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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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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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地产将继续设计、建造和管理高质量的一流物业项目，务求为项目所在社区及环境带来裨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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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议题的领先思

维，分享最佳实践经验。

环保建造/ 
翻新工程

能源效益 气候适应及 
抗御力

减碳

资源及循环 可再生能源 室内空气质量访客/用户的健康 
和福祉

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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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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循环政策》

《环境及能源管理体系》

此政策为项目的设计施工阶
段，以至旗下楼宇日常营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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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我们约86%12香港及中国内地资产已符合ISO 14001及ISO 50001体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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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按总楼面面积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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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思维

与香港绿色建筑议会并肩推动香港走向净零碳

香港绿色建筑议会举办香港首个「

迈向净零」构思比赛，由太古地产担

任首席合作伙伴。本比赛支持世界绿

色建筑委员会的全球「迈向净零」倡

议，同时支持香港政府致力争取在

2050年前达到碳中和的目标。比赛

在全球征集设计作品，推进建筑环

境及其他领域变革，迈向美好未来。

我们为参赛者提供位于太古坊的太古坊一座及濠丰大厦两幢绿色楼宇收集所得的真实数

据资料，让参赛团队深入分析实际情况，从而构思务实而创新的设计方案，以助香港这类

高楼大厦林立的高密度城市实现净零碳。太古地产更派出代表加入比赛的筹备委员会、技

术委员会及评审团。

参与比赛的22个团队来自58家机构和企业，作品水准极高，当中不乏富启发性的前瞻设

计。比赛分为「未来建筑」及「既有建筑」组别，评审团最后选出三个大奖和五个优异奖。

比赛的得奖及优异作品于2021年12月在太古坊林肯大厦有盖行人天桥公开展览，另收录

于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网站刊载的电子书。

为进一步推动业界支持净零碳排放，太古地产年内参加香港绿色建筑议会举办的「迈向净

零」网上研讨会系列，分享我们配合「1.5°C」联署运动推行的减碳策略的心得、创新技术和

隐含碳管理方法。

太古地产也获香港绿色建筑议会邀请在2021年11月举行的「碳中和国际会议」发表演说。

我们的行政总裁彭国邦在会上参与专家小组讨论，分享公司如何发挥领导力推动社会走向

净零。我们多位同事亦在会上发表案例研究，阐述太古地产如何实现科学基础减碳目标以

及在全球物业组合实行净零策略，并介绍三里屯太古里的开创性能源管理措施。

此外，我们很荣幸获世界绿色建筑委员会的「Building to COP26 Thought Leadership Series」
专题介绍我们的减碳措施。该研讨会提倡各界共同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是2021年11月格拉

斯哥「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前奏活动。

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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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nzideassubmission3.hkgbc.org.hk/
https://buildingtocop.org/2021/10/28/swire-properties-determined-to-fight-climate-change-with-a-new-1-5c-aligned-science-based-target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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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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我们的经验与专业

知识，此外亦在香港和其他地区众多会议和研讨会宣扬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以及承诺实

践可持续发展。我们希望通过分享愿景，启发其他企业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021年，

我们参与多个会议及研讨会并发表演说，包括：

• 香港总商会主办的「环境、社会和企业管治作为未来人事管理策略」网上研讨会

• 香港绿色建筑议会主办的「新建建筑与室内装修的可持续采购策略」网上研讨会

• 美国绿建筑协会在上海举办的「迈向2060碳中和目标，房地产行业的路径与机遇」论坛

及颁奖典礼

• 绿色商业银行联盟、香港金融管理局与国际金融公司协办的「与CEO对话：『建筑』绿色

未来」虚拟讲座

• ReThink Hong Kong主办的「HKGBC Session – Rethinking Built Spaces at ReThink HK 2021」

• 香港贸易发展局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环境局合办的「亚洲环保会议－香港迈向资源

循环之路」

• 城市土地学会主办的「ULI Asia Pacific REIMagine – Industry Leaders Response Panel on 
Decarbonisation」

• 香港会计师公会举办的「通过有效的环境、社会和企业管治报告创造共享价值」网上研

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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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进展

环境效益工作小组由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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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我们继续朝着2025年及2030年关键绩效指标努力，以经批核的1.5°C科学基础减碳目标作为指

引，在公司内部全面推行相关措施。2021年的进展摘要如下。

进展摘要

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

• 营运碳排放(范围一及二科学基础减

碳目标)：降低绝对温室气体排放量

25%13

• 减低范围一及二绝对温室气体排放

量：

2025年关键绩效指标 2021年进展

23%

• 价值链温室气体排放(范围三科学基

础减碳目标-下游出租资产)：下游出

租资产租户控制部分每平方米碳强

度降低 28%14

• 减低下游出租资产租户控制部分碳

强度：

2030年关键绩效指标 2021年进展

34.6%

• 价值链温室气体排放(范围三科学基

础减碳目标-资本商品)：大型新发展

项目每平方米(建筑面积)隐含碳强

度降低25%15

• 减低大 型新发展项目的隐含碳强

度：将于2022年太古坊二座落成时

汇报

13  与2019基准年比较。

14  与2018基准年比较。

15   与2016-2018基准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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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节约能源

• 减少能源耗量强度16： • 减少能源耗量强度：

2025年关键绩效指标 2021年进展

20%18 7%

13%18 3%

香港物业组合17 香港物业组合

中国内地物业组合19 中国内地物业组合

• 继续在香港及中国内地物业组合和

酒店推行节能措施。

可再生能源

• 太古坊二座约6%的业主物业能源

耗量将来自可再生能源。

• 成都远洋太古里和博舍以及 广州

太古汇所有电力均采购自可再生来

源。

2025年关键绩效指标 2021年进展

16   节约能源的2025年关键绩效指标已根据经批核的1.5°C相关科学基础减碳目标更新。能源耗量指我们在建筑物中提供公共
服务及在公用空间的用电量。 

17   香港物业组合指香港的办公楼及零售物业组合和酒店。

18   与2019基准年比较。

19   中国内地物业组合指中国内地的办公楼及零售物业组合和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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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个别已落成新建办公楼发展项目

中，4%至6%的业主物业能源耗量

为可再生能源或清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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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回收及废弃物分流

2025年关键绩效指标 2021年进展

资源及循环

废弃物分流率：

• 香港物业组合(包括酒店)： 

30%商业废弃物

• 香港物业组合(发展中项目)： 

85%拆卸废弃物 

70%建筑废弃物

• 中国内地(发展中项目)： 

50%总废弃物量

废弃物分流率：

• 香港物业组合(包括酒店)： 

23.6%商业废弃物

• 香港物业组合(发展中项目)： 

深水湾道6号 - 94.6%拆卸废弃物

皇后大道东46 - 56号商业大厦发展

项目 - 84.5%建筑废弃物(地基工

程阶段)

• 中国内地(发展中项目): 

前滩太古里 - 84.5%建筑废弃物 

三里屯太古里西区 - 60.3%建筑

废弃物

废弃物回收率：

• 中国内地物业组合(包括酒店)： 

41.6%商业废弃物

废弃物回收率：

• 中国内地物业组合(包括酒店)： 

40%商业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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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香港与中国内地物业组合：与2016年正常营运(BAU)基准比较；酒店：与2018/2019年基准年比较。

整合

• 在50%新发展项目进行生物多样性

研究

• 制定指引将生物多样性因素纳入新

发展项目

• 太古坊重建项目已完成城市生物多

样性研究，研究结果和建议经讨论

后已经与各部门分享，以改善现有项

目及发展中项目的生物多样性。我们

将参照研究结果制定指引，将生物

多样性考虑因素整合到未来的新发

展项目。

2025年关键绩效指标 2021年进展

生物多样性

节约用水

• 减少耗水强度20: • 减少耗水强度

2025年关键绩效指标 2021年进展

10%

8%

香港物业组合(立方米/平方米) 香港物业组合(立方米/平方米)

酒店(立方米/入住晚数) 酒店(立方米/入住晚数)

20%

水资源

中国内地物业组合(立方米/平方米) 中国内地物业组合(立方米/平方米)

4.7%

20.1%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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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空气质量管理

• 90%香港物业组合21或中国内地物

业组合22建筑物的公共空间分别达

到香港室内空气质量计划卓越级别

和中国内地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 公共空间：香港物业组合约82%建

筑物达到香港室内空气质量计划卓

越级别。

• 中国内地物业组合约80%建筑物达

到中国内地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2025年关键绩效指标 2021年进展

用户健康

环保建筑物评核计划23

• 100%全资拥有的新发展项目24取

得环保建筑物评核计划的最高级别

• 90%全资拥有的现有发展项目24取

得环保建筑物评核计划的最高级别

• 100%发展中项目取得最高级别。

• 86%现有发展项目取得最高级别。

香港物业组合

• 东荟城扩建项目取得绿建环评新建

建筑1.2版最终金级。

中国内地物业组合

• 颐堤港一座及颐堤港商场均取得中

国绿色建筑设计标识两星级别。

• 前滩太古里取得WELL健康建筑核心

铂金级(核心体) v2 试行版认证。

2025年关键绩效指标 2021年进展

建筑物/资产投资

21   香港物业组合指香港的办公楼及零售物业组合和酒店。

22   中国内地物业组合指中国内地的办公楼及零售物业组合和酒店。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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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所在地点
选用最适合的环保建筑物评核计划。

24   不包括合资项目及出售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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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概览

2021年，我们的总碳排放较2020年减少13%，香港、中国内地及美国物业组合和酒店物业的总碳强度

亦较2020年低25%。

公司最大的碳排放源头是用电所产生的范围二排放。由于我们采取多项措施，包括应用创新低碳科

技，同时致力优化能源管理，而广州太古汇及成都博舍的可再生电力采购比率亦提高至100%，因此这

类排放较2020年减少13%。

有关我们实现科学基础减碳目标的进展及减碳措施的成效，请查看。

碳排放

2017-2021年物业组合碳排放

HKEX 
KPI A3.1

GRI
305

HKEX 
KPI A1.2, A1.5

环境效益

生物多样性

政策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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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物/资产投资

范围二排放范围一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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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物业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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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21年物业组合碳强度

环境效益

生物多样性

政策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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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物/资产投资

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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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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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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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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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20212017 2018 2019

0.14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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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

0.06

0.04

0.02

0.00

香港物业组合

中国内地物业组合

美国物业组合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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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量度范围一排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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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2018年亦为范围三排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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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主要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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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排放─ 范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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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从2020年起

进行报告，详情请查看统计数据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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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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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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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302 

HKEX 
KPI A2.1, A2.3

2021年进展 2025年目标26

中国内地物业组合 
(包括酒店)

2021年全球物业组合的能源耗量强度25与2008基准年比较降低了35%，由每年每平方米194千瓦小时

降至每年每平方米126千瓦小时。

2021年，香港物业组合(包括酒店)的能源耗量强度较2019基准年低7%。

2021年，中国内地物业组合(包括酒店)的能源耗量强度较2019基准年低3%。

有关我们节能措施的详细内容，请查看。

能源耗量强度

2021年进展能源耗量

能源耗量

2025年目标26

香港物业组合
(包括酒店)

7% 20%

3% 13%

25   能源耗量强度指我们在建筑物中提供公共服务及在公用空间的用电量(每平方米)。 

26 与2019基准年比较。

环境效益

生物多样性

政策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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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物/资产投资

2017-2021年各物业组合的间接能源耗量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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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香港及中国内地物业组合的总耗水量较2020年减少3.8%，上述物业组合的总耗水强度亦下
降，原因之一是2021年3月我们与多个政府部门、区议员及一间物业管理公司沟通后，于2021年3月更
换了故障水管。

旗下酒店业务2021年的耗水强度较2020年减少，我们认为原因之一是2021年内疫情曾一度缓和，其时
每宾客入住晚数亦相应增加。

若以2025年关键绩效指标作准则，2021年香港物业组合整体的耗水强度较2016年正常营运(BAU)基
准水平上升4.7%。耗水强度增加主因是2021年东荟城名店仓扩建部分开幕，而该商场的耗水强度较
高。

中国内地物业组合的耗水强度较2016年正常营运(BAU)基准水平减少20.1%。耗水强度下降原因是旗
下建筑物安装了分表加强监察，此外并持续回收中水及雨水。

旗下酒店2021年的耗水强度较2025年关键绩效指标采用的2018/2019年基准水平增加6.6%，主因是
疫情严重影响旅游业，导致每宾客入住晚数少于基准水平。

耗水量

环境效益

生物多样性

政策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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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物/资产投资

2017-2021年物业组合耗水量及耗水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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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水强度

2021年进展 2025年目标

香港物业组合

中国内地物业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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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物业组合，不包括酒店。

• 香港物业组合及中国内地物业组合制定的减低耗水强度目标以2016年正常营运(BAU)耗水量作基准水平。

• 酒店制定的减低耗水强度目标以2018/2019年耗水量作基准水平。

• 美国物业组合2018年总耗水量及耗水强度已作调整，租户耗水量不计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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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的建筑材料

547立方米
木材

14,613公吨
钢筋

1,193,053公升
柴油耗用量

73,148立方米
耗水量

75,741立方米
混凝土

2,572兆瓦小时
用电量

4.7%

20.1%

6.6%

10%

20%

8%

环境效益

生物多样性

政策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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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物/资产投资

按2021年发展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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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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I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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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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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效益

生物多样性

政策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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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物/资产投资

成为香港和中国内地首间目标获批的地产发展商， 
致力将全球暖化升幅控制在1.5°C以内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最新发表的报告指出，若要将全球暖化升幅控制

在比工业革命前水平高摄氏1.5度，从而避免气候变化产生灾难性后果，全球必须在2030年

前将碳排放减半，然后于2050年前达致净零碳排放。

太古地产正加倍努力应对气候变化。我们新订多个符合《巴黎协定》的科学基础目标，比

2019年我们原订将全球暖化升幅控制在2°C的科学基础减碳目标提高约50%27。科学基础

目标倡议组织(SBTi)已在2021年9月正式批核我们的新目标，令太古地产成为香港及中国内

地实现这个里程碑的地产发展商。

太古地产矢志减低范围一及二的绝对温室气体排放量，同时致力达成企业价值链(上游及

下游)的范围三减排目标，多措并举减少碳排放。

我们经批核的1.5°C科学基础减碳目标如下：

范围一及二 
(营运温室气体排放)

范围三 
(间接上游及下游温室气体排放)

2025

2030

• 将绝对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25% (以2019年为基准年)

• 将绝对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46% (以2019年为基准年)

不适用

• 资本商品(新建发展项目隐含碳排

放) 每平方米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25% (以2016年至2018年为基准年)

• 下游出租资产(租户碳排放) 每平

方米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28% (以

2018年为基准年)

27   按照原订将全球暖化升幅控制在2°C以内的科学基础减碳目标与新批核将升幅控制在1.5°C内的科学基础减碳目标绝对温
室气体排放量之差计算。

https://www.swireproperties.com/zh-cn/sustainable-development/policies/climate-change-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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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础减碳目标进展顺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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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我们继续朝着新的科学基础减碳目标稳步前进：

2021年的进展 - 对比2025年及2030年范围一及二目标

环境效益

生物多样性

政策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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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物/资产投资

23%

12%

25%

46%

目标 目标基准年

1.5°C减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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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的进展 - 对比2030年范围三 - 下游出租资产目标*

10.7%

27.6%

34.6%

28%

减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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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一及二排放

2021年，太古地产全球物业组合的绝对碳排放量与2019基准年比较减少23%。年内，我们

继续采取创新的低碳技术和管理措施，并继续与清华大学及其他机构合作，投放资源进

行节能研发。 

我们已检讨和更新节能目标，并拟定个别物业组合的行动方案和策略，在未来十年各司其

职，努力实现最新的1.5°C科学基础减碳目标，此外并将相关的财务要求纳入年度预算。 

截至2021年7月1日，太古汇发展项目已全面使用场外风力发电场产生的可再生电能，太古

汇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因此下降1.2万公吨，为业主和租户营运实现年度净零碳用电。

太古酒店旗下的成都博舍亦已于2021年1月全面使用可再生电能。截至2021年底，中国内地

所有物业组合的可再生电能组合已提高至约47%。

范围三排放 ─ 下游出租资产

2021年排放量录得34.6%减幅，成因包括：

• 太古汇及成都远洋太古里租户营运分别于2021年及2020年全面使用可再生电能

• 租户耗能强度有所改善 

• 部分租户因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采取遥距工作安排

我们在2021年与商业租户紧密合作，举办多项租户参与活动协助他们缩减碳足迹，包括：

• 提供免费能源审核，协助租户发掘更多节能机会。本措施自2008年推行至今

• 通过「绿色厨房」计划向商场内餐饮租户提供可持续发展设计及营运指引，相关指引有

助租户降低能源及食水耗用量，并可鼓励减废

• 2021年推行专为香港办公楼租户而设的「智能减废先导计划」，采用科技追踪和有趣的

游戏方式，促进减废

环境效益

生物多样性

政策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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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物/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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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三排放 ─ 资本商品

太古地产采用多种工具和软件计算及分析新发展项目的前期隐含碳排放，包括建造业议会

碳评估工具。我们可利用这些工具评估工程项目的碳表现是否符合我们的科学基础减碳目

标，评估结果亦有助比较各种可行设计方案的碳表现，让我们早于设计阶段优化结构和选

用低碳物料。

为减低旗下发展项目整个生命周期的隐含碳排放，我们已为香港未来发展项目的混凝土、

钢筋及结构钢材制定以隐含碳表现为本目标。这套目标是以详细市场研究作依据，并已咨

询建造业议会等行业协会。

我们于2020年将建材纳入按照ISO 14067等国际标准制定的低碳采购规格，当中包括含粉

煤灰或粒化高炉矿渣的混凝土建材和含再造物料的钢筋及结构钢材。

2021年，我们继续与承建商和供应商紧密合作，确保顺利采购上述低碳建材，提升旗下建

筑地盘的能源管理，包括太古坊二座及即将在皇后大道东兴建的办公楼。

太古地产是香港首家在新发展项目合约订明必须采用低碳建材的地产发展商，我们现正

研究在中国内地的项目推行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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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基础目标倡议组织(SBTi)净零标准

太古地产今年成为其中一家参与试行科学基础目标倡议组织(SBTi)净零标准的企业。我

们支持科学基础目标倡议组织(SBTi)开发第一套科学基础全球标准，指引企业订立净零目

标，朝着「1.5°C」目标迈进。我们在试验过程中取得不少心得，了解到制定短期及长远科学

基础目标以减低价值链排放和支持气候科学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环境效益

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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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地产气候风险评估

我们的气候风险评估研究旨在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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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体风险评估

实体风险评估就不同气候情境下的

极端及慢性实体风险进行资产层面

建模分析，指定时期涵盖短期至长远

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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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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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装智能监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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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型风险和机遇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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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2021年发布的《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50》，以及监管、市场与科技趋势。

我们识别了多项可能于「净零」(摄氏1.5度)、与「巴黎协定一致」(摄氏2度)及「温室地球」

(摄氏3度)三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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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对环保和节能建筑以及可抗御气候变化影响的物业需求增加。

环境效益

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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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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践1.5°C 科学基础减碳目标，推动长期减碳

• 投资及发展符合认证标准的绿色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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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致力推动绿色金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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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内，我们就已识别主要低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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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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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设计巩固气候变化抗御力

气候变化的影响近年日趋明显，及

早 在 项目设 计 阶段 加 入气候 缓 解

措 施 倍见 重 要。我们 在 雅 加 达的

Savyavasa新发展项目采用多种防洪

措施，由于雅加达地势低洼，经常发

生水浸，所以此类措施尤其必要。我

们在项目范围内及周边采取一系列

针对性措施，包括：

• 超越洪水位设计：发展项目L1楼层的设计高度超过预测洪水位一米，此乃公认的有效防

洪措施。

• 45%绿化率：广泛绿化可提高泥土浸透率，对降雨量频繁时期尤其有用。网球场及缓跑

径均选用透水地台物料，泥土深度达三米，可种植大树和加快吸收雨水。

• 地盘四周设有集水井及集水坑：可在雨天发挥储水箱作用，在项目范围内收集雨水让其

浸透，从而控制雨水排至附近公共运河的速度，确保不会淹没渠道。

• Savyavasa现由于项目四周有运河，会影响排往下游的雨水量，运河现正进行改善工程，

加快水流改善卫生及排水状况。

• 运河最低点现正建造圆筒形水管，借以改善旱季的卫生环境，此外运河入口及项目地盘

内的排水口亦会安装垃圾隔离装置，隔滤废弃物保持运河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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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力行保护迈阿密海岸

2021年1月，美国陆军工兵部队提出

计划，以应对风暴潮和Biscayne Bay
及迈阿密市中心海平面上升带来的

风险。上述两区均邻近太古地产的

Brickell City Centre发展项目，建议的

解决方案虽然符合工程技术准则，但

可能影响海滨的功能和未来面貌。

太古地产为此聘请工程公司研究、设

计及建议较天然和长远的环保解决

方案，以保护迈阿密的城市海岸。方

案已于2021年2月正式发表，建议建造一系列屏障消散大浪能量，包括在海湾建立水底蚝

礁和防洪土堤。此方案同样符合工程技术准则，可提供平台让市政机关商讨以天然为本的

可行解决方案，是建造实体防洪屏障以外的选择。

此方案功能与美感兼备，设计上可应对未来30至50年的极端天气事件。随着海平面上升，

政府可加高屏障的层数。方案可灵活变通，因此具成本效益，而且设有多种干预措施，防范

风险效能更佳。

迈阿密-戴德县正考虑建议解决方案，并已否决现行的防洪堤方案，意味着美国陆军工兵部

队和迈阿密-戴德县将与当地社群携手合作，共同制定大众乐于接受的方案，结合以天然

为本的企划，巩固气候防御力。

环境效益

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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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商界环保协会(BEC)低碳约章Power Up Coalition

2019年，商界环保协会(BEC)推出低

碳约章，动员商界促进香港长远减

碳。太古地产支持倡议，承诺制定及

实践多项科学基础减碳目标。

2021年，商界环保协会( BEC)推行

「Power Up Coalition」约章倡议建筑

地盘在施工前尽早接驳临时供电。太

古地产是首批签署Power Up约章的企

业之一，承诺优化用电及避免使用柴

油发电机和其他高排放电源。太古地

产答应以身作则，分享我们的知识及最佳措施，同时与各方合作尽早安排建筑地盘接驳电

力，向广大商界推广Power Up概念。

我们亦承诺在可行的情况下，于旗下建筑地盘减碳，方案如下：

• 过渡至完全不使用柴油发电机

• 广泛应用大容量储能电池

• 提供电动车充电基本设施

• 提供电力/储能电池系统

• 提高能源效益及倡导改变习惯

• 支持进一步电动化及使用更多以电力驱动的机器及设备

• 在无法电气化的情况下选用低碳的替代燃料，包括生物柴油、天然气或氢

• 安装可再生能源系统

• 利用绿色金融为上述方案融资

环境效益

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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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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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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I 
302 

HKEX 
KPI A1.5, A2.3, A3.1

可再生能源

项目内可再生能源发电

我们其中一项2025年关键绩效指标

是个别新建办公楼发展项目4-6%的

业主物业能源耗量为可再生能源或

清洁能源。太古坊二座将会安装太阳

能板、一部风力发电机和转废为能的

三联供系统，估计可供应业主物业能

源耗量约6%的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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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现有发展项目屋顶安装太阳能光伏板。我们早于

2019年在颐堤港增设高效能太阳能光伏板，太古坊各大厦亦会分阶段安装。此外，多盛大

厦65千瓦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安装工程已于2022年初完成。

EIGHT STAR STREET是太古地产最新住宅项目，亦是公司首个采用太阳能光伏板的住宅项

目，估计每年可产生2,110千瓦小时可再生电能。该项目踏出了重要一步，为未来住宅项目

作先导模范。

2021年可再生能源产量

196,600  
千瓦小时
 颐堤港

35,100 
千瓦小时
太古汇

179,600 
千瓦小时
太古坊一座

7,200 
千瓦小时
三里屯太古里

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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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可再生能源

整个太古汇项目，包括商场、两座办公楼及酒店，已于2021年7月开始全面使用从第三方购

入、场外风力发电场产生的可再生电能。2021年6月广东省政府推行新政策，允许企业从认

可售电公司购买可再生电能，令广州太古汇成功实现「净零碳」用电。

太古地产是广东省首批实现业主和租户营运年度净零碳用电的地产发展商，立下重要里

程碑。此举不仅使项目的总碳排放量每年减少超过1.2万吨，更将太古地产中国内地项目的

可再生电能占比提升至约47%。

智能能源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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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在太古坊、太古广场、

太古城中心、太古汇、颐堤港及成都

远洋太古里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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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古城中心的平台加入数码对映技术，创造商场的数码图像，让我们找出更多能源管理机

遇。截至目前为止，太古城中心已通过系统于2021年6月至9月期间减少逾20万千瓦小时用

电，相等于500个四人家庭的每月用电量。

2021年采购的可再生能源

15,219,000
千瓦小时
太古汇

5,146,100
千瓦小时
博舍

10,965,700 
千瓦小时
成都远洋太古里

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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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策略

使用云端智能能源管理平台监测及改善能源耗量

• 太古坊

• 太古广场

• 太古城中心

• 太古汇

• 颐堤港  

• 成都远洋太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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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兴业太古汇

• 镛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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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古坊(预计每年可节省583,800千瓦小时能源) 

• 太古广场(预计每年可节省33,000千瓦小时能源)

• 太古城中心商场(预计每年可节省63,000千瓦小时能源)

• 东荟城名店仓(预计每年可节省26,000千瓦小时能源)

• 太古汇(预计每年可节省100,000千瓦小时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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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应用多种技术和

策略以实现此目标。

租户的用电量约占物业总能源耗量50%至60%。太古地产与租户合作无间，从多方面协助他们减少用

电量，例如提供免费能源审核。

环境效益

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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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智能诊断优化采暖通风和空调系统(HVAC)

• 兴业太古汇(预计每年可节省278,000千瓦小时能源)

更换高效能风冷式冷冻机 

• 柏克大厦(预计每年可节省249,000千瓦小时能源)

安装变速驱动器水泵

• 太古广场二座次级冷冻水泵(预计每年可节省70,000千瓦小时能源)

• 太古广场三座冷凝水泵(预计每年可节省86,000千瓦小时能源)

• 太古城中心冷凝水泵(预计每年可节省300,000千瓦小时能源)

• 轩尼诗道28号冷凝水泵(预计每年可节省32,000千瓦小时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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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000千瓦小时能源)

• 镛舍(预计每年可节省25,000千瓦小时能源)

• 博舍(预计每年可节省15,000千瓦小时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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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0千瓦小时能源)

• 太古城中心(预计每年可节省50,000千瓦小时能源)

翻新空调系统─ 改装分散式热泵系统成为中央制冷及采暖能源机组

• 三里屯太古里(预计每年可节省3,000,000千瓦小时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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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小时能源)

环境效益

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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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与清华大学协作

我们自2011年起与北京清华大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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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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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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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的主要合作项目包括：

• 在上海镛舍进行能源审核及识别能源管理机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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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研发冷凝水系统的节约用水策略。

• 拟备直流微电网指引及进行先导计划的设计评审。

• 开发计算工具量度新发展项目整个生命周期的碳排放。

环境效益

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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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微电网：利用及生产绿电

随着我们旗下物业场内及场外可再

生能源用量扩大，我们需要发掘更多

新途径，确保可有效应用太阳能及风

能，皆因此类能源的供应并不稳定，

而且极受天气影响。其中一项创新解

决方案是以直流微电网作电力集群，

将分散式发电、负载及储能装置聚集

在邻近地点。在此设计下，场内太阳

能光伏板可安装在电池储能及燃料

电池旁。中国政府最新发表的《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亦建议采用

直流微电网。

为推广这项新技术，太古地产已获太古公司可持续发展基金拨款于北京三里屯太古里进行

试验，将在2022年于指定地点推行这套突破性解决方案，估计碳排放较传统能源系统少

10%。

环境效益

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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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迈阿密BE305 Challenge接受挑战

2021年3月，太古地产的美国迈阿密

营运部团队参加佛罗里达州迈阿密-

戴德县举办的Business Efficiency 305 
Challenge(BE305)，邀请全美企业接

受挑战，在2026年前将用电和用水量

减至比2019基准年低25%。

2021年，团队采取以下措施实现目标：

• 更换传统照明装置，改用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评级(LEED)建议的照明装置。

• 安装照明管理系统，全面定时控制整个照明系统。

• 安装能源管理系统，让团队专心处理和厘清高用电量的范围。

• 更换灌溉系统，改用高效能计时钟及阀门，灌溉漏水及浪费水资源的情况因此减少约

15%。

• 在储水箱安装自动水阀，提升雨水使用率约30%。

按全年计算，整个项目的电费较2019年减少310万千瓦小时或20%，耗水量亦比2019年减少

7%，共节省17,312立方米。迈阿密团队有信心可在2026目标年达到BE305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录得上述减幅期间，物业增设四家新食肆(通常耗水量极大)，访客量亦比

2019年多5.5%，取得佳绩实在难能可贵。

环境效益

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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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及循环

太古地产承诺在整个营运过程中有效管理和减少弃置废弃物，以及推动资源循环再造，从而促进循

环经济转型。我们旨在评估公司业务所产生的废弃物所带来的影响，制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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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于2017年制定《废物管理政策》，为项目的设计及施工阶段，以至旗下楼宇的日常营运及管理提

供减废指引。

2020年，太古地产开始检讨政策，重新思考如何善用资源及推动循环再造。今年，我们发布《资源循

环政策》，更着眼于由设计源头开始杜绝资源浪费和鼓励重用，同时继续加强资源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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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针促进我们转型至循环经济，在2050
年前实现「零废堆填」目标。注重资源循环亦有助公司和租户为未来实施的法例作好准备，例如近年

在中国内地主要城市推行的强制性垃圾分类法规，以及香港即将实施的都市固体废弃物收费条例。

我们在香港及中国内地均成立了资源循环工作组，成员来自技术统筹及可持续发展部门、物业管理团

队和旗下酒店。工作组定期举行会议，评估太古地产的资源管理策略、分析废弃物料数据、检讨实现

2025及2030年关键绩效指标的进度，以及协调举办推广资源循环的新活动。

全力推动资源管理及循环再造

GRI 
306 

HKEX 
层面  A1, A2, A3
KPI A1.6, A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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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每种物料的下游流程，与回收商伙伴携手合作，确保收集所得的回收物料得到妥善处理。

废弃物分流率

23.6%
香港物业组合的 
商业废弃物分流率

41.6%
中国内地物业组合的 
商业废弃物回收率

3,340公吨
香港物业组合

9,394公吨
中国内地物业组合

回收物总量

环境效益

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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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wireproperties.com/zh-cn/sustainable-development/policies/resource-and-circularity-policy
https://www.swireproperties.com/zh-cn/sustainable-development/policies/resource-and-circularity-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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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余回收及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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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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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0公吨厨余，较2020年增加25%。

太古地产获香港政府环境及自然保

育基金资助推行新计划，鼓励租户回

收厨余，并于年内获得逾七成来自东荟城名店仓、太古城中心、港运城商场、太古广场及太

古坊餐饮租户的支持。此外，参与计划的办公楼租户楼层数目亦较去年增加三成。

在香港，大部分收集所得的厨余均运往政府的有机资源回收中心O · PARK1转化为堆肥及生

物气。2021年11月，我们邀请员工及租户组成导赏团到O · PARK1参观，深入了解他们日常回

收厨余的下游处理。

今年我们亦推出多项新措施，将厨余转化为实用物品。香港东隅与本地一家酿酒厂合作，

利用30公斤来自酒店餐厅的剩余面包转化为自家品牌啤酒。另外，为支持联合国的「国际

粮食损失与浪费问题宣传日」，太古地产联同香港一家惜食社会福利机构合办两场「食得

唔怕丑」果酱工作坊，提醒大家关注全球粮食浪费问题。

环境效益

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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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员工及租户工作间引入智能减废科技

太古地产旗下物业逾九成废弃物来

自租户和其他物业用户。2021年，我

们推出香港首个「智能减废挑战」计

划，利用智能磅及数码互动平台，以

游戏化方式鼓励员工和租户积极参

与，一同实践可持续发展。比赛共有

15支公司团队参与，分别来自太古

坊、太古广场和东荟城十个办公楼租

户以及我们的办公室团队，让3,400位

同事在六个月的挑战期于工作场所努

力减废斗一番。

参赛队伍：

• 获取如何改良办公室垃圾桶设计及布局的建议。

• 以中央分类回收点取代放置员工座位的独立垃圾桶。

• 于每个垃圾桶下装有智能磅，收集废弃物产生及回收的即时数据。 

• 设置展示屏实时显示减废进展，并与其他公司队伍的进度作比对。

比赛期间，我们不时举办线上及线下活动为参加减废挑战的队伍打气，包括：

• 七场线上工作坊，分享妥善废弃物分类回收及减少厨余的方法。

• 四场租户论坛，邀请参与租户的环保团队分享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最佳实践及遇到的

挑战。

• 举办「Waste? No More!」回收游戏摊位，共有250多位来自太古地产旗下五个办公室的员

工参加。

先导计划完结后，在减废方面取得杰出成绩，以及员工参与度最高的团队均获表扬。

环境效益

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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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果

14% 
人均总废弃物量减少*

41% 
废弃物分流率达到

先导计划获太古公司可持续发展基金拨款资助。未来我们将继续应用智能科技监察租户

的废弃物产生量，因应趋势拟定面向租户的资源循环倡议活动。

*   与计划开始时录得的基准数据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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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酒店以减废为先

 

我们持续废弃物及回收废弃物之余，

亦不断鼓励旗下酒店推行新的可持

续发展措施。

太 古 酒 店 及 太 古 餐 厅 响 应 我 们 

的「绿色厨房」计划，与设计团队

及承建商紧密合作，在旗下场所采 

用《绿色厨房技术指引》所载的建

议，例如选用能源及节约用水效益较

高的电器，以及预留足够空间摆放厨

余及玻璃瓶回收箱。2021年，香港及

中国内地的酒店共有八家食肆获得「绿色厨房」嘉奖，当中七家更取得三叶评级。

为提倡循环使用资源，我们将废弃物管理列为优先要务，分别采取多种方案避免制造和减

少废弃物，包括：

• 香港东隅、北京东隅、迈阿密东隅及奕居超过800间客房加装房内滤水系统，取代派发

瓶装水，每年塑料瓶用量因此减少逾16公吨。

• 北京东隅入住及退房流程实现无纸化操作。

• 香港东隅的宾客可使用印有二维码的数码餐牌点菜，全程无接触，餐厅及水吧部因此节

省约七成餐牌用纸。 

• 香港东隅FEAST餐厅安装设有感测器的雪柜，附近没有顾客便会自动把柜门关上，让食

物可保持更长的新鲜时间，减少变坏浪费。

我们将不断找寻方法从设计源头杜绝资源浪费，以减少酒店业务所产生的废弃物，为顾客

带来可持续的酒店体验。

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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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塑料循环经济

在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下，各项目

所在社区的即弃餐具和包装品用量

激增。2021年，我们继续扩展各类措

施，全力推广重用及即弃塑料产品的

回收。

2020年11月，我们与一家初创公司合

作，在太古坊推出香港首个智能环

保杯借用系统。该计划于2021年扩大

规模，成功落户太古坊八家食肆。此

外，我们亦开始在太古酒店旗下的一

家餐厅清洗和消毒杯具，成功于太古坊全面「close the loop」。智能环保杯借用系统推出至

今已减少弃置逾12,000个即弃咖啡杯。

除此之外，我们也与业界及回收业伙伴共同推动塑料瓶回收，将废塑料再造成为符合食品

级别容器的原料。2021年，我们继续在太古坊 The Loop 及太古广场三座放置智能塑料瓶回

收机，全年合共收集超过255,100个塑料瓶。另外，我们亦开始在太古坊各处设置塑料瓶专

用回收箱，支持废弃物源头分类理念。

9月份，我们再度于星街小区举办「减塑小区」活动，参加者回收清空及洁净的塑料瓶，即

可换取时尚生活及餐饮奖赏。这项短期限定活动在三星期内回收逾500公斤塑料，共吸引 

700位社区人士参与。

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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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

我们持续监察各物业的耗水情况，并采用各种节约用水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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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我们签署参加一家环保团体与香港政府水务署合办的「商约」惜水

运动，希望更完善地管理太古地产物业的水资源。

我们经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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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清洁食水和卫生设施

确保食水供应和环境卫生，持续管理水资源。

SDG 12 — 负责任消费和生产

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太古地产制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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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资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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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亦设有雨水回收系统，收集雨水循环再用于灌溉太古中央广场及太古坊一座周围的花园和绿化空

间。

我们不断物色节约用水的新途径，包括改善或更改设备的维修程序，或在日常营运引入新措施。我们

除了推行试验计划调整冷却塔的清洗时间表，今年亦与清华大学联合研究如何减低冷却塔的耗水

量。研究通过模拟分析用水习惯，然后建议如何优化不同物业组合的措施。此外，我们现正进行水中

和概念的初步研究，目的是正确界定适用于太古地产的范围，日后可能开始在营运活动推动水中和的

概念。

废水回收

GRI 
303 

HKEX 
层面  A2
KPI A2.4, A3.1

环境效益

生物多样性

政策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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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物/资产投资

太古城中心新设漏水探测系统

太古城中心2021年推出新的室内空气质量无线监察平台后，我们现正计划在平台设置漏水

探测器，一方面减少漏水造成的不良后果，另一方面可在发现漏水时加快采取补救或纠正

措施。新装置可确保我们及早察觉机房及租户区域等重要地点的漏水问题，迅速采取行动

阻止漏水和进行修复。这部分系统预计于2022年第二季启用。

https://www.swireproperties.com/zh-cn/sustainable-development/policies/water-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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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用水先导计划

为提高用水效益和增进大家的节

约用水意识，我们于2 0 2 0年中启 

动「节约用水先导计划」，计划于

2021年8月圆满结束。我们邀请了 

1 4 个 办 公 楼 租 户 参 与 计 划，在 

办公室安装节水配件及租户无线分

表监察用水量，以便我们清楚掌握

用户的用水习惯，拓展更多节约用

水机遇。租户对计划反应甚佳，我们

将参考水表数据的概念拓展《环境

绩效约章》的相关内容，未来我们会

为所有办公楼租户免费安装智能水

表，太古坊将率先推行。

太古汇环保洗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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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

发展」主题重新设计MU层洗手间。

洗手间翻新后，成为广州首个获广州

碳排放权交易所表扬碳中和表现杰

出的商业综合项目公共厕所设施。

新设计引入多项节约用水及可持续发展措施：

• 大量室内绿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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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抹手纸用量。

• 广泛采用可持续发展物料，例如玻璃纤维增强石膏墙及天花、复合水泥墙及高压层压

厕格。

此次翻新工程估计每年总体可节省约2,400立方米耗水量。

环境效益

生物多样性

政策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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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物/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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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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我们大部分物业组合均位于市区地段，因此生物多样性一般不属于重要议题，但我们亦会评估全

部现有物业及发展中项目，以厘定生物多样性状况及其对公司发展项目和周边自然环境的重要性。评

估结果显示，太古地产并无任何现有物业涵盖或位于全球性或全国性重要生物多样性地区。

太古坊生物多样性研究

太古坊重建计划于2020年中完成了

生物多样性研究，评估重建项目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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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后的城市生物多样性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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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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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中，我们先后与香港物业的项目发展团队及管理团队举行多次会议汇报研究结果并

讨论本地物种及生物多样性，大家均同意必须建造绿色走廊让雀鸟及蝴蝶在公园之间穿

梭。香港物业组合未来规划及营运都会充分考虑有关建议。此外，我们并在太古中央广场

及太古花园的树木附近装设二维码，为访客提供更多关于个别树木品种的资讯以及它们

对保育和城市生物多样性有何帮助。

环境效益

生物多样性

政策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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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物/资产投资

GRI 
304

https://www.swireproperties.com/zh-cn/sustainable-development/policies/biodiversity-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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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坊户外空间重点推广生物多样性

环境效益

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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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y Bank生物多样性保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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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盘三分之一面积为植被茂密的天

然斜坡，我们委托香港大学教授进行

基准生物多样性研究，包括地盘的动

植物普查，以及审视评估项目设计对

生态的影响。

研究报告建议施工时尽量保持地盘

后方斜坡不受影响，以及将两种具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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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我们移植了该两种具重

要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小型植物，同时拟备详尽清单列明地盘内的植物，确保可保存现有的

生物多样性。团队亦努力尽量保存现有的树木，并制定全面策略就因工程移除的树木进行

补偿种植。下一阶段，我们将编写详细的生态影响缓减报告。

太古坊重建项目的工程之一是营建

新的户外休憩空间，创造别具格调的

新景观。我们致力打造特色园境，种

植程序也经过精心安排，旨在促进生

物多样性和亲近自然的设计，鼓励访

客接触大自然。

我们在太古中央广场及太古花园范

围内广行措施，重点推广生物多样

性：

• 园内栽种风水林树种，包括购自本地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的黄桐(Endospermum 
chinense)、肉实树(Sarcosperma laurinum)及假苹婆(Sterculia lanceolata)树苗。

• 建立生物多样性数据库记存植物的技术数据，例如植物学名、开花期及其他有趣资料。

多个流动平台如Taikoo Social手机应用程序都能兼容此数据库，并设有虚拟「绿色导赏

团」带访客畅游太古中央广场及太古花园。数据库亦有助长期监察太古地产旗下物业

的生物多样性状况。

• 利用蓝牙信标等主动定位技术与访客的装置互动。例如，访客站在太古花园某棵树木

前，智能手机便会自动显示该树的资料，和与它相关的生物多样性及野生动物资讯，创

造引人入胜的趣味体验，提倡保育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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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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古地产关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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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更陆续在太古地产物业组合的空气处理器安装紫外线灯。截至2021年12月31日，太古

坊超过650个单位已完成相关的改善工程，既可加强杀菌消毒，亦能改善室内空气质量。

除了监察现有物业用户的健康，我们亦在多个新发展项目加入促进健康的特色和措施。

SDG 3 — 良好健康与福祉

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福祉。

GRI 
416 

HKEX 
层面  B6
KPI B6.4

持续监察室内空气质量

今年我们继续安装室内空气质量感

测器，范围扩展至太古坊及太古广场

所有建筑物的公共区域。感测器可监

察温度、相对湿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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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测系统与设有高级过滤功能和鲜

风输送功能的中央空调系统相辅相

承，让办公楼上班一族、商场工作人

员和公众感觉更舒适安心。感测器的安装和运作均参照WELL健康建筑标准，其他持份者

可通过网页及二维码实时查看。

此外，太古广场、太古坊及东荟城一座各办公楼主大堂的实体显示屏亦会展示室内空气质

量数据。

环境效益

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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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aq.taikooplace.com/zh-cn/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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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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物评核计划的认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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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太古地产再次跨越重要里程碑，成为香港及中国内地首个加入世界绿色建筑委员会企业咨询

委员会的地产发展商。企业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均是环球可持续发展领袖，企业成员可引导世界绿色建

筑委员会的策略和活动方向，让全球绿色建筑发展向前迈进。

我们亦鼓励租户参与环保建筑物评核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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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I 
417 

HKEX 
层面  A3, B6
KPI A3.1, B6.4

环境效益

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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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地产物业组合中绿色建筑所占百分比

28   「全资拥有既有建筑」不包括合资项目及出售物业，并按总楼面面积百分比计算。

29   「所有既有建筑」包括合资项目及出售物业，并按总楼面面积百分比计算。

30   「发展中项目」指现时在建或处于预认证阶段的项目，不包括合资项目及出售物业。

98%
全资拥有既有建筑28取得绿色
建筑认证，其中88%达到最高
评级。

96%
所有既有建筑29通过绿色建
筑认证，其中82%取得最高
级别。

100%
全资拥有发展中项目30取得
最高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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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认证、评级及标识计划类型和数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34座
建筑物31取得建筑环境评估法
(BEAM)或绿建环评(BEAM Plus)
认证，其中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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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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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效益

生物多样性

政策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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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物/资产投资

2021年取得的绿色建筑认证

颐堤港一座 

• 二星

颐堤港商场 

• 二星

中国绿色建筑设计标识

东荟城二期

• 最终金级(新建建筑1.2版)

绿建环评 (BEAM Plus)

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评级 (LEED)
前滩太古里 

• 最终金级(核心与外壳发展2009版)

前滩太古里

• 铂金级(核心体) v2 试行版

WELL健康建筑认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