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透過良好的企業管治及高尚的
職業操守，致力創造可持續經濟效益。

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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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進展 風險管治框架企業管治

經濟效益

綠色金融 投資者關係

經濟效益

我們透過良好的企業管治及高尚的職業操守，致力創造可持續經濟效益。

重要議題

企業管治 風險管理長遠財務表現/價值

2021年進展
我們的經濟效益工作小組由13位太古地產不同職能部門的代表組成，早前達成所有2020年關鍵績效

指標後，今年開始實踐本支柱重點範疇的最新2025年及2030年關鍵績效指標，包括財務表現、綠色

金融、企業管治、風險管理、資料披露與傳訊。我們深明傳訊是業務成功的關鍵，因此一直透過各類

活動與投資者聯繫，向他們介紹太古地產可持續發展進程的最新動態和表現。

今年的進展於下表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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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展摘要

財務表現

綠色金融

基本溢利 | 股息 | 資本淨負債比率及信貸評級

綠色債券

•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表現已載於太古地產《2021年報告書》

2021年進展

• 達至最少50%債券及借款融資37來自

綠色金融

• 截至2021年底，太古地產約30%債

劵及借款融資來自綠色金融。 

• 欲悉詳情請查看2021年12月發佈的

2025年關鍵績效指標 2021年進展

防止賄賂及防止貪污

• 執行委員會進行貪污及賄賂風險年

度檢討 

• 涵蓋2021年匯報期的防止賄賂問卷

已獲執行委員會審議和批核。

2025年關鍵績效指標 2021年進展

企業管治

2021年進展 風險管治框架企業管治

經濟效益

綠色金融 投資者關係

經濟效益

《 綠色融資報告》。

37  由香港總部安排。

行政人員酬金

• 制定企業可持續發展表現指標，並

與行政總裁的酬金掛鉤。

• 行政總裁的酬金與健康及安全表現

指標掛鉤。

2025年關鍵績效指標 2021年進展

https://ir.swireproperties.com/zh-hk/ir/reports/ar2021.pdf
https://www.swireproperties.com/-/media/files/swireproperties/green-bond/swire-properties_green-finance-report-2021.as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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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應佔物業組合的總樓面面積*

~3,070萬平方呎

3.5%
資本淨負債比率*

按分部劃分的基本溢利/(虧損)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2021年財務摘要

信貸評級

A
惠譽

A2
穆迪

2021年進展 風險管治框架企業管治

經濟效益

綠色金融 投資者關係

經濟效益

物業買賣 物業投資 酒店

財務表現重點範疇與以下目標相一致： 

SDG 8 ─ 體面工作和經濟增長
促進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和就業，及為員工提供體面工作。

   總額：
95.41

總額：
126.79

150

100

50

0

-50
2021 2020

港
幣

(億
元

)

(0.45)

98.71

(2.85)
(0.87)

132.90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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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我們經營業務時恪守高尚的職業操守，深信公司在實現長遠目標時，必須以廉潔誠實、公開透明及竭

誠盡責的方式行事。透過這種方式，我們致力為股東帶來滿意的長遠回報，同時全力推動可持續發展

保護環境，為我們的員工、業務夥伴及業務所在地的社群帶來裨益。

太古地產董事局致力維持及建立完善的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

• 為股東帶來滿意及可持續的回報。

• 保障與公司有業務來往者的利益。

• 確保所有業務範疇均以符合環境、社會及經濟效益的方式營運。

• 了解並妥善管理整體業務風險。

• 提供令顧客滿意的高質素產品及服務。

• 維持崇高的商業道德標準。

我們的主席負責透過董事局確保公司遵循良好的企業管治常規及程序。我們的審核委員會由一名非

常務董事及兩名獨立非常務董事組成，負責協助董事局履行企業管治責任。

我們的執行委員會由行政總裁擔任主席，成員包括兩名常務董事和九名高級管理層成員，負責監理公

司的日常營運。

有關企業管治的詳情請查看太古地產《2021年報告書》。

GRI 
2-9, 2-11, 2-12, 
2-13, 2-16, 2-19, 
2-20, 2-23, 2-24

2021年進展 風險管治框架企業管治

經濟效益

綠色金融 投資者關係

經濟效益

太古地產的《企業行為守則》全面適用於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每一位僱員、高級職員及董事，訂明我

們管理不同事務的基本方針，範圍涵蓋：

道德操守
企業行為守則

GRI 
2-15, 406

HKEX
KPI B7.2

《企業行為守則》訂明所有太古地產員工均有責任舉報任何關乎公司及/或其附屬公司的可疑或實際

不當行為。任何員工違反《企業行為守則》會面臨紀律處分。2021年並無任何違反《企業行為守則》

個案。

• 企業操守

• 利益衝突

• 競爭和反壟斷

• 賄賂

• 政治捐獻

• 賭博

• 採購

• 紀錄備存

• 使用公司資訊及財產

• 舉報

• 健康與安全

• 環境

• 平等機會及多元化

• 使用社交媒體

• 私隱

https://ir.swireproperties.com/zh-hk/ir/reports/ar2021.pdf
https://ir.swireproperties.com/zh-hk/cg/pdf/conduct.pdf


夥伴協作社區營造 以人為本 環境效益 經濟效益

2021 可持續發展報告 179

目錄

《舉報政策》列明我們對舉報不當行為的政策，包括保護舉報者防止遭到報復或不利對待。

太古地產員工如要作出舉報，應聯絡公司的人力資源及行政部、直屬上司、太古集團內部審核部，或

指定第三方服務供應商建立的舉報平台，上述平台設有24小時服務熱線。太古地產亦鼓勵與我們有

業務往來的第三方，例如客戶及供應商，直接向太古集團內部審核部或透過舉報平台舉報他們關注

的不當行為，員工可以匿名舉報。 

此外我們亦確保承建商知悉太古地產訂有《舉報政策》及他們可使用的舉報途徑。

2021年，我們共接獲18宗舉報。所有個案均與營運有關，已進行評估並圓滿解決。報告期內並無發生

侵犯人權的事件

我們承諾公平對待所有作出如實和恰當舉報的人士，並會竭盡所能保密舉報人的身份。除了太古地

產必須按照法律或法例的規定以及法律或審計程序進行披露，或需要將個案交由有關監管機構或執

法部門處理的情況外，太古地產對接獲的一切資料均會保密。

舉報政策 GRI 
2-26

HKEX
KPI B7.2

我們依照公司政策，嚴守所有適用司法管轄區的防止賄賂法律。員工不得提供或接受利益以圖影響

商業決定，亦不可向官員提供任何形式的款項，又或提供、擔保或接受任何與太古地產有業務往來人

士或機構的貸款。

為避行為不當之嫌，我們要求員工作出慈善捐獻或募捐、因業務所需而提供娛樂及企業款待或償付

真正開支時小心謹慎。2021年，公司並無任何與賄賂有關的已審結法律訴訟。

香港、中國內地、新加坡和雅加達的員工均須每年確認已閱讀《企業行為守則》並受其約束，包括當

中的防止賄賂守則。過去兩年我們按照《企業行為守則》為香港(包括被調到其他辦公室的員工)、中

國內地及太古酒店員工安排防止賄賂培訓課程。未來將更頻密地提供相關的培訓，讓員工每年接受

一次培訓。

2021年，我們為公司全體員工安排約10,520小時防止賄賂相關培訓。此外，所有董事均已在過去兩年

完成防止賄賂及防止貪污相關培訓。

防止貪污
GRI 
205

HKEX
層面 B7
KPI B7.1, B7.2, B7.3

HKEX
層面 B6 
KPI B6.3, B6.5

我們全力確保市場推廣及傳訊資料符合相關的政府規例和業界指引，包括《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

例》及香港地政總署預售樓花同意書。

我們尊重所有產權，包括知識產權，並要求員工遵守關於收集、管有、處理、披露及使用個人資料的

適用法律規定，同時尊重他人私隱和保密營運業務過程中獲取的資料。

有關太古地產的《數據管理及保護政策》詳情，請查看本報告「夥伴協作」章節。

產品責任

2021年進展 風險管治框架企業管治

經濟效益

綠色金融 投資者關係

經濟效益

https://ir.swireproperties.com/zh-hk/cg/pdf/whistleblowi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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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進展 風險管治框架企業管治

經濟效益

綠色金融 投資者關係

經濟效益

在我們的風險管理框架下，董事局及管理層負責識別和分析關於資訊及網絡安全的風險，並且釐定

如何管理及緩解此類風險。

我們會定期進行審查，確保《資訊安全政策》和《隱私政策》得以遵行。太古地產已參照美國國家標

準與技術研究院(NIST)的標準建立網絡安全框架，並且定期聘請獨立機構進行資訊安全管治評估尋

找改善空間。

太古地產亦已制定網絡安全事故應變方案，清楚列明處理網絡安全事故的程序和指引，務求妥善應

對可能威脅公司業務的網絡攻擊。

2021年，香港物業組合的資訊科技基礎設施管理、資訊科技支援及資訊安全系統完成獨立核證後，

順利取得ISO 27001認證。系統提供穩健的綜合平台以管理資訊科技基礎設施和營運，從而保護任何

由我們處理的個人資料及敏感資料，確保已實行適當的流程及管控措施，將風險減至最低。

我們定期為員工安排全面的資訊及網絡保安認知培訓，2021年共提供3,320小時此類培訓。

資訊及網絡安全

我們嚴格遵守所有適用的競爭及反壟斷法規，包括香港的《競爭條例》。

為促進員工了解香港《競爭條例》的法律規定，我們已編製內部手冊，提供與競爭對手及第三方交

易、避免濫用市場實力和參與同業公會及業界組織的相關指引。我們亦為香港及中國內地相關員工

安排《競爭條例》網上培訓課程。

2021年，太古地產並無涉及任何關於妨礙競爭行為的法律訴訟。

競爭法例 GRI 
206

GRI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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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

董事局的職責是評估和釐定太古地產為實現策略性目標而願意承受的風險性質及程度，同時確保公

司設立和持續推行適切有效的風險管理和內部監控系統。

董事局和管理層在太古地產的風險管理框架下負責確定和分析實現業務目標所隱含的風險，以及確

定如何管理和減低這些風險。

一如下圖所示，董事局負責監督風險管理和內部監控系統的設計、實施和監察，管理層會透過審核委

員會向董事局確認這些系統的有效性。

我們的風險管理成效由集團內部審核部審核，如有需要會聘請外界顧問專家協助。

風險管治框架

 

 

董事會

審核委員會

業務分部

2030可持續發展

策略以人為本工

作小組

2030可持續發展

策略夥伴協作工

作小組

2030可持續發展

策略環境效益工

作小組

2030可持續發展

策略經濟效益工

作小組

安全管理系統督 

導委員會(香港)

安全工作小組 

(中國內地)
環境委員會 業務恢復團隊

財務部 

(內部 

監控)

高級管理層/執行委員會

內
部

核
數

師
/外

聘
核

數
師

GRI
2-12

2021年進展 風險管治框架企業管治

經濟效益

綠色金融 投資者關係

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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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設有企業風險管理系統，以輔助識別、分析及管理業務風險。我們每年定期進行風險識別、分析

和管理程序，所得結果將作為商業決策的指引。

所有與可持續發展相關的風險，包括氣候相關風險，均會在企業風險登記冊列述，此外我們亦將可持

續發展因素納入企業風險分析。

2021年，我們繼續與風險管理顧問合作，採用更易理解和評估的評級制及風險維度，改善現有的風

險評分模型，同時令風險評分一致，有助進行太古集團整體的基準化分析。年內我們繼續定期檢討

各項風險及緩解策略，並諮詢外界風險顧問，分享與風險相關的經驗和行業最佳常規。

下表列述太古地產的風險概況，包括我們認為公司面對的主要現有及新浮現的風險、可能出現的連

帶影響及現有或規劃中的緩解措施，當中不少緩解措施已於本報告其他章節詳述。

持續檢討企業風險管理系統

風險概覽 

業務中斷

人為事件或自然災害導致的嚴重業

務中斷可能對公司造成負面財務影

響。

• 制定針對重大事故的業務恢復計劃，以及針

對個別情境、營運緊急事故及健康與安全的

其他業務合規措施，並定期更新和測試。

• 制定標準操作程序和指引應對疫情，確保我

們的場所進行徹底清潔及消毒；嚴格遵守政

府對疫情或社交距離的要求和指引。

• 定期檢視策略計劃以保持業務基礎穩健及其

可持續性。

• 進行現場調查並諮詢專家意見，以確保位於

地震及颶風帶的物業符合相關的建築守則和

安全標準。

• 購買保險以盡可能彌補因物業損毀、業務中斷

及第三方責任造成的財務損失。

緩解措施現有風險及可能的影響

2021年進展 風險管治框架企業管治

經濟效益

綠色金融 投資者關係

經濟效益

政治風險

全球及本地政治環境和優先事務的

變化可能對營商環境構成重大影

響。

• 緊密監察社交媒體及政府政策並及時應對。

• 高級管理層與政府當局接觸，以預測政治發

展，規劃適當的應對措施以確保遵守相關法

律及規例。

• 透過健全的監管職能（內部審核、風險管理、

公司秘書、法律顧問及獨立非常務董事）維持

穩健的企業管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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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及形象

無法維持品牌地位及認知度可能削

弱我們的競爭力。

• 制定危機溝通和社交媒體政策，並定期更新

和測試，確保一致、負責和積極回應（包括處

理重大事件），以維護公司信譽。

• 緊密監察社交媒體以進行評估並回應負面的

社交媒體訊息。

• 與第三方接觸以了解他們對公司的看法，並預

測現時及可能不利於我們信譽的經濟、政治、

社會或環境議題。

2021年進展 風險管治框架企業管治

經濟效益

綠色金融 投資者關係

經濟效益

發展風險

發展項目延遲完工可能會延誤物業

銷售及租賃時間，從而在財務上造

成不利影響。

• 與承建商緊密合作，監察和管理建築工程進

度以避免延誤。

• 制定嚴格的承建商資格預審及批准設計修改

要求。

• 建立申領法定批准程序的應變措施，並及時

與政府部門溝通。

氣候變化

極端天氣及氣候變化可能增加物業

實體受損的風險，為物業估值帶來

不利影響。

• 已制定《氣候變化政策》並定期更新。

• 對所有物業組合進行氣候風險評估。

• 已訂立科學基礎減碳目標以實現長遠減碳。

• 監察及減少建築工程的碳排放和主要建築物

料的隱含碳排放 。

緩解措施現有風險及可能的影響

緩解措施新浮現的風險及可能的影響

業務風險

缺乏矚目的發展項目及業務中斷可

能導致業務進程放緩，從而影響財

務表現。

• 獲得合適的土地儲備，鞏固現有資產及積極

開拓投資機遇。

• 監察及評估破壞性商業模式，以使我們的營

運更加穩健。

• 通過提高效率及使用適當的技術和操作程序

以增強競爭力。

https://www.swireproperties.com/zh-hk/sustainable-development/policies/climate-change-polic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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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金融

我們致力將可持續發展因素納入融資機制，並透過綠色債券、綠色貸款及與可持續發展表現掛鉤貸

款募集資金，全力促進經濟向低碳、高資源效率及可持續發展轉型，亦重申我們決心實踐可持續發

展，致力設計發展可持續的項目，造福物業用戶及本地社區。

我們已訂立目標，於2025年達致至少50%債券及貸款來自綠色金融，2030年將百分比提高至80%。

太古地產於2018年1月發行首批綠色債券，象徵我們不斷深化實踐可持續發展的承諾。債

券票面利率為3.5%，總集資額5億美元，2028年到期。2020年，我們進一步深化承諾，發行

了四批綠色債券，總額達港幣19.34億元。 

截至2021年9月30日，100%綠色債券所籌得資金淨額已全數運用，並用於資助下列環保項

目：

我們已發表《2021綠色融資報告》，載述獲得綠色債券及綠色貸款籌措款項資助的環保項

目及預計量化環境影響，包括節能及節約用水效益、可再生能源產生量和廢水管理影響

等。

綠色債劵所籌得資金已全數運用

港幣1,200萬元 (0.2%)

港幣1.83億元 (3.0%)

港幣1,700萬元 (0.3%) 綠色建築

能源效益

可再生能源

用水效益及污水處理

港幣58.91億元 (96.5%)

綠色債劵所

籌得資金

淨額分配 

(截至2021年9月

30日)

2021年進展 風險管治框架企業管治

經濟效益

綠色金融 投資者關係

經濟效益

https://www.swireproperties.com/-/media/files/swireproperties/green-bond/swire-properties_green-finance-report-2021.as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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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地產綠色金融的整體規模

太古地產於2019年率先在香港推出

利率因應公司環境、社會及管治表現

按年改善幅度作調整的融資機制。

我們達成協議將港幣5億元五年期的

現有循環信貸轉換為與可持續發展

表現掛鉤貸款，利率因應公司環境、

社會及管治表現按年改善幅度作調

整。銀行將基於以下標準每年下調

利率：

• 太古地產繼續獲納入道瓊斯可持續發展世界指數；及

• 太古地產香港物業組合達至每年度減低能源耗用強度(以每平方米千瓦小時為量度單

位)目標。

2020年，我們再將總值港幣20億元的普通貸款轉為與可持續發展表現掛鉤貸款，另訂立一

筆港幣10億元與可持續發展表現掛鉤貸款，上述貸款均採用同一結構。綠色貸款將用於資

助環保項目，包括發展綠色建築及引入先進的節能及節水技術。

太古坊二座項目是太古地產善用綠色貸款的最佳例子。項目將於2022年開幕，採用最嚴格

的綠色建築和健康標準建造，現已取得三項鉑金級預認證，包括WELL健康建築認證、綠

建環評(BEAM Plus)及能源與環境設計先鋒評級(LEED)。

2021年進展 風險管治框架企業管治

經濟效益

綠色金融 投資者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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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地產《綠色融資報告》獲評全球十大最佳綠色債券報告

太古地產獲《2021綠色債券市場發

行匯報》(Post-Issuance Reporting in 
the Green Bond Market 2021)研究評

選為全球十大最佳報告發行機構。

負責該研究的氣候債券倡議組織 (Climate Bonds Initiative)，為一個致力推動綠色金融的國

際組織。

該研究評核了全球超過400間發行機構近700項綠色債券，當中太古地產的《2020綠色融

資報告》獲得滿分，並以報告內容清晰全面，具高透明度，被列為最佳範例。評審組織讚揚

太古地產在報告綠色融資資助項目之綠色建築認證的同時，更公佈多項量化和質化指標，

包括預計減碳量，以及節能和節水效益。

https://www.swireproperties.com/-/media/files/swireproperties/green-bond/swire-properties-green-finance-report-2020.ashx
https://www.swireproperties.com/-/media/files/swireproperties/green-bond/swire-properties-green-finance-report-2020.as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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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公司可持續發展基金資助推進可持續發展項目

太古地產繼續獲太古公司可持續發

展基金撥款資助，基金旨在支持和推

進可持續發展項目，透過採用創新科

技提升可持續發展表現。我們現正在

計劃資助下推行三個先導項目，若成

效理想會擴大實施規模：

 

1. 納流體傳熱技術 ─ 將含有氧化鋁納米顆粒添加到液體中的閉環式冷卻水系統，以提

高水的熱能傳遞能力，從而提高冷卻器的效率和減少耗能。初步研究顯示這種液體可

提高效能約15%，並減少約12%耗電量。

2. 智能減廢及參與方案 ─ 利用智能磅及數據平台，監察租戶的廢物處理情況和回收習

慣，再配合互動遊戲形式增添租戶減廢的樂趣，鼓勵他們改變行為習慣。請按此查看

有關「智能減廢計劃」的詳情。

3. 綜合直流微網供電系統 ─ 採用直流微電網基礎設施，可減低不同系統電力轉換的損

耗，並可支援太陽能光伏板及低碳燃料電池的應用。請按此查看於2021年實施各項節

能策略的詳情。

2021年進展 風險管治框架企業管治

經濟效益

綠色金融 投資者關係

經濟效益



夥伴協作社區營造 以人為本 環境效益 經濟效益

2021 可持續發展報告 187

目錄

投資者關係

我們適時為投資者闡述公司各業務及計劃的概況，主動透明地溝通，確保他們了解所有財務及可持續

發展相關事務。

提供最新消息讓投資者緊貼公司動態

我們於2019年開始舉辦「環境、社會、企業管治(ESG)投資者日」，惟2020年因應抗疫限制

措施，我們取消了實體活動，年中為債券及股票投資者舉行網上研討會，研討會共有60多

位投資者及分析員參與，會上安排高級管理層介紹公司最新動態和可持續發展工作成果。

2021年疫情持續，因此我們在6月再次舉辦環境、社會、企業管治(ESG)專題網上研討會，

為投資者提供太古地產可持續發展措施和願景的最新消息，與投資者及ESG分析師保持溝

通。

此外，我們亦於2021年出席下列多個與ESG相關的會議和投資者大會，分享太古地產對地

產業重大ESG議題的心得見解，探討各種可持續地產投資的機遇：

• 彭博綠色地產投資活動：小組討論會

• 法國巴黎銀行2021年可持續發展未來論壇 ─ 邁向淨零行動方案

• 摩根士丹利虛擬亞洲ESG會議 

2021年進展 風險管治框架企業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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