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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

 

恒隆一直致力將可持續發展的文化融入其業務營運及價值鏈中。2020年， 

我們不分彊界攜手合作，共同遏制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對我們珍視的員工、

顧客和社區造成的影響。我們亦制定了一系列將於2030年或之前達到的 

長期可持續發展目標及指標。我們的關鍵優先事項是在未來十年及往後成為 

領先的可持續發展房地產公司。

報告方針及標準

本年報的「可持續發展」章節概述了本公司在2020年

全新的可持續發展框架、目標、指標及表現。我們

的獨立《2020年度可持續發展報告》將更詳盡地披露

我們的可持續發展政策、指標及表現。該可持續 

發展報告將遵循「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準則）的

指引，以及《上市規則》附錄27《環境、社會和管治

報告指引》中的「強制披露規定」及「不遵守就解釋」

條文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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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立董事會對可持續發展議題及實現可持續發展

目標和指標進度的監察，恒隆集團及恒隆地產的 

董事會在2020年11月批准遵照《上市規則》所編製的 

可持續發展優先議題、目標及指標

經與我們的持份者進行諮詢及與全球同業作基準 

比較後，我們於2019年更新了可持續發展框架， 

以作出多項改進。2020年1月，恒隆集團及恒隆地產

的董事會亦正式認可包含四個優先議題的全新 

框架。董事會於2020年11月批准該框架所涵蓋截至

2030年底的四個目標及十項指標。全新的目標及指

標將會提升並改善我們在未來十年推動可持續發展

的工作。相關的優先議題、目標及指標於下表概述。

《關於環境、社會和管治問題的監督和管理聯合

聲明》。

應對氣候變化 資源管理 福祉

透過盡量減少資源消耗

及加強回收效能， 

加速轉型成循環經濟

確保員工、顧客及社區

都享有極佳的環境， 

促進他們的健康和福祉

與所有供應商及 

客戶合作，推進我們的 

可持續發展優先議題

• 以2018年為基準，

竭力把範圍1和2的

溫室氣體排放強度

（每平方米）減少

70%

• 興建一座接近淨 

零碳排放的建築物

• 在新建物業應用 

循環建築原則

• 在所有物業實施 

水資源管理計劃

• 將運往堆填區的 

廢物減少90%

• 評估全體僱員及主要

顧客的福祉

• 所有新建物業達到或

超越標準程度的福祉

• 在我們擁有資產的所

有城市與年輕人合作

制定可持續發展方案

• 實施供應商評估及

評級制度

• 讓所有租戶參與 

有關減少溫室氣體

排放、資源管理及

改善福祉的措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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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2019冠狀病毒病

在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員工、顧客和社區的

福祉一直是我們最優先的考慮。

我們提供外科口罩、面罩和手套等個人防護設備，

以保障上班的員工。自2020年2月起，我們採用靈活

高效的工作安排，以及嚴謹的申報和自我隔離規

定，以減低社交接觸及散播病毒的潛在風險。

我們在香港及內地的所有物業實施廣泛預防措施，

以保障顧客和租戶的安全。相關措施包括在旗下 

商場、辦公樓和公眾地方加強徹底清潔和以新技術

消毒。我們亦加強清潔通風系統，透過輸入新鮮 

空氣提升室內空氣質素，並在商場提供消毒搓手液

和體溫計。

我們亦於2020年2月撥款人民幣1,000萬元成立「恒隆

抗疫基金」，在疫情期間為社區提供協助。武漢雷神

山醫院獲撥款人民幣600萬元，作為2019冠狀病毒病

預防措施的資金。餘下款項人民幣400萬元則用於 

支援一系列社區計劃，包括分發抗疫防護用品、 

新鮮食品包、生活必需品及餐券等，全年讓香港及

內地超過14,000人受惠。

我們還在上海港匯恒隆廣場、大連恒隆廣場和瀋陽

皇城恒隆廣場設立攤位，提供免費小食和熱飲， 

藉此感謝在疫情期間外送人員和快遞員的付出， 

以及我們保安人員秉持專業精神的不懈貢獻。

為慶祝恒隆集團成立60周年，本公司約1,000名來自

香港及內地九個城市的義工參與我們在2020年9月首

次舉辦的大型社區服務活動，一同為4,500名基層人

士提供支援，加強他們對健康與安全措施的意識。

應對氣候變化

減少碳排放

為加強緩和氣候變化，我們為所有物業組合在範圍1

和範圍2的排放量訂立2030年的減碳強度目標，有關

目標以科學基礎減量目標計劃的方法計算得出。 

公司管理層親自包裝及送上抗疫包予所有員工，

以支持及答謝他們在疫情期間仍然盡忠職守

 

我們在內地多個城市的辦公樓設

立攤位，提供免費小食和熱飲，

藉此感謝外賣員、快遞員和 

保安員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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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亦已在2020年完成所有營運中物業的首個減少

溫室氣體排放計劃。有關計劃將於2021年推出， 

由於物業的能源消耗佔我們範圍1和範圍2的排放量

超過90%，故計劃主要集中於提升能源效益。我們 

定期監察我們的碳排放量，確保我們繼續穩步實現

減碳目標。我們亦於2020年把碳排放量的數據移至

網上平台，提高數據的可追溯性和可靠程度。

適應實體氣候風險

恒隆深明我們需要使旗下物業適應氣候模式平均值

和極端值變化所帶來的實體風險。在外聘氣候模擬

專家的協助下，我們在2020年底開始為旗下所有物

業進行不同氣候環境的實體氣候風險分析。我們的

第一版氣候適應計劃將於2021年底或之前完成。有

關計劃將會識別我們資產和業務面對的實體風險、

現行的控制措施、剩餘風險以及建議的適應措施。

氣候適應計劃是我們氣候風險管理策略的核心一

環，故會定期作出更新。

資源管理

節約能源

作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計劃的一部分，我們旗下 

各物業已根據四大範疇識別能源效益及節能措施： 

1) 翻新或更換低能源效益設備的資本措施； 

2) 改善物業運作實務；3) 測試、調整及優化物業 

設施；及4) 改變行為措施（例如關掉電燈）。所有 

計劃中的措施將於2021年實行，有關過程將會每年

重複進行。

節約用水

我們大多數營運所在的城市正受水資源短缺所影

響。因此，我們實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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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物管理一直是香港和內地的主要環境挑戰。 

於2020年推出的新措施旨在加強我們在減廢方面 

的力度。

為慶祝恒隆集團成立60周年，我們首次舉辦

大型社區服務活動，惠及4,500名基層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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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方面，我們與Mastercard及KeyChain Pay 

合作，把旗下部分服務式寓所的租賃手續精簡及 

電子化，減少消耗紙張。我們發現由於疫情關係，

年內餐飲租戶的外賣銷售額大幅上升。為使顧客 

減廢，我們鼓勵顧客帶同可重用的容器購買外賣，

以此換取購物禮券。

我們在內地的物業不斷提升廢物管理的配套， 

以配合新訂立的都市固體廢物分類規例。舉例而

言，天津恒隆廣場已提供附有清晰指示牌的分類 

廢物箱，協助顧客和租戶妥善處理廢物。我們的 

清潔人員在收集廢物時會核實廢物分類，而且我們

與所有租戶維持緊密溝通，確保他們遵守新的分類

和處理安排。

最後，我們正在將香港和內地辦公室營運所需的內

部表格電子化，以提升效率、節省紙張及減少打印。

建築設計及施工

作為香港和內地領先的地產發展商，我們致力提升

物業營運、設計與施工過程的可持續建築行業標

準。我們盡可能按照國際最佳常規設計及建造建築

物。在2020年，我們旗下昆明恒隆廣場的商場和 

辦公樓獲得能源及環境設計先鋒 — 核心及外殼組別

金獎認證。杭州恒隆廣場的兩座辦公樓亦獲得我們

首批能源及環境設計先鋒鉑金獎預認證。

我們亦已更新新建物業廢物管理配套的設計指引，

促進更有效的廢物處理和回收。

福祉

員工福祉

吸納及挽留人才

恒隆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及福利待遇，並定期與業

內薪酬基準作比較，以確保公平及互相尊重的工作

環境。我們亦致力確保所有員工及求職者得到公平

且平等的待遇。恒隆的《僱傭平等機會政策》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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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亦遵循國際準則，維護及尊重所有員工及

求職者的權利，嚴禁包括僱用童工及強迫勞動等 

不合法的勞動方式。

為慶祝恒隆集團成立60周年，我們的員工自2020年

起獲得額外一天有薪年假—集團成立紀念日假期，

藉此表揚他們的辛勤工作和貢獻。於報告年度內，

我們舉辦了多個視像培訓活動，包括有關領導才

能、科技應用以及最新規例的網上研討會，使員工

在疫情期間，仍能掌握所需的知識及技能。

職業健康與安全

我們的《職業健康與安全政策》詳述公司和員工在 

維持工作環境的健康和安全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我們會為各級員工安排定期培訓，鞏固公司的安全

文化。我們於2020年完成加強香港物業管理業務的

安全管理系統，包括安全組織架構、全面的指引，

以及符合 ISO 45001國際標準的管理流程。根據在 

香港獲得的經驗和成果，我們會把內地物業的安全

管理系統標準化，有關計劃正如期進行，並預計在

2021年底或之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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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我們以多管齊下的方式促進員工健康。我們於2020年

3月為香港和內地的員工制定彈性工作安排，協助員

工履行工作和家庭責任，達致更佳的工作與生活平

衡。辦公室員工可申請在標準辦公時間外，提早或

延遲上下班一小時。他們亦可在疫情期間或之後，

申請暫時在家工作。我們亦於2020年為香港和內地

的同事舉辦一系列網上活動，包括預防背痛的網上

研討會及健身課程，進一步提高員工健康意識與 

福祉。

社區福祉

「恒隆一心」義工隊

「恒隆一心」義工隊致力改善我們營運所在社區的 

福祉。於2020年，我們的義工活動聚焦三大範疇：

青少年發展和教育、環境保護及長者服務。受到 

疫情影響，我們以視像形式服務社區，或透過結合

網上及安全的實體活動，克服社交距離的限制。

在香港，我們與香港青年協會合辦「動起來」運動 

助人計劃，幫助基層青少年。義工隊成員只要累積 

運動達18小時，公司便會資助一名青少年接受為期

三個月的免費體育訓練，包括足球、花式跳繩、 

滾軸溜冰及體操等。

小時累積 
 運動時數 基層青少年 

受惠

 1,766
100+

「動起來」運動
           助人計劃

位義工的 
 大力支持

名~80

儘管受到疫情的影響，我們透過視像或結合網上

及實體活動等安全的方式繼續服務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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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義工隊成員亦參與了由綠惜地球舉辦的 

「撐綠惜慈善夜行」，為環保工作籌款，推動減廢行

動。我們與樂群社會服務處合作，通過配對方式，

每星期由義工親自致電關心獨居長者，與他們分享

最新健康資訊。我們亦和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攜手，教導我們的義工隊成員有關認知障礙症的 

知識，並指導他們製作簡單的訓練工具，以禮品包

的形式送給150個有認知障礙症患者的家庭，讓他們

在疫情期間恢復在家進行的康復活動。

在內地，我們增加了投放在青少年發展的資源。舉

例而言，濟南恒隆廣場的義工與租戶合作，為兒童

和他們的父母舉辦製作糭子的活動，讓他們了解 

端午節和中國文化。

為協助保護環境，來自瀋陽市府恒隆廣場和瀋陽 

皇城恒隆廣場的義工與瀋陽康萊德酒店安排了一場

植樹活動。此外，為進一步加強長者服務，上海 

港匯恒隆廣場的義工為附近敬老院的長者送上中 

草藥香囊，昆明恒隆廣場的義工則為當地長者清潔

家居。

恒隆•築跡 —  年輕建築師計劃

我們與社會企業活現香港聯合舉辦的「恒隆 •築跡 — 

年輕建築師計劃」於2020年載譽歸來。第二屆為期 

十個月的計劃吸引來自66間中學的330名學生參與，

他們透過工作坊、講座和導賞團等一系列線上及 

線下活動，了解社區內的建築。參加者在疫情期間

接受超過11,000小時的培訓，不斷學習及與彼此 

互動，拓展視野。參加者被分成不同隊伍，他們須

物色一塊土地，並學以致用，設計一個社區學習空

間，促進知識創造和傳播，以及社區的可持續發

展。評審最終為「敢築我城」設計比賽選出三隊優勝

隊伍，以表揚他們的出色規劃。

可持續交易

可持續金融

為進一步透過可持續金融提升我們的可持續發展表

現，我們分別與東方匯理銀行及星展香港（星展銀

行）簽訂兩份可持續發展表現掛鉤貸款協議，總額為

參加了「恒隆 •築跡 —  

年輕建築師計劃」的學生

以隊際形式提交一個以 

社區學習空間為題的設計

方案，以促進知識創造 

和傳播，推動社區的 

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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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11年

獲得「AA-」或以上評級。

連續四年獲納入為道瓊斯可

持續發展亞太指數的成份股。

連續三年在全球房地產可

持續發展基準獲得「三星」

表現評級及資料披露「A」

評級。

99 2 0 2 0年報

可持續發展

港幣15億元。儘管可持續發展表現掛鉤貸款所得的

款項可用作一般企業融資用途，但我們將把款項 

優先投放在可推動長遠可持續發展表現的措施。

我們與東方匯理銀行達成的協議是把現有五年期的

港幣5億元信貸融資轉換為可持續發展表現掛鉤貸

款，而與星展銀行的協議則屬新訂立的五年期10億

港元可持續發展表現掛鉤貸款。我們將致力實現分

別與兩家銀行預先訂立的可持續發展表現目標，當

中包括繼續獲納入道瓊斯可持續發展亞太指數的成

份股，以及達至每年減低部分項目組合的耗電強度。

除了簽訂上述可持續發展表現掛鉤貸款協議外， 

恒隆亦按照其於2019年推出的《綠色金融框架》， 

透過籌集資金及為綠色項目提供資金，進一步落實

其達致可持續發展領導地位的目標。在該框架下，

本公司已於2020年發行價值港幣20億元的綠色債

券，並取得港幣等值19億元的綠色貸款。

於2020年，我們已取得港幣54億元的可持續融資，

較2019年上升440%。

供應鏈管理

我們與供應商及服務供應商緊密合作，以將可持續

發展納入我們的價值鏈中。在2020年，我們以 

《承包商紀律守則》取代《供應商守則》。新增的主要

條款訂明公平競爭、反洗錢、保密和數據保護， 

以及禁止內幕交易的準則。所有供應商及承包商必

須遵循我們的《承包商紀律守則》，並定期接受評

估，確保彼等遵守有關守則。我們亦已採納更為 

全面的《產品和服務可持續採購政策》，以取代 

《中央環保採購政策》。

指定的安全顧問會持續在建築工地執行嚴謹的安全

管理系統，確保承包商遵守安全工作的實務守則。

可持續發展認可

我們的可持續發展表現及披露均獲得本地及國際認

可。香港方面，恒隆集團的《2019年度可持續發展報

告》在香港會計師公會主辦的第20屆「年度最佳企業

管治大獎」上獲得嘉許。參與評選的公司共500家，

作為僅有的30名得獎者之一，本集團贏得非恒指成

份股公司（中市值）組別的「可持續發展及社會責任

報告獎」。

恒隆地產亦獲納入下列指數的成份股，並在香港及

海外的行業標準中取得良好評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