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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界發展榮獲
香港股票分析師
協會頒發「上市
公司年度大獎」

• 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環境局
締結「碳中和」夥伴關係

• 連續三年獲得GRESB五星
最高級別

• 新世界口罩於「2021年香
港RICS大獎」中榮獲「企
業社會責任項目」獎項

備註：
(1)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17.HK)：新世界發展
(2) 新世界中國地產有限公司：新世界中國
(3) 粵港澳大灣區：大灣區

新世界中國

環境、社會及管治

• K11推出亞洲首
個多品牌時裝展
覽《Savoir-
Faire: The 
Mastery of Craft 
in Fashion》

K11

環境、社會及管治 (ESG)

新世界發展再獲2021 全球房地產可持續標準 (GRESB) 認可。我們自
2019 年以來連年獲得五星最高級別。 2021 年，新世界發展在「香
港—公開披露」及「亞洲—管理分數」的得分均位列首位，極力肯定
了我們正在進行的 ESG 整合工作。我們將繼續致力建設可持續城市和
社區，並為所有持份者創造共享價值。

連續三年獲得GRESB五星最高級別

新世界發展榮獲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頒發「上市公司
年度大獎 2021」，以表揚集團於提升企業透明度及
投資者關係方面的傑出表現。「上市公司年度大獎」
由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辦，旨在表揚有突出表現或
具潛力的企業，宣揚公司治理的重要性，並鞏固香港
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同時為廣大投資者建立一套客
觀指標作參考。

新世界發展首席財務總監劉富强表示：「新世界植根
香港，背靠內地，重點布局大灣區。未來集團會把握

新世界發展榮獲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頒發「上市公司年度大獎」

國家『十四五規劃』機遇，配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北部都會區』策略，進一步促
進深、港連繫及發展。集團亦會繼續運用商業力量回饋社會，為持份者創造更多價值。」

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環境局締結「碳中和」夥伴關係

為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在 2050 年實現碳中和，新世
界發展承諾參與環境局於 2021 年 10 月下旬發起的
「碳中和」夥伴。邁向2030願景，我們在實現集團
2030/31年度減碳及採用可再生能源的目標之餘，亦
正探討方案，務求在全球開拓的低碳新世代中，集團
亦能佔一席位，並在2050年達到淨零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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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
This document is prepared by New World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and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newsletter has not been independ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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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1

環境、社會及管治 (ESG)

廣州新世界廣匯項目再樹高品質標杆破解世界級技術難題

廣匯新世界金融中心與新世界廣匯尊府項目成功破解世界級技術難題，實現行內首次在超過220米工

程實體中，泵送應用最先進、強度最高的C130混凝土，意味今後不僅可大幅度提升項目建設質量，

亦體現了新世界積極響應可持續發展願景，及支持綠色建築理念。目前項目竣工在即，建成後將吸引

更多優秀企業總部進駐。

新世界中國啟動2022屆校園招聘

新世界中國啟動2022屆校園招聘，9月起從廣州出發，行經深圳、杭州、武漢、長沙等地多校宣講。新
世界中國透過有超過10年歷史的校園招聘計劃——新鋒計劃，為集團源源不斷輸送人才。

K11推出亞洲首個多品牌時裝展覽《Savoir-Faire: The Mastery of Craft in Fashion》

12月中至2022年2月，K11將帶來亞洲首個多品牌時裝展覽《Savoir-
Faire: The Mastery of Craft in Fashion》，展覽將於香港文化矽谷K11
MUSEA舉行。

是次展覽是繼去年K11 Original Masters大獲成功之後，K11創始人鄭
志剛與世界知名造型師及時尚總編Carine Roitfeld再度合作。屆時
《Savoire-Faire》將透過高級訂製服及高級成衣，展示全球最具傳奇
色彩的品牌及設計師的絕美工藝，呈現保存工藝的重要性，並重振
香港文化景觀。

除來自K11 Craft & Guild Foundation的罕見珍品外，是次展覽亦將展
出包括Balenciaga、 Chanel、Christian Dior、Givenchy、 Iris van
Herpen、Loewe、Louis Vuitton、Tom Ford及Valentino 等國際知名品
牌，以及前衛設計師Richard Quinn、Tom Van der Borght的作品。

新世界中國

新世界口罩於「2021年香港RICS大獎」中榮獲「企業社會責任項目」獎項

新世界發展在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積極滿足社區的緊迫需求，我們的努
力得到了高度認可，並在 「2021年香港RICS大獎」榮獲「企業社會責任項目」
獎項。疫情期間，新世界發展在短時間內設立本地口罩生產線，首創「自助口
罩提取機」，並將口罩捐贈給弱勢群體。此舉展現出卓越的企業社會責任價值
觀和理念，有助創造更美好的社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