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致力於業務中融入 

可持續發展策略，有效將 

營運理念應用於規劃、興建

和管理世界級物業之中， 

同時積極與社區和持份者 

建立互動的夥伴關係， 

並投放資源於人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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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

恒隆致力把可持續發展理念融入企業營運。2018年，我們繼續 

堅守最高標準的誠信，同時以可持續發展模式建造和營運物業， 

致力培育人才，並支援社區發展。這一切措施 

印證了我們如何實踐『只選好的 只做對的』之經營理念，我們為推動 

經濟繁榮、提高人們生活質素及愛護地球作出貢獻，同時為集團 

奠定長遠業務增長的基礎。

報告方針及標準

本年報「可持續發展」章節概述了我們2018年在各 

可持續發展主要議題的表現。有關可持續發展政策及

表現的全面回顧，將獨立披露於《可持續發展報告

2018》。該報告將根據「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 

準則的指引，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附錄27之《環境、社會和管治報告指引》中的

「不遵守就解釋」指引撰寫。

確立全新可持續發展策略

2017年，我們為首個三年可持續發展行動計劃畫上

句號，並已完成或超額完成大多數目標。展望未來，

我們迫切需要制定一套更全面的可持續發展策略， 

引領我們面對預料於未來十年出現的全球變化。 

因此，我們在2018年開展了廣泛的持份者溝通， 

藉此了解持份者對集團業務相關可持續發展議題的 

關注。活動迎來數百名持份者參與，當中包括員工、

租戶、顧客、投資者、業務夥伴及其他利益關係 

群體。我們亦深入探討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以及香港和內地的相關可持續發展政策，確保我們 

充分掌握環球趨勢。建基於這些舉措，我們期望在

2019年第二季同時推出全新的可持續發展策略和 

行動計劃。

建立恒隆團隊

理想工作環境

理想的工作環境是在員工之間創造共享價值的 

重要一環。因此，我們除了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及 

福利待遇，且將之定期與業內薪酬基準作比較外， 

更致力營造公平及相互尊重的工作文化。我們堅定 

不移，竭誠為員工及求職者提供平等機會。我們 

透過實施平等就業機會政策，嚴禁以性別、年齡、 

婚姻狀況、家庭狀況、懷孕、殘疾、種族、族裔或宗

教為理由，歧視員工或求職者。為確保遵守當地僱傭

條例，我們在《紀律守則》中納入相關政策，並每半

年提醒員工有關本公司的僱傭守則。此外，我們嚴禁

僱用童工、強迫勞動及其他不合法的勞動。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公司的香港和內地員工人

數為4,648。年內員工成本達港幣15.68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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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與發展

我們深信人才投資，向員工提供充足的培訓和發展 

機會，以讓員工掌握最新知識及技能以跟上瞬息萬變

的營商環境。2018年，我們籌辦了首個「恒隆管理層

會議」，促使香港和內地行政人員彼此交流意見。 

我們亦把線上學習平台（eAcademy 66）載於微信，

讓內地員工更輕易地存取培訓課程及材料。本年度，

員工接受培訓的時數超過100,000小時。除了內部課

程外，我們也提供培訓資助，供員工報讀外部課程及 

申請專業資格。

健康、安全和福祉

我們十分重視員工的健康、安全和福祉。我們的職業

健康與安全政策列明本公司及員工保持安全工作環境

的角色及責任。為了推廣安全文化，我們定期向員工

及承建商提供安全培訓。2018年，員工因公死亡率

為零。內地工地方面，我們委聘獨立安全顧問監察 

承建商的安全表現。安全表現維持卓越水平， 

每100,000工時的意外個案數目為0.0074。

 
恒隆管理層會議
公司舉辦「恒隆管理層會議」，讓來自香港和內地的管理級行政人員交流意見



90
恒 隆 地 產 有 限 公 司

可持續發展

恒隆一直着重作息平衡。2018年，我們在香港和 

內地舉辦連串有關健康飲食的工作坊，向員工推廣健

康生活的重要性。我們亦籌辦各種休閒活動，例如在

香港舉行「恒隆樂活日」、烘焙班及電影夜，及在內

地舉辦羽毛球和足球比賽。作為家庭友善僱主，我們

亦推行讓員工便於履行育嬰職責的措施，例如在香港

和內地的所有辦公室設有授乳室。

締造美好環境

可持續建築

作為香港和內地首屈一指的商業地產發展商，我們 

竭力提高區內可持續建築的業內標準。恒隆向來秉持

「建造可恆久持有的建築物」的營商模式，把環境和

社會考慮因素貫徹於旗下建築物的整個生命周期。 

我們的環保政策指引員工、承建商及供應商以負責任

方式興建和管理旗下項目，從而確保我們的環保表

現。我們亦盡力採納國際最佳常規以設計和建造建築

物。2018年，上海的恒隆廣場辦公樓一座獲頒「能源

及環境設計先鋒獎 — 核心及外殼組別」（LEED）金獎

認證，至今我們 LEED 金獎認證總數累積至10個。

氣候變化和節約能源

有鑒於氣候變化可能對業務造成災難性後果， 

2018年我們把氣候風險列入企業風險管理框架下的

企業風險之一，並初步在集團及項目層面開展氣候 

風險查找工作。此外，我們定期檢視集團的碳足跡，

藉此監察業務對氣候變化的影響。我們每年聘請獨立

顧問核實範圍一及範圍二温室氣體排放數據，確保 

碳足跡數據準確可靠。

 
作息平衡
公司籌辦各種休閒活動， 

如「恒隆樂活日」和烘焙班， 

向員工推廣健康生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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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能源消耗佔我們的碳足跡逾90%，我們致力透過

節約能源減低對氣候變化的影響。因此，我們推行

「資產優化計劃」，把節能措施列為首要之舉，例如更

換能源效益更高的設備並優化各類設施。香港的山頂

廣場及上海的港匯恒隆廣場等大型翻新項目預期將於

2019年完工。

節約用水

水資源短缺是全球面對的挑戰，亦是我們大多數營運

所在城市正面對的困境。我們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以 

減少旗下物業的耗水量，包括安裝節水設備以及提高

員工、顧客和租戶的節水意識。

廢物管理

為應對日益嚴峻的廢物管理問題，香港特區政府計劃

在2020年底前推行「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 

而中國政府亦強制推行生活垃圾分類，以鼓勵源頭 

分類及減廢。為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立法作準備，旗下

康怡廣場於2018年參與了香港環境保護署舉辦的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實踐計劃」，提高員工及租戶對 

即將實施的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的認識。

此外，我們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推動源頭減廢，促進

回收。2018年，我們在香港的選定物業設置雨傘除

水機以減少使用塑膠遮袋，並在內地旗下物業實施 

無紙泊車系統。我們亦在旗下物業為紙張、塑膠、 

金屬、廚餘及玻璃樽等可回收物料提供收集服務。 

為加強減少廚餘，我們向淘大商場和康怡廣場租戶 

收集廚餘，送往環境保護署首家有機資源回收中心

O•Park1 進行回收。

在有害廢物方面，我們委聘持牌服務供應商收集和 

處理使用過的光管、充電池和醫療服務租戶所產生的

醫療廢物。

至於建築廢物管理，我們要求承建商遵照每個工地 

的建築廢物管理計劃，回收、處理、轉移和棄置建築

廢物，以達到每個項目的指定回收目標。

室內空氣質素

為了回應員工、租戶和顧客對更健康室內環境日益 

提高的期望，我們於2016年推出了「提升室內空氣質

素計劃」，分階段在內地的物業安裝空氣淨化系統。

截至2018年底，我們已全面升級內地物業的空氣淨

化設備。此外，我們亦協助提高員工和顧客對良好 

室內空氣質素重要性的意識，並向他們提供相關健康

小貼士。舉例來說，我們於2018年9月與國際物業設

施管理協會和上海同濟大學合作，舉辦有關室內空氣

質素的技術研討會。除此以外，我們亦於內地物業推

出以卡通人物 O2為主題的推廣活動，藉此以生動有

趣的方式讓顧客了解優質室內空氣質素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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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

綠色金融

鑒於愈來愈多投資者認同環境因素長遠影響價值 

創造，近年綠色金融概念愈趨盛行。全球各地的政府

均已實施政策，鼓勵市場投放資金以促進可持續發

展。為了展現我們推動綠色投資的決心，同時使資金

來源更多元化，我們於2018年7月在中國內地發行為

期三年人民幣10億元的綠色熊貓債券。債券所得款

項用於我們的內地綠色建築發展項目。

社區夥伴

「恒隆一心」義工隊

我們致力在業務所在地區建設可持續發展社區， 

「恒隆一心」義工隊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2018年，我們的義工活動繼續聚焦三大範疇： 

青少年發展、環境保護及長者服務。我們於年內在 

香港和內地舉辦了超過110項義工活動，義工服務時

數超過13,000小時。

香港方面，我們與樂群社會服務處合辦了「織織復織

織 x 送暖大行動」，為長者編織頸巾、探訪居住於 

慈雲山的長者以及陪同他們出席戶外活動。此外， 

我們舉辦了地質探索之旅，帶領基層小學生深入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地質公園東北園區，激發他們對探索 

自然的興趣。在旅程中，小學生學到有關岩石形成及

紅樹林的知識，並且對島嶼上的文化加深了解。

內地方面，我們的義工隊舉辦了多項活動支持 

青少年發展，如武漢的運動會及昆明的皮影人偶 

體驗班。無錫的恒隆廣場的義工一起清潔公園， 

以響應世界地球日。除此以外，我們亦在多個節日期

間探訪長者，為他們送上關懷。上海的港匯恒隆廣場

的義工與一群小學生在探訪活動期間向長者贈送 

香囊，共同歡度端午節。大連的恒隆廣場的義工更 

在重陽節探訪長者，送贈禮物之餘，還為他們製作 

餃子。

恒隆數學獎

2018年，我們聯同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科學研究所和

數學系合辦第八屆「恒隆數學獎」。這是一項兩年 

一度的大型比賽，目的為增加青少年對數學的興趣。

本屆「恒隆數學獎」吸引了超過60間中學、超過90支

隊伍，共260位學生參加比賽。為了讓學生進一步 

探索數理世界，我們更於2018年聯同香港中文大學

將過去的得獎研究報告結集成書，贈送予全港中學、

各大圖書館及相關教育機構。此外，我們的 

「恒隆一心」義工隊繼續與「恒隆數學獎」歷屆參加者

和香港中文大學學生合作，連續第四年為基層學生 

提供免費數學輔導班，以有趣的遊戲激發他們對數學

的興趣。年內的輔導教學時數合共高達580小時。

恒隆。築跡 — 年輕建築師計劃

透過善用專業知識及網絡，我們夥拍文化企業 

「活現香港」，於2017年10月推出全港最大型 

青少年建築教育計劃 — 「恒隆。築跡 — 年輕建築師

計劃」，藉此鼓勵青少年欣賞建築並認識建築與社區

的關係。29間中學、超過320位中學生經過九個月共

620小時的互動講座、工作坊、攝影比賽及導賞團等

一系列活動，學習並發掘建築的奧妙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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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發展及教育

「恒隆。築跡 — 年輕建築師計劃」

在中國及國際地區屢獲殊榮

 
長者服務
義工陪同長者出席戶外活動

 
青少年發展及教育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左） 

頒發2018年恒隆數學獎金獎予喇沙書院的白致遠同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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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

在計劃的建築導賞路線設計比賽中，54隊學生運用

他們新學到的知識和技巧，設計了多條建築導賞路

線，並化身為導賞員，帶領評審走過他們自己設計 

的路線。勝出的隊伍除可參與海外建築導賞團外， 

更獲發獎學金。在恒隆多名建築師的專業指導下， 

勝出隊伍已分別前往日本、新加坡及上海開闊眼界，

參觀地標建築以及到訪當地著名的建築師樓。

計劃分別在中國及國際地區屢獲殊榮，進一步肯定 

我們推行計劃的決心。在「第14屆中國最佳公共關係

案例大賽」中「公益傳播」類別，計劃榮獲金獎， 

更成為本年大賽中唯一獲得金獎殊榮的香港企業。 

此外，計劃亦於「2018年度國際商務大獎」的 

「年度傳訊或公關案例」類別中勇奪三項殊榮， 

包括：「企業聲譽或品牌管理史蒂夫獎」銀獎、 

「贊助項目」史蒂夫獎銀獎及「社區關係」史蒂夫獎 

銅獎。

供應鏈管理

把可持續發展納入我們的價值鏈中，是一個共同努力

的旅程。集團所有供應商及承包商必須遵循我們的

《供應商守則》，當中清楚闡述集團的可持續發展原則

以及最低要求，例如有關供應商遵守當地法律法規、

勞工實務、健康與安全標準及環境保護等事宜。為監

察他們對守則的遵守情況，我們定期評估所有供應

商，並與主要供應商進行年度表現評估。我們還制定

了中央環保採購政策，以鼓勵我們的員工、供應商及

承包商購買當地環保產品及服務。

提升顧客體驗

顧客及租戶的反饋對推動我們不斷提高服務質量至關

重要。自2017年在集團中國內地的物業推行標準化

顧客滿意度調查後，我們更有系統地識別顧客關注 

的問題，並相應作出改進。舉例說，司機反映了 

天津的恒隆廣場停車場入口附近的交通擠塞問題。 

為了提升顧客體驗及縮短輪候時間，我們多管齊下，

例如延長鄰近交界處的綠燈持續時間、開放周邊車

道，並調派職員指揮停車場出入口的交通。因此， 

天津的恒隆廣場的顧客滿意度得分於2018年連續 

六個月上升。

 
顧客體驗
公司在內地的物業推出標準化的顧客滿意度調查，

藉此提高服務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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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向顧客提供更多專屬及個人化的服務體驗， 

我們於2018年在上海及濟南的恒隆廣場開展了 

全新「恒隆會」會員計劃，旨在與顧客建立更密切、 

更長遠的關係。

我們非常重視顧客的健康及安全。通過提供相關 

指引、進行培訓及定期演習，我們充分裝備我們的 

員工，令員工能恰當處理緊急情況，並確保我們的 

物業安全。

為保障顧客的個人資料，我們已於香港的業務實施

《私隱實務指引：使用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及 

《大廈管理適用的個人資料私隱指引》，以確保符合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規定。我們也制定了

類似的政策及程序，保障中國內地顧客的私隱， 

以遵守相關個人資料保障法例。

可持續發展的嘉許

我們促進可持續發展及保持可持續發展績效透明度的

努力獲本地及國際認同，連續九年成為恒生可持續發

展企業指數以及恒生（內地及香港）可持續發展企業

指數的成份股，並一貫保持「AA」評級。集團亦 

擠身國際標準，連續兩年獲納入為道瓊斯可持續發展

亞太指數的成份股，和在全球房地產可持續發展基準

獲得「三星」表現評級及資料披露「A」評級。該等 

嘉許根據公開披露的資料、所採取的政策及選定領域

績效等方面作出客觀評估，表揚在可持續發展方面 

表現卓越的公司。

 
恒隆會
公司推出「恒隆會」會員計劃，藉此與顧客建立

更密切、更長遠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