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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颁发「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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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界口罩于「2021年香
港RICS大奖」中荣获「企
业社会责任项目」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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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中国

环境、社会及管治

• K11推出亚洲首
个多品牌时装展
览《Savoir-
Faire: The 
Mastery of Craft 
in Fashion》

K11

环境、社会及管治 (ESG)

新世界发展再获2021 全球房地产可持续标准 (GRESB) 认可。我们自
2019 年以来连年获得五星最高级别。 2021 年，新世界发展在「香
港—公开披露」及「亚洲—管理分数」的得分均位列首位，极力肯定
了我们正在进行的 ESG 整合工作。我们将继续致力建设可持续城市和
社区，并为所有持份者创造共享价值。

连续三年获得GRESB五星最高级别

新世界发展荣获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颁发「上市公司
年度大奖 2021」，以表扬集团于提升企业透明度及
投资者关系方面的杰出表现。「上市公司年度大奖」
由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办，旨在表扬有突出表现或
具潜力的企业，宣扬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并巩固香港
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同时为广大投资者建立一套客
观指标作参考。

新世界发展首席财务总监刘富强表示：「新世界植根
香港，背靠内地，重点布局大湾区。未来集团会把握

新世界发展荣获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颁发「上市公司年度大奖」

国家『十四五规划』机遇，配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北部都会区』策略，进一步促
进深、港连系及发展。集团亦会继续运用商业力量回馈社会，为持份者创造更多价值。」

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环境局缔结「碳中和」伙伴关系

为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在 2050 年实现碳中和，新世
界发展承诺参与环境局于 2021 年 10 月下旬发起的
「碳中和」伙伴。迈向2030愿景，我们在实现集团
2030/31年度减碳及采用可再生能源的目标之余，亦
正探讨方案，务求在全球开拓的低碳新世代中，集团
亦能占一席位，并在2050年达到净零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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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1

环境、社会及管治 (ESG)

广州新世界广汇项目再树高品质标杆破解世界级技术难题

广汇新世界金融中心与新世界广汇尊府项目成功破解世界级技术难题，实现行内首次在超过220米工

程实体中，泵送应用最先进、强度最高的C130混凝土，意味今后不仅可大幅度提升项目建设质量，

亦体现了新世界积极响应可持续发展愿景，及支持绿色建筑理念。目前项目竣工在即，建成后将吸引

更多优秀企业总部进驻。

新世界中国启动2022届校园招聘

新世界中国启动2022届校园招聘，9月起从广州出发，行经深圳、杭州、武汉、长沙等地多校宣讲。新
世界中国透过有超过10年历史的校园招聘计划——新锋计划，为集团源源不断输送人才。

K11推出亚洲首个多品牌时装展览《Savoir-Faire: The Mastery of Craft in Fashion》

12月中至2022年2月，K11将带来亚洲首个多品牌时装展览《Savoir-
Faire: The Mastery of Craft in Fashion》，展览将于香港文化硅谷K11
MUSEA举行。

是次展览是继去年K11 Original Masters大获成功之后，K11创始人郑
志刚与世界知名造型师及时尚总编Carine Roitfeld再度合作。届时
《Savoire-Faire》将透过高级订制服及高级成衣，展示全球最具传奇
色彩的品牌及设计师的绝美工艺，呈现保存工艺的重要性，并重振
香港文化景观。

除来自K11 Craft & Guild Foundation的罕见珍品外，是次展览亦将展
出包括Balenciaga、 Chanel、Christian Dior、Givenchy、 Iris van
Herpen、Loewe、Louis Vuitton、Tom Ford及Valentino 等国际知名品
牌，以及前卫设计师Richard Quinn、Tom Van der Borght的作品。

新世界中国

新世界口罩于「2021年香港RICS大奖」中荣获「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奖项

新世界发展在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期间积极满足社区的紧迫需求，我们的努
力得到了高度认可，并在 「2021年香港RICS大奖」荣获「企业社会责任项目」
奖项。疫情期间，新世界发展在短时间内设立本地口罩生产线，首创「自助口
罩提取机」，并将口罩捐赠给弱势群体。此举展现出卓越的企业社会责任价值
观和理念，有助创造更美好的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