(立方米/入住晚数)

20%
酒店(立方米/入住晚数)

32.4%

20  与2016基准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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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polic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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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

用户健康

政策

室内空气质量

整合

• 制定生物多样性政策

• 香港物业组合80%建筑物的公共空间

达至室内空气质量计划卓越级别。

• 中国内地物业组合80%建筑物的公共

空间达到当地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 研究减低室内微细悬浮粒子(PM2.5)浓
度

• 进行办公楼、零售物业和酒店用户健康

问卷调查

• 制定指引将生物多样性因素纳入新发

展项目。

• 2019年开始采用《生物多样性政策》。

• 香港物业组合约81%建筑物的公共空

间达至室内空气质量计划卓越级别。

• 中国内地物业组合约80%建筑物的公

共空间达到当地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 完成量度香港及中国内地物业组合所

有建筑物指定热点及综合空气过滤系

统的室内微细悬浮粒子(PM2.5)浓度。

• 已于2020年进行太古坊问卷调查。

• 已完成太古坊重建项目的城市生物多

样性研究，将参考研究结果拟定新发展

项目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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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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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diversity-polic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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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资产投资

环保建筑评级计划21

• 致力为所有发展中项目获取环保建筑评

级计划的最高级别22

香港物业组合

• 太古坊一座取得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

评级(LEED)“楼宇设计与建筑：核心与

外壳发展”2009版最终铂金级认证及

绿建环评(BEAM Plus)“新建建筑”1.2
版最终铂金级认证。

• 湾仔皇后大道东46-56号的商业大厦

发展项目取得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评

级(LEED)“楼宇设计与建筑：核心与外

壳发展”4版铂金级预认证、绿建环评

(BEAM Plus)“新建建筑”2版暂定铂金

级认证及WELL健康建筑标准“核心与

外壳”1版铂金级预认证。

• EIGHT STAR STREET亦取得绿建环评

(BEAM Plus)“新建建筑”2版暂定铂金

级认证。

中国内地物业组合

• 北京颐堤港商场、颐堤港一座及北京

东隅取得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评级

(LEED)“营运与保养”4.1版最终铂金级

认证，成为全球首个通过此认证的综合

发展项目。

• 成都远洋太古里取得能源与环境设计

先锋评级(LEED)“营运与保养”4.1版最

终铂金级认证。

• 上海前滩太古里取得WELL健康建筑标

准“核心与外壳”1版铂金级预认证及

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评级(LEED)“楼宇

设计与建筑：核心与外壳发展”2009版

金级预认证及中国绿色建筑设计标识

二星。

• 100%发展中项目取得最高级别。

2020年关键绩效指标 2020年进展

21  绿建环评(BEAM Plus)/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评级(LEED)/中国绿色建筑设计标识/WELL健康建筑认证。

22  “发展中项目”指现时在建或处于预认证阶段的项目，不包含合资项目。

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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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协作以人为本 环境效益社区营造目录 经济效益

环境影响概览

2020年，我们的总碳排放较2019年减少11.7%。香港物业组合、中国内地物业组合和美国物业组合的

碳强度亦较2019年低。

公司最大的碳排放源头是用电所产生的范围二排放。由于新纳入太古坊一座及South Island Place，香

港物业组合的范围二排放较2019年上升3.5%。

碳排放

2016-2020年物业组合碳排放

碳
排

放
 (

公
吨

二
氧

化
碳

当
量

)
碳

排
放

 (
公

吨
二

氧
化

碳
当

量
)

180,000

150,000

120,000

90,000

60,000

30,000

0

120,000

90,000

60,000

30,000

0

香港物业组合 中国内地物业组合

酒店

范围二排放范围一排放

2016

范围一
4,894
范围二

138,457
范围二

127,749

范围一
2,778

2017

范围二
121,952

范围一
1,679

2018

范围二
110,557

范围一
1,461

2019

范围二
112,364

范围一
3,630

2020

美国物业组合

范围二
7,133

范围一
56

2018

范围二
7,664

范围一
51

2019

范围二
4,924

范围一
33

2020 2016

范围一
3,497
范围二
21,639

范围二
26,210

范围一
3,430

2017

范围二
29,545

范围一
3,984

2018

范围二
35,421

范围一
4,675

2019

范围二
27,735

范围一
3,599

2020

2016

范围一
5,074
范围二
55,658 范围二

53,090

范围一
4,585

2017

范围二
46,252

范围一
4,550

2018

范围二
64,379

范围一
6,057

2019

范围二
46,166

范围一
4,865

2020

HKEX 
KPI A3.1

GRI
305

HKEX 
KPI A1.2, A1.5

注：范围二排放以《温室气体核算体系》所定义的基于市场的方法计算。

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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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协作以人为本 环境效益社区营造目录 经济效益

2016-2020年物业组合碳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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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强度

2020年进展 2020年目标

香港物业组合

中国内地物业组合

44.1%

42.2%

27%

21%

注：  减碳强度目标参照2008年香港物业组合的正常营运(BAU)基准水平，以及参照中国内地物业组合各项目首个完整公历年

所收集数据的正常营运(BAU)基准水平。

香港物业组合

中国内地物业组合

美国物业组合

酒店

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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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协作以人为本 环境效益社区营造目录 经济效益

太古地产意识到我们在价值链各个阶段的直接和间接排放。除了检测范围一排放(即燃烧能源产生的

直接排放)及范围二排放(即用电的间接排放)，我们亦为范围三排放（即价值链沿线的间接排放）进行

了全面审查，以了解我们的碳排放源，并界定需管理和报告最主要的类别。

通过我们的审查，我们发现范围三排放的最主要来源是第2类 ─ 资本商品和第13类 ─ 下游出租资产

(按照《温室气体核算体系》的分类):

为应对范围三的两大最主要排放的类别，我们订立了科学基础减碳目标(SBTs)，于2030年前将资本商

品和下游出租资产的每平方米排放量分别减少25%和28%。

为了更全面地呈现公司在价值链沿线上的碳足迹，我们在本报告中披露范围三排放，并将从2020年

起进行报告。详情请参阅统计数据摘要。尽管太古地产可能对部分范围三排放类别的影响或控制有

限，我们将持续监测这些排放，尤其是如果它们占我们总碳足迹的比例有所增加。

碳排放 ─ 范围三

按类别划分的范围三碳排放

其他 11.7%

第2类︰资本商品（上游） 

36.8%

第13类︰下游出租资产 
35.6%

第1类︰外购商品服务（上游）  
15.9%

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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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协作以人为本 环境效益社区营造目录 经济效益

能源耗量

2020年进展 2020年目标

香港物业组合

31.3%
↓每年7,780万千瓦小时

26%
↓每年6,400万千瓦小时

2020年进展 2020年目标

中国内地物业组合

23.4%
↓每年2,810万千瓦小时

20%
↓每年2,300万千瓦小时

23     能源耗量是指我们在建筑物中提供公共服务及在公用空间的用电量。

24     指每个项目首个完整公历年收集的能源耗量数据。

GRI 
302 

HKEX 
KPI A2.1, A2.3

香港物业组合的能源消耗量23于2008至2020年间下降，能源耗用强度同期亦减少34%，由每年每平方

米199千瓦小时降至每年每平方米131千瓦小时。

截至2020年12月31日，香港物业组合的每年能源消耗量较2008年减少7,780万千瓦小时，达到2020年

节能目标。

从2010至2020年，中国内地物业组合的能源耗用强度减少38%，由每年每平方米156千瓦小时降至每

年每平方米96千瓦小时，达到2020年节能目标的进展。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国内地物业组合的每

年能源耗量较正常营运(BAU)24情况减少2,810万千瓦小时。

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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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协作以人为本 环境效益社区营造目录 经济效益

耗水量

由于纳入太古坊一座及South Island Place，香港物业组合的总耗水量于2020年上升。上升原因之一是

一条地下冲厕水管漏水，以致需要利用食水补充。经过与多个政府部门、区议员及代表12,000个住宅

单位的物业管理公司沟通，维修工程已于2021年3月完成。

中国内地物业组合、美国物业组合及酒店项目的总耗水量于2020年下降。我们认为下降的原因之一是

受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影响。

GRI 
303 

HKEX 
KPI A2.2, A2.4

总耗水量 耗水强度

2016-2020年物业组合耗水量及耗水强度

1,100

1,000 

900 

800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

总
耗

水
量

(千
立

方
米

)
耗

水
强

度

香
港

、
中

国
内

地
及

美
国

物
业

组
合

：
立

方
米

(每
年

每
平

方
米

)
酒

店
：

立
方

米
(每

年
每

宾
客

入
住

晚
数

)

500

400

300

200

100

0

总
耗

水
量

(千
立

方
米

)
耗

水
强

度

香
港

、
中

国
内

地
及

美
国

物
业

组
合

：
立

方
米

(每
年

每
平

方
米

)
酒

店
：

立
方

米
(每

年
每

宾
客

入
住

晚
数

)

美国物业组合

2018 2019 2020

中国内地物业组合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酒店

2016 2018 2019 20202017

香港物业组合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5

4

3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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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可持续发展报告 131

伙伴协作以人为本 环境效益社区营造目录 经济效益

耗水强度

2020年进展 2020年目标

香港

中国内地

33.1%

18.5%

20%

20%

32.4% 20%
酒店

注：

• 香港物业组合指香港办公楼及零售物业组合，不包括酒店; 中国内地物业组合指中国内地的办公楼及零售物业组合，不

包括酒店; 美国物业组合指美国迈阿密的办公楼及零售物业组合，不包括酒店。

• 耗水强度目标参照耗水量基准年(2016年)水平。

• 美国物业组合2018年的总耗水量及耗水强度已进行调整，租户的耗水量不计算在内。

• 香港物业组合及酒店的耗水量及耗水强度已进行调整，以反映2019年11月及12月的实际用水量。由于2020年初爆发

2019冠状病毒病，水务署推迟了这些水费单的发放。

注：

• “发展中项目”指现时在建或处于预认证阶段的项目。

• 包括所有投资物业组合中的发展中项目，包含合资项目及非合资项目。

• “柴油耗用量”包括生物柴油的用量。

1,653兆瓦小时
用电量

49,760立方米
混凝土

234立方米
木材

13,625公吨
钢筋

747,526公升
柴油耗用量

55,548立方米
耗水量

2020年发展中项目
采用的建筑物料

GRI 
301 

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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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协作以人为本 环境效益社区营造目录 经济效益

气候变化

我们明白气候变化会为我们的业务带来风险，同时也带来重大机遇，因此我们致力减缓气候变化的

影响，全面优化业务营运的资源效益。

我们已采取减缓、适应和抗御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如下：

SDG 13 ─ 气候行动

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我们的《气候变化政策》阐明我们致力在所有业务层面管理气候变化风险，并按照全球业界最佳举

措制定策略，以减缓、适应及抗御气候变化对业务的影响。

有见公司可管理的最大碳排放源头是物业组合用电所产生的范围二排放，我们必须确保减缓气候变

化及能源两个范畴的管理方针相辅相承。除致力改善公司物业的能源效益，只要情况许可，我们会积

极在物业内外采用及采购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在中国内地物业组合。

太古地产于2020年12月参与“Business Ambition 
for 1.5°C”，成为香港及中国内地首个支持该计

划的地产发展商。该计划由科学基础目标倡

议组织(SBTi)与联合国全球契约联合发起，我

们承诺进一步提高原订的科学基础减碳目标

(SBTs)，以配合将全球暖化升幅控制在摄氏1.5
度以内，这对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碳排放经济将发挥关键作用，亦响应香港政府和中国

内地中央政府实现碳中和的承诺。

参与“Business Ambition for 1.5oC ”

GRI 
305 

HKEX 
层面 A1, A2, A3, A4
KPI A1.5, A3.1, A4.1

气候变化政策

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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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协作以人为本 环境效益社区营造目录 经济效益

太古地产是香港和中国内地首家承诺支持科学

基础目标倡议组织(SBTi)的地产发展商。2019年

11月，我们的科学基础减碳目标(SBTs)正式通过

批核，并已参照《巴黎协定》为全球物业组合订

立长期减碳目标，致力在全球物业组合减碳。

科学基础减碳目标进展顺利

经批核的科学基础减碳目标(SBTs)如下：

2020年，我们在持续实现上述目标取得进展：

范围一及二 

温室气体排放量

范围三 

温室气体排放量

范围三 

温室气体排放量

2020年科学基础减碳目标（范围一及二）进展

35%
于2025年前，每平方米

下游出租资产 资本商品

以2018年为基准年 以2016-2018年为基准年以2018年为基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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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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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于2030年前，每平方米

28%
于2030年前，每平方米

25%
于2030年前，每平方米

4%

35%

19.0%

52%

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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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协作以人为本 环境效益社区营造目录 经济效益

范围一及二排放

我们于2020年检讨和落实个别物业组合的节能目标与策略，以配合太古地产的科学基础减

碳目标 (SBTs)，此外并将各物业组合的相关财务规定纳入年度预算。

今年，成都远洋太古里开始全面使用可再生电能，业主及租户业务全年用电实现了净零碳

排放。

与此同时，我们亦持续引入创新的低碳技术及管理措施，并继续与清华大学合作投资节能

研发。

 

范围三排放 ─ 下游出租资产

2020年录得27.8%减幅，原因如下：

• 2020年成都远洋太古里租户全面使用可再生电能；

• 租户的耗能强度改善；及

• 部分租户因疫情遥距工作。

 

范围三排放 ─ 资本商品

我们完成了一项开创性研究，评估了太古坊一座建筑期间从摇篮到工地的碳足印。此次研

究由香港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的研究团队协助进行，从中取得的经验有助我们研

创量度新建发展项目隐含碳的碳核算工具。我们已于第八届创新生产与建设国际会议发表

学术文章，与业界同仁分享太古地产计算隐含碳的经验。

经过详细研究及与建造业议会等行业协会沟通后，我们于2020年制定了香港新发展项目混

凝土、钢筋及结构钢材的隐含碳表现为本目标。

我们亦开始将低碳建材纳入采购规格，有关规格参考了ISO 1406725等国际标准，适用建材

包括含粉煤灰或粒化高炉矿渣的混凝土和含再造物料的钢筋及结构钢材。

在太古坊二座工地，我们的总承建商引入了电力储存系统，既为塔式起重机供电亦可减少

碳排放和空气污染。此外，太古坊二座采用的混凝土已取得“建造业议会绿色产品认证”

的铂金级认证。

我们将于2022年太古坊二座落成后汇报范围三排放 ─ 资本商品科学基础减碳目标的进展。

25    ISO 14067 Greenhouse gases — Carbon footprint of products — Requirements and guidelines for quantification （仅提供英

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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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全球建筑及建造业必须通力合作，减

低建筑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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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实现净零碳排

放目标。

2020年，太古地产参与世界绿色建筑委员会

项目工作组编制及发表题为《亚太区隐含碳

初论》的文件，并于个案研究中阐述太古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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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古地产参与发表亚太区隐含碳报告

完成气候风险评估

我们已于2020年完成气候风险评估研究，识别

气候变化对公司业务营运构成的主要风险，以

及未来气候环境带来的商业机遇。

实体风险

我们就不同气候情境下的极端及慢性实体风险

进行了资产层面建模分析，指定时期涵盖短期

至长远未来 － 2025年、2030年、2050年及2100
年，此外亦进行详细的资产层面评估，评定个别

楼宇对已识别气候风险潜在影响的敏感度和

适应能力。

根据分析结果，我们全球物业组合在所有评估气候情境下出现水浸、热压力、缺水及极端

强风的风险为低至中度。风险水平偏低，全因太古地产旗下建筑物的适应能力相对较强，

并设有各种纾缓措施。

我们亦为个别楼宇选定多项短及中期措施，藉此纾减风险和巩固所有物业组合抗御气候变

化的能力。例如：

• 加强水浸防护措施及警报系统；

• 提高冷冻机效率；

• 定期检查玻璃外墙；及

• 安装智能监察系统。

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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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我们将在新发展项目的规划及设计阶段引入部分抗御措施，确保太古地产的资产持

续具抗御力，可以应对未来不同的气候情境。

转型风险和机遇

随着全球转型至低碳经济，我们已根据不同的气候情境，全面评估国际、国家和地方政府

的政策，以及监管、市场与科技趋势。

我们识别了多项可能于摄氏2度气候情境下对太古地产业务构成财务影响的风险和机遇，

包括建筑物能源守则及指引收紧，以及市场对环保和高效能物业及可抗御气候变化影响

的物业需求增加。

分析显示，在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可凭借现有业务及可持续发展策略有效管理

已识别的转型风险并把握当中机遇。有关策略如下：

• 实现科学基础减碳目标(SBTs)，推动长期减碳；

• 投资及发展符合认证标准的环保建筑，达致最佳能源效益和气候变化抗御力；

• 投放资源在所有物业组合推行可再生能源措施；

• 广泛应用创新环保科技；

• 致力推展绿色金融；及

• 与供应链、租户和其他相关持份者合力抗御气候变化及推行可持续发展措施。

除此之外，我们现正就已识别主要转型风险和机遇的潜在财务影响进行定量评估，据此

制定风险管理及策略性规划，有关详情请查看“与气候相关的财务披露”。

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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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我们致力持续减少香港和中国内地物业组合及酒店项目的能源耗量。我们于2020年应用多种技术和

策略以实现此目标。

公司部分物业装设可再生能源发电设施，以供电自用，其中一个物业更可将产生的电力输往公共电

网。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如下：

SDG 7 ─ 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

确保有可靠和可持续的能源供应。

项目内可再生能源发电

我们的2020年关键绩效指标之一，是个别新建

办公楼发展项目2%至4%的业主物业能源耗量

为可再生能源。我们在太古坊一座装设太阳能

光伏板和转废为能的三联供系统，预计可供应

相等于业主物业总能源耗量约2%的可再生能

源。

2019年港灯推出新的“上网电价计划”后，太古

坊一座光伏系统产生的可再生电能由2019年10
月起已按照计划供应给电网。

我们将继续探索其他途径，增加旗下物业组合内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例如在颐堤港、太

古汇及三里屯太古里建筑物屋顶装设太阳能光伏板，此外2019年亦在颐堤港加装更多高

效能太阳能光伏板。

2020年可再生能源产量

可再生能源

200,000  
千瓦小时
颐堤港

32,700 
千瓦小时
太古汇

135,500 
千瓦小时
太古坊一座

4,000  
千瓦小时
三里屯太古里

GRI 
302 

HKEX 
KPI A1.5, A2.3, A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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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可再生能源

2020年，成都远洋太古里项目开始全面使用可再生电能，太古地产也因此成为四川省首批

于业主和租户营运中实现全年用电净零碳排放的企业之一。

成都远洋太古里一直积极提高购电组合中的可再生能源比例，2018年已有70%电力产自可

再生能源。今年初，四川省政府推行新政策，准许企业与注册电力零售商购买水力、太阳

能及风能产生的可再生电力。在新政策下，成都远洋太古里可从可再生来源采购余下30%
电力，达到净零碳排放的目标。

成都远洋太古里成功实现全面使用可再生电能，不仅使项目每年的二氧化碳总排放量减

少约7,000公吨，亦使太古地产中国内地发展项目的可再生电能占比提升逾36%。

我们于2019年与施耐得电气共同研发云端智能

能源管理平台，分多个阶段启用，最终将在香

港及中国内地所有物业全面应用。

平台采用物联网、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及云端

电脑技术，以建筑物营运数据作依据，提供能

源管理及节能的深入分析。平台主要从现有建

筑物的建筑物管理系统收集数据，安全地将数

据实时传送到云端系统，加以处理后以多种形

式显示，例如图表、面板、报告等。平台优点众

多，包括：

• 推动太古地产能源管理系统的数码革新进程；

• 促进节能减碳；

• 提高营运效率及减低成本；及 

• 实现智能营运模式。

智能能源管理平台

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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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策略

进行在线监控式持续校验采暖通风和空调系统(HVAC)以优化楼宇系统运作

• 港岛东中心

• 轩尼诗道28号

• 太古广场三座

使用云端智能能源管理平台监测及改善能源耗量

• 太古广场

• 太古城中心

• 太古汇

• 颐堤港

重新校验采暖通风和空调系统(HVAC)及进行能源审核提高采暖及制冷效率

• 太古城中心

• 北京东隅

• 兴业太古汇

• 博舍

进行停车场通风系统升级工程，改用直流无刷式无壳风机，提高效益及可靠度

• 太古广场停车场(预计每年可节省500,000千瓦小时能源；于未来两年实现)

进行采暖通风和空调系统(HVAC)空调风柜升级工程；更换传统风机，改用直流无刷式无壳

风机，提高效益及可靠度

• 太古广场商场 ─ 已更换7部传统风机(预计每年可节省50,000千瓦小时能源)

• 太古坊 ─ 德宏大厦、多盛大厦及电讯盈科中心 ─ 完成更换39部传统风机(预计每年
可节省460,000千瓦小时能源)

• 太古汇(预计每年可节省120,000千瓦小时能源)

• 颐堤港(预计每年可节省650,000千瓦小时能源)

我们致力持续减少香港和中国内地物业组合及酒店项目的能源耗量。我们于2020年应用多种技术和

策略以实现此目标。

公司部分物业装设可再生能源发电设施，以供电自用，其中一个物业更可将剩余电力输往公共电网。

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如下：

GRI 
302 

HKEX 
KPI A1.5, A2.3, A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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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自动管道清洁系统，确保冷冻机可高效进行热转移

• 德宏大厦及康桥大厦(预计每年可节省106,000千瓦小时能源)

安装使用不破坏臭氧层制冷剂的高效制冷机

• 太古城中心(预计每年可节省210,000千瓦小时能源)

改用新型含不破坏臭氧层制冷剂的分体式空调机

• 太古城中心 ─ 更换工程进行中

升降机优化工程

• 太古广场一座及太古广场二座(预计每年可节省292,000千瓦小时能源)

安装具备变速驱动器的冷却水泵

• 太古广场二座及太古广场商场(预计每年可节省524,000千瓦小时能源)

• 兴业太古汇(预计每年可节省740,000千瓦小时能源) 

• 颐堤港(预计每年可节省990,000千瓦小时能源)

更换照明装置，改用高能源效益的发光二极管(LED)以提高效益及减少制冷所需的能源

• 太古城中心商场(预计每年可节省14,000千瓦小时能源) 

• 成都远洋太古里(预计每年可节省220,000千瓦小时能源) 

• 香港东隅(预计每年可节省63,000千瓦小时能源)

• 博舍(预计每年可节省47,000千瓦小时能源)

安装高效无油磁浮式制冷机；耗能较低，不需要处理润滑油和润滑油过滤器

• 三里屯太古里(预计每年可节省3,000,000千瓦小时能源；于未来四年实现)

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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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与清华大学合作

我们自2011年起与清华大学合作成立“建筑节

能与可持续发展联合研究中心”，合作研发和

测试创新方法，以提高各项目的能源效益及环

境表现。该合作令我们能持续显着提升节能表

现，并与员工、合作伙伴、同业及研究人员交流

分享最新知识和最佳实务。

2019年5月，我们与清华大学的合作项目延长

三年。双方团队继续突破传统建筑物管理的界

限，共同研发新颖的人工智能技术和改善室内

空气质量管控措施，并且会加强生产和使用可

再生能源，以及推行其他措施提高物业组合的

能源效益及可持续发展表现。

2020年的主要合作项目包括：

• 重新校验太古城中心及兴业太古汇的采暖通风和空调系统(HVAC)；

• 在博舍及北京东隅进行能源审核及寻找能源管理机遇；

• 研发利用人工智能科技优化机器的方案和推行智能式设施管理；及

• 研发利用冷凝水系统的节水策略。

太古地产与工程公司奥雅纳合作改革太古坊一

座的建筑物营运管理模式，项目于2019年“香

港绿色创新大奖”夺得银奖，而由奥雅纳研发

的“Neuron”智能平台于太古坊一座率先试验

和应用。这个运用人工智能及物联网技术的平

台是建筑物的“数码大脑”，系统可分析及学习

历史大数据找出趋势，还可预测能源用量、优

化屋宇系统、查找故障并进行预防性维护。

利用 Neuron平台引领建筑管理转型

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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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及循环

我们的目标是界定公司业务所产生的废弃物料的影响，定下目标持续改善废弃物管理表现，并在采购

过程中充分考虑减废因素。

我们的《废弃物管理政策》为项目的设计规划阶段，以至旗下物业的建造和日常管理营运提供减废

指引。

今年我们开始检讨政策，重新思考如何善用资源及推动循环再造，更着眼于通过设计排除废弃物和沿

用现有产品，同时继续加强所有项目的资源回收再用。

我们从资源运用和管理的角度看废弃物，鼓励员工、租户、供应商及与我们有业务往来的其他各方同

商共议，发挥积极思维与创意，在耗用资源之前充分考虑，一同促进转型至循环经济。

与此同时，我们在香港及中国内地均成立了资源及循环工作组，成员来自技术统筹及可持续发展部

门、物业管理团队和酒店代表。年内工作组继续定期举行会议，评估太古地产的资源管理策略、分析

废弃物料数据和实践举办推广资源循环的新活动。

我们监测和收集办公楼及零售租户、酒店住客及住宅用户产生的20多类废弃物料数据。我们致力了

解每种物料流的下游流程，与回收商伙伴携手合作，设置安全的设施存放收集所得的回收物料。

全力推动资源管理及循环再造

废弃物分流率

25.0%
香港物业组合的 

商业废弃物分流率

3,049公吨
香港物业组合废弃物回收总量

34.6%
中国内地物业组合的 

商业废弃物回收率

7,596公吨
中国内地物业组合废弃物回收总量

回收物总量

GRI 
306 

HKEX 
层面 A1, A2, A3
KPI A1.6, A3.1

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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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协作以人为本 环境效益社区营造目录 经济效益

香港每日运往堆填区的废弃物中，厨余占颇大

比重。我们早于2005年便在香港其中一家商场

装设第一部厨余分解机，自此便与旗下酒店、

餐厅及租户合作，积极推广减少和回收厨余的

措施。2020年，太古地产香港及中国内地物业

组合连同酒店合共回收逾7,000公吨厨余。

太古地产在香港South Island Place及最新启用的东

荟城名店仓扩建部分回收厨余。年内，东荟城、太

古城中心、太古坊、太古广场和港运城厨余回收

计划的餐饮租户参与率达70%。大部分被收集

的厨余均运往香港政府的有机资源回收中心 

O · Park转化为堆肥及生物气。

此外，我们亦向办公楼租户推广厨余及咖啡渣回收，今年参与相关计划的租户楼层数目大

增四倍。

沟通是提高环保意识和吸引更多租户参与的重要途径。2020年，我们为香港办公楼及零售

租户制作了关于废弃物议题的电子通讯，建议多项“绿化”工作间的实用措施供租户参考，

另亦制作多款夺目海报，协助租户妥善回收废纸、废塑胶、金属、玻璃瓶和厨余。

在中国内地，我们与租户通力合作，为北京即将推行的强制性废弃物分类作好准备，例如

放置新款回收箱。

积极鼓励租户参与厨余回收行动

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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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协作以人为本 环境效益社区营造目录 经济效益

太古地产旗下办公楼及零售物业组合逾90%
废弃物来自租户和其他建筑物用户。2020年，

我们推行了多项措施，通过智能科技了解租户

产生废弃物的习惯，据此构思更有效的减废方

法。

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及颐堤港均在垃圾房装设

智能废弃物箱系统，当中三里屯太古里更采用

非接触式系统确保卫生，用户只需扫通行卡即

可开启废弃物箱。两个物业的系统均内置智能

秤，以记录废弃物的处置时间、类别和重量，

资料整理后上载到手机应用程式，方便查阅。

2020年5月至9月期间，太古坊与租户合办“智能废弃物管理”先导计划，量度租户的废弃

物回收率以寻找改善空间。林肯大厦约有90%租户参与这项为期五个月的计划，利用智能

秤、二维码扫描器及云端网上平台监察废弃物和回收物料。

在太古公司可持续发展基金的资助下，未来我们会继续研究如何广泛应用智能科技监察

租户废弃物弃置量的情况，并构思更多面向租户的资源循环行动方案。

垃圾房应用智能科技优化作业

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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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协作以人为本 环境效益社区营造目录 经济效益

除了持续努力减少及回收废弃物，太古地产旗

下物业组合和酒店也构思了多项新计划加强员

工、住客及公众的环保意识：

香港东隅：

• 减少客房翻新产生的废弃物，将不需要的

家俱和其他物品捐赠社福机构；

• 客人现可使用二维码在数码餐单上点选食

物，减少浪费纸张；及

• 将玻璃瓶升级再造为牙签筒、餐巾座、台灯

及节日装饰品。

奕居：

• 捐赠肥皂予专门回收肥皂的社福机构；

• 引入电子新闻阅读机，减少派发报纸；及

• 回收员工食堂和食物处理厨房的厨余。

太古坊今年的圣诞装饰亦全部以天然羊毛制造。佳节过后，我们将于2021年联合太社福机

构、太古坊租户及太古地产爱心大使，将已拆除的圣诞树羊毛用于升级再造钩织项目。

大力推广“咪嘥嘢”理念

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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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协作以人为本 环境效益社区营造目录 经济效益

为减少旗下物业依赖即弃用品和提倡循环再

用，我们于2020年携手一家初创企业在太古坊

设置智能可重用杯系统。

用户可使用手机进入系统，在参与的咖啡店借

用可重用杯，用后交回太古坊内的五个收集点。

归还的可重用杯每天都经过专业清洗和消毒，

并在咖啡店重新存放。在计划推行的十一至十

二月，我们减少弃置超过2,000个即弃咖啡杯。

推展多项计划减少使用和回收即弃用品

年内，太古酒店广泛推行措施减少使用即弃塑料用品：

• 香港东隅、北京东隅及迈阿密东隅酒店超过500间客

房增设滤水系统，逐步淘汰塑料瓶；

• 镛舍的客房以玻璃瓶取代塑料瓶；

• 北京东隅改用木制房卡和竹制用品；

• 瑜舍仅按住客要求供应即弃浴室用品；及

• 奕居健身室安装净化饮水机。

除大力推广减废及重用，我们也致力回收即弃塑料并推

展循环经济。2020年，我们继续支持“嘟一嘟．乐意收”

塑料瓶回收现金回赠计划，在太古坊The Loop及东荟城名

店仓露天广场附近设置智能塑料瓶回收机，自2019年9月

至今已回收超过792,000个塑料瓶。

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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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协作以人为本 环境效益社区营造目录 经济效益

水资源

我们持续监察各物业的耗水情况，并采用各种节水系统，例如装设水表、水流量限制装置、自动水龙

头及自动冲水便盆。我们亦鼓励员工和租户节约用水，积极建议租户制定食水及冲厕水内部指引，按

照香港政府自愿性“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作出改善。

我们致力在水资源重点范畴下管理水资源风险及减少整体耗水量，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如下：

SDG 6
确保食水供应和环境卫生，持续管理水资源。

SDG 12
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太古地产于2019年制定《水资源政策》，致力降低耗水强度。我们会按照政策在各业务层面制定并

推行高效的水资源管理措施，同时鼓励员工及租户节约用水和采取其他行动。 

太古地产多个物业已设立中水处理及回收系统。太古坊濠丰大厦收集办公楼租户茶水间的废水，经

处理再作清洁用途，每年回收量为300立方米。中国内地多个物业，包括太古汇、颐堤港、成都远洋太

古里和兴业太古汇，均已安装系统收集及处理废水和雨水，用于冲厕及灌溉植物。此外，太古坊一座

及港岛东中心亦设有雨水回收系统，收集雨水循环再用于灌溉花园和绿化空间。

水资源政策

废水回收

GRI 
303 

HKEX 
层面 A2
KPI A2.4, A3.1

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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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协作以人为本 环境效益社区营造目录 经济效益

为提高用水效益和增进大家的节水意识，我们

于2020年6月启动“节约用水先导计划”，邀请

了正在参与计划的14个办公楼租户参与，在办

公室安装节水配件及租户智能分表监察用水

量，以便我们清楚掌握用户的用水习惯，拓展

更多节水机遇。租户对计划反应甚佳，我们将

参考水表数据制定未来的节水策略。

节约用水先导计划

广州太古汇每年都会重新设计和翻新部分洗手

间，今年商场以花园主题翻新M层洗手间，引

入多项节水设施：

• 采用配备特别过滤系统的无水便盆以减少

异味；

• 采用新型低流量冲水坐厕，每次冲厕水量

由7升减至4.8升；

• 洗手间水龙头装设一体式节能干手机，不

设擦手纸；

• 预计可节约总水量：每年约1,969立方米。

太古汇环保洗手间

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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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协作以人为本 环境效益社区营造目录 经济效益

生物多样性

太古地产遵照《生物多样性政策》，在业务营运中充分考虑生物多样性并进行相关评估，尽量减低业

务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影响。

太古坊重建计划于2020年6月完成生物多样性

研究，评估重建项目完竣后的城市生物多样性

状况。

此研究由太古地产与香港大学教授合作进行，

研究目标如下：

• 制定现有太古坊项目的生物多样性基准；

• 评估太古坊重建计划完竣后的城市生物多

样性状况；及

• 在总体规划中纳入建议措施，以于未来进

一步改善城市生物多样性。

研究包括详尽的文献综述以及太古坊生物多样性基准调查。

研究的初步结果如下：

• 太古坊重建计划可创造占太古坊35%的大面积绿化休憩园林，对城市绿化带来重大裨

益；及

• 种植大型本地树种，使太古坊具有更鲜明的城市生物多样性特色。

我们拟将此次研究结果纳入未来的规划及营运，据此评估和改善太古中央广场和太古花

园的植树方案及景观规划。

太古坊生物多样性研究

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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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协作以人为本 环境效益社区营造目录 经济效益

Rocky Bank住宅重建项目将现有六座半独立屋

重建成为两座豪华独立屋。

该项目三分之一面积为植被茂密的天然斜坡，

我们于重建项目动工之前在项目内进行了生物

多样性研究，致力保育生物多样性，尽量减低

工程对生态的影响。

我们委托香港大学教授进行基准生物多样性

研究，包括项目内的动植物普查，以及审视评

估项目设计对生态的影响。

 

以下是研究报告的部分建议：

• 尽量保持工地后方斜坡不受影响；及

• 将两种具重要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小型植物移植到不受工程影响的位置。

Rocky Bank生物多样性保育

镛舍支持“国际鲨鱼周”活动，特别举办“鲨

鱼，可以敬仰”水底影展，邀请九位名厨出席，

呼吁停止食用鱼翅，同场并展出一系列用旧渔

网和废塑料物品制成的环保泳衣。活动所有收

益用于鲨鱼及海洋保育工作。 

参与“鲨鱼周”活动

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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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协作以人为本 环境效益社区营造目录 经济效益

用户健康

我们致力以完善的方式营运和管理旗下物业及工作空间，保障用户的健康和福祉，相关的可持续发

展目标如下：

SDG 3 — 良好健康与福祉

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福祉。

2020年，我们把实时监测系统扩展至办公楼的

主要升降机大堂(太古广场一座、太古广场二

座、太古广场三座、轩尼诗道28号及太古坊一

座)，监察温度、相对湿度、一氧化碳、二氧化

碳、微细悬浮粒子(PM2.5)、可吸入悬浮粒子

(PM10)、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及臭氧水平。该

系统参考了WELL标准安装实施，而我们也计划

短期内在香港物业组合的其他办公楼和商场安

装同类型的室内空气质量监测系统。

在兴业太古汇，我们展开为期三个月的实时室

内空气质量监测网络试验计划，监察温度、湿

度、二氧化碳、微细悬浮粒子(PM2.5)和可吸入悬浮粒子(PM10)、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甲

醛及臭氧等参数。此次试验计划的感测器已安装在载客升降机内部、测试楼层的客用升降

机大堂、送风管道和租户范围。我们现正收集、储存及分析所得数据。

持续监察室内空气质量

GRI 
302 

HKEX 
层面 B6
KPI B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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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协作以人为本 环境效益社区营造目录 经济效益

太古地产关顾用户的身心健康及福祉，并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我
们用心设计和建造优质建筑尽量采用自然光和考虑眩光指数，并
选用多元化的照明装置，务求提升视觉舒适感，减低户外光线如夜
空辉光、强光及建筑物外墙光的不良影响。此外，旗下建筑物从设
计、建造到营运的每个阶段均会考虑声浪影响。

除了监察现有建筑物的用户健康，我们亦于多个新发展项目引入提
升健康和福祉的措施。

湾仔皇后大道东46-56号商业大厦发展项目：

• 所有客用升降机大堂均装设室内空气质量感测器，提供实时室
内空气质量读数；

• 半开放式空中花园及园景花园划出康体运动区，提倡积极健康
的生活方式；

• 载客升降机采用非接触式按钮，减低感染风险；

• 所有空气处理机组及自动扶梯均安装紫外线杀菌灯，消毒扶手
履带；

• 租户地方装设室内卷轴帘，遮挡刺眼阳光；

• 所有升降机内部均装设离子杀菌器，以消除异味、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病毒；及

• 每个办公楼层均设有净化饮水机。

太古坊二座

太古坊最新发展项目太古坊二座不仅是环保建筑，还兼顾用户健康和社区可持续发展。

大厦特色包括：

• 所有空气处理机组均采用MERV-13级过滤装置、活性碳滤膜和紫外线杀菌灯滤化空
气，以减少空气中的微细悬浮粒子(PM2.5)、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及病毒；

• 所有升降机内部装设离子杀菌器，以消除异味、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及病毒；

• 在所有楼层安装室内空气质量感测器，向用户提供实时室内空气质素读数；

• 大厦入口及办公室洗手间入口均装设自动门、平台洗手间装设自动化厕格门，无需人
手开关，更方便卫生；

• 非接触式升降机按钮；

• 三米宽观景玻璃外墙，充分引入自然光；

• 高效能办公楼灯板，优化桌面光线质量；及

• 室内空中花园和户外园景花园，提升工作环境，让用户亲近大自然。

优化建筑设计保障用户健康

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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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颐堤港一座办公楼所有空气处理

机组加装了光等离子空气净化装置，可在空调

管道产生光等离子，杀灭室内物件包括桌面、

按钮、门把手等表面的细菌及空气中的生物污

染物，同时降解空气中的有害化学物。如今健

康及卫生备受重视，这些设备可为租户提供更

多保障，减低感染风险，让用户享有优质安全

的室内环境。颐堤港商场所有空气处理机组亦

于2020年8月加装有关装置。

安装装置后的测试结果显示甲醛值下降2%至8%，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值减少15%至40%，

细菌数目则减少8%至66%。

我们亦于兴业太古汇试验最新的光等离子空气净化技术，分别在香港兴业中心二座的载

客升降机及两个办公楼层的空气处理机组安装有关设备。试验由2020年10月至12月进行，

并会委托第三方实地采样测试，进一步核实成效。

太古坊一座的空气处理机组已安装紫外线杀菌灯，既可消毒室内空气，亦可防止空气处理

机组的冷却盘管和凝水盘滋生细菌及污染。下一步我们将进行可行性研究，探讨是否可在

所有现有建筑物的空气处理机组加装紫外线杀菌灯。2020年初，我们在太古坊港岛东中心

一个楼层作首次试验，成效十分理想，证明杀菌灯可令空气的细菌含量下降59%。为积极回

应疫情期间租户对卫生的关注，我们将试验范围扩大至太古坊所有建筑物。

利用科技净化办公楼空气处理机组

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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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底，前滩太古里体验廊正式揭幕。占地

4,600平方尺的开放式展厅带领访客开启“健

康与福祉”概念探索之旅，同时展示前滩太古

里的设计规划，以及对优质生活的追求与承

诺。

出席开幕仪式的前滩太古里营运总经理卢楚

麟表示：

前滩太古里体验廊开幕

 前滩太古里在规划设计、品牌组

合和文化艺术等方面，均体现出

Wellness主题，回应都市人对优

质生活、身心健康及可持续生

活的向往，精心营造一个让人舒

心、放松、补充能量及激发灵感

的空间。 

“

”

前滩太古里打造出地面及屋顶双层开放空间，地面有86,000平方尺的城市中央绿轴，并有

一条80米长的景观廊桥横贯上方，可远眺前滩公园及黄浦江景致。屋顶则设有一条450米

长的天空环道，并提供绿化休憩空间连接附近两侧商店。

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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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资产投资

我们的管理方针是界定和管理旗下物业对环境及自然资源的重大影响，致力确保物业通过相关环保

建筑评估计划的认证，通过此类计划的基准和客观指标评估表现。

我们的“建筑物/资产投资”重点范畴积极推动绿色建筑的发展，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如下：

SDG 11 — 可持续城市和社区

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社群。

SDG 12 — 负责任消费和生产

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我们依照多项国际认可标准及评级计划的要求，在旗下项目采用集成设计的方针，要求项目团队成员

在建筑设计以至建造及营运等各方面紧密合作。

我们亦鼓励租户参与环保建筑评估计划，并与他们紧密合作实践可持续发展策略，支持他们取得相

关认证。 

这些计划包括：

• 香港绿色建筑议会(HKGBC)评定认证的绿建环评(BEAM Plus)标准

• 美国绿建筑协会(USGBC)设计的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评级(LEED)体系

• 中国内地建设部颁发的中国绿色建筑设计标识

• 国际WELL建筑研究院制定的WELL健康建筑标准认证计划

持续引领绿色建筑发展

太古地产物业组合中绿色建筑所占百分比

100%
发展中项目26取得绿色建筑 
最高级别认证

97%
既有建筑27通过绿色建筑认证， 
其中85%取得最高级别

26“发展中项目”指现时在建或处于预认证阶段的项目，不包括合资项目。
27  按总楼面面积百分比计算。

GRI 
417 

HKEX 
层面 A3, B6
KPI A3.1, B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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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认证、评级及标识计划类型和数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37座
建筑物28取得建筑环境评估法
(BEAM)或绿建环评(BEAM Plus)
认证，其中30座取得最高级别
认证(卓越或铂金级)

38座
建筑物获得能源与环境设计
先锋评级(LEED)铂金级或金
级认证

2个
综合发展项目取得能源与环
境设计先锋评级(LEED)“社
区发展”金级认证

2020年取得的绿色建筑认证

前滩太古里

• 二星

中国绿色建筑设计标识

湾仔皇后大道东46-56号商业大厦发展项目

• 铂金级预认证(核心与外壳1版)

WELL健康建筑认证

28    指在建筑环境评估法于1996年推出后兴建、且由太古地产管理或拥有最少一半业权的建筑物。同一发展项目中的小型低
密度建筑物会视作一座建筑物而不会个别计算。

湾仔皇后大道东46-56号商业大厦发展项目

• 铂金级预认证(楼宇设计与建筑：核心与外壳发展4版)

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评级(LEED)

太古坊一座

• 最终铂金级(楼宇设计与建筑：核心与外壳发展2009版)

绿建环评 (BEAM Plus)

太古坊一座

• 最终铂金级(新建建筑1.2版)

湾仔皇后大道东46-56号商业大厦发展项目

• 暂定铂金级(新建建筑2.0版)

EIGHT STAR STREET
• 暂定铂金级(新建建筑2.0版)

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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