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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基地產致力推動可持續發展，實踐企業社會責任，本章

節從集團在社會上的不同角色，包括作為具領導地位的地

產發展商、大型企業僱主及良好企業公民等，概述集團在

有關方面的政策、表現和成就，總結年內集團為社會締造

美好將來而付出之努力。本章節闡述集團的業務營運對環

境、社會及經濟的影響，內容以香港之業務為主，涵蓋集

團總部及兩間全資附屬公司，包括負責管理集團投資物業

之冠威管理有限公司（「冠威」），和負責營運及管理集團建

築地盤之裕民建築有限公司（「裕民」）。

集團既重視業務增長，也同樣重視企業社會責任，務求在

爭取業務表現、達成長遠業務目標的同時，能貢獻社會，

促進經濟持續繁榮，造福社群。在高級管理層的推動下，

集團積極實踐可持續發展及企業社會責任，表現甚至高出

適用之法例和標準之要求。

年內，集團在實踐可持續發展方面創出了多個重要的里程

碑，包括成立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並制定了企業社會責

任政策。集團旗下十個發展項目和投資項目亦分別取得領

先能源與環境設計（LEED）、香港建築環境評估（BEAM）及

綠色建築設計標識（GBDL）等認證。集團在部分物業引入

了創新的環保措施，例如廚餘減量及回收設施。集團於年

內並創立及支持了多個創新的社區項目，包括「家園便利

店」、「好單位」、「好．廚房」及「鞍山茶座」等。另一方面，

集團繼續積極參與多個專業團體，與業界分享成功實踐 

經驗。

可持續發展及企業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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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環境

引言

社會大眾日益關注氣候變化問題，重視可持續發展。作

為企業公民，恒基地產視環境保護為基本和必要的責

任。集團制定了環保政策，不但在集團總部、旗下物業

以至建築地盤，採取各項環保措施，更在公司決策過程

中充分考慮環境因素，確保有關政策能融入公司之管理

及機構文化。

集團致力改善旗下物業及建築地盤之環保表現，集團旗

下三間物業管理附屬公司，包括冠威、偉邦物業管理有

限公司（「偉邦」）、恒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恒益」），以

及另一附屬公司裕民，均採用環境管理系統，並獲頒 ISO 

14001證書。

綠色建築

集團在發展項目時，充分考量每個細節，力求提升本港

及內地的整體可持續發展表現。

國際認證與獎譽

集團旗下之發展項目及投資項目，屢獲國際環保獎項及

認證，至今共獲得四個領先能源與環境設計（LEED）認

證、十八個香港建築環境評估（BEAM）認證，及兩個綠

色建築設計標識（GBDL）認證。這些獲認證的項目包括

七個寫字樓及商業項目、九個住宅項目，及一個酒店項

目，總樓面面積合共約一千二百萬平方呎。此外，集團

旗下所有獲得香港建築環境評估（BEAM）認證之項目，

均符合「建築物能源效益條例」之要求。

集團並訂定政策，要求旗下未來所有新發展項目，在可

行情況下均須進行香港建築環境評估（BEAM）、領先能

源與環境設計（LEED）或綠色建築評價標識（GBL）之評

定，以及積極採用節能低碳之建築設計。

項目 評級

獲領先能源與環境設計（LEED）
認證之項目：

恒基名人商業大廈 （上海） 金評級

環智國際大廈 （上海） 金評級

獲香港建築環境評估（BEAM）
認證之項目：

恒基名人商業大廈 （上海） BEAM 白金評級

環智國際大廈 （上海） BEAM 白金評級

金龍中心 （香港） BEAM 白金評級

尚悅 （香港） BEAM 初步白金評級

曉尚 （香港） BEAM Plus初步金評級

曉珀 • 御（香港） BEAM Plus初步金評級

曉珀 （香港） BEAM Plus初步銀評級

曉譽 （香港） BEAM Plus初步銅評級

獲綠色建築設計標識（GBDL）
評級之項目：

迎海 （第一期）（香港） 三星級

尚匯 （香港） 三星級

可持續發展及企業社會責任

二零一二年項目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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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海的總樓面面積約二百九十五萬平

方呎，項目採納了 “Living in a Park” 

綠色生活概念，整個設計環繞低碳生

活、節約能源，重視微氣候和園林綠

化與大自然的融合，運用被動式環保

設計策略，配合鄰近優美環境，全面

考量整體佈局設計，締造健康、低碳

的生活環境。

迎海在設計階段時，已引入建築信息

模擬技術（BIM），提升規劃、設計及

施工的質素，並盡量減少建築廢料。

項目引進多項低碳的環保設施，包括

連接公共交通運輸系統的有蓋行人通

道、大量電動車充電站及單車泊位

等。為減低熱島效應，項目之整體空

間佈局經過精心設計，有效引入自然

風，加強空氣流通，並且設有廣闊的

綠化空間。為減少能源消耗，項目的

購物商場將採用混合通風系統，在過

渡季時可採用自然通風，而住宅單位

內則引進了智能家居系統。此外，為

節約用水，項目設有雨水循環再用系

統、低流量沖水坐廁及節水的水龍頭

等，均有助保護珍貴的水資源。

迎海的園林綠化空間相當於地盤面積

約五成，當中包括林地、綠化屋頂、

垂直花圃綠化、空中花園、水景設計

及園景美化設施等。項目動工前，已

採取周全的保護措施，以保留原有的

林地，並栽種更多樹木，擴大綠化空

間。此外，項目內將廣泛栽種綠色植

物，例如在購物商場上採用綠化屋

頂，及在屋苑周圍採用植生牆以取代

傳統的金屬圍欄。

迎海現正興建當中，並將分為五期 

發展。

綠色項目典範 ─ 迎海 Living in a Park 綠色生活概念

綠色建築設計標識
三星級

亞洲國際商業地產投資
交易會2012

最佳綠色創意建築 - 銅獎  

環保建築大獎2012
優異獎（新建建築類別  
[興建中建築 ] - 香港）

效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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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團隊 打造綠色地標

恒基地產擁有強大的專業綠色建築團隊，專責可持續發

展。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成立了綠色建築小組，協

助制定及維持集團項目綠色建築設計的標準，並負責綠

色團隊之專業發展和人才培訓，為他們提供香港建築環

境評估（BEAM）、領先能源與環境設計（LEED）及綠色建

築評價標識（GBL）等綠色建築相關培訓機會。

集團的專業綠色建築團隊，現擁有二十四位綠建專才

（BEAM Professionals）、十位綠色建築評價標識管理專

才（GBL Managers）、七位LEED認證專業人員（LEED 

Accredited Professionals）、兩位LEED綠建會員（LEED 

Green Associates），及一位生態學家，同心協力提升集

團項目的環保設計，將綠色元素兼容並蓄，又積極參與

業界的研討會及培訓，以掌握最新的環保趨勢及技術。

廢物處理

恒基地產恪守環保政策，在各業務範疇採取多項措施，

以達至源頭減廢，並以負責任、環保的方式處置廢物。

企業層面

集團總部會將廢紙切碎回收，以循環再造，又積極推行

節約用紙的措施，包括在公司內普及使用電子設備，

鼓勵電子化通訊，例如鼓勵持份者於企業網站瀏覽電子

版公司通訊如年報、中期報告、通函和公佈等。這些措

施成效顯著，年內，集團的用紙量估計減少了約七千公

斤。此外，自二零一一年起，集團採用了獲森林管理委

員會（FSC）認證的環保紙張來印製公司年報及中期報

告，近期更以之印製員工糧單。

年內，恒基地產也參與了資源回收計劃，包括地球之友

的「碳粉匣回收再生計劃」，以及理光的「碳粉瓶及碳粉

匣回收計劃」。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集團

已回收了四百二十三個碳粉匣及碳粉瓶。

項目層面

集團的項目建築地盤制定了全面的廢物管理計劃，採取

嚴格的措施，一方面減少產生廢物的數量，同時確保廢

物得到妥善處理。地盤主管會仔細考量施工需要，盡量

避免過量訂貨，同時減少耗用材料。

各地盤會進行每週巡查和每月審核，以確保嚴格執行廢

物管理計劃。地盤內設有指定區域，以存放建築和拆卸

產生之廢物，並將各廢料作現場分類，以便再造、再用

或傾倒。地盤又採用運載記錄系統，以確保妥善棄置廢

物至堆填區。此外，地盤於建築期間會採取各項措施，

減低空氣污染和減少塵埃，例如在地盤出入口設置高壓

噴水式車輪清洗設備，定期沖洗頻繁使用之路面，和限

制車速等，並於乾燥和大風的時候遮蓋或沾濕物料，盡

量減少產生塵埃。

地盤亦會嚴格監控用水，於建築地盤設有灰水循環再用

系統，供地盤沖廁之用。從地盤流出污水被引入截淤

泥器及沉積缸後，才作循環使用或排出公眾排水管。另

外，流出的污水會以沙土包攔截固體廢物。此外，地盤

圍板間之縫隙均會被密封，以防污水滲出地盤以外之 

範圍。

 集團於建築地盤採取各項措施，盡量減低空氣污染及減少塵埃

 建築和拆卸產生之廢物會在地盤內先被分類，以便再造、再用
或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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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管理層面

集團旗下的物業管理附屬公司，包括冠威、偉邦及恒

益，均積極推行廢物管理措施，鼓勵和支持各大廈及屋

苑辦事處於物業內實行環保措施，持續提升環保表現。

其中，冠威於逾二十個商場及寫字樓物業內，成功推行

廢紙、塑膠及金屬回收計劃。

冠威管理之物業所回收的物料：

2010 2011 2012

參與物業之數目 21 21 24

紙張（公斤） 797,952 889,070 1,103,710 

塑膠（公斤） 11,242 12,662 13,915 

金屬（公斤） 10,588 12,706 15,322 

（I） 廚餘處理機

 購物商場

 廚餘處理機利用生物科技，將有機廢物轉化為水及

二氧化碳，從而減少廢物數量。冠威於二零一一年

在集團之聯營公司美麗華集團旗下之美麗華商場，

引入了兩台全港商場最大的廚餘處理機，總容量高

達七百公斤，二零一二年再於集團旗下新都城中心

二期商場安裝另一台容量達一百公斤的廚餘處理

機。

 新都城中心二期之廚餘處理機至今已處理共一萬四

千三百一十五公斤的廚餘，而美麗華商場內所有餐

飲業租戶亦踴躍參與商場之廚餘回收計劃，該兩台

廚餘處理機於二零一二年共處理了九十五萬九千一

百四十公斤的廚餘。

 為致力改善環保措施及裝置，冠威於年內，總共投

資了約港幣三百萬元，包括引入廚餘處理機、更

換LED燈、參與BEAM認證評估、參與 ISO之審

計、增設空中花園等費用。

 住宅物業

 偉邦一向積極推動環保措施，年內，在其管理的住

宅物業嘉亨灣之業主委員會的支持和配合下，成功

於屋苑內推行了廚餘管理計劃。

 嘉亨灣亦參與了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舉辦的「屋苑

廚餘循環再造項目」第一階段，該計劃於首階段共

甄選出十一個屋苑，撥款資助他們用於現場處理已

於源頭分類的廚餘，並鼓勵住戶減少廚餘。

 嘉亨灣自二零一二年年底裝置及開始使用廚餘堆肥

機，把廚餘體積大幅減少八成。經處理之廚餘並可

轉化為有機肥料，再用作栽種。為鼓勵住戶參與計

劃，屋苑更推出了獎賞計劃。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該計劃回收了約一千三百二十一公

斤廚餘，轉化了約二百七十五公斤有機肥料。

（II） 廢食油回收

 年內，冠威繼續於其管理之商場及商業大廈推行廢

食油回收計劃，當中參與之物業包括新港城中心、

美麗華商場及宏利金融中心。該計劃旨在鼓勵餐飲

業租戶將廢食油轉化為生物柴油，所得的收益會撥

捐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以支持其環境保育工

作。於二零一二年，該計劃共回收了二千七百五十

七公斤廢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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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益及碳排放

恒基地產奉行可持續發展的政策，於不同的業務及營運

層面，均力求減少能源消耗及改善能源效益。集團致力

將環保元素融入項目，例如加入園景及花園，以改善散

熱，紓緩市區的熱島效應，並有利疏導雨水、提升生物

多樣性，和減少空氣污染。集團於旗下十四個現有及新

項目，合共設有六十九萬五千平方呎之綠化設施，包括

商業項目如宏利金融中心及國際金融中心綜合發展項

目，和在建之發展項目如迎海及尚悅等。

集團又於旗下物業，如友邦廣場、宏利金融中心、新都

城中心及新港城中心，採用樓宇管理系統，以監控大廈

內之機電設備，例如空調、照明、電力、升降機和扶手

電梯，以及消防等系統，使物業管理人員能掌握能源耗

用之情況，採取有效措施節約能源及降低營運成本。

在多管齊下之環保措施下，冠威管理之三十個商場及寫

字樓物業之能源效益均得以提升，其二零一二年之用電

量較二零一一年減少3.57%，相等於減少排放約四千噸溫

室氣體。
^有關物業用電所產生的間接排放量

 宏利金融中心之平台花園 友邦廣場之綠化屋頂

冠威管理之三十個物業的用電量

（百萬瓦時）

冠威管理之三十個物業的温室氣體排放量 ^

（千噸）

106 -

104 -

102 -

100 -

98 -

105

103

101

147,836

155,000 -

150,000 -

145,000 -

140,000 -

150,304

144,933

2010

2010

2011

2011

2012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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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員工

恒基地產視人力資源為集團最寶貴的資產，我們致力成

為良好僱主的典範，為員工締造和諧的工作環境，提供

良好的發展機會，並奉行平等、非歧視性的僱用原則。

^以上圖表內之「總體」員工只限於集團總部、冠威及裕民的僱員，而非集
團全體員工

#
流失率 = 流失人數 / 員工總數 x 100

按業務運作及年齡劃分的流失率 #

按僱用方式劃分的員工（僱員人數）

全職 兼職

按職級及年齡劃分的員工

按業務運作及性別劃分的流失率 #

總體 ^ 主任級經理級 普通職員

30歲以下 30至50歲 50歲以上

總體 ^ 總體 ^

總體 ^

冠威

冠威

冠威

集團總部

集團總部

集團總部

裕民

裕民

裕民

總體 ^ 主任級經理級 普通職員

按職級及性別劃分的員工

男性

男性

女性

女性

30歲以下 30至50歲 50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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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

0% 50%40%3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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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發展與培訓

集團每年均進行培訓需求分析，從而確認在職培訓的範

疇，制定年度員工培訓計劃，並透過培訓課程，提升員

工的專業技能。此外，所有全職員工每年至少參與一次

工作表現評估。

年內，集團為員工舉辦了四十二個內部培訓課程，而計

及內部培訓課程、其他機構舉辦之培訓課程，以及考試

假期，員工培訓總時數達十萬零九千小時，內容涵蓋地

盤安全、績效管理、法律、語文、衝突及危機管理、持

續專業進修，以至業界成功經驗研習等。

員工健康與安全

集團盡心保障員工的健康與安全，實施了相應措施，務

求妥善管理員工在各業務範疇下的職安健風險。集團向

總部員工提供職業健康及安全評估，有需要時會跟進及

提供建議。此外，集團又把職業健康與安全的資訊上載

至內聯網，供所有員工瀏覽。

涉及因工死亡事故的員工數目 0

每千名員工的意外率 4.49

與工作有關的意外及疾病（職業性）所造
成的損失工作日數

598

其他病假（與工傷無關）造成的損失工作
日數

10,226.50

^職業健康及安全數據只限於集團總部、冠威及裕民的僱員，而非集團全
體員工

二零一二年職業健康及安全數據 ^

在建築地盤方面，年內，在集團旗下十二個施工中的地

盤，共舉辦了二千八百八十節入職安全介紹及專題安全

培訓，又進行了一千一百五十二節工作前安全會。

職業健康及安全委員會

集團的建築部成立了一個由十六名成員組成之職業健康

及安全委員會，當中包括一名委員會主席及各分組組

長。委員會每季均舉行會議，討論職業健康及安全政

策，分享業內成功經驗，並檢討工傷事故。委員會並邀

請了地盤工人代表出席會議，以加強分組組長與地盤工

人在地盤安全問題上的溝通。

 集團每年為員工舉辦多元化的內部培訓課程及講座



2010 2012^2011

60 -

40 -

20 -

0 -

8.6

52.1

8.4 10.4

49.7

116 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年報

可持續發展及企業社會責任

地盤安全小組

集團成立的地盤安全小組，由專業建築師、工程師、測

量師及安全主任組成，負責確保建築地盤符合各項安全

標準，鼓勵職業安全文化。小組每兩月召開一次會議，

並每星期到地盤實地檢測，審核工地安全狀況，針對潛

在風險作出改善建議。

年內，小組共進行了八十二次地盤實地檢測，提供了五

百一十項安全建議。

集團又支持員工報讀其他機構舉辦之培訓課程，以增進

知識及技能，工餘進修之員工可享有薪考試假期。集團

並於內聯網設立網上學習平台，鼓勵員工自學，推動終

身學習的文化。

恒基地產根據香港的《職業退休計劃條例》設立退休福利

計劃，此計劃獲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計劃豁免，二零

零零年十二月一日或以後新入職的員工，則需參加強積

金計劃。

平等機會

恒基地產致力營造互相尊重及機會均等的工作環境，集

團依據其人力資源政策聘用員工，確保僱用原則建基於

應徵者的工作經驗、技能和工作表現，而不會產生基於

年齡、種族、弱能或性別的歧視情況。

行為守則

集團一直奉行嚴格的行為守則，當中包括防止貪污的指

引和採購操守。

年內，公司為員工安排了一次防貪培訓，講解有關政策

及程序。公司亦會定期邀請廉政公署派員安排講座。本

年內，共有一百三十三名員工參與了防貪講座。

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並沒有涉及任何貪污事件。

^截至本報告日期尚未有二零一二年香港建築界平均水平數據。

每年按每千名建築工人計算的意外率

裕民 香港建築業界平均水平

員工福利

集團時刻關顧員工，確保員工為公司爭取佳績所付出之

努力，能獲得應有的獎賞與報酬。集團為總部的全職員

工，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和福利，包括按員工表現發放

之花紅和佣金、醫療津貼、免費午膳及下午茶，還有彈

性工作時間、有薪侍產假和婚假，以及進修津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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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社區

恒基地產心繫社區，多年以來與各社區團體、我們的僱

員、社會大眾及政府攜手合作，贊助、支持及推動多元

化的社區活動，回饋社會，範疇涵蓋有特定目標對象之

公益及慈善項目，以至全港性之大型活動。

二零一二年，集團成立了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協助董

事局檢討相關政策，及處理有關企業社會責任之事宜。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之成員：

副主席李家誠先生 （委員會主席）

副主席林高演先生

執行董事及物業管理部總經理孫國林先生

公司秘書廖祥源先生

地產策劃（一）部總經理鄧明庚先生

地產策劃（二）部總經理郭文祥先生

建築部總經理黃永灝先生

企業傳訊部總經理顏雪芳女士

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制定了企業社會責任政策，闡述了集

團在企業社會責任上之理念及策略，政策重點涵蓋工作

環境質素、環境保護、業務營運及社區參與。

創新社區活動

家園便利店

在集團副主席李家傑先生的推動下，集團透過轄下的慈

善基金「恒基溫暖工程基金」撥款，首創一項扶貧計劃 ─ 

「家園便利店」，設立連鎖式之不牟利便利店，向弱勢社

群例如低收入家庭、正接受綜援之人士、長者、新來港

人士及少數族裔等，以貼近來貨價售賣食品和日常用品。

支持社會企業 （「社企」）

恒基地產竭誠支持社會企業，協助社企透過創新的方

案，解決逼切的社會民生問題。年內，集團支持了多個

社企項目，包括「好單位」、「好．廚房」、「鞍山茶座」及

「社企民間高峰會」。

 集團副主席李家傑先生（右）與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
（左）一同主持「家園便利店」之啟業禮

「家園便利店」於二零一二年已開設三間分店，分別位於

天水圍、深水埗及筲箕灣，所有分店之成立資本及營運

開支，均悉數由恒基溫暖工程基金出資。「家園便利店」

不但減輕有需要人士的生活負擔，亦為弱勢社群提供就

業機會。「家園便利店」與慈善團體及非牟利團體合作，

向有需要的弱勢社群伸出援手，當中包括新家園協會逾

四萬名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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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副主席李家誠先生作為「好單位」督導委員會的成

員，獲邀擔任為期三日的國際研討會「社企民間高峰會

2012」之演講嘉賓，並以「好單位」為例，跟與會者分享

商界與社企攜手合作的經驗，鼓勵跨界別交流與合作。

此外，集團資助成立的社企餐廳「好．廚房」，於二零一

三年二月開業。該餐廳位於星匯居商場，由香港聖公會

福利協會營辦，旨在推廣健康中式餐飲，又採取了節能

環保的營運模式，務求推廣健康飲食和提升社會大眾的

環保意識。該餐廳為弱勢社群提供了就業及在職培訓機

會，並計劃未來與區內其他團體合作，為貧困及有需要

人士提供價格相宜的膳食。

年內，集團亦出資贊助馬鞍山民康促進會，開辦社企餐

廳「鞍山茶座」，餐廳於二零一三年正式開業，一方面為

弱勢社群提供就業及在職培訓機會，同時為區內居民提

供價格合理的餐飲服務。「鞍山茶座」計劃於取得收支平

衡後，進一步擴展服務範疇，推出單車驛站服務，鼓勵

低碳生活。

恒基地產成為「好單位」的始創贊助，該社企為來自

不同界別、不同行業的創革者，提供一個具啟發性的

工作間，讓他們一同協作、起動、創新、創業、創出

可持續、公平和具影響性的未來。「好單位」本身由五

個社企共同創立，目標是要搭建一個交流平台，將導

師、投資者以及合作伙伴連結起來，促進社企及社會

創新的發展。恒基地產積極參與該項目的策劃，除了

於旗下物業星滙居商場提供了一萬平方呎地方，更捐

款資助該項目的成立。

 集團副主席李家誠先生（右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
林鄭月娥女士（左二）及一眾主禮嘉賓，為「好單位」主持開
幕儀式

 集團副主席李家誠先生出席「愛心送暖顯關懷」之千歲宴，向長者表達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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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社區活動

年內，恒基地產繼續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重點包括

扶貧、支援弱勢社群、培育青年發展、推廣環保教育及

文化藝術。

在扶貧方面，集團旗下的恒基溫暖工程基金，於年內合

共捐出了港幣六十萬元，為遭逢不幸之人士及其家庭提

供即時撥款支援。恒基溫暖工程基金亦已連續第二年，

與太陽報愛心基金及東方日報慈善基金合辦扶貧活動，

包括「心之書」贈書計劃和「愛心送暖顯關懷」活動，前者

向超過三百位來自基層家庭的中學生送上新學年全套課

本，後者則包括招待長者之千歲宴，和向約一萬二千位

長者和低收入家庭派發禦寒禮物包。

在培育青年發展方面，集團連續第二年贊助由香港當代

文化中心舉辦的「做好嘢實驗室」及「MaD年會」，為年青

人提供了一個將創意付諸實行、拓闊視野的平台。過去

兩年，活動共吸引了超過八千名年青人參加，在二零一

二年，活動惠及了逾四千五百名來自亞洲及香港的年青

人。集團亦繼續贊助香港夏橋計劃，以幫助家境清貧的

學生提升英語水平及領導才能。該計劃至今已幫助接近

三千五百名青年。

在環保教育方面，集團繼續支持多個推廣環保意識的

活動，當中包括由地球之友舉辦的「知慳惜電節能比賽

2012」，以及「綠野先鋒2012 — 植樹遠足挑戰賽」，於

大欖郊野公園種植了共七千棵樹苗。集團亦贊助和參與

了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的「地球一小時2012」，以

及「步走大自然@米埔2012」，並與兒童癌病基金合作，

邀請癌病復康兒童及其家人一同參與。年內，集團還支

持了其他環保活動，包括綠色力量「環島行」、環保觸覺

「慈善步行籌款」及「香港無冷氣夜」等。

在推廣文化藝術方面，集團於年內再次成為「法國五月」

藝術節的主要贊助人，並將門券轉贈予基層兒童，例如

新家園協會的新來港兒童。集團又於香港舉辦了「羅傑

斯•史達克•哈伯＋合伙人事務所：從住宅到城市」作

品展，是次展覽展出了該事務所四十年來的代表作，讓

公眾感受建築如何塑造城市的面貌，及為現代生活帶來

改變。

 集團支持及參與了香港地球之友舉辦之「綠野先鋒2012 — 
植樹遠足挑戰賽」

集團作為地產發展商，於年內免費或以折扣場租優惠，

為非牟利團體提供活動展覽場地，當中包括香港紅十字

會新總部大樓重建計劃「傳•心•願」慈善籌款活動，以

及「香港精神大使」計劃。年內，集團旗下商場為約一百

一十個慈善活動提供了活動場地，場地租金資助總額約

達港幣一百六十八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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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客戶

業務營運 

集團嚴格遵從相關法例及條例，並設有完善有效的客戶

溝通平台。

我們的收樓小組負責確保新落成單位交付業主時符合一

定標準，而營業部之客戶服務組則負責客戶關係及售後

服務。

客戶滿意度

集團定期進行調查，收集客戶的意見，確保優質的服務

水平。

集團之物業管理附屬公司冠威亦會於每次客戶調查後，

跟進租戶之意見，以進一步完善服務質素。冠威於二

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期間的客戶滿意度分別為：

97.39%、96.58%及97.4%。

恒地會

恒地會負責集團的客戶關係管理活動，促進集團與客戶

之溝通及了解。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恒

地會擁有逾十二萬名會員，並為持卡會員提供多項優惠。

恒地會定期檢討現有的溝通渠道及方法，保持與客戶之

間的良好溝通，年內採用了不同的電子通訊方式，為會

員提供豐富的資訊及優惠。

專業團體參與

恒基地產一向積極參與行業相關之專業團體，以分享專

業知識，就相關政策提供意見，並推廣業界成功經驗，

加強合作。

於二零一二年所參與之專業團體

機構 職位

上訴審裁團 （建築物） 成員

建築環保評估協會 董事、機構會員、專業發展委員會

副主席、BEAM專家團隊成員

buildingSMART Hong 

Kong

創會會員、委員

商界環保協會 董事、特邀會員、會員事務委員會

成員

中國綠色建築與節能委

員會

委員

中 國 綠 色 建 築 與 節 能

（香港）委員會

創會會員及機構會員

建造業議會 建造業訓練委員會主席、實施建築

資訊模型路線圖工作小組成員、河

沙替代品研究專責小組成員

環境局及可持續發展委

員會

節能約章簽署機構 

海港商界論壇 贊助人會員

香港綠色建築議會 金贊助會員、綠建專家小組成員

香港屋宇署 認可人士註冊事務委員會委員、承

建商註冊事務委員會（一般建築承

建商）委員、承建商註冊事務委員

會（專門承建商）委員

香港土地及建設諮詢委

員會

規劃小組委員會成員、土地小組委

員會成員

香港園境師註冊管理局 會員

香港長遠房屋策略督導

委員會

成員

香港規劃師註冊管理局 成員 

香港海濱事務委員會 成員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副會長、會董、執行委員會成員、

規劃、環境及地政事務委員會委

員、法律事務委員會委員

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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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及企業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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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邀請癌病復康兒童及其家人一
同參與「步走大自然@米埔2012」

 集團贊助了「羅傑斯•史達克•
哈伯＋合伙人事務所：從住宅到
城市」作品展

集團副主席李家誠先生 
（前排左六）出席「心之書」

贈書計劃之開展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