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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可持续发展：颐堤港

颐堤港是以零售为主导的综合发展项目，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面积为189万平

方尺，是全球首个取得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评级(LEED)“既有建筑：营运与保

养”4.1版最终铂金级认证的综合发展项目。颐堤港于2012年开幕，是太古地产

有限公司与远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合资项目。

颐堤港包括一个拥有逾170家商店的购物商场、一座楼高25层的甲级办公楼颐

堤港一座，以及提供369间客房的商务酒店北京东隅。项目秉持可持续发展理

念营运，建筑风格时尚现代，并引入多项创新环保特色及优质的公共空间。

2020年12月，太古地产宣布与长期伙伴远洋集团合作发展颐堤港扩建(二期)项

目。扩建部分毗邻现有颐堤港项目，将兴建以办公楼主导的综合发展项目，预

期楼面总面积约393,550平方米，包括一个购物商场、多座办公楼和一家酒店。

物业组合概要：

• 超过11,000平方尺太
阳能光伏板，每年生产
200,000千瓦小时可再生
能源

• 52米长低能耗的巨幅LED 
Mesh萤幕墙，可播放高
清视频及全像投影

低碳营运

• 超过53,000平方尺绿化
空间环绕综合项目

• 采取多元化措施改善室
内空气质量 ─ 严选建筑
材料、在日常营运中持续
测量空气质量

宜居性

• 连接北京地铁14号线和
20多条公交线路

• 超过1,000个单车车位

• 电动车及共乘车辆优先
停泊

绿色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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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堤港亮点

冬季花园：贯通室内与户

外的美妙空间

屋顶菜园及种

植活动

太古地产颐堤港新

办公室以可持续发

展为先

鼓励餐饮租户参与环

保计划

太阳能光伏板

发电

翻新垃圾房力推

回收

点击浏览颐堤港领先全球的可持续发展特色

颐堤港设有26,000平方尺的冬季花园，充

满动感的玻璃屋顶让自然光透射到室内，

让室内的温馨舒适与户外的开放公园景观

自然融合。冬季花园汇集不同风味餐厅，

亦经常举行展览及活动，是消费者慢享生

活的潮流时尚胜地。

冬季花园：贯通室内与户外的美妙空间

特色：

• 屋顶及天窗装设隔热保温的细孔玻璃，形成独特的遮荫图案

• 轻薄透明的52米乘9米巨幅LED Mesh萤幕墙，既不阻挡自然光线和景观，亦可提供全像

投影等视觉特效

• 多元化的活动空间，曾举办2018年得奖太空主题展览“星球奇境”，以及2020年举办

的“哈利．波特的魔法假日”，艺术重现一系列经典电影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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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堤港屋顶菜园于2018年启用，供员工及

办公楼租户栽种和收割蔬菜及鲜花。菜园

的面积为3,200平方尺，共划分为30块独立

园地，并融入多项环保元素，包括堆肥箱

及自动灌溉系统，菜园更建有“昆虫旅馆”，

成为园内重要的生态特色。 

北京东隅酒店内的Domain域餐厅将蔬果

皮和果肉堆肥制成肥料，希望菜园能够形

成生态社群，让人们重新接触土地、亲近

自然，共建活力社区。

屋顶菜园及种植活动

颐堤港亮点

冬季花园：贯通室内与户外

的美妙空间

屋顶菜园及种

植活动

点击浏览颐堤港领先全球的可持续发展特色

太古地产颐堤港新

办公室以可持续发

展为先

鼓励餐饮租户参与环

保计划

太阳能光伏板

发电

翻新垃圾房力推

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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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太古地产北京新办公室于颐堤港焕新开幕。这是太古地产迄今可持续发展标准最

高的办公室，以WELL健康建筑认证及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评级(LEED)认证为目标。新办公

室面积为20,000平方尺，设计和建造均广泛咨询各职级同事的意见，设计以五大支柱为基

础，即身心健康、合作创新、开放平等、可持续发展及科技。我们采用物联网占用传感器收

集旧办公室的空间使用数据，并据此优化新办公室的空间使用效益和确定室内布局及设

计，目标是提高效率和生产力，并以保障员工身心健康为首要考虑。

特色：

• 引入移动式办公，让员工可以根据处理

的工作类型选择工作位置，而不再只
是拥有一张固定的办公桌

• 通过共享私人办公室和共享办公桌政

策，提高办公空间的整体效率，将总面

积和每月总支出减少20%

• 会议室可举行不同规模的会议，亦可灵

活组合成集思广益空间、运动室或瑜
珈室

• 专用隔间可进行私人或小型视像会议

太古地产颐堤港新办公室以可持续发展为先

颐堤港亮点

太古地产颐堤港新

办公室以可持续发

展为先

点击浏览颐堤港领先全球的可持续发展特色

鼓励餐饮租户参与环

保计划

太阳能光伏板

发电

翻新垃圾房力推

回收
冬季花园：贯通室内与户外

的美妙空间

屋顶菜园及种

植活动



352020 可持续发展报告

伙伴协作以人为本 环境效益社区营造目录 经济效益

太古地产设有“绿色厨房”计划，让物业组

合管理团队和租户可在装修及翻新工程开

始前商讨可持续发展事宜。我们向租户提供

技术指引，帮助他们设计绿色厨房，合理利

用资源，以更具能源效益的方式营运。本计

划在颐堤港成效理想，迄今已有10家餐厅获

得“绿色厨房”嘉许。餐饮租户还可参加我

们的免费能源审核计划，帮助他们发掘更多

节能机会。

鼓励餐饮租户参与环保计划

颐堤港亮点

鼓励餐饮租户参与环

保计划

点击浏览颐堤港领先全球的可持续发展特色

冬季花园：贯通室内与户外

的美妙空间

屋顶菜园及种

植活动

太古地产颐堤港新

办公室以可持续发

展为先

太阳能光伏板

发电

翻新垃圾房力推

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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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堤港亮点

太阳能光伏板

发电

点击浏览颐堤港领先全球的可持续发展特色

颐堤港及颐堤港一座早于2016年在屋顶安

装太阳能光伏板，其后于2019年加装高效

能的太阳能板，其背面物料可吸收弥散和

反射阳光的能量，达到更高发电效率。2020
年，这批太阳能板合共产生200,000千瓦小

时可再生能源。有关颐堤港的节能策略详

情请查看。

太阳能光伏板发电

冬季花园：贯通室内与户外

的美妙空间

屋顶菜园及种

植活动

太古地产颐堤港新

办公室以可持续发

展为先

鼓励餐饮租户参与环

保计划

翻新垃圾房力推

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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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垃圾分类法

例，按照新法规，颐堤港翻新的智能垃圾

房已开始将废弃物分为四类：厨余、可回收

物料、有害废弃物及其他废弃物，以回收有

价值的资源进行循环再造或进一步处理。

特色：

• 智能垃圾房收集租户层面的废弃物数

据

• 自动为每个租户量重及记录数据(包括时间、废弃物类别及重量)

• 利用旋转鼓将废弃物压缩至小于原体积三分之二

• 颐堤港管理处及每个租户均可使用手机程式查看废弃物资料及处理模式

• 北京东隅酒店举办“分类比赛”，测试员工相关知识，并帮助他们作好准备进行垃圾分

类

• 颐堤港目前的废弃物回收率为19.6%

翻新垃圾房力推回收

颐堤港亮点

翻新垃圾房力推

回收

点击浏览颐堤港领先全球的可持续发展特色

冬季花园：贯通室内与户外

的美妙空间

屋顶菜园及种

植活动

太古地产颐堤港新

办公室以可持续发

展为先

鼓励餐饮租户参与环

保计划

太阳能光伏板

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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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支柱
颐堤港完美实践太古地产“2030可持续发展策略”五大支柱，亦是营造可持续发展社区的典范。

社区营造 以人为本 伙伴协作 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

社区营造

今年适逢颐堤港八周年纪念，我们举办连串

庆祝活动，包括娱乐节目和艺术装置，并有多

间新店开幕，以精彩献礼答谢我们的租户及顾

客。此外，颐堤港联同纽约知名插画艺术家Kim 
Sielbeck共同打造“活生生活，美好花开”主题

艺术装置，并于商场营造色彩斑斓的“魔法花

园”。

与此同时，颐堤港也在不断探索与顾客互动的

新形式，包括在“颐直播”串流平台举行线上活

动，以及在“颐享GO”线上商城定期推出甄选

商品及优惠等。

此外，在“让美好 可持续”公益众创季期间，颐

堤港各餐厅亦携手减少厨余。顾客在“绿色厨

房”计划认证餐厅用餐，只要“清盘”不浪费任

何食物，即可获得人民币50元优惠。其他周年

众创季活动还包括绿色公益市集、上班族午间

音乐会和屋顶菜园丰收节。

颐堤港将在这里购物、居住、生活和工作的人们联系起来，并为周边社区提供支持、创造价值。

颐堤港美好花开八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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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堤港多年来一直与北京国际音乐节共同合

作，举办数场古典音乐会及舞台剧供公众欣

赏。北京国际音乐节呈献了国际着名乐团演奏

会、儿童版舞台剧、专业音乐家携手新晋青年

音乐家同台演出等精彩节目，让悠扬乐韵在颐

堤港飘扬。

 

 

• 2020年：北京国际音乐节的两场“午间音乐会”，邀得青年钢琴家孙佳依演奏名曲。音

乐会在颐堤港一座大堂举行，并于网上和电台节目现场直播。

• 2019年：在冬季花园呈献雅克．奥芬巴赫的剧作《霍夫曼的故事》，这套别开生面的舞

台剧由儿童演员担纲演出。

• 2018年：与Magic Circle Mime剧团和北京音乐学校的中学乐团合办三场“Hello! 
Mozart”演奏会。

• 2017年：颐堤港主办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周末家庭日”，请来香港管弦乐团铜管演奏组

在冬季花园表演，与来自酒仙桥第二小学的小乐手合奏。

北京国际音乐节宣扬文化及艺术

五大支柱
颐堤港完美实践太古地产“2030可持续发展策略”五大支柱，亦是营造可持续发展社区的典范。

社区营造 以人为本 伙伴协作 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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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

太古地产位于颐堤港一座的新办公室设计独

到，悉心照顾员工的健康及福祉，确保他们享

有舒适的工作环境，同时优化可持续表现和效

率。我们广泛咨询员工意见，并分析旧办公室的

数据，确保新办公室的空间用得其所。 

 

 

 

 

 

 

新办公室特色包括：

• 选用产自本地的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材料，配色亦选择自然色调 ─ 经科学证明有助提

升表现

• 以手提电脑取代桌上电脑，工作更富灵活性

• 设有冥想室及育婴室

• 智能照明系统可因应日照时间及人体昼夜节奏调整

• 装设空气净化装置，尽量减低污染

• 办公桌及显示屏支架均可调节高度，家具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确保工作时舒适

员工是我们发展及成功的基石，我们投放大量资源为他们提供学习和发展培训，关顾他们的健康及

福祉，确保员工尽展所长，同心推动颐堤港蓬勃发展。

新办公室以员工健康福祉为先

以人为本

五大支柱
颐堤港完美实践太古地产“2030可持续发展策略”五大支柱，亦是营造可持续发展社区的典范。

社区营造 伙伴协作 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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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地产爱心大使计划在颐堤港蓬勃壮大，过

去八年来，颐堤港员工与邻里社区经常举办各

类外展活动，深厚的友好关系维系至今。颐堤

港爱心大使积极与各界合作，例如与非政府机

构、学校及社区组织合办活动推广环保意识，

以及联同社福机构为社区服务。

尽管年内因为疫情关系，许多需要亲身参与的

活动均要暂停，但颐堤港员工仍竭尽所能通过

以下方式回馈社会：

• 作为可持续发展推广活动“Sustainability 
We All Count”一部分，我们于2020年8月安排旗下社区的小朋友参与“零废日”，活动

包括学习废弃物管理和设计可再用购物袋，向更多人传达理性消费的讯息。

• 继续举办“Little Flower Project”，援助早产孤儿和需要複杂医疗护理的孤儿。颐堤港

义工队自2018年开始探访这些小朋友，抽空陪伴之余也捐出物资以供应他们的生活所

需。虽然在疫情下无法亲身与他们会面，但我们希望很快可以恢复正常探访，继续为

他们提供支援。

• 启动“Sustain the Beauty of Life”计划，希望吸纳更多人投入社区服务。年内举行了多

项活动，包括向“清盘”顾客派发赠券鼓励减少厨余、与众爱合办慈善市集、举办北京

国际音乐节演奏会及关爱长者活动。

继续推广爱心大使活动

五大支柱
颐堤港完美实践太古地产“2030可持续发展策略”五大支柱，亦是营造可持续发展社区的典范。

以人为本社区营造 伙伴协作 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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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堤港视职业安全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向来

把安全放在首位。我们定期举办安全培训班，

并每月召开员工安全会议及举办租户安全培训

课程。

 

 

• 2020年，我们连续第三年向零售租户推广“颐堤港安全管理大奖”计划

• 颐堤港在工作场所安全方面表现出色，2019年荣获太古地产“零损失工时事故银奖”，

连续500天录得零损失工时事故

• 2019年，颐堤港获得朝阳区“灭火先进单位”称号

• 2017年，颐堤港获朝阳区作业安全协会评为“安全作业及管理先进企业”

安全为首文化

五大支柱
颐堤港完美实践太古地产“2030可持续发展策略”五大支柱，亦是营造可持续发展社区的典范。

以人为本社区营造 伙伴协作 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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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协作

太古地产致力于与所有持份者建立互信互惠的长远关系。颐堤港汇聚我们众多合作伙伴，他们在发

展项目内外组成强大紧密的社群。

2020年，颐堤港与众爱再度合作，这家北京社

企帮助捐赠者和受助群体搭建爱心桥梁。众爱

在颐堤港商场举行为期两天的年度慈善市集，

为白血病患儿筹款。活动共有40多位手工艺摊

主参与，并邀请本地社区的小朋友参加艺术和

工艺班；颐堤港一座办公楼的员工亦鼎力支持，

捐出商品在市集义卖。市集非常成功，吸引逾

2,000人次到场，筹得近人民币20,000元善款帮

助白血病患儿。

颐堤港 X 众爱‧绿色公益市集

五大支柱
颐堤港完美实践太古地产“2030可持续发展策略”五大支柱，亦是营造可持续发展社区的典范。

伙伴协作

今年颐堤港在商场开设创新的可持续发展中

心，致力提高所有伙伴的环保意识，包括租户、

办公楼员工和广大市民。中心分为三部分：一，

细说颐堤港可持续发展进程及措施的历史墙；

二，展示各种废弃物分类和回收流程；三，利用

废弃物制作的创意墙和艺术品。

颐堤港可持续发展中心启用

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社区营造 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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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效益

颐堤港的环境监察系统应用智能科技和数据分析，持续优化建筑物效能及节约能源。

颐堤港自开业以来一直致力提高能源效益，在

本地、区域及全球发挥典范作用。我们与清华

大学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合作成立“建筑节

能与可持续发展联合研究中心”，共同研发和

测试新方法，致力提升太古地产旗下项目的能

源效益及环境表现。于2013年至2018年间，颐

堤港的天然气耗用量减少近50%，由2012/13
年冬季的154万立方米大幅下降至2017/18年

冬的77万立方米。

2018年，我们与清华大学合作提升颐堤港的环

保表现，该合作计划获《中国建筑节能年度报

告2018》专题报导。颐堤港是报告所列六宗“最佳实务”个案研究中唯一商业综合项目，报

告亦嘉许颐堤港不断采取措施改善能源效益和减少采暖耗能。

时至今日，颐堤港管理团队仍不断从各个层面提高能源效益，节约能源，例如采用高能源

效益的照明及隔热系统、优化升降机和自动扶梯的运作。部分节能措施包括：

• 设立试验性云端智能能源管理平台，运用人工智能监察及优化能源效益；

• 更换采用高效益设备的冷冻机抽水系统和热水系统；

• 重新校验采暖通风和空调系统(HVAC)，提高冷暖空调的效率；

• 使用低辐射玻璃窗及隔热玻璃板，减少热损耗和优化隔热保温效能；

• 零售及办公楼物业均安装太阳能光伏板；及

• 安装太阳能园景照明灯饰及街灯。

节能策略精益求精

五大支柱
颐堤港完美实践太古地产“2030可持续发展策略”五大支柱，亦是营造可持续发展社区的典范。

环境效益社区营造 以人为本 伙伴协作 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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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堤港于2017年获评为北京两大室内空气表现

最佳的商场之一。项目的室内空气质量一直保

持极佳水平。这既令管理团队对此引以为傲，

亦更激励他们精益求精，继续优化室内空气质

量。

 
 
 
 
 
 
 
 
 
 

部分空气质量相关措施包括：

• 安装静电过滤器及改良采暖通风和空调系统(HVAC)，提高净化效率；

• 办公楼及商场空调系统安装光等离子净化装置；

• 建立云端系统，持续监察室内空气质量；

• 建筑工程进行期间和入伙前过滤及冲洗中央空调系统；

• 使用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或不含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油漆；及

• 监察及减低室内微细悬浮粒子(PM2.5)水平。

持续改善室内空气质量

五大支柱
颐堤港完美实践太古地产“2030可持续发展策略”五大支柱，亦是营造可持续发展社区的典范。颐堤港完美实践太古地产“2030可持续发展策略”五大支柱，亦是营造可持续发展社区的典范。

环境效益社区营造 以人为本 伙伴协作 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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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堤港已装设雨水和废水回收循环系统，在项

目内多个地点收集中水，用于冲厕及灌溉园景

植物。我们的节水措施包括：

• 坐厕使用双水量冲水及自动冲水系统，水

龙头和便盘装设红外线感测器；

• 安装500枚高效能洗手间水龙头节流器，每

个水龙头的水流可降低约60%。

节约用水及废水回收再用

五大支柱
颐堤港完美实践太古地产“2030可持续发展策略”五大支柱，亦是营造可持续发展社区的典范。

环境效益社区营造 以人为本 伙伴协作 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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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

颐堤港不断订立新标准以迈向成功，并持续为购物人士、访客及顾客营造优质体验。

随着颐堤港的发展，周边社区的商业社群亦同

步增长。过去八年，颐堤港发展繁荣带动该区

衍变，令整个社区欣欣向荣。

颐堤港作为区内首个综合发展项目，为顾客提

供崭新的购物选择，为企业及零售商提供全新

的空间，为上班族和创业者提供发展机遇。简

而言之，颐堤港是地方经济的新动力。

2018年，颐堤港推出全新的“活生生活”品牌

宣言，同时大力拓展娱乐、时尚及餐饮服务，为

商场顾客提供缤纷的选择，让他们称心惬意，

此外并推出多项计划，务求与顾客密切联系，时刻紧贴最新品味和需求走向。

推动附近社区经济增长

五大支柱
颐堤港完美实践太古地产“2030可持续发展策略”五大支柱，亦是营造可持续发展社区的典范。

经济效益社区营造 以人为本 伙伴协作 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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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颐堤港商场共举办47场串流直播，推广

已进驻商场的优质品牌，在大家保持社交距离

居家购物期间，以无接触方式提供娱乐并与顾

客互动。截至12月31日，共有80个商场租户参

与串流直播，当中包括时装、化妆品、餐厅及时

尚生活品牌、北京东隅酒店和颐堤港一座。活

动吸引逾1,670万人观看，150万人参与网上互

动，直接和间接带动的实体店及网上销售。

数码转型创造多元化收入来源

2018年初，朝阳区政府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

高效的能源体系，宣布于区内采用节能及减碳

措施的企业可获得津贴。颐堤港积极响应，在

项目广泛实施配合太古地产“2030可持续发展

策略”的环保措施。

颐堤港商场、颐堤港一座及北京东隅因实行有

关措施，于2019年5月取得能源与环境设计先

锋评级(LEED)“既有建筑：营运与保养”4.1版铂

金级认证。颐堤港因此获发人民币500万元津

贴，是中国内地嘉许项目节能减排成果发放的

最高金额单项津贴。

配合地方政府参与节能挑战

五大支柱
颐堤港完美实践太古地产“2030可持续发展策略”五大支柱，亦是营造可持续发展社区的典范。

经济效益社区营造 以人为本 伙伴协作 环境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