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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嘉里中心

集團簡介

嘉里建設有限公司（「嘉里建設」）為世界級物業企業，

於亞洲擁有重大投資，中港兩地之物業建設享負盛

名。嘉里建設於兩地之投資重心，在於精選中心地

段，發展尊尚物業。本公司堅守此發展方針，持之以

恆，藉此創建成功的營運模式，並在優質物業發展及

管理方面累積了豐富經驗。本公司信守公平與誠信之

原則，在悠久的企業歷程中，與員工、供應商、合作

伙伴、政府機構及其他重要持份者建立彌足珍貴的長

遠關係。

嘉里建設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

市（股份編號：683）。本集團繼續獲選為恒生可持續

發展企業基準指數成份股，於社會、環境及企業管治

的績效備受肯定。

集團業務

本集團二零一六年的業績錄得顯著增長，物業銷售為

歷來最高。本集團於銷售及租賃方面採取平衡發展策

略，維持優質物業組合，提供高質素住宅、商業及綜

合發展項目，包括酒店、商場、寫字樓及公寓。

有關本集團業務組合及財務業績的更多資訊，請參閱

我們的二零一六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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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範圍

本可持續發展報告涵蓋集團在香港 1的業務，以及

五個在內地 2一線城市的綜合發展項目，即北京嘉

里中心、上海靜安嘉里中心和浦東嘉里城、杭州嘉

里中心及深圳嘉里建設廣場。作為地產行業的領導

者，我們不斷努力提升環境、社會及企業管治的績

效，以及社區溝通工作。集團未來將更進取拓展可

持續發展計劃，並擴大報告深度。

有關本報告

上海

北京

杭州

深圳

香港

北京嘉里中心

總樓面面積223 萬平方呎

靜安嘉里中心

總樓面面積374 萬平方呎

浦東嘉里城

總樓面面積273 萬平方呎

杭州嘉里中心

總樓面面積220 萬平方呎

深圳嘉里建設廣場

總樓面面積165 萬平方呎

北京嘉里中心位於首都心臟地
帶，集優質辦公室、世界級購
物中心、酒店，以及服務式公
寓於一身。

靜安嘉里中心位於上海南京路
商業區中心，是地標式綜合發
展項目，匯集零售、辦公室、
住宅及酒店，並設景致優美的
中庭廣場。

浦東嘉里城位於上海浦東新
區，是一個綜合用途物業，包
括辦公室、服務式公寓、商
場、酒店及相關配套設施。

杭州嘉里中心位於延安路與慶
春路交滙處，毗鄰西湖，設有
辦公室、住宅、商場及酒店。

深圳嘉里建設廣場位於福田商
業區核心地帶，設有三座辦公
室大樓。

1	 香港報告範圍不包括：甲）所有由香格里拉集團根據酒店管理協

議營運的酒店；及乙）與核心物業發展及管理無關的業務，合共

佔集團總收入不足5%。

2	 內地營運報告範圍僅涵蓋北京、上海、杭州及深圳五個綜合發展

項目。內地報告範圍不包括：甲）所有由香格里拉集團根據酒店

管理協議營運的酒店；及乙）商場及辦公室租戶控制區域的環

境、社會及企業管治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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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意思 集團的回應

重要性 報告應涵蓋反映機構對經濟、環境及社
會的顯著影響，或實質上影響持份者評
估及決定的範疇。

透過與持份者溝通來識別當前的重大可持
續發展議題，並考慮了嘉里建設的業務性
質以及營運方式和地點。

量化 報告應以可以計量的方式披露關鍵績效
指標。

在可行情況下，以量化方式提供資訊。

平衡性 報告應以客觀態度均衡地描述每項議
題，無論屬於正面或負面，以確保合理
地反映機構的整體績效。

報告識別並闡述嘉里建設的成就及所面對
的挑戰，並披露量化的資訊，以便作出具
透明度的趨勢比較。

一致性 報告應使用一致方式披露資訊，以便持
份者可分析及評估機構於不同時間的	
績效。機構應就任何方法的變化作出	
解釋。

集團已比較不同範疇在目前及過去的關鍵
績效指標及資訊，以便持份者對嘉里建設
的績效作逐年比較。

可靠性 報告的呈現方式應當令持份者有信心
地應用報告原則去檢視報告資料的真
實性。

報告清楚呈列資料，並無任何誤導或欺騙
意圖。集團希望將來的可持續發展報告可
取得外部核證。

完整性 報告應充份涵蓋所選擇的重大範疇，
小心避免遺漏任何對持份者而言重要
的範疇。

本報告涵蓋聯交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
告指引》的所有範疇。

清晰性 報告應以易於理解及取得的方式向持份
者清晰呈列資訊。

報告的闡述方式，足以令所有對嘉里建設
及其活動有合理認識的持份者理解。

報告期

本報告涵蓋嘉里建設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

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的可持續發展績效。

	

報告準則

本報告遵循聯交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	

（「指引」）編製。於若干範疇，集團報告範圍超越指

引的要求。為讓讀者更深入了解集團的業務，我們在

可行情況下會參照全球報告倡議組織《可持續發展報

告指南4.0版本》（GRI	 G4），特別是其中的《建築

及房地產行業揭露》，以更全面的方式涵蓋各重大議

題。

報告原則

為確保本報告的高可信性及透明度，集團遵循下表所

示的關鍵報告原則。我們已委聘獨立顧問低碳亞洲

（Carbon	 Care	 Asia，下稱CCA）嚴格監督及協助

籌備本報告。

有關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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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收集方法

本報告的數據及其他資訊由本集團多個業務部門收

集，包括但不只限於企業傳訊部、人力資源部、資訊

科技部、法律部、市場部、項目發展部及物業管理

部。集團已訂立內部監控及正式審查程序，盡力確保

本報告中呈列的所有資訊準確可靠。本集團各部門的

高級管理人員亦已審查及通過報告的定案內容。

本報告呈列關鍵績效指標配合質化資訊，以便持份者

可易於比較嘉里建設多年來的績效。報告的最後一節

「可持續發展概覽」提供完整內容索引以供參考。

意見反饋機制

我們重視您的意見。不論您是客戶、業務伙伴、公

眾、媒體或民間團體，您的意見及建議均有助確定及

加強集團未來的可持續發展策略。請透過電子郵件

communicat ion@kerryprops.com與我們聯繫。

原則 意思 集團的回應

相關性 報告應涵蓋機構對環境及社會有顯著影
響的重大範疇。

報告特別闡述對集團核心業務營運有重大
影響，以及廣大持份者關心的議題。

準確性 報告應提供充分準確及詳細的資訊，以
供持份者評估機構的績效。

集團已進行嚴格盡職審查程序，以確保所
披露資料的質素及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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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的話

過去一年，嘉里建設邁向可持續發展的又一重要里程，向集團的環保目標跨進一大步。

集團明白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此早已將可持續發展精神融入所有業務決策之中，並透過與各方持份者合作和

溝通，共同為後代承擔責任。

於本年度，我們積極實踐集團的核心承諾。二零一六年，已落成二十年的北京嘉里中心成功取得美國綠色建築

協會	(U.S.  Green Bui ld ing Counci l ) 	頒發的能源與環保設計先鋒獎	(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 ign) 	 (「LEED」)既有建築組別：營運及保養	 (Ex ist ing Bui ld ings:  Operat ions & Maintenance) 	 (「EBOM」)

鉑金級認證，是全球獲得有關認證中，最早落成的綜合發展項目。該認證是國際公認的綠色建築標準，表揚持

續提升建築能源效益的管理措施。

集團已成立可持續發展督導委員會，由各業務部門主管組成，下達各小組委員會，推動及監察員工達成共同	

目標。

與持份者交流是優化環保措施的關鍵，因此我們鼓勵員工就工作及家居生活分享環保意見。物業管理部門透過

推動「全民環保運動」，將環保意識傳遞給我們的住戶、租戶、承辦商及供應商。

透過與環保團體及社會企業合作，我們參與保護地球、促進人類平等及進步的活動。

嘉里建設考慮能源的使用時，從地球以至人類社會的角度出發。作為一個重視建設未來的企業，我們的力量來

自深厚的社區根基，以及志同道合的持份者的支持。我們與各方並肩同行，心思融合，為環境帶來積極正面的

改變。

何述勤
總裁	

可持續發展督導委員會主席

Stand Tall and Proud
Sink your roots deeply into the Earth
Reflect the light of a greater source
Think long term
Go out on a limb
Remember your place among all living beings
Embrace with joy the changing seasons
For each yields its own abun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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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政策綱領

嘉里建設視可持續發展為營運核心原則。我們對員工關顧和負責任供應鏈管理的理念

與持份者的期望相等，亦促進本集團的發展。我們重視誠信，敢於環保創新，在業務

追求卓越的同時，建設一個更綠色的未來。

樹木對減緩氣候變化起著積極的作用。正如高壯的樹木需要依賴深根的支持，我們不

斷提升管理方法，推動集團以至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良好的政策制定、目標設

定、管治架構和資源分配，奠定了集團可持續發展的根基。在此之上我們建立像樹幹

般堅穩的專業團隊，由此薰陶客戶、供應商和承辦商，讓他們像枝葉般蓬勃發展。我

們同根同心，積極為業務所在的環境及社區作出貢獻。

我們的可持續發展

人才

可持續發展原則

我們根據獨特的可持續發展原則建立業務，涵蓋以下三個範疇：

我們的目標為：

•	以最佳環境效益興建及管理物業

•	保障員工於日常工作各方面的福祉

•	為所有員工提供公平待遇，包括其事業
發展

•	在業務上堅守最高的道德標準

•	促進我們經營業務所在社區的福祉和	
發展

在營運過程中，我們致力於：

•	實踐可持續發展目標，為社會和環境帶
來正面影響

•	鼓勵業務伙伴，包括供應商及承辦商，
克盡社會及環境責任

•	回饋社會，提升生活質素

•	積極溝通，為所有持份者創造價值

•	通過創新、監控和匯報，持續改進

物業 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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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管治架構

實施可持續發展措施需要集團仝人及各部門的參與，由高級管理層至前線員工均不可或缺。作為良好管
治的核心一環，我們相信，透過建立一個結構完善的可持續發展督導委員會，可以更有效制定及執行可
持續發展策略，並將其全面融入營運之中。

我們的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督導委員會

主席

集團總裁

委員

相關部門主管

項目統籌

企業及市場傳訊主管

員工參與

•人力資源及行政	
主管

•培訓及發展主管

企業社會責任及 

社區

企業及市場傳訊	
主管

企業管治

公司秘書主管
環保措施

集團副總裁

可持續發展路向

二零一六年，集團在獨立顧問的協助下開始制定五年可持續發展路線圖，此乃嘉里建設可持續發展路向的關鍵

一步。透過循序漸進的過程，此文件不但能夠使集團的可持續發展策略更清晰全面，並就提升行動定下緩急次

序，完善資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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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可持續發展目標

此計劃由六個要素組成，包括政策、承諾、目標與目的、責任、資源及具體行動，涵蓋聯交所《環境、社會及

管治報告指引》的全部11個環境和社會範疇。於設定過程中，本集團的背景、發展階段、資源保證及最佳可用

技術都已考慮在內，以確保各目標在業務營運中得以真正貫徹。

《道德手冊》

所採購的紙品含50%
再造物料

100%內地新投資	
物業取得能源與環保	
設計先鋒獎金級或	
以上認證

在所有營運中保持
零死亡率

編寫《道德手冊》
及為100%員工提供
有關培訓

可持續紙品

能源與環保 

設計先鋒獎

為香港和內地100%
管理投資物業完成
氣候變化風險評估及
制定氣候變化應對
計劃

為50%員工提供每年
平均3天或相等時數
的培訓

持續培訓和 

發展

100%香港新建住宅
及商業大廈取得綠建
環評認證

綠建環評

死亡率

ISO 14001 

100%管理投資物業
取得職業安全健康
管理體系規範
(OHSAS 18001)認證

100%供應商和
承辦商受《供應商
行為規範》約束，
包括使用可持續的
營運方法

100%香港管理物業
及內地管理投資物業
取得 ISO 14001:2015
認證

職業安全健康

管理體系規範

 《供應商行為    

 規範》

氣候變化風險 

評估及應對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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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里建設的恆常持份者參與活動

出版資料

年報			

績效評估

電話

正式和	
非正式培訓

會議和會談

問卷調查

集團深明持續聆聽和回應持份者意見，以及解決他們所關注問題的重要性。因此，我們深入了解不同持份者關

注的事項，並以此推動我們的可持續發展。

我們將持份者定義為可影響集團營運或受集團營運影響的個人及團體。我們於年內以多種方式與主要持份者溝

通，收集他們的意見。

員工、客戶、供應商、承辦商、	
投資者、規管機構和各類社區團體

「關係非一日建成」

為了與持份者建立更緊密的關係，我們於過去三年定

立了持份者溝通方針，內容包括持份者識別活動，讓

我們可以辨識不同城市的持份者組別代表，並按其重

要性與他們保持溝通。此舉有助我們辨識重大的環境

及社會影響，以及持份者最感興趣或關心的具體議

題。我們亦特別委任獨立可持續發展顧問，協助推進

我們的可持續發展議程。

我們相信，持份者的參與對實踐成功的可持續發展策

略攸關重要。自二零一三年起，顧問與集團的高級管

理層及不同職級的員工溝通，並同時會見外部持份

者，包括供應商、承辦商、顧問、業主及租客，進行

有關可持續發展的討論。我們於首兩年主力在香港進

行溝通，其後擴展至內地的四個主要營運城市：北

京、杭州、上海及深圳。

持份者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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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非常重視持份者參與的廣度與深度，因而開展了

各類形式的持份者參與活動。顧問透過面談與高級管

理層進行深入討論，探討本集團的可持續發展願景及

政策方向，以及如何將可持續發展融入業務營運。我

們向員工及外部持份者發出問卷，讓他們公平發表意

見。我們亦舉辦研討會及焦點小組，鼓勵互動交流，

從而進一步了解持份者的意見。

為加強員工的參與度，我們在溝通活動中加入培訓元

素，以提高參與者對本地和全球可持續發展趨勢以及

報告的認識，並協助他們更全面地檢討及評估集團的

日常運作。

嘉里建設的持份者參與活動里程

2013 2014

深入會談 1 1

問卷調查 2 2

工作坊 不適用 不適用

焦點小組 1 1
年份

香港

受
訪

者

2015 2016

深入會談 1 1

問卷調查 2 2

工作坊 3 4

焦點小組 5 6

152
231

2013 2014

香港及內地

年份

受
訪

者

329

616

201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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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分析

為了識別對集團業務及持份者重要的範疇，顧問已採用嚴格的重要性評估程序。這不但符合報告的監管規定，

而且能積極推動本集團的可持續發展績效，回應持份者不斷轉變的期望。

重要性評估程序

以下重要性矩陣是根據集團的重要性評估程序制定。

本報告的內容遵循此矩陣編製，著重披露對我們的業

務及持份者均最為重要的議題。

階段 行動 結果

舉辦
-	會談	 	 -	焦點小組討論
-	工作坊	 -	問卷調查

審視及確定結果

審視：
-	過往溝通活動的成果
-	國際可持續發展議題
-	本地及國際報告標準

識別相關 

議題

識別議題的

優先次序

高級管理層

確認驗證

持份者參與

識別與嘉里建設
最相關的20個可
持續發展議題

制定重要性矩陣

確認9個重要議題

3  嘉里建設的持份者按重要性對20個議題評分。根據持份者的平均

評分，分數被整合至有擬合曲線的矩陣中。以該曲線為分界，處

於曲線上和超越曲線範圍的被界定為重要性議題。

嘉里建設二零一六年重要性矩陣 3

對
持

份
者

的
重

要
性

對業務的重要性

9

1716

14

7

10

20

12 3

18

13

1

4
5

11
15

2

8

1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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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

1. 減少並妥善處理空氣污染物和溫室氣體的

排放

2. 減少並妥善處理污水排放和廢物棄置

3. 提升能源效益

4. 提升用水效益

5. 為減少營運對環境的負面影響而作出努力

6. 投放更多資源保護環境

僱傭及勞工常規

7. 建立完備的僱傭管理制度

8. 提供機會平等的工作環境

9. 提供健康和安全的工作環境，避免職業病或

工傷

10. 提供培訓機會，支持員工持續進步及發展

11. 避免聘用童工及強迫勞工

營運慣例

12. 確保業務伙伴獲得公平和合理的待遇

13. 監控供應鏈並進行有關風險管理

14. 向客戶提供滿意的產品或服務，保障客戶的

健康與安全

15. 遵循合理合法的行銷手法

16. 保障客戶私隱

17. 防止賄賂、勒索、欺詐及洗錢

社區投資

18. 了解營運所在社區的需要，並確保業務活

動考慮社區利益

19. 支持慈善捐獻和員工義工活動

20. 設立有效的機制，妥善處理查詢、投訴以

及與持份者的溝通

除上述範疇外，我們也知悉外部持份者特別關注另外三個議題，包括供應鏈管理、童工或強迫勞工和廢水處

理。因此，我們在本報告中亦有闡述相關議題，對持份者關注的事項作出積極回應。

展望未來，集團計劃進一步加強與員工在可持續發展方面的溝通，並與更多外部持份者加強交流。我們正考慮

開展新一項持份者參與計劃，提倡共同學習。作為推動可持續發展目標的一部分，我們將與所有持份者攜手合

作，及早識別新出現的重要事項，並確保予以適時處理。

在所涵蓋的20個可持續發展議題中，以下九個議題被視為最具重要性。



關顧員工
一棵高大的樹木須由強壯樹幹及深邃樹根支持，如同在可持續發展的
路上，嘉里建設的成功關鍵在於我們的團隊－集團管理層、員工，以
及 所 有 與 我 們 同 心 同 德 的 伙 伴 。 隨 著 人 數 日 益 增 多 ， 背 景 亦 愈 趨 多 
元化。

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聯合國全體成員國通過一套目標，以消除
貧困、保護地球及確保全球繁榮，作為可持續發展新議程的一部份。
可持續發展目標之一是促進全球穩定、共融及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提
供充分及具生產力的就業機會，以及合適的工作環境。在此情況下，
嘉里建設銳意為員工提供一個健康和安全的工作環境，在營運過程中
以員工福祉為重要考慮，並確保員工權利受嚴謹的勞工標準保障。

在現今的工作環境，員工福祉是愈來愈適切和必要的考慮。從最基本
層面來說，福祉是指個人快樂－感覺良好和活得安全、健康。對嘉里
建設來說，員工福祉是可持續發展的重大範疇。

有強壯的樹幹，方可長出健康的樹木。



From a small seed a mighty trunk may grow.



個案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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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 加油！

每年秋季，我都特別期待公司的員工運動會，	

與幾百位來自不同部門的同事一起放鬆心情，	

抖擻精神，在運動場上一展身手。

今年，我有不少在工作環境上難得的意外收

穫，從沒想過平時文質彬彬的同事跑起步來彷

彿脫胎換骨，也沒想過總是一臉認真的同事不

時展露出父母對孩子的呵護和慈愛。

我和部門同事今年首次接觸團體跳繩。輸贏在

運動場上並不重要，我更重視與同事之間的互

動交流。

透過運動   培養團隊精神
公司每年定期在深圳舉辦運動會，設有多個團體或個人

競賽項目，包括田徑、球類和親子遊戲等。今年新增的

競賽項目廣受同事歡迎，增添運動會緊張刺激的氣氛。

同事亦趁周末帶同小孩一起參與親子競技項目，享受天

倫樂。



培訓經理

嘉里建設（深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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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報告2016

友誼第一

比賽第二

輸贏不重要

大家勇於嘗試各式各樣的方法，並不斷努力練

習，過程中充分展現團隊精神。比賽前，有經

驗的同事更主動分享經驗，並充當我們的臨時

教練，讓我們理解各崗位所需的技巧和如何互

相協調，終找到成功的秘訣，在比賽中取得好

成績。

想起同事們在運動場上矯捷的身影和充滿朝氣

的歡笑聲，讓我更期待下一年的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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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顧員工

嘉里建設視員工為最大資產之一，致力創造安全和高

效的工作環境，並銳意培育能幹得力的團隊。	

安全是集團業務營運不可或缺的一環。我們致力建立

零意外的工作環境，鼓勵員工及承辦商將安全視為個

人及集體的責任。

在物業管理業務方面，嘉里建設已制定《企業安全及

健康政策聲明》，重申我們承諾在業務活動中，保障

所有員工、客戶及可能與我們接觸的公眾之健康及安

全。這些規則及政策連同《安全管理體系手冊》及	

《內部安全規則》，讓我們奠下基礎，更顯著地超越

所有法定和合約責任及行業慣例，於各範疇維持高度

安全水平。我們亦同樣向內地員工提供明確指引。

為監測及評估我們的日常營運，我們參考了職業安全

健康管理體系規範（OHSAS	 18001），制定集團的

安全管理體系，為計劃以至實際執行安全政策及措

施，提供了框架。作為安全風險管理的一部分，我們

採納了「意外及事故調查機制」，為員工及承辦商提供

清晰的安全報告程序，以便進行調查及識別安全管理

體系中的任何潛在問題，並提供防止再次發生同樣問

題的方法。

100%
的物業管理服務員工已接受有關健康及安全
的內部培訓

嘉里建設在2 0 1 6年
沒有發生死亡事故

健康及安全為先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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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安全委員會負責監察旗下管理的香港物業執行

安全政策的情況。該委員會由管理層及營運層面的員

工組成，以確保成員有廣泛代表性，足以充分涵蓋管

理層及員工的利益與觀點。委員會成員最少每個季度

召開一次會議，制定和檢討安全政策及績效目標。我

們亦推行其他措施，例如提供定期安全培訓及安全設

備，以減少職業危害。

為有效實施安全管理體系，嘉里建設每六個月對旗下

管理的所有香港項目進行內部審核，並會每年為一個

項目進行外部安全審核。安全審核按照《工廠及工業

經營（安全管理）規例》進行，確保營運完全符合法

律及合約要求。二零一六年，為進一步提高安全績

效，我們進行了安全需求分析，並為高風險營運制定

了上鎖與掛牌程序。

我們透過健康及安全培訓計劃「工具箱安全講座」，

為全部物業管理服務員工提供定期的培訓機會，讓他

們重溫及增進有關職業安全及健康的知識。

報告期內，我們並無發現與員工健康及安全有關的違

規事宜。

安全審核程序

審核前的工作 審核過程 審核後的工作

- 收集資料

- 籌備審核計劃

-  啟動會議，簡介審核目的和範圍
-  文件審核
-  實地審核 

-  與主要人員及工人會談
-  整合數據以撰寫報告
-  總結會議，公佈調查結果和建議

- 準備報告 

- 發表報告

嘉里建設的工傷比率（每千名員工）

2016 2015 2014 2013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香港 8.9 21 16.6 10.9 14.7 10.6 18.6 16.9

內地 6.4 6.1 2.8 10.9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嘉里建設的損失工作日比率（百分比）

2016 2015 2014 2013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香港 0.03 0.12 0.11 0.05 0.12 0.08 0.04 0.30

內地 0.08 0.07 0 0.11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備註：工傷指員工因工作受傷而需休息三天以上，並已根據《僱員補償條例》作出通報的個案。

備註：因工傷而損失的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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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的安全管理

作為地產發展商，建築項目各方面時刻以健康與安全

為先。我們相信大部分意外事件均可以透過執行嚴格

的健康及安全措施而避免。我們的責任是確保所有建

築工地達致高度安全標準，並與業務伙伴攜手提高安

全績效。

我們制定一套《供應商行為規範》，要求香港的供應

商按此實施充足的健康及安全措施、提供保障系統及

培訓，以確保其員工的安全。另外，我們訂立承辦商

一般安全規則，重申其須負的責任。

定期對承辦商的工作進
行風險評估

提供和維持安全的工作
環境

承辦商一般安全規則

「每年安全表現評審」指標

提供充足、適當和合
規的個人防護裝備

提供所需的資訊、指
引、培訓和監督

就香港的物業發展及管理項目而言，承辦商須提交安

全及應急計劃，供我們批准，而我們會為物業管理項

目進行「每年安全表現評審」，按照一系列指標評核

其表現。如發現承辦商違反規定，我們或會暫停其投

標的權利，並將該公司從已獲批的服務供應商名單中

刪除。

實行安全	
管理體系

工人的	
安全意識

安全人員的
出席紀錄

風險評估	
及工作准許證

安全警告的	
次數

工傷比率

嘉里建設積極與租戶合作，於所有管理物業推廣安全

訊息。更多有關我們加強客戶安全的資訊，請參閱	

「產品責任」一章。

關顧員工

健康及安全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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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香港新聘員工

香港員工人數
增長率5%

378 名內地新聘員工

內地員工人數	
增長率

361
26%

嘉里建設按性別劃分的員工流失比率（百分比）

2016 2015 2014 2013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香港 15.2 13.1 16.1 14.6 13.8 15.7 14.8 15.2

內地 23.2 18.6 22.4 38.8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嘉里建設的僱傭理念是吸引及挽留優秀人才。

管理培訓生計劃

隨著集團不斷拓展中國業務，我們一直招攬優秀的畢業生，並積極培育未來的領導人才，成為持續業務發
展的基石。我們參與嘉里集團的綜合管理培訓生計劃，提供一系列多元化的學習體驗，內容包括輪崗在職
培訓、跨職能工作、外地工作、研討會、導師輔導以及個人事業發展策劃。	

我們向完成計劃的培訓生提供明確的職業前景及工作滿足感。他們可以按其個人興趣及持續職業發展的能
力，在商業管理、項目管理及企業管理三大業務範疇之一，擔任監督或中層管理人員的角色。

關顧員工

人才滙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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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服務見習生計劃

嘉里建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為社會各界青
年提供工作及培訓機會。我們連續第三年支
持由勞工處及香港青年協會聯合舉辦的「客
戶服務見習生計劃」，為具有副學士學位或
同類資歷的年青人提供見習機會。這個計劃
為期半年，包括課堂及在職培訓。完成計劃
後，表現良好的見習生將獲聘為全職員工。

嘉里建設根據員工的職責及年度表現績效作評估，提

供公平及具競爭力的薪酬待遇。按照《工作環境質素

政策》，我們竭力確保員工待遇較同業及當地勞動市

場具競爭力。此外，我們定期參與各項獨立薪酬福利

調查，以衡量及維持競爭力。

除了具競爭力的薪酬外，我們還照顧全體員工所需，

提供全面福利措施及待遇，包括但不限於保險計劃、

醫療計劃、花紅及津貼。我們的福利待遇因應營運需

要及當地狀況，在不同的城市有所差異。我們嚴格遵

守與工資、工作時間、超時工作、假期及福利有關的

一切適用法例及行業標準。

集團的僱傭策略是協助員工發掘及發揮最大潛能，我

們言行一致，每年評核員工表現時，不僅評估其工作

成就，也考慮其潛能及發展需要。嘉里建設根據個人

及本集團的表現，建立以績效為本的獎勵文化及薪酬

待遇檢討機制。

關顧員工

人才滙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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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里建設深信，投資於人才及發展強大的專業團隊，

對加強我們在可持續業務發展上的競爭力至為重要。

我們投放資源，培訓員工所需知識及技能，讓他們更

有效率地履行職責；亦為他們提供各種機會，持續增

長專業知識及技能。

嘉里建設按員工職級劃分的平均年度 

培訓時數

香港 內地

2016 4

管理層 4.8 11.8

經理級員工 8.6 12.8

一般員工 15.4 17.5

2015

管理層 12.5 10.8

經理級員工 15 23.8

一般員工 17 24.6

2014

管理層 10.5 不適用

經理級員工 17.3 不適用

一般員工 13.1 不適用

2013

管理層 18.7 不適用

經理級員工 12 不適用

一般員工 9.8 不適用

二零一六年，我們在員工培訓及發展方面投放資源，

舉辦了超過40 ,000小時的培訓活動，包括內部培訓

課程、研討會、工作坊、計劃及午餐講座，並與承辦

商團隊合辦培訓課程、講座及跨公司培訓課程。超過

84%的員工參加了培訓課程，涵蓋專業技能、領導能

力、客戶服務及溝通等廣泛範疇。

40,000
小時培訓活動

舉辦

84% 員工接受各種
技能提升培訓

關顧員工

人才發展

4  二零一六年平均培訓時數較低是因為「領袖發展計劃」已於二零一五年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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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計劃

我們在香港推行「伙伴計劃」，旨在促進物業管
理部門員工的團隊精神。這項員工關懷計劃發掘
及培養熱心員工，邀請他們擔任部門新入職同事
的伙伴，協助同事適應新工作環境及建立人際網
絡。自二零一三年起，共有116名員工參加了這
項計劃；年內，有20名員工加入伙伴隊。每名團
隊成員均通過活動及遊戲接受培訓，從中學習相
關技能及知識。

環境管理系統的專業培訓計劃 

保護環境是我們業務營運的核心原則之一，這有
賴每名員工關注和遵循公司的環保措施。所有員
工必須接受培訓，認識集團的環境管理系統；而
項目管理及物業服務團隊須接受有關實施環境管
理系統的培訓。有關培訓由二零零九年開始更成
為新員工的迎新活動之一。

關顧員工

人才發展

我們於二零一六年在九龍灣設立新的培訓中心，為物業
管理部門的同事提供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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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領導技巧課程

我們於去年五月舉辦一項為期四星期的領導
培訓課程，為新晉升的物業服務人員及經理
提供領導才能訓練，令他們具備充足知識，
以應付新挑戰。該計劃由四個單元組成：了
解自己及團隊、員工激勵及工作分配、督導
技巧，以及與不同世代共事。

集團亦鼓勵員工參加與其工作相關的外部培訓課程，並設有由僱主資助的教育計劃，讓所有全職員工可以持續

學習。二零一六年，共13.6%的員工獲得該計劃的資助，完成獲批的外部培訓課程。



創新應用社交媒體  提供員工培訓

集團在全國多個城市提供物業管理服務，聘用逾千名員工。管理層一直關注員工接受培訓的

機會，惟傳統課堂模式受環境限制，難以在短時間為全體員工提供培訓。

嘉里建設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的物業管理團隊想到通過互聯網，突破傳統課堂的時空限制，在微信

平台推出「大『嘉』庭	‧	微課堂」。微信平台能同步為過千名員工提供專題培訓訊息，涵蓋保安、環境

保護、保養及客戶服務四大範疇。由去年推出至今，項目已上載近200篇培訓內容，估算相等於每個不同規

模的物業內，20至60節不等的實體培訓，覆蓋全國近1,700名員工。

與準備實體課堂相比，同事在設計「微課堂」內容時，特意精簡訊息內容，配以示範圖片或短片，讓員工可以

一目了然。這個嶄新培訓方式不單實現隨時隨地自主學習，更重要是讓員工在遇到工作問題時，能在手機快速

搜尋相關訊息，提高工作效率。同事亦可以把課堂內容收藏，與其他同事分享，培養互相學習的風氣。此外，集

團可因應突發事件，如颱風或暴雨，向員工提供需要注意的事宜及處理方案。

根據內部滿意度問卷調查，98%員工認為「微課

堂」有助他們執行工作和解決困難。此外，73%	員

工已養成每日瀏覽「微課堂」的習慣。

個案

分享

26

保安

環境保護

客戶服務

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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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推崇多元文化，明白吸納不同觀點是業務成功的關鍵。作為一個平等機會僱主，嘉里建設促進平等機會，

積極消除就業、培訓及事業發展各方面的歧視。我們竭力維持公平的工作環境，確保員工不會因為性別、懷

孕、婚姻狀況、年齡、殘疾、家庭狀況、民族、種族或宗教信仰而受到直接或間接的歧視。我們依據《平等機

會政策	》及《工作環境質素政策》落實及實施有關承諾。

嘉里建設按性別劃分的員工人數

2016 2015 2014 2013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香港 449 858 422 822 408 754 377 712

內地 469 825 361 663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集團致力為員工提供合理薪酬。我們本年

度香港的女性與男性基本工資及薪酬比例

為1:0.97（二零一五年為1:0.99），而內

地的比例則為 1 : 0 . 8 2 （二零一五年為

1:1.08）。

報告期內，我們並無發現違反平等機會及

多元文化相關標準、規則及條例的情況。

關顧員工

員工福祉



29

可持續發展報告2016

申訴程序

嘉里建設致力為員工提供免受騷擾及歧視的工作環境，包容不同意見，鼓勵溝通，同時推動公平合作及團隊	

精神。

報告期內，我們並無收到有關工作間歧視及騷擾的投訴個案。

處理平等機會、歧視及性騷擾的政策及程序

在香港業務營運方面，我們於員工手冊中新增《處理不公
平、歧視及性騷擾投訴政策》的補充，以確保工作場所能夠
貫徹平等機會和防止歧視發生。該政策不但載述如何處理
由員工提出的歧視及騷擾投訴，而且包括由合約員工及第
三方服務供應商提出的投訴。人力資源及行政部主管負責
就任何投訴進行公平、全面及反應迅速的調查。倘若投訴
人不同意調查結果，可以向執行董事提出上訴，並可在適
合的情況下安排聽証會。

物業發展及物業服務平等機會的講座

為了宣揚互相尊重的工作間文化，我們邀請平等機會
委員會為員工舉辦兩場講座，內容涵蓋觀念定型、平
等機會，以及在反歧視條例下禁止的行為，特別是與
我們在物業發展及物業服務方面有關的行為。

家庭友善措施

我們尊重員工的家庭責任，支持他們在工餘時間享受充實生活的權利。因此，我們尤其著重實施家庭友善的僱

傭政策及常規，推動家庭友善的文化及環境。除婚假、產假、侍產假及恩恤假外，我們亦擴大醫療及牙科保險

範圍，涵蓋員工（包括前線人員）的家屬，並向有特殊需要的員工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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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嘉里建設參與由香港民政事務局及家庭議會合辦的「家庭友善僱主獎勵計劃」，榮獲「家庭友善

僱主」及「支持母乳餵哺獎」，表揚我們竭誠創造家庭友善的工作文化及環境。

本年度，嘉里建設亦與嘉里集團於香港推出員工輔導熱線，為員工及其直系家屬提供24小時輔導服務，紓緩他

們因工作、家庭或個人問題所引致的壓力或困難。熱線由專業輔導員支援，所有對話內容絕對保密。我們亦於

內地個別城市為當地員工提供同類支援熱線。

支持母乳餵哺

為支持在產假後重返工作崗位仍繼續餵哺母乳的員工，我
們於香港辦公室設立一間整潔、高私隱度及安全的哺乳
室，並提供電源連接奶泵附件，及用作存放母乳的冰箱。
我們亦鼓勵督導人員及員工以正面的態度鼓勵餵哺母乳的
同事，建立支持母乳餵哺的工作文化。

運動同樂日

二零一六年，我們在香港首次舉辦運動同樂日，超
過300名員工及其家屬參與各項跨公司的比賽。員工
更與家人組隊參加多項家庭體育活動，例如拔河及
氣球遊戲。在活動當日，我們聘請兩間聘用聽力障
礙人士及少數族裔的社會企業，提供畫臉及扭氣球
服務。

支持家庭團聚

我們深明家庭生活的重要性，了解家庭支持對員工福祉
至關重要，特別是來自中國其他城市的員工。嘉里建設
為深圳嘉里建設廣場的前線物業管理人員提供住宿，讓
從中國其他地區來探訪他們的家人暫住。	

於農曆新年回鄉過節是中國人的傳統，集團為離鄉工作
的員工提供免費回鄉車票。

關顧員工

員工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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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或會認為童工及強迫勞工問題早已消除。作為

一間供應鏈遍佈全球的公司，我們知悉有些地區仍然

存在相關問題。因此，我們認為必須有效監察供應商

及承辦商，並採取措施，確保並無童工或強迫勞工存

在，特別是在我們的供應鏈。

本集團的《工作環境質素政策》闡明了我們的承諾及

立場：禁止任何形式的童工或強迫勞工，包括抵債勞

工、契約勞工、奴隸勞工或人口販運，以及僱用未適

齡員工。我們的人權管理由人力資源及行政部主管監

督，向總裁報告，確保我們遵守有關童工及強迫勞工

的所有適用法律及法規。報告期內，我們並未發現童

工或強迫勞工事件。

我們明白在供應鏈促進安全文化的重要性，因此適用

於香港承辦商的《供應商行為規範》重申我們對童工

及強迫勞工的立場。供應商不得聘用任何形式的童工

或強迫勞工。另外，供應商需依照所有適用的法律及

法規，尊重員工享有結社自由及集體談判的權利。所

有供應商必須交回該行為規範的簽署副本，承諾遵守

嘉里建設的規定。

關顧員工

勞工標準

童工

奴隸勞工	

契約勞工	

禁止

禁止

禁止

抵債勞工	
禁止



營運承擔
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始於公司的價值體系及經營業務的原則取向，集團致力將聯
合 國 全 球 契 約 原 則 納 入 我 們 的 策 略 、 政 策 及 程 序 ， 並 建 立 重 視 誠 信 的 企 業 
文化。

聯合國全球契約呼籲企業應將人權、勞工、環境及反貪腐的普世原則與業務經
營看齊，並採取行動推進社會目標。

嘉里建設於其營運所在地均會實踐可持續發展的價值和原則。我們相信，這不
僅有助我們履行對人類及地球的基本責任，亦有助達致長期的業務成功。

根據聯合國全球契約第十項原則，企業應打擊任何形式的貪腐行為，包括敲詐
勒索及賄賂。商界視打擊貪污為重要任務的原因眾多，而嘉里建設認為，這是
向投資者、客戶、員工及公眾對我們建立信心及信任的關鍵因素。同樣地，集
團的政策秉持誠信價值，並付諸實行，確保履行產品責任及實踐良好的供應鏈
管理。

當可持續發展價值觀得以秉持，便會為所有人帶來最豐碩的成果。



Trees need not walk the earth 

For beauty or for bread;  

Beauty will come to them  

In the rainbow —  

The sunlight —  

And the lilac-haunted rain;

And bread will come to them  

As beauty came:  

In the rainbow —  

In the sunlight —  

In the rain.



我們自二零一四年起舉辦「綠色建築工地獎」，旨在

於集團旗下的香港工地推廣綠色及健康建築常規。各

建築工地的表現均按一系列準則進行評估，由守法合

規、工地管理架構，以至對周邊社區的關顧、環保表

現和創新綠色措施等。

集團旗下何文田住宅項目的主要承辦商在二零一五年

首次參與比賽時，抱著和其他公司一較高下的心態，

心情特別緊張，但參加者的收穫卻讓他們喜出望外，

因此當「綠色建築工地獎」去年再次舉辦時，他們踴

躍參加比賽。比賽過程中，我們與承辦商團隊建立了

更密切的交流，也學會許多環保新措施。評審小組進

行實地視察，鼓勵承辦商工人繼續為環保努力。

34

推廣綠色

施工措施

個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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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及該承辦商相信讓員工親身體驗環保的樂趣，

對於教育他們，並爭取他們支持日後其他環保措施

十分重要。因此，承辦商在工地添置廚餘機，讓員

工將午餐剩食變成肥料，用以種出蔬菜。承辦商亦

沿著車輛通道設置灑水系統，減少揚散塵土，及減

低工程對周邊空氣質素造成的影響。憑藉這些措

施，該承辦商奪得「卓越綠色領導—白金獎」，充

分肯定了其團隊與嘉里建設合作推動綠色工地管理

的努力。

集團重視與承辦商保持定期溝通。透過比

賽，我們收集前線工人對提升未來建築項目

環境管理措施的建議。去年，我們的同事更

與承辦商組隊，透過話劇表演，分享在工地

遇到的環保挑戰和解決方法。參加者搜尋相

關環保資訊，融入劇本之中。他們更回收工

地的廢棄木材，製作場景道具。共同創作、

排練和表演的經驗，有助參加者了解工地綠

色管理和鞏固團體精神。透過輕鬆的形式，

集團期望與承辦商加強合作，並深入了解他

們所面對的困難。

綠色管理

守法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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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承諾以誠實、合乎道德及恪守誠信的態度經營業

務。集團對任何形式的貪污行為採取零容忍政策，包

括賄賂及苛索、欺詐及洗錢。我們不僅於集團網站登

載《防止貪污政策》，解釋集團立場，亦將有關政策

納入所有新員工的反貪污培訓內。

嘉里建設自二零一四年起實施《防止貪污政策》，明

確規定所有員工不得從事任何貪污活動。我們理解在

節日期間分享禮物的傳統，但這與貪污行為有明顯區

別。就香港物業管理業務，我們已制定《接受利益—

公司政策及指引》，為收取饋贈提供具體指引。基於

相同原則，內地個別城市的員工亦受員工手冊所列明

的具體指引所約束。

作為防止貪污措施的一部分，我們於二零一五年制定

《舉報政策》，目的是鼓勵及方便香港員工舉報任何

實際、懷疑或潛在的違規行為。為確保所有報告個案

獲得保密及負責任的處理，員工可直接向審核與企業

管治委員會主席舉報，該委員會負責監督貪污及洗錢

的舉報個案。報告期內，委員會並無收到員工舉報貪

污的個案。

為建立合符道德的企業文化，我們定期在香港及內地

舉辦有關企業道德的計劃。所有新員工均需接受反貪

污培訓，作為我們的迎新活動一部分。二零一六年

間，我們舉辦了兩次講座，宣揚誠信及公平的基本價

值觀，並邀請香港廉政公署派遣專家擔任講者，與香

港員工分享經驗。

我們亦提醒所有香港供應商注意集團對賄賂及貪污持

零容忍態度，並在《供應商行為規範》中闡明供應商

不得允許任何形式的貪污或賄賂以影響決策。

報告期內，本集團及其僱員並無牽涉任何被證實的貪

污法律案件。

舉報事宜

• 違反法律或監管規定

• 不良、不當或欺詐行為

• 蓄意隱瞞上述任何行為

• 刑事罪行和違反民事法例

營運承擔

反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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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間於香港及內地有重大投資的物業發展公司，

嘉里建設銳意在環境、社會及經濟領域，樹立負責任

企業的榜樣。就此，我們已為香港業務制定《產品責

任政策》，以保障消費者的安全、健康、財務及法律

權益。		

保障客戶私隱

嘉里建設致力保護客戶私隱，所有員工均須遵守有關

個人資料私隱的政策及當地規例以保障客戶資料。

嘉里建設已訂立《個人資料（私隱）政策》，並制定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申述我們會妥善保護所收集

及擁有的個人資料。如欲了解更多有關我們保障客戶

私隱的管理方針，請參閱集團網站的《個人資料（私

隱）政策》。

我們竭力保障客戶所有個人資料的私隱及安全，同時

亦確保我們委聘的所有供應商均尊重客戶私隱，並透

過《供應商行為規範》實踐，有關規範列明供應商不

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任何機密或專屬資料。	

報告期內，我們並無接獲任何証實違反客戶私隱或遺

失客戶資料的投訴。	

營運承擔

產品責任

安全 健康

財務權益 法律權益

產品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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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的產品及服務

集團致力提供令客戶稱心滿意的產品及服務。我們深

信，要提高客戶的滿意度，首先要了解客戶的需要及

期望。

MegaBox的客戶體驗

客戶滿意度是我們時刻關注的事項，因此我們
採取了不同的方法收集意見，了解如何為客戶
提供更好的服務。二零一六年，我們委托香港
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進行客戶調查，評估	
MegaBox客戶的滿意度。

我們重視客戶的意見及建議，藉以評估及改進服務。

我們設有一套投訴處理機制，確保以一致及有效的方

式處理客戶意見。集團的企業傳訊部負責處理公眾、

傳媒、政府部門及其他組織的查詢或投訴。

作為一間負責任企業，集團深明廣告及銷售描述的

重要性。因此，我們就發展項目制定內部守則，並

委聘外部專業顧問，以確保宣傳資訊適時和準確，

並符合相關法律和條例。

客戶健康及安全

我們管理的物業均以租戶及訪客的健康與安全為先。

我們的目標是積極履行責任，保持物業舒適安全，並

且不會對客戶健康構成危險。

產品責任
營運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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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集團本身的營運，供應鏈中的獨立供應商、顧

問及承辦商亦會為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帶來影響。嘉

里建設致力確保供應鏈各環節均嚴格遵守可持續發

展準則，我們的目標是與供應鏈內的所有伙伴建立

長久合作、具建設性的關係，不斷改進我們的社會

及環保績效。

維持公平公正

我們相信，只有以有禮、誠實及公平的態度對待供應

商，他們才會成為我們的長期合作伙伴，並提供優質

產品和服務。公平意味著合理及公正，因此我們為所

有合資格供應商提供公平競爭的機會。

至於香港的物業發展業務，我們備有《採購部操作手

冊》，載列規管所有採購活動的政策及程序，包括競

投招標及新供應商審核之程序。供應商及其提出的價

格資料將會保密，以確保所有採購均通過競標進行。

《供應商行為規範》亦訂明集團須準時及全數付款予

所有供應商。

新供應商審核程序

識別需採購的物料
透過供應商登記和工廠

視察進行評估

準備審批文件

透過不同適當渠道識別
潛在供應商

準備工廠視察或審核	
報告（如適用）

營運承擔

供應鏈管理

結果

結束程序

加入認可供
應商名單

合資格

不合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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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可持續發展供應鏈

鑑於採購對環境及社會有重大影響，我們在香港實行

《綠色採購手冊》，並以下列指引為原則：可回收

性、減少包裝、耐用性、能源效益和水資源效益。我

們合共識別了總部辦公室和物業管理的50項常採購的

物品，並為每項物品制定強制性環保採購規格。於報

告期內，集團與員工及主要承辦商緊密合作，目標是

於下年度將物業發展方面頻繁採購的16項物品納入綠

色採購規管。考慮到不斷變化的市場狀況及環保要

求，我們將定期評估環保規格是否適用。	

我們致力減少對環境及社會的影響，同時亦期望供應

商在業務營運中關注可持續發展，並尊重員工、社會

及環境。

集團致力管理供應鏈的潛在風險。我們的《供應商行

為規範》為香港的供應商提供框架，以處理環境與社

會事項及改善其績效。

所有供應商均須向我們提供其環保管理措施的資訊，

供我們評估是否符合環境管理系統。該評估亦涵蓋供

應商的營運手法，包括尊重人權，為員工提供安全、

衞生及健康的工作環境，盡量減少與工作有關的傷害

及疾病風險。我們要求所有供應商遵守所有法律要

求，並鼓勵他們採用合乎道德的業務手法。報告期

內，我們並無發現違規行為或違反行為規範的個案。

此外，根據集團環境管理系統之標準規定，我們向所

有供應商提供環保指引，以確保他們了解嘉里建設的

環保標準及目的。

供應鏈管理
營運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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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供應商的環保要求

廢物處理、儲存和棄置

廢物製造和回收

物料和資源的使用

我們為供應商及長期承辦商於每份合約完成後及每年均進行年度環保成效評估。於報告期內，我們並無
發現任何不符合規定的個案。

環保法律和要求

物料重用

公司車輛引致的噪音和
空氣污染

廢水排放



保護環境
在聯合國通過的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中，其中三個與大自然的健康有直接
關連：

目標13： 採取緊急行動，應對氣候變化及其影響

目標14： 保護及以可持續的方式使用海洋、大海及海洋資源，以促進可持
續發展

目標15： 保護、恢復及推動以可持續的方式善用陸地生態系統，以可持續
的方式管理森林，防止荒漠化，制止與扭轉土地退化，及維持生
物多樣性

此外，亦有三個可持續發展目標，有關人類如何以負責任的方式使用自然
資源：

目標6： 確保所有人能享有用水及衛生設施，並以可持續的方式管理

目標7： 確保所有人能享用可負擔、可靠、可持續及現代化的能源

目標12： 確保可持續的消費及生產模式

作為多元化物業的發展商及物業管理公司，嘉里建設非常了解其在實現可
持續發展目標，以及肩負保護環境免遭破壞的國際責任。這包括透過可持
續消費及生產，以可持續方式管理自然資源，以及就氣候變化採取緊急行
動，使地球能夠支持現世和後代的需要。



Earth’s the right place for love:

I don’t know where it’s likely to go better.

I’d like to go by climbing a birch tree,

And climb black branches up a snow-white trunk

Toward hea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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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可持續發展的建築

要為聳立在朝陽區近廿載的北京嘉里中心爭取LEED	

EBOM認證，管理層最重視是物業管理團隊推行的環保

管理措施能否應付其嚴格要求。

嘉里建設早在興建北京嘉里中心時已經引入環保建築元

素，並在過去十多年來堅持推行及提升環保管理，成功

通過LEED在硬件方面的嚴謹要求。

我們相信與員工保持緊密溝通，對實踐環保管理至為重

要，因為一方面可以了解前線員工在執行新措施時面對

的困難，商討解決方案，另一方面亦可以讓前線員工明

白環境保護的意義和重要性，建立企業的環境價值觀。

北京嘉里中心是嘉里建設首個內地的綜合發展項目，如

此歷史悠久的大樓能取得 LEED EBOM最高級別鉑金認

證，肯定了嘉里建設在建築設計、質素以至環保管理方

針的遠見卓識，亦為其他內地項目樹立典範。

北京嘉里中心

個案

分享



能源與環保設計先鋒獎	(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認

證，是一個備受國際認可的環保評級體系，

由美國綠色建築協會	(U.S. Green Building 

Council)	(「USGBC」) 以可持續發展建築

的準則編制。其中既有建築組別：營運

及保養	(Existing Buildings: Operations & 

Maintenance) (「EBOM」) 認證針對已落成

的建築，強調持續性建築營運管理，評估範

圍涵蓋可持續發展場地管理、節約水資源、

能源與大氣環境、材料與資源和室內環境質

素。截至二零一六年底，	北京有13個建築項

目取得 LEED EBOM認證，當中僅四個建築項

目能成功取得最高的鉑金級別。

45

LEED EBOM
鉑金認證

嘉里建設在過去十多年來持續推行及

提升環保管理，是北京嘉里中心榮獲

LEED EBOM鉑金認證的成功關鍵。回

望與嘉里建設並肩作戰這兩年，整個

團隊一同經歷和克服不少挑戰，確實

獲益良多。」

」

世邦魏理仕集團大中華區

資產服務部董事總經理

杜日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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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年生效的《巴黎協定》發出明確訊息，指

出所有國家必須努力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對抗氣候變

化。該協定表明我們必須加快實現零排放，它亦同時

在商界推動低碳創新浪潮。嘉里建設積極支持全球向

可持續經濟轉型，通過管理及減少營運對環境的影

響，為下一代提供更好的環境及造就一個更可持續發

展的世界。

嘉里建設已實施環境管理系統，為物業發展及物業管

理制定環保政策。為了在我們經營範圍內擴大及貫徹

環境管理系統，嘉里建設的環境管理系統自二零一一

年起已取得ISO	 14001認證，並將認證範圍延展至嘉

里物業管理服務有限公司及MegaBox	 Management	

Services	 Limited。個別內地成員公司，例如嘉里建

設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的環境管理系統亦自二零一

零年起取得ISO	 14001認證。環境管理系統委員會負

責落實環境管理系統及其政策，以及年度環保績效指

標。我們每年檢討內部及外部的環境管理系統，確保

符合環境管理系統的要求，並識別需要改進的地方。

我們知悉建築物的能源消耗最大，在建築物的整個生

命週期中，從項目規劃、設計、施工到營運，我們都

力求克服這項挑戰，體現我們將可持續發展概念納入

建築物設計及管理的承諾。

綠色設計元素

在《環保政策》的指引下，我們旨在建造具備最佳環

保效益的物業。集團的《環保程序》載列指引，以顧

及發展項目設計和規格的重要環保因素。為更有效處

理各類工地的實際情況，我們為各發展物業確立一	

些特定的重要環保因素，例如建築物的佈局及建築塗

料 ∕塗層的選擇。

物業能源管理

我們物業的管理措施包括持續對建築物能源績效進行

評估及改進。透過環保物業管理程序，集團把握機會

全面提升旗下項目的管理效率及可持續發展。

集團向物業管理部門提供指引，規範與環保有關的活

動。物業環保代表負責保存紀錄，以確保環保管理系

統在我們管理的物業中取得成效。

保護環境

能源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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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評估：甲)	 只包括已交付並全年由本公司管理的物業，即所管理的總樓面面積；乙)	 不包括於二零一六年交回集團管理的企業廣場5期辦公室

大樓二座的碳排放量。碳評估將在稍後階段進行，以建立基準。

6  九龍筆架山龍翔道新九龍內地段第6532號。

   

香港
5

為應對氣候變化議題，我們為香港總部及所有管理的

物業制定長遠碳強度目標，包括於二零二零年前將用

電力強度及碳強度較二零一一年基準年降低23%。此

目標已在二零一五年達成。二零一六年，我們再定下

更積極的目標，於二零二零年前把碳強度由基準年水

平降低30%。	

自二零一一年起，我們一直於香港進行自願碳審計，

因此該年是我們的基準年。本集團的碳排放清單按照

香港政府發出的本地指引，並參照世界資源研究所及

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發佈的《溫室氣體議定

書：企業核算與報告準則》進行評估。我們評估總部

及所有旗下管理物業的碳排放量，包括28個住宅及5

個辦公室物業，合共33個物業。我們追蹤三個範圍內

的碳排放量，為確保準確性，基準年及最近三年的數

據經已獲第三方驗證。

碳足跡管理

我們位於筆架山的項目6獲得香港綠
色建築議會的「綠建環評新建建
築」1.2版暫定銀級評級。

玖瓏山已獲得香港綠色建築議會
「綠建環評新建建築」1.1版銀級
評級。

微氣候效益

我們精心設計物業，為居民及社區創造舒適居住環境。設計何
文田發展項目時，我們考慮了微氣候的影響，因此先進行空氣
流通評估研究。為改善工地及其鄰近社區的環境，我們在項目
增設高近百呎的主入口拱門，引入天然光和自然通風，改善街
道空氣流動，於視覺上又可連接相鄰的庭院。

減少碳強度目標*

目標已於
2015年達成

2020年新目標	

*	與2011年基準年比較

2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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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顯示，我們的碳排放量自基準年以來持續下降。在

二零一六年，雖然我們的總樓面面積增加了5.19%，但

絕對碳足跡為51,507公噸二氧化碳當量，比上一年減

少1.2%。因此，碳強度比去年下降6.2%。為防止製冷

劑洩漏，我們更頻密地檢查空調系統，結果我們於二零

一六年成功減少了範圍1的直接排放量達33%。下圖總

結了我們在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六年間的碳排放量。集

團於二零一六年連續第二年獲頒「低碳關懷標籤」，肯

定了我們不斷努力減低碳足跡的努力。

範圍 所包括的香港碳排放源

範圍1：直接碳排放 • 化石燃料燃燒
• 製冷劑

範圍2：間接碳排放 • 購買的電力
• 購買的煤氣

範圍3：其他間接碳
排放

• 用水 
• 用紙
• 廢紙收集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每1,000平方呎樓面面積 )

4.42 CO2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51,507CO2

能源效益
保護環境

28%
自2011年以來減少

碳強度

   

2011

50,000

49,246

258

51,085
56,129

54,756 52,156 51,507

30,000

40,000

20,000

10,000

0 0

2

4

6

8

1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77

300
305

279 363

1,534 2,203 3,636 2,407 1,6021,726

47,262

6.14

5.18 5.09 5.02 4.71 4.42

49,274 53,626 50,815 49,470 49,542

碳排放概要

範圍 1

範圍 2

範圍 3

	總碳排放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

碳強度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1,000平方呎)



49

可持續發展報告2016

年份

範圍1碳排
放 (公噸二

氧化碳 
當量 )

範圍2碳排
放 (公噸二

氧化碳 
當量 )

範圍3碳排
放 (公噸二

氧化碳 
當量 )

總碳排放 (公噸
二氧化碳當量 )

所管理之樓面面
積7(1,000平方

呎 )

碳強度 (公噸二氧 
化碳當量/1,000平

方呎 )

2011 1,726 47,262 258 49,246 8,016 6.14

2012 1,534 49,274 277 51,085 9,866 5.18

2013 2,203 53,626 300 56,129 11,021 5.09

2014 3,636 50,815 305 54,756 10,913 5.02

2015 2,407 49,470 279 52,156 11,075 4.71

2016 1,602 49,542 363 51,507 11,649 4.42

   

能源使用管理

降低能源消耗是我們實現減排目標的關鍵。與二
零一一年基準年相比，我們已將每單位樓面面積
的耗電量減低26%。

(千瓦時/平方呎 )

6.75

9.00

4.5

2.25

0

2012

7.04

2011

8.22

2013

6.87

2014

6.58

2015

6.38

香港每單位樓面面積的用電量

2016

6.08

7  內地的碳排放量是按照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頒布的《公共建築

運營單位(企業)溫室氣體排放核算方法和報告指南》，以及香港機

電工程署和環境保護署編製的《香港建築物(商業、住宅或公共用

途)的溫室氣體排放及減除的核算和報告指引》而作出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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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嘉里中心 2016 2015

碳排放	
(公噸二氧
化碳當量)

範圍  1 11 10

範圍  2 16,111 16,090

範圍  3 9 13

總碳排放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16,131 16,112

所管理之總樓面面積
(1,000平方呎) 1,793

碳強度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1,000平方呎)
9.00 8.99

北京嘉里中心

能源效益
保護環境

北京嘉里中心

北京嘉里中心非常重視節能及能源效率。在報告期

內，為提升我們的設備，我們更換了兩套傳統蒸氣吸

收式製冷機組，改為設置三套高效能的離心式電動製

冷機，並配以變速驅動裝置。然而，為了遵守政府政

策，我們將能源組合改為較多依賴電力而非中央蒸氣

供電。儘管電動製冷機組的能源效率高於蒸氣製冷機

組，但由於電力的碳排放系數較高，我們的總碳排放

量從二零一五年的16 ,112公噸二氧化碳當量略增至

二零一六年的16,131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為提升能源效益，我們持續密切監察及調整電力設施

於不同季節的運作時間。我們亦於主樓入口處安裝風

閘，以節省能源及維持室內溫度。我們有信心這些措

施有助進一步減少能源消耗。

內地

範圍 所包括的內地碳排放源

範圍1：直接碳排放 • 化石燃料燃燒
• 逸散性排放

範圍2：間接碳排放 • 購買的電力
• 購買的蒸氣

範圍3：其他間接碳
排放

• 用紙 
• 飛行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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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安嘉里中心

在靜安嘉里中心，我們持續研究如何減少碳排放。

通過樓宇管理系統，我們能夠監測、管理及調整我們

的製冷機組及照明系統的運行模式，以適應不斷變化

的環境。冬季期間，我們使用自然冷卻水替代冷凍

浦東嘉里城

在浦東嘉里城，我們致力將環保措施融入日常營運。

多年來，我們實施一系列節能措施。二零一六年，浦

東嘉里城為冷凍水循環泵和採暖水循環泵增加變頻裝

置，通過減少非滿負荷時段的水泵能耗，進一步提高

能源效率。

靜安嘉里中心

浦東嘉里城

然而，我們於二零一六年更換主要空調設備中的製冷

劑，導致範圍1的碳排放相對提高。而範圍3的碳排放

量增加主要由於商務旅程增多。

靜安嘉里中心 2016 2015

碳排放	
(公噸二氧
化碳當量)

範圍  1 2,939 4,2778

範圍  2 27,171 28,570

範圍  3 12 9

總碳排放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30,122 32,856

所管理之總樓面面積
(1,000平方呎) 3,982

碳強度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1,000平方呎)
7.56 8.25

浦東嘉里城 2016 2015

碳排放	
(公噸二氧
化碳當量)

範圍  1 806 619

範圍  2 14,843 14,624

範圍  3 11 8

總碳排放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15,660 15,251

所管理之總樓面面積
(1,000平方呎) 2,260

碳強度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1,000平方呎)
6.93 6.75

水，以減少電力消耗及碳排放。公共設施包括室內公

共空間照明、空調及扶手電梯會按需求開關，而戶外

照明時間則根據當地日出和日落時間調整。我們今年

的總碳排放量成功減少8%。

二零一六年底，為進一步減少能源消耗及碳排放，靜

安嘉里中心增撥資源改進冷卻水系統。我們期待確定

並實施進一步措施，減少用電量及碳排放。

範圍3的碳排放量增加，主要是由於去年在各個城市

進行員工發展計劃，當中的交流活動涉及增加飛行航

程。然而年內我們成功將紙張消耗量減低11%。

8 我們於二零一五年更換了兩部主要空調系統的製冷劑，導致範圍1

錄得較高的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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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嘉里中心

杭州嘉里中心的辦公樓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入伙，辦

公樓安裝了一套熱回收通風系統。該系統主要作用

是利用洗手間排風的餘冷或餘熱，與空調新風進行

能量交換，以減少空調新風系統的冷或熱負荷。該

系統能每年最多可減少耗電120 , 0 00千瓦時，相當

於97.34公噸碳排放量，約為辦公樓的空調製冷和製

熱機組用電量的15%。

深圳嘉里建設廣場

我們在深圳嘉里建設廣場積極尋找節省能源的新方法。二零一六年間，我們在維持充足照明的安全情況下，關

掉室內停車場不必要的燈光。我們亦將紫外線滅菌系統的運作時間由每天11小時調整為兩小時，以取到同樣的

滅菌效果。估計這些措施能減少用電138,375千瓦時，即相當於124公噸碳排放量。減少飛行旅程有助大幅減少

範圍3的碳排放。

深圳嘉里建設廣場

杭州嘉里中心

深圳嘉里建設廣場 2016 2015

碳排放	
(公噸二氧
化碳當量)

範圍  1 12 559

範圍  2 11,993 12,284

範圍  3 6 9

總碳排放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12,011 12,348

所管理之總樓面面積
(1,000平方呎) 2,151

碳強度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1,000平方呎)
5.58 5.74

能源效益
保護環境

9  我們於二零一五年更換了兩部主要空調系統的製冷劑，導致範圍1

錄得較高的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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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的環保重點之一是廢物管理。我們鼓勵承辦商盡

量減少及回收整個物業發展組合的廢物，並已開發出

廢物管理系統，處理來自不同源頭的廢物。

香港

致力環保發展

為協助我們有效監察及管理廢物，我們制定《環保程

序》，其中載列發展項目中廢物管理的全面指引，詳

細說明對承辦商的要求。

為減少建築工地的廢物，我們在合約中要求所有承辦

商必須達到最少60%的回收率。我們透過環境管理系

統審核，密切監察承辦商的表現。承辦商亦需每月提

交有關空氣質素、水資源的使用及管理、噪音污染及

廢物管理的績效報告，倘若發現未能達標，承辦商必

須採取糾正措施及制定改善計劃。我們已將六個項目

工地的建築拆遷廢物如金屬、紙板、木材、塑料、混

凝土、磚塊及一般廢物妥善收集及分類。二零一六

年，所有承辦商在回收率方面均能達標。

二零一六年，我們的六個在建項目合共產生了

251,290公噸無害廢棄物。切割及填充工程的磚石廢

料盡可能重新用作地盤的一般填充材料，這不僅減低

送往堆填區的廢物量，亦減少地基工程所需採購的材

料。金屬廢料約佔非惰性建築拆遷廢物總量的44%。

報告期內，共產生6,092公噸金屬廢料，並已全部回

收。另外，去年我們按照有關法例及規定，在營運過

程中棄置4,125公斤含石棉物料。

保護環境

廢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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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物業的環保措施

透過與持份者合作，集團持續提升環保績效，並鼓勵租戶、住戶、員工及承辦商參與其中，減少在物業內產生的

廢物。

我們在管理物業中實行及推廣廢物回收。為有效地從源頭減廢，我們與租戶及清潔承辦商合作，減少棄置廢物。

項目  
工程 

性質
合約期 10 惰性廢物

(公噸 )
非惰性建築
廢物 (公噸 )

建築廢物
回收率 

(% )

筆架山龍翔道項目
(新九龍內地段6532號 )

地基
二零一六年一月－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87,819 416 84%

興漢道新重建項目 拆卸
二零一六年五月－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2,873 89 62%

皓畋 上蓋
二零一五年二月－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8,908 6,186 67%

喇沙利道項目 拆卸
二零一六年七月－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 2,283 79 62%

山光道重建項目 上蓋
二零一五年十月－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1,422 1,877 60%

滿名山 上蓋
二零一五年一月－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134,231 5,107 67%

回收數量

下表載列上述合約開始以來的廢物回收量：

全民環保運動

集團在所有管理物業推行一項嶄新環保計劃，提高居民及租戶的環
保意識。我們組織了各式各樣的回收活動、教育導賞團和工作坊。
為了鼓勵居民及租戶參與，我們推出印章收集計劃，提供豐富獎
勵，如免費使用會所設施。

此外，我們亦於企業廣場5期推行廚餘回收試點運動，將廚餘轉化
為有機肥料，供MegaBox及中半山住宅作園藝之用。

廢物管理
保護環境

6,092 3,800 1.9 3,844 16 1.1
公噸 公噸 公噸 公噸 公噸 公噸

金屬 一般
廢物

塑料
木材

紙板 化學品

10 如合約期超逾二零一六年，報告的數據涵蓋整個合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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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器回收計劃

集團參加由路訊通與救世軍合辦的「好嘢大行動」回收活動，在管理
物業內推廣，將收集得來的電器捐贈予有需要人士。

二零一六年間，我們收集了以下16類可回收物品：

鋁罐

4,299公斤

舊書

6,170本掛衣架

42,953個

玻璃樽

25,718公斤

塑膠廢料

4,315公斤

廢紙

373,215公斤

舊衣

17,160公斤

熒光光管 
及慳電膽

14,086支/個

光碟

4,965隻

碳粉盒

C K
M Y

776個

月餅罐/糖果罐

1,814個

綠化每一天

為了將環保意識真正融入日常營運，集團在所有業務中
推行「綠化每一天」活動。我們透過向員工提供有關環
保的新聞及資訊、易於使用的廢物分類設施及以物易物
的平台，推廣物品回收、資源善用、廢紙再用、室內溫
度調控及節能家電採購。

廚餘

134公斤

新增
項目

舊電腦及配件

206件

新增
項目

清潔容器

368個

新增
項目

金屬廢料

3,268公斤

新增
項目

舊玩具

2,503件

新增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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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研討會

為實踐綠色理念，我們與低碳亞洲合作，為管理層及
主要發展項目的供應商舉辦可持續發展研討會，讓他
們更深入地了解全球可持續發展面對的挑戰，以及他
們在集團追求可持續發展中的角色。透過當中的小組
討論環節，參加者就集團的各個可持續發展範疇發表
意見。

提高廢物管理意識是集團在內地的環保工作重點。我

們的主要持份者必須意識到這個議題的迫切性，並明

白妥善管理廢物的裨益。

我們為持份者推出各種計劃，鼓勵他們參與減廢，亦

會繼續在物業內實施廢物管理措施，包括推行全面回

收計劃。	

內地

廢物管理
保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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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水資源壓力日增，水資源管理已被列為國際環保

議程之一。嘉里建設認為提高用水效益不僅對業務有

利，而且可以為環境及社會帶來顯著的共同利益。

水是我們最寶貴的天然資源之一，我們致力優化用水

效益，同時減少營運中產生的廢水。這項承諾亦載列

於我們的《環保政策》。我們希望為租戶提供高效能

系統，不僅著眼於可持續設計，而且注重有效使用及

管理。

香港

一起節約用水

集團旗下管理的物業佔集團的大部分總用水量。我們

在不同的管理物業實施一系列節水措施。

除了在管理物業的會
所及公用洗手間的水
龍頭及淋浴器安裝水
流控制器外，我們亦
打算在所有可行的項
目中安裝雨水收集系
統。隨着玖瓏山項目
的成功，我們亦於滿

名山及皓畋安裝雨水收集系統，用作園景灌
溉，以節約用水。

保護環境

水資源應用及管理

香港每單位樓面面積的用水量

年份 用水量 (公噸/平方呎)

2016 0.0442

2015 0.0336

2014 0.0373

2013 0.0361

2012 0.0368

2011 0.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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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嘉里中心 2016 2015

用水量 (1,000公噸) 107 79

所管理的樓面面積 
(1,000平方呎)

1,793

每單位樓面面積的用水量  
(公噸/平方呎)

0.06 0.04

在員工和用戶的支持與配合下，年度內，我們多個管

理物業的用水量明顯下降。然而，我們最近發覺部分

水錶出現故障，這可能是導致總用水量增加的原因。

我們亦與承辦商合作，在建築工地持續改善用水效

益。我們觀察到承辦商在日常用水效益方面有很大改

善潛力，例如除塵及清潔方面。因此，我們向所有	

承辦商發出中標確認書時，會一併向他們提供節水	

指引。

北京嘉里中心

北京嘉里中心實施多項節水措施，同時強調節水及廢

水回收。北京嘉里中心於二零一六年安裝節水水龍

頭，節省高達70%自來水，但同時保持使用者的舒適

度。我們更進一步收集淋浴後的廢水及例行消防演習

後的用水。報告期內，我們將近三萬公噸的廢水回收

作沖廁之用。

儘管北京嘉里中心實行上述措施，其二零一六年的用

水量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逾35%，主要是由於報告期

內北京嚴寒天氣導致水管破裂。

內地

中國國務院頒佈實施的城鎮排水及污水處理條例強

調，城市排污和污水是中國城市化質量的關鍵。北京

嘉里中心的排污設施完全符合該條例，並於二零一六

年獲得「城鎮污水排入排水管網」的許可證。

水資源應用及管理
保護環境



59

可持續發展報告2016

靜安嘉里中心 2016 2015

用水量 (1,000公噸) 272 276

所管理的樓面面積 
(1,000平方呎)

3,982

每單位樓面面積的用水量  
(公噸/平方呎)

0.07 0.07

深圳嘉里建設廣場 2016 2015

用水量 (1,000公噸) 136 132

所管理的樓面面積 
(1,000平方呎)

2,151

每單位樓面面積的用水量  
(公噸/平方呎)

0.06 0.06

浦東嘉里城 2016 2015

用水量 (1,000公噸) 187 182

所管理的樓面面積 
(1,000平方呎)

2,260

每單位樓面面積的用水量  
(公噸/平方呎)

0.08 0.08

靜安嘉里中心

靜安嘉里中心仔細監察耗水量，以提高用水效能。

自二零一五年起，我們安裝了用水分錶，一直監測

製冷機組及灌溉的用水量，以確保淡水得以有效利

用。二零一六年，靜安嘉里中心投放資源，設置了

一個供灌溉種植區使用的雨水收集系統，以進一步

減低用水量。

浦東嘉里城

二零一五年以來，浦東嘉里城定期舉辦節約用水的教

育活動。報告期內，我們增加對節水硬件的投資，在

商場及辦公室安裝感應式水龍頭及雙沖式沖水坐廁，

希望更進一步節約用水。

杭州嘉里中心

在新開業的杭州嘉里中心設有用水分錶，我們可以知

悉每月的用水量，全面了解用水情況，並確保及早發

現任何漏水問題。

除了監察香港及內地管理物業的用水情況及用水強度

外，集團也會繼續與員工、客戶及各使用者溝通，在

所有物業培養節約用水的文化。

深圳嘉里建設廣場

在深圳嘉里建設廣場，廢水回收在減少淡水消耗方面

發揮重要作用。此外，我們從中央空調系統收集冷凝

水作滅火儲備之用。



社區投資
每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均源於當地社區的努力。所有由企業、各國政府及國際
機構作出有利於可持續發展的其他變化，皆有助創造條件，於當地透過個人、
家庭、學校、醫院、工作環境及周邊社區，推動可持續發展。

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區，世世代代繁榮興盛，因為它具有：

• 健康及多樣化的生態系統，可持續發揮維持生命的功能，為人類及其他物
種提供其他資源；

• 社會基礎，能關顧所有社區成員的健康、尊重多元文化、行事公正，並考
慮後代的需要；

• 健康及多元化的經濟體系，可以適應不同變化，為居民提供長期保障，並
可識別社會和生態的限制。

作為物業發展及管理公司，嘉里建設以獨特方式為其經營業務的社區作出多方
貢獻。在核心層面，我們力求將對住戶、租戶及周邊社區的一切有利因素，融
入物業的設計、建築及管理之中。在更廣泛層面，我們透過慈善捐款及企業義
工服務，為社區建設盡一分力。

我們就像大樹上的枝幹和葉子，不分大小，透過與社區不同層面的持份者溝通
合作，互相支持，致力為社會作出貢獻。



The calm quiet strength of a tree 

Anchored deep in the earth 

Reaching high in the sky 

The calm quiet strength of a tree

The calm quiet strength of a tree 

Full of life from its roots 

To the tiniest branch 

The calm quiet strength of a tree

The calm quiet strength of a tree 

From the weight of its trunk 

To its delicate leaves 

The calm quiet strength of a tree



拓展社區公共空間

作為地產發展商，嘉里建設採用「地方營造」手法，配合社區

居民的需要規劃、設計和管理公共空間。浦東嘉里城多次在室

外中庭舉辦「生活設集」，邀請當地青年藝術家、手作小店及

特色商戶擺設攤位，推廣當地創意產品，藉此重塑公共空間與

社區生活的關係。

個案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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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產業

拓展社區



Mui Felt Art

Mui	 Felt	 Art	工作室的創辦人楊琴，自幼對手工藝製作有著濃厚興趣，大學畢業後

成立個人工作室。她別出心裁的羊毛氈飾物，很快獲得顧客的喜愛。對於如何繼

續發展手工藝事業，楊琴並沒有太多想法，直到她在「生活設集」擺設攤位時，

認識了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彼此分享在不同藝術領域的經驗；他們十多個年輕

人惺惺相惜，迅速組成團隊，計劃推出跨創作媒體的合作項目。浦東嘉里城不僅

為創業者提供展示產品的機會，更重要的是令創意產業的力量得以凝聚。

生活設集

BestFriends一路有你寵愛俱樂部 

BestFriends一路有你寵愛俱樂部是一個上海的民間組織，致力為被遺棄的寵物尋找

新的家庭。組織成立初期，他們只能在網上平台進行推廣，宣傳成效有限。浦東嘉里

城一向對寵物持友善態度，歡迎顧客攜同寵物於室外中庭消閒娛樂，所以當浦東嘉里

城得悉BestFriends將舉辦一系列寵物領養活動，商場即提供免費場地贊助，以示支

持。每次活動吸引大量愛心人士親身到場，增加領養申請的機會，更成功招募附近的

居民成為志願者，協助看管寵物及維持秩序。浦東

嘉里城與BestFriends的努力證明，寵物並不

會對商場顧客造成不便，反而有助提高

社區對寵物的關愛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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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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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發展及重建可以為人們生活帶來長期、正面的變化。為了加強這種潛力，集團將社區參與視為業務決策過

程中的重要部份。透過加強與我們營運所在的社區溝通，了解他們的想法，我們可以更妥善協調本集團及各界

持份者的利益。

關懷社區

作為負責任的地產發展商，我們充分注意到建築工程雖然會帶來長遠經濟效益，但亦可能對附近居民造成不

便。為解決這個問題，在工程開始之前，我們會與附近社區保持密切聯繫，並盡力採取有效措施，減少施工期

間造成的負面影響。

我們在施工前
會與附近學

校進行商討，
以便更清楚

了解他們的關
注。例如我

們重新安排施
工時間表，

減少學校在考
試期間受到

的影響。

其中一個在建項目須
與鄰近學校共用一條
狹窄的道路，我們為
學生提供交通服務，
以紓緩交通。

集團重視
資源善用

。為

此，我們
保留工地

內部

分原有的
石塊，改

造成

發展項目
內各種花

園的

石砌景觀
。

時間表

心繫社區

資源
善用

社區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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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無障礙社區

嘉里建設堅持「為所有人設計」的信念，目標是為我

們管理的每個物業提供最佳的客戶體驗，並照顧所有

客戶，包括有特殊需要人士。

為堅持這信念，集團除了遵守設立無障礙通道的法定

要求外，也在所有新發展的物業內採用無障礙設計，

從無障礙路線到洗手間設施，我們的設計不單為輪椅

使用者帶來更大的自主，亦惠及攜帶嬰兒車的家庭，

建設共融環境。MegaBox的建築設計及物業管理服

務，獲香港品質保證局認證，符合無障礙管理體系的

要求。

為向視障人士提供更佳的無障礙購物體驗，我們自二

零一三年起與香港導盲犬服務中心合作，為員工提供

培訓，認識導盲犬的特性和專長。去年，我們邀請香

港傷健協會為前線員工進行培訓，令他們能更了解如

何為殘疾人士及長者提供所需服務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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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慈善事業作出貢獻

作為一間關注社會的企業，我們不單為客戶創優

增值，也致力為社區效力。

我們的《慈善捐款政策》提供指引，確保捐款可

以為人們生活帶來饒有意義的改變。

年度內，我們捐出逾1,880萬港元，用於支持香

港及內地的多個慈善組織。我們亦為多項慈善活

動提供場地贊助。

1

2

4

3

我們贊助世邦魏理仕的「Walk	 for 	 a	 Wish」活動，為

成長希望基金會籌款，基金會的宗旨是為貧困家庭提

供保護、教育、發展及參與活動的機會。

我們贊助世界綠色組織舉辦的「地球‧敢『動』日」，並

為其步行活動在MegaBox設立活動攤位。我們的員工

亦有參加是次活動，支持推動低碳生活方式。

我們持續支持公益金主辦的「公益行善『折』食日」、

「公益綠識日」及其他籌款活動。

浦東嘉里城為上海青聰泉兒童智能訓練中心的籌款活

動提供場地，該中心為非牟利社區組織，宗旨是為自

閉症兒童及其家屬提供康復訓練及輔導。

1

2

3

4

START !!!

Happy day

社區投資

“Skip Lunch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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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里建設亦與母公司成立的慈善團體—嘉里

集團郭氏基金會及Jigsaw合作，為弱勢社群

提供一系列計劃。通過與慈善團體合作，建

立與業務所在社區的長期關係，是我們實踐

承諾的一部分。

5

6

7

8

面對長者貧困及青少年自殺等社會問題，我們組織了

一系列講座，邀請撒瑪利亞會、香港中文大學及關懷

貧窮學校的講者，分享他們解決這類問題的建議，幫

助我們更了解長者及年青人的需要，並為他們提供適

切的支援。

為了促進一個包容社會，我們與慈善團體「親切」合

作，為來自主流小學及特殊學校的學生舉辦兒童烹飪

班，計劃目的是讓學生體會團隊合作的意義。

為與來自弱勢家庭的年輕人歡渡端午節，我們組成龍

舟隊，並向他們提供賽前訓練課程建立團隊精神。

在北京，我們的員工參加「大朋友項目」，擔任外地

民工子女的導師。這些孩子透過書信、文化活動和遊

戲，與大朋友導師聯繫，並就學業與事業發展聽取導

師的心得。

5

6

7

8

Yummy

Keep going



個案

分享

將藝術與城市生活融合

杭州嘉里中心坐落於市內繁華地段，與西湖為伴，項目

的園景及建築設計經細心雕琢，與四周自然環境和鬧市

相融。

項目主體商場外的中央庭院名為城中里，城中里由園景

步道和露天茶座組成，四周放置藝術雕塑品，其中一組

三個不鏽鋼展品《童年》，以空間書寫的藝術形態，重

新呈現家庭生活的幸福温馨。每逢週末、假日，兒童圍

著雕塑嬉戲，父母則忙不迭拍下孩子每個天真爛漫的表

情，歡樂聲充滿庭院每個角落。這組作品，乃出自潘婕

妤之手。

潘婕妤獲得位於杭州的中國美術學院雕塑系錄取後，從

江西來到杭州。在大學講師的鼓勵下，她參加杭州嘉里

中心雕塑藝術大獎賽。誠如主題「一切綻放，無盡光

采」，比賽為年輕藝術家提供交流和展示作品的平台。

對潘婕妤而言，她透過雕塑創作將藝術的靈感回歸生

活，而在比賽中獲薈萃獎，更是對她日後繼續創作雕塑

的一個重要肯定。她持續不斷搜集西湖眾生相，她的另

外三個雕塑作品《戲曲》、《一家三口》和《歡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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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坐落杭州嘉里中心，重現西湖邊男女對唱和天倫之樂

的情景，融合江南水鄉的韻味於現代簡約的藝術之中。

藝術作品與城市生活的融合，是現代城市建設的時尚，

這在杭州嘉里中心充分展現。在杭州這個保有傳統文化

又鼓勵創新的城市，嘉里建設與青年藝術家攜手，以

城市雕塑打造充滿活力的公共空間，而這些賦予藝術形

態的雕塑及空間，亦體現杭州嘉里中心多元、包容的	

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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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表現

指標 單位 香港 內地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6 2015

總碳排放量

直接碳排放
(範圍1)

公噸二氧
化碳當量

1,602 2,407 3,636 2,203 1,534 1,726 3,768 4,960

間接碳排放
(範圍2)

公噸二氧
化碳當量

49,542 49,470 50,815 53,626 49,274 47,262 70,118 71,568

其他間接碳排放
(範圍3)

公噸二氧
化碳當量

363 279 305 300 277 258 38 39

總碳排放 公噸二氧
化碳當量

51,507 52,156 54,756 56,129 51,085 49,246 73,924 76,567

每單位樓面面積之 
碳排放強度

公噸二氧
化碳當量/ 

1,000平方呎

4.42 4.71 5.02 5.09 5.18 6.14 7.26 7.52

廢棄物總量

清拆工程棄置物料的
含石棉總量

公斤 4,125 - 4,620 380 - - - -

土地污染評估確認之
土壤污染

- - - - - - - -

建築工地所產生的 
無害廢棄物總量

公噸 251,290 84,664 1,718,457 - - - - -

資源使用

用電量 1,000
千瓦時

70,775 70,666 71,775 75,767 69,467 65,901 77,133 77,730

供暖和蒸汽用量 1,000
千瓦時

- - - - - - 9,242 11,257

柴油和汽油用量 1,000公升 354 390 365 359 337 - 11 22

煤氣用量 度 471 708 1,546 1,078 722 - - -

天然氣用量 立方米 - - - - - - 1,171,779 1,245,398

每單位樓面面積 
之間接能源消耗強度

千瓦時/

平方呎
6.08 6.38 6.58 6.88 7.04 8.22 8.48 8.74

總用水量 1,000
立方米

515 372 407 398 363 327 702 669

每單位樓面面積之
用水強度

公噸/

平方呎
0.0442 0.0336 0.0373 0.0361 0.0368 0.0408 0.0689 0.0657

總用紙量 公斤 17,293 14,997 17,871 19,505 18,180 18,648 5,484 5,756

每單位樓面面積之
用紙強度

公斤/

平方呎
0.0015 0.0014 0.0016 0.0018 0.0018 0.0023 0.00054 0.0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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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管理的物業廢棄物總量

物業 住宅/
商業樓面面積
(1,000平方呎)

廢棄物總量
(1,000公升)

廢棄物總量強度
(公升/平方呎)

2016 2015 2014 2013 2016 2015 2014 2013

住宅

灝畋峰 155 483 482 482 482 3.1 3.1 3.1 3.1

譽皇居 及 Tavistock 500 1,691 1,670 1,840 1,927 3.4 3.3 3.7 3.9

港圖灣 162 750 721 - - 4.6 4.5 - -

Belgravia 122 482 480 480 479 3.9 3.9 3.9 3.9

Branksome1 402 1,183 607 620 1,188 2.9 1.5 1.5 3.0

翠彤苑 66 350 337 327 275 5.3 5.1 4.9 4.2

Century Towers 237 660 616 621 622 2.8 2.6 2.6 2.6

滌濤山 578 3,167 3,700 4,223 4,752 5.5 6.4 7.3 8.2

愉富大廈 251 483 482 482 482 1.9 1.9 1.9 1.9

杏花園 72 413 412 411 16 5.7 5.7 5.7 0.2

縉城峰 411 2,522 2,432 2,465 2,472 6.1 5.9 6.0 6.0

縉景臺 109 1,008 1,008 1,008 910 9.3 9.3 9.3 8.4

南灣 1,849 4,539 4,912 5,431 5,102 2.5 2.7 2.9 2.8

現崇山 910 5,640 5,586 4,345 3,623 6.2 6.1 4.8 4.0

May Towers 239 536 520 468 575 2.2 2.2 2.0 2.4

縉皇居 551 3,491 3,492 3,264 3,411 6.3 6.3 5.9 6.2

縉庭山 453 2,971 2,956 2,882 2,862 6.6 6.5 6.4 6.3

海峰花園 265 1,445 1,445 1,445 1,445 5.5 5.5 5.5 5.5

西浦 149 809 815 718 - 5.4 5.5 4.8 -

SOHO 38 48 154 149 173 241 3.2 3.1 3.6 5.0

紀雲峰 245 1,391 1,406 1,533 1,677 5.7 5.8 6.3 6.8

蔚皇居 109 760 659 717 723 6.9 6.0 6.6 6.6

高士台 178 1,256 - - - 7 - - -

一號及三號義德道 78 242 - - - 3.1 - - -

傲名 61 87 - - - 1.4 - - -

商業

企業廣場 676 4,850 5,023 4,972 4,935 7.2 7.4 7.4 7.3

企業廣場2期 248 922 961 2,035 2,165 3.7 3.9 8.2 8.7

企業廣場3期 552 1,948 1,876 974 969 3.5 3.4 1.8 1.8

企業廣場5期及MegaBox 1,625 16,369 16,702 15,941 15,970 10.1 10.3 9.8 9.8

嘉里中心 518 2,552 2,416 2,415 3,689 4.9 4.7 4.7 7.1

1 Branksome 包括 Branksome Grande, Branksome Crest 和 Gladdon。Branksome Crest 於2014-2015年間進行翻新工程，因此並無產生任何住宅或商業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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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表現 – 僱傭及勞工常規

指標 單位 香港 內地

2016
女性/男性

2015
女性/男性

2014
女性/男性

2013
女性/男性

2016
女性/男性

2015
女性/男性

僱傭

按性別和年齡區分的員工總數

30歲以下 人數 141/83 128/85 121/82 110/67 182/163 145/123

30-50歲 人數 220/392 220/388 224/367 209/367 267/513 197/400

50歲以上 人數 88/383 74/349 63/305 58/278 20/149 19/140

總數 人數 449/858 422/822 408/754 377/712 469/825 361/663

按性別和年齡區分的新入職員工總數

30歲以下 人數 71/46 64/50 53/53 59/43 84/85 49/55

30-50歲 人數 35/99 39/125 43/80 30/100 54/119 30/107

50歲以上 人數 19/108 11/74 10/57 10/44 13/5 4/7

總數 人數 125/253 114/249 106/190 99/187 151/209 83/169

按性別和年齡區分的平均員工流失率

30歲以下 % 24.5/28.6 20.9/31.1 19.0/29.5 25.2/31.6 30.8/31.9 11.8/17.8

30-50歲 % 12.7/10.8 14.9/17.0 11.5/16.1 11.4/15.7 15.7/15.4 9.2/16.2

50歲以上 % 6.2/12.0 11.7/7.6 11.6/11.7 5.8/9.8 55/14.8 1.4/4.8

總數 % 15.2/13.1 16.1/14.6 13.8/15.7 14.8/15.2 23.2/18.6 22.4/38.8

健康與安全

工傷個案 人數 4/18 7/9 6/8 7/12 3/5 1/7

工傷率
(每1,000名員工)

8.9/21.0 16.6/10.9 14.7/10.6 18.6/16.9 6.4/6.1 2.8/10.9

整體工傷率
(每1,000名員工)

16.8 12.9 12.0 17.4 6.2 7.8

因工死亡個案 人數 0/0 0/0 0/0 0/0 0/0 0/0

職業疾病個案 人數 0/0 0/0 0/0 0/0 0/0 0/0

因工傷損失的工作日數

損失日數 日數 33/253 121/111 119/144 35/528 89/154 1/182

損失工作日數比率 % 0.03/0.12 0.11/0.05 0.12/0.08 0.04/0.30 0.08/0.07 0/0.11

整體損失工作
日數比率 

% 0.09 0.07 0.09 0.21 0.08 0.07

發展及培訓

按員工類別劃分的受訓員工

管理層/經理級
員工/一般員工

人數 29/207/ 
795

46/163/
688

35/165/
703

50/139/
661

19/93/
1,060

7/76/838

管理層/經理級
員工/一般員工

% 78.4/81.8/ 
78.2

76.7/75.5/
68.9

61.4/76.7/
70.8

80.7/79.4/
72.6

79.2/84.6/
91.4

-

總受訓員工百分比 % 78.9 71.9 77.4 76.9 90.6 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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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表現 – 僱傭及勞工常規

指標 單位 香港 內地

2016
女性/男性

2015
女性/男性

2014
女性/男性

2013
女性/男性

2016
女性/男性

2015
女性/男性

發展及培訓

按員工類別劃分的員工平均培訓時數

管理層/經理級 
員工/一般員工

小時 4.8/8.6/
15.4

12.5/15/17 10.5/17.3/
13.1

18.7/12/
9.8

11.8/12.8/
17.5

10.8/23.8/
24.6

接受定期工作表現評核的員工

管理層/經理級 
員工/一般員工

% 100/100/
100

100/100/
100

100/100/
100

100/100/
100

100/100/
100

100/100/
100

勞工準則

本公司並無發現不符合防止童工或強制勞工的準則、規則和規例之個案。

社會表現 – 營運慣例

指標 單位 香港 內地

2016 2015 2014 2013 2016 2015

供應鏈管理

項目發展部的供應商
總數

公司總數 797 746 674 574 30

834
物業管理部的供應商
總數

公司總數 649 567 582 565 462

產品責任

本公司並無發現產品及服務不符合健康與安全的法例及自願守則之個案。

未解決之成立投訴 個案數目 0 0 0 0 0 0

本公司並無收到與違反知識產權有關的可證實投訴。

本公司並無收到與違反客戶隱私有關的可證實投訴。

本公司並無發現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有不符合產品或服務說明及營銷傳訊的法例與自願守則之個案。

反貪污

於報告期內並無任何關於嘉里建設或其僱員的貪污訴訟案件。

於報告期內並無已確立的舉報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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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表現 – 社區投資

指標 單位 香港及內地

2016 2015 2014 2013

社區投資

捐款總金額 港元 18,800,000 630,861 324,000 3,278,000

員工義務工作
總時數 

小時 35,642 650# 330.5# 182.5#

# 紀錄不包括全部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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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交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及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內容索引

香港聯交所 
《環境、社會及
管治報告指引》

內容 GRI 相關章節/備註

A1 排放物

一般披露 有關廢氣及溫室氣體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

產生等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的資料

G4-DMA 
G4-EN29

保護環境；

沒有因違反環境規則和

規例之罰款

A1.1 排放物種類及相關排放數據 G4-EN15
G4-EN16
G4-EN17
G4-EN18
G4-EN21

能源效益；

可持續發展概覽
A1.2 溫室氣體總排放量及 (如適用) 密度

A1.3 所產生有害廢棄物總量及 (如適用) 密度 G4-EN23 廢物管理；

可持續發展概覽
A1.4 所產生無害廢棄物總量及 (如適用) 密度

A1.5 描述減低排放量的措施及所得成果 G4-EN19 能源效益

A1.6 描述處理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方法、減低產生量的措施及所得成果 G4-EN23 廢物管理

A2 資源使用

一般披露 有效使用資源 (包括能源、水及其他原材料) 的政策 G4-DMA 能源效益

A2.1 按類型劃分的直接及/或間接能源總耗量及密度 G4-EN3
G4-EN5

能源效益；

可持續發展概覽

A2.2 總耗水量及密度 - 水資源應用及管理；

可持續發展概覽

A2.3 描述能源使用效益計劃及所得成果 G4-EN6 能源效益

A2.4 描述求取適用水源可有任何問題，以及提升用水效益計劃及所得成果 G4-EN10 水資源應用及管理

A2.5 製成品所用包裝材料的總量及 (如適用) 每生產單位佔量 G4-EN1 我們業務經營的產品並沒有

使用明顯數量的包裝物料

- 建築物能源密度 CRE1 能源效益；

可持續發展概覽

- 建築物耗水密度 CRE2 水資源應用及管理；

可持續發展概覽

- 建築物溫室氣體密度 CRE3 能源效益；

可持續發展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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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交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及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內容索引

香港聯交所
《環境、社會及管
治報告指引》

內容 GRI 相關章節/備註

A3 環境及天然資源

一般披露 減低發行人對環境及天然資源造成重大影響的政策 G4-DMA 保護環境

A3.1 描述業務活動對環境及天然資源的重大影響及已採取管理有關影響的

行動

B1 僱傭

一般披露 有關薪酬及解僱、招聘及晉升、工作時數、假期、平等機會、 

多元化、反歧視以及其他待遇及福利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的資料

G4-DMA
G4-SO8

關顧員工； 

沒有因違反規則和規例之 

罰款或罰款以外之制裁

B1.1 按性別、僱傭類型、年齡組別及地區劃分的僱員總數 G4-10
G4-LA12

關顧員工；

可持續發展概覽

B1.2 按性別、年齡組別及地區劃分的僱員流失比率 G4-LA1 人才匯聚；

可持續發展概覽

- 歧視事件的總數，以及採取的改善行動 G4-HR3 沒有有關歧視的舉報

B2 健康與安全

一般披露 有關提供安全工作環境及保障僱員避免職業性危害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的資料 

G4-DMA 健康及安全先行

B2.1 因工作關係而死亡的人數及比率 G4-LA6 健康及安全先行；

可持續發展概覽
B2.2 因工傷損失工作日數

B2.3 描述所採納的職業健康與安全措施，以及相關執行及監察方法 G4-DMA 健康及安全先行

B3 發展及培訓

一般披露 有關提升僱員履行工作職責的知識及技能的政策。描述培訓活動 G4-DMA
G4-LA10

人才發展

B3.1 按性別及僱員類別劃分的受訓僱員百分比 - 人才發展；

可持續發展概覽
B3.2 按性別及僱員類別劃分，每名僱員完成受訓的平均時數 G4-LA9

- 按性別和僱員類別劃分，接受定期績效及職業發展檢視的員工比例 G4-LA11 人才匯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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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交所 
《環境、社會及管
治報告指引》

內容 GRI 相關章節/備註

B4 勞工準則

一般披露 有關防止童工或強制勞工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的資料

G4-DMA 勞工標準

B4.1 描述檢討招聘慣例的措施以避免童工及強制勞工 G4-HR5
G4-HR6

B4.2 描述在發現違規情況時消除有關情況所採取的步驟

B5 供應鏈管理

一般披露 管理供應鏈的環境及社會風險政策 G4-DMA 供應鏈管理

B5.1 按地區劃分的供應商數目 G4-12 供應鏈管理；

可持續發展概覽

B5.2 描述有關聘用供應商的慣例，向其執行有關慣例的供應商數目、

以及有關慣例的執行及監察方法
G4-DMA
G4-EN32
G4-LA14

供應鏈管理

B6 產品責任

一般披露 有關所提供產品和服務的健康與安全、廣告、標籤及私隱事宜以及

補救方法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的資料

G4-DMA
G4-PR2
G4-PR4
G4-PR7
G4-PR8
G4-PR9

產品責任；

沒有違反有關產品和服務之

健康與安全的法規和自願性

準則的個案

B6.1 已售或已運送產品總數中因安全與健康理由而須回收的百分比 -

B6.2 接獲關於產品及服務的投訴數目以及應對方法 G4-PR8

B6.3 描述與維護及保障知識產權有關的慣例

B6.4 描述質量檢定過程及產品回收程序 -

B6.5 描述消費者資料保障及私隱政策，以及相關執行及監察方法 G4-DMA

- 與新建築、物業管理、物業使用及重建項目相關的可持續發展認證、

評級和標籤計劃的類型和數量
CRE8 能源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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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交所 
《環境、社會及管
治報告指引》

內容 GRI 相關章節/備註

B7 反貪污

一般披露 有關防止賄賂、勒索、欺詐及洗黑錢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的資料

G4-DMA
G4-SO5

反貪污；

沒有關於嘉里建設或其僱員

的已確實的貪污訴訟案件

B7.1 於匯報期內對發行人或其僱員提出並已審結的貪污訴訟案件的數目及

訴訟結果
G4-SO5

B7.2 描述防範措施及舉報程序，以及相關執行及監察方法 G4-58

B8 社區投資

一般披露 有關以社區參與來了解營運所在社區需要和確保其業務活動會考慮

社區利益的政策
G4-DMA 社區投資

B8.1 專注貢獻範疇 G4-EC7

B8.2 在專注範疇所動用資源 G4-EC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