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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020 可持續發展報告

夥伴協作以人為本 環境效益社區營造目錄 經濟效益

實踐可持續發展：頤堤港

頤堤港是以零售為主導的綜合發展項目，位於北京市朝陽區，面積為189萬平

方呎，是全球首個取得能源與環境設計先鋒評級(LEED)「既有建築：營運與保

養」4.1版最終鉑金級認證的綜合發展項目。頤堤港於2012年開幕，是太古地

產有限公司與遠洋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的合資項目。

頤堤港包括一個擁有逾170間商店的購物商場、一座樓高25層的甲級辦公樓頤

堤港一座，以及提供369間客房的商務酒店北京東隅。項目秉持可持續發展理

念營運，建築風格時尚現代，並引入多項創新環保特色及優質的公共空間。

2020年12月，太古地產宣佈與長期夥伴遠洋集團合作發展頤堤港擴建(二期)

項目。擴建部分毗鄰現有頤堤港項目，將興建以辦公樓主導的綜合發展項目，

預期樓面總面積約393,550平方米，包括一個購物商場、多座辦公樓和一家酒

店。

物業組合概要：

• 超過11,000平方呎太

陽能光伏板，每年生產

200,000千瓦小時可再生

能源

• 52米長低能耗的巨幅LED 
Mesh螢幕牆，可播放高

清視頻及全像投影

低碳營運

• 超過53,000平方呎綠化

空間環繞綜合項目

• 採取多元化措施改善室

內空氣質素 ─ 嚴選建

築材料、在日常營運中持

續量度空氣質素

宜居性

• 連接北京地鐵14號線和

20多條公交線路

• 超過1,000個單車車位

• 電動車及共乘車輛優先

停泊

綠色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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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協作以人為本 環境效益社區營造目錄 經濟效益

頤堤港亮點

冬季花園：貫通室內與戶外

的美妙空間

屋頂菜園及種
植活動

太古地產頤堤港新
辦公室以可持續發

展為先

鼓勵餐飲租戶參與環
保計劃

太陽能光伏板
發電

翻新垃圾房力推
回收

點擊瀏覽頤堤港領先全球的可持續發展特色

頤堤港設有26,000平方呎的冬季花園，充

滿動感的玻璃屋頂讓自然光透射到室內，

讓室內的溫馨舒適與戶外的開放公園景觀

自然融合。冬季花園匯集不同風味餐廳，

亦經常舉行展覽及活動，是消費者慢享生

活的潮流時尚勝地。

冬季花園：貫通室內與戶外的美妙空間

特色：

• 屋頂及天窗裝設隔熱保溫的細孔玻璃，形成獨特的遮蔭圖案

• 輕薄透明的52米乘9米巨幅LED Mesh螢幕牆，既不阻擋自然光線和景觀，亦可提供全像

投影等視覺特效

• 多元化的活動空間，曾舉辦2018年得獎太空主題展覽「星球奇境」，以及2020年舉辦的

「哈利．波特的魔法假日」，藝術重現一系列經典電影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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頤堤港屋頂菜園於2018年啟用，供員工及

辦公樓租戶栽種和收割蔬菜及鮮花。菜園

的面積為3,200平方呎，共劃分為30塊獨立

園地，並融入多項環保元素，包括堆肥箱

及自動灌溉系統，菜園更建有「昆蟲旅館」，

成為園內重要的生態特色。 

北京東隅酒店內的Domain域餐廳將蔬果

皮和果肉堆肥製成肥料，希望菜園能夠形

成生態社群，讓人們重新接觸土地、親近

自然，共建活力社區。

屋頂菜園及種植活動

頤堤港亮點

冬季花園：貫通室內與戶外
的美妙空間

屋頂菜園及種

植活動

點擊瀏覽頤堤港領先全球的可持續發展特色

太古地產頤堤港新
辦公室以可持續發

展為先

鼓勵餐飲租戶參與環
保計劃

太陽能光伏板
發電

翻新垃圾房力推
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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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太古地產北京新辦公室於頤堤港煥新開幕。這是太古地產迄今可持續發展標準

最高的辦公室，以WELL健康建築認證及能源與環境設計先鋒評級(LEED)認證為目標。新辦

公室面積為20,000平方呎，設計和建造均廣泛諮詢各職級同事的意見，設計以五大支柱為

基礎，即身心健康、合作創新、開放平等、可持續發展及科技。我們採用物聯網佔用傳感器

收集舊辦公室的空間使用數據，並據此優化新辦公室的空間使用效益和釐定室內佈局及

設計，目標是提高效率和生產力，並以保障員工身心健康為首要考慮。

特色：

• 引入移動式辦公，讓員工可以根據處

理的工作類型選擇工作位置，而不再

只是擁有一張固定的辦公桌

• 透過共享私人辦公室和共享辦公桌政

策，提高辦公空間的整體效率，將總面

積和每月總支出減少20%

• 會議室可舉行不同規模的會議，亦可

靈活組合成集思廣益空間、運動室或

瑜珈室

• 專用隔間可進行私人或小型視像會議

太古地產頤堤港新辦公室以可持續發展為先

頤堤港亮點

太古地產頤堤港新

辦公室以可持續發

展為先

點擊瀏覽頤堤港領先全球的可持續發展特色

鼓勵餐飲租戶參與環
保計劃

太陽能光伏板
發電

翻新垃圾房力推
回收

冬季花園：貫通室內與戶外
的美妙空間

屋頂菜園及種
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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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地產設有「綠色廚房」計劃，讓物業組

合管理團隊和租戶可在裝修及翻新工程開

始前商討可持續發展事宜。我們並向租戶提

供技術指引，以助他們設計綠色廚房，合理

利用資源，以更具能源效益的方式營運。本

計劃在頤堤港成效理想，迄今已有10間食肆

獲得「綠色廚房」嘉許。餐飲租戶還可參加

我們的免費能源審核計劃，幫助他們發掘更

多節能機會。

鼓勵餐飲租戶參與環保計劃

頤堤港亮點

鼓勵餐飲租戶參與環

保計劃

點擊瀏覽頤堤港領先全球的可持續發展特色

冬季花園：貫通室內與戶外
的美妙空間

屋頂菜園及種
植活動

太古地產頤堤港新
辦公室以可持續發

展為先

太陽能光伏板
發電

翻新垃圾房力推
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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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協作以人為本 環境效益社區營造目錄 經濟效益

頤堤港亮點

太陽能光伏板

發電

點擊瀏覽頤堤港領先全球的可持續發展特色

頤堤港及頤堤港一座早於2016年在屋頂

安裝太陽能光伏板，其後於2019年加裝

高效能的太陽能板，其背面物料可吸收

瀰散和反射陽光的能量，達到更高發電

效率。2020年，這批太陽能板合共 產生

200,000千瓦小時可再生能源。有關頤堤港

的節能策略詳情請查看。

太陽能光伏板發電

冬季花園：貫通室內與戶外
的美妙空間

屋頂菜園及種
植活動

太古地產頤堤港新
辦公室以可持續發

展為先

鼓勵餐飲租戶參與環
保計劃

翻新垃圾房力推
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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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於2020年5月1日起實施垃圾分類法

例，按照新法規，頤堤港翻新的智能垃圾

房已開始將廢物分為四類：廚餘、可回收物

料、有害廢物及其他廢物，以回收有價值的

資源進行循環再造或進一步處理。

特色：

• 智能垃圾房收集租戶層面的廢物數據

• 自動為每個租戶量重及記錄數據(包

括時間、廢物類別及重量)

• 利用旋轉鼓將廢物壓縮至小於原體積三分之二

• 頤堤港管理處及每個租戶均可使用手機程式查看廢物資料及處理模式

• 北京東隅酒店舉辦「分類比賽」，測試員工相關知識，並幫助他們作好準備進行垃圾

分類

• 頤堤港目前的廢物回收率為19.6%

翻新垃圾房力推回收

頤堤港亮點

翻新垃圾房力推

回收

點擊瀏覽頤堤港領先全球的可持續發展特色

冬季花園：貫通室內與戶外
的美妙空間

屋頂菜園及種
植活動

太古地產頤堤港新
辦公室以可持續發

展為先

鼓勵餐飲租戶參與環
保計劃

太陽能光伏板
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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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支柱
頤堤港完美協調太古地產「2030可持續發展策略」五大支柱，亦是營造可持續發展社區的典範。

社區營造 以人為本 夥伴協作 環境效益 經濟效益

社區營造

今年適逢頤堤港八週年紀念，我們舉辦連串

慶祝活動，包括娛樂節目和藝術裝置，並有多

間新店開幕，以精彩獻禮答謝我們的租戶及顧

客。此外，頤堤港聯同紐約知名插畫藝術家Kim 
Sielbeck共同打造「活生生活，美好花開」主題

藝術裝置，並於商場營造色彩斑斕的「魔法花

園」。

與此同時，頤堤港也在不斷探索與顧客互動的

新形式，包括在「頤直播」串流平台舉行線上活

動，以及在「頤享GO」線上商城定期推出甄選

商品及優惠等。

此外，在「讓美好 可持續」公益眾創季期間，頤

堤港各食肆亦攜手減少廚餘。顧客在「綠色廚

房」計劃認證食肆用餐，只要「清盤」不浪費任

何食物，即可獲得人民幣50元優惠。其他週年

眾創季活動還包括綠色公益市集、上班族午間

音樂會和屋頂菜園豐收節。

頤堤港將在這裡購物、居住、生活和工作的人們聯繫起來，並為周邊社區提供支持、創造價值。

頤堤港美好花開八週年



392020 可持續發展報告

夥伴協作以人為本 環境效益社區營造目錄 經濟效益

頤堤港多年來一直與北京國際音樂節共同合

作，舉辦數場古典音樂會及舞台劇供公眾欣

賞。北京國際音樂節呈獻了國際著名樂團演奏

會、兒童版舞台劇、專業音樂家攜手新晉青年

音樂家同台演出等精彩節目，讓悠揚樂韻在頤

堤港飄揚。

 

 

• 2020年：北京國際音樂節的兩場「午間音樂會」，邀得青年鋼琴家孫佳依演奏名曲。音

樂會在頤堤港一座大堂舉行，並於網上和電台節目現場直播。

• 2019年：在冬季花園呈獻雅克．奧芬巴赫的劇作《霍夫曼的故事》，這套別開生面的舞

台劇由兒童演員擔綱演出。

• 2018年：與Magic Circle Mime劇團和北京音樂學校的中學樂團合辦三場「Hello! 
Mozart」演奏會。

• 2017年：頤堤港主辦北京國際音樂節的「周末家庭日」，請來香港管弦樂團銅管演奏

組在冬季花園表演，與來自酒仙橋第二小學的小樂手合奏。

北京國際音樂節宣揚文化及藝術

五大支柱
頤堤港完美協調太古地產「2030可持續發展策略」五大支柱，亦是營造可持續發展社區的典範。

社區營造 以人為本 夥伴協作 環境效益 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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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

太古地產位於頤堤港一座的新辦公室設計獨

到，悉心照顧員工的健康及福祉，確保他們享

有舒適的工作環境，同時優化可持續表現和效

率。我們廣泛諮詢員工意見，並分析舊辦公室

的數據，確保新辦公室的空間用得其所。 

 

 

 

 

 

 

新辦公室特色包括：

• 選用產自本地的低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材料，配色亦選擇自然色調 ─ 經科學證明有助提

升表現

• 以手提電腦取代桌上電腦，工作更富靈活性

• 設有冥想室及育嬰室

• 智能照明系統可因應日照時間及人體晝夜節奏調整

• 裝設空氣淨化裝置，盡量減低污染

• 辦公桌及顯示屏支架均可調校高度，傢俬採用人體工學設計，確保工作時舒適

員工是我們發展及成功的基石，我們投放大量資源為他們提供學習和發展培訓，關顧他們的健康及

福祉，確保員工盡展所長，同心推動頤堤港蓬勃發展。

新辦公室以員工健康福祉為先

以人為本

五大支柱
頤堤港完美協調太古地產「2030可持續發展策略」五大支柱，亦是營造可持續發展社區的典範。

社區營造 夥伴協作 環境效益 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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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地產愛心大使計劃在頤堤港蓬勃壯大，過

去八年來，頤堤港員工與鄰里社區經常舉辦各

類外展活動，深厚的友好關係維繫至今。頤堤

港愛心大使積極與各界合作，例如與非政府機

構、學校及社區組織合辦活動推廣環保意識，

以及聯同社福機構為社區服務。

儘管年內因為疫情關係，許多需要親身參與的

活動均要暫停，但頤堤港員工仍竭盡所能透過

以下方式回饋社會：

• 作為可持續發展推廣企劃「Sustainability 
We All Count」一部分，我們於2020年8月安排旗下社區的小朋友參與「零廢日」，活動

包括學習廢物管理和設計可再用購物袋，向更多人傳達明智消費的訊息。

• 繼續舉辦「Little Flower Project」，援助早產孤兒和需要複雜醫療護理的孤兒。頤堤港

義工隊自2018年開始探訪這些小朋友，抽空陪伴之餘也捐出物資以供應他們的生活所

需。雖然在疫情下無法親身與他們會面，但我們希望很快可以恢復正常探訪，繼續為

他們提供支援。

• 啟動「Sustain the Beauty of Life」計劃，希望吸納更多人投入社區服務。年內舉行了多

項活動，包括向「清盤」食客派發贈券鼓勵減少廚餘、與眾愛合辦慈善市集、舉辦北

京國際音樂節演奏會及關愛長者活動。

繼續推展愛心大使活動

五大支柱
頤堤港完美協調太古地產「2030可持續發展策略」五大支柱，亦是營造可持續發展社區的典範。

以人為本社區營造 夥伴協作 環境效益 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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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協作以人為本 環境效益社區營造目錄 經濟效益

頤堤港視職業安全為可持續發展的基石，向來

把安全放在首位。我們定期舉辦安全培訓班，

並每月召開員工安全會議及舉辦租戶安全培訓

課程。

 
 

• 2020年，我們連續第三年向零售租戶推廣「頤堤港安全管理大獎」計劃

• 頤堤港在工作場所安全方面表現出色，2019年榮獲太古地產「零損失工時事故銀獎」，

連續500天錄得零損失工時事故

• 2019年，頤堤港獲得朝陽區「滅火先進單位」稱號

• 2017年，頤堤港獲朝陽區作業安全協會評為「安全作業及管理先進企業」

安全為首文化

五大支柱
頤堤港完美協調太古地產「2030可持續發展策略」五大支柱，亦是營造可持續發展社區的典範。

以人為本社區營造 夥伴協作 環境效益 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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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協作以人為本 環境效益社區營造目錄 經濟效益

夥伴協作

太古地產矢志與所有持份者建立互信互惠的長遠關係。頤堤港匯聚我們眾多合作夥伴，他們在發展

項目內外組成強大緊密的社群。

2020年，頤堤港與眾愛再度合作，這間北京社

企幫助捐贈者和受助群體搭建愛心橋樑。眾愛

在頤堤港商場舉行為期兩天的年度慈善市集，

為白血病患兒籌款。活動共有40多位手工藝攤

主參與，並邀請本地社區的小朋友參加藝術

和工藝班；頤堤港一座辦公樓的員工亦鼎力支

持，捐出商品在市集義賣。市集非常成功，吸引

逾2,000人次到場，籌得近人民幣20,000元善款

幫助白血病患兒。

頤堤港 X 眾愛‧綠色公益市集

五大支柱
頤堤港完美協調太古地產「2030可持續發展策略」五大支柱，亦是營造可持續發展社區的典範。

夥伴協作

今年頤堤港在商場開設創新的可持續發展中

心，致力提高所有夥伴的環保意識，包括租

戶、辦公樓員工和廣大市民。中心分為三部分：

一，細說頤堤港可持續發展進程及措施的歷史

牆；二，展示各種廢物分類和回收流程；三，利

用廢物製作的創意牆和藝術品。

頤堤港可持續發展中心啟用

環境效益 經濟效益社區營造 以人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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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協作以人為本 環境效益社區營造目錄 經濟效益

環境效益

頤堤港的環境監察系統應用智能科技和數據分析，持續優化建築物效能及節約能源。

頤堤港自開幕以來一直致力提高能源效益，在

本地、區域及全球發揮典範作用。我們與清華

大學建立了長期合作關係，合作成立「建築節

能與可持續發展聯合研究中心」，共同研發和

測試新方法，致力提升太古地產旗下項目的能

源效益及環境表現。於2013年至2018年間，頤

堤港的天然氣耗用量減少近50%，由2012/13
年冬季的154萬立方米大幅下降至2017/18年

冬的77萬立方米。

2018年，我們與清華大學合作提升頤堤港的環

保表現，該合作計劃獲《中國建築節能年度報

告2018》專題報導。頤堤港是報告所列六宗「最佳實務」個案研究中唯一商業綜合項目，報

告亦嘉許頤堤港不斷採取措施改善能源效益和減少採暖耗能。

時至今日，頤堤港管理團隊仍不斷從各個層面提高能源效益，節約能源，例如採用高能源

效益的照明及隔熱系統、優化升降機和自動扶梯的運作。部分節能措施包括：

• 設立試驗性雲端智能能源管理平台，運用人工智能監察及優化能源效益；

• 更換採用高效益設備的冷凍機抽水系統和熱水系統；

• 重新校驗採暖通風和空調系統(HVAC)，提高冷暖空調的效率；

• 使用低輻射玻璃窗及隔熱玻璃板，減少熱損耗和優化隔熱保溫效能；

• 零售及辦公樓物業均安裝太陽能光伏板；及

• 安裝太陽能園景照明燈飾及街燈。

節能策略精益求精

五大支柱
頤堤港完美協調太古地產「2030可持續發展策略」五大支柱，亦是營造可持續發展社區的典範。

環境效益社區營造 以人為本 夥伴協作 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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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協作以人為本 環境效益社區營造目錄 經濟效益

頤堤港於2017年獲評為北京兩大室內空氣表

現最佳的商場之一。項目的室內空氣質素一直

保持極佳水平。這既令管理團隊對此引以為

傲，亦更激勵他們精益求精，繼續優化室內空

氣質素。

 
 
 
 
 
 
 
 
 
 

部分空氣質素相關措施包括：

• 安裝靜電過濾器及改良採暖通風和空調系統(HVAC)，提高淨化效率；

• 辦公樓及商場空調系統安裝光等離子淨化裝置；

• 建立雲端系統，持續監察室內空氣質素；

• 建築工程進行期間和入伙前過濾及沖洗中央空調系統；

• 使用低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或不含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油漆；及

• 監察及減低室內微細懸浮粒子(PM2.5)水平。

持續改善室內空氣質素

五大支柱
頤堤港完美協調太古地產「2030可持續發展策略」五大支柱，亦是營造可持續發展社區的典範。頤堤港完美協調太古地產「2030可持續發展策略」五大支柱，亦是營造可持續發展社區的典範。

環境效益社區營造 以人為本 夥伴協作 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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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協作以人為本 環境效益社區營造目錄 經濟效益

頤堤港已裝設雨水和廢水回收循環系統，在項

目內多個地點收集中水，用於沖廁及灌溉園景

植物。我們的節水措施包括：

• 坐廁使用雙水量沖水及自動沖水系統，水

龍頭和便盤裝設紅外線感測器；

• 安裝500枚高效能洗手間水龍頭節流器，

每個水龍頭的水流可降低約60%。

節約用水及廢水回收再用

五大支柱
頤堤港完美協調太古地產「2030可持續發展策略」五大支柱，亦是營造可持續發展社區的典範。

環境效益社區營造 以人為本 夥伴協作 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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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協作以人為本 環境效益社區營造目錄 經濟效益

經濟效益

頤堤港不斷訂立新標準以邁向成功，並持續為購物人士、訪客及食客營造優質體驗。

隨著頤堤港的發展，周邊社區的商業社群亦同

步增長。過去八年，頤堤港發展繁榮帶動該區

衍變，令整個社區欣欣向榮。

頤堤港作為區內首個綜合發展項目，為顧客提

供嶄新的購物選擇，為企業及零售商提供全新

的空間，為上班族和創業者提供發展機遇。簡

而言之，頤堤港是地方經濟的新動力。

2018年，頤堤港推出全新的「活生生活」品牌

宣言，同時大力拓展娛樂、時尚及餐飲服務，為

商場顧客提供繽紛的選擇，讓他們稱心愜意，

此外並推出多項計劃，務求與顧客密切聯繫，時刻緊貼最新品味和需求走向。

推動附近社區經濟增長

五大支柱
頤堤港完美協調太古地產「2030可持續發展策略」五大支柱，亦是營造可持續發展社區的典範。

經濟效益社區營造 以人為本 夥伴協作 環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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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頤堤港商場共舉辦47場串流直播，推廣

已進駐商場的優質品牌，在大家保持社交距離

居家購物期間，以無接觸方式提供娛樂並與顧

客互動。截至12月31日，共有80個商場租戶參

與串流直播，當中包括時裝、化妝品、食肆及時

尚生活品牌、北京東隅酒店和頤堤港一座。活

動吸引逾1,670萬人觀看，150萬人參與網上互

動，直接和間接帶動的實體店及網上銷售。

數碼轉型創造多元化收入來源

2018年初，朝陽區政府為構建清潔低碳、安全

高效的能源體系，宣佈於區內採用節能及減碳

措施的企業可獲得津貼。頤堤港積極響應，在

項目廣泛實施配合太古地產「2030可持續發展

策略」的環保措施。

頤堤港商場、頤堤港一座及北京東隅因實行有

關措施，於2019年5月取得能源與環境設計先

鋒評級(LEED)「既有建築：營運與保養」4.1版

鉑金級認證。頤堤港因此獲發人民幣500萬元

津貼，是中國內地嘉許項目節能減排成果發放

的最高金額單項津貼。

配合地方政府參與節能挑戰

五大支柱
頤堤港完美協調太古地產「2030可持續發展策略」五大支柱，亦是營造可持續發展社區的典範。

經濟效益社區營造 以人為本 夥伴協作 環境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