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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创建收购广西
贵港至梧州高速
公路40%权益

K11集团升级K Dollar奖赏计划覆盖逾500间商户

为方便消费者于新世界生态圈内逾500家跨业务参与
商户轻松尽享生活所需，K11集团升级「K Dollar奖
赏计划」，打通K11集团及新世界集团旗下各个会员
奖赏计划。升级登场的「K Dollar奖赏计划」将于4月
21日起至5月底推出高达10倍K Dollar等多项奖赏，
更可「即赚即用」K Dollar。集团希望计划可进一步
刺激消费意欲，提振本港零售餐饮市道。

升级版「K Dollar奖赏计划」是全港覆盖领域最广的
奖赏计划之一，打通包括KLUB 11、周大福会员计划、
New World CLUB及DP Club，以及香港君悦酒店、
香港尖沙咀凯悦酒店、香港沙田凯悦酒店、富通保险、
港怡医院等各个会员奖赏计划，涵盖超过500家不同
业务的参与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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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中国

• 新世界中国与招商蛇口联手
开展全方位战略合作

• 新世界发展与广发证券签署
战略合作

• 杭州望江新城综合体项目定
名「新世界 · 城市艺术中心」

• 新世界中国与华南师范大学
共建「华师系」公立小学

新世界发展与招商局置地合组财团，投得港铁将军澳百胜角通风楼项目，今次是
继深圳太子湾项目后，新世界发展再度与央企招商局合作。地皮邻近港铁站，位
置优越及区内配套完善，具有优厚发展潜力。地皮可建楼面面积约29万平方呎，
集团会运用丰富的物业发展经验，兴建优质的中小型单位，以满足市场殷切的刚
性需求。

新世界伙招商局置地投得港铁将军澳百胜角通风楼项目

第五波疫情虽渐趋缓和，但对社会冲击犹在，近月粮油食
品涨价，基层的匮乏由抗疫物资延至争取三餐温饱。有见
及此，新世界发展创立的香港首个大型捐赠配对网上平台
「Share for Good 爱互送」宣布进入第二阶段，受惠机构
倍增至60间，并新增5项食物捐助类别，包括食米、食油、
面食、罐头及饼干，目标共筹募600万件不同类别物资，
全面顾及基层需要，纾缓对三餐的忧心。而顺丰香港亦加
入成为第二阶段的物流伙伴，进一步提高派送效率。

「Share for Good爱互送」第二阶段增食物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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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中国与招商蛇口联手开展全方位战略合作

新世界中国与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蛇口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以
各自资源优势携手在全国开展全方位战略合作，涉及住宅开发、兴建商业综合体、城市更
新及旧改项目、股权及资产收购项目等多个领域。

新世界中国

新创建

新创建收购广西贵港至梧州高速公路40%权益

新创建宣布与龙光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订立买卖协议，以总代价约人民币19亿元 (约23亿港
元)，收购广西贵港至梧州高速公路40%权益。于完成收购后，集团旗下公路项目的总长度
增至接近1,000公里。除了加强道路业务，亦提升道路组合的平均余下特许经营期，进一步
推动集团达致可持续长远增长。

贵梧高速位于战略位置，处于内地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连接广东、云南、贵州、北部湾
及东盟市场，预期将受惠于一系列有利的国家政策倡议，包括大湾区倡议、一带一路倡议、
东盟经济圈及北部湾经济区受惠。此交易有助集团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次收购与
新创建的投资策略一致，预计将进一步加强作为新创建核心业务之一的道路业务。

新世界发展与广发证券签署战略合作

新世界发展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紧紧围绕金融服务实体的
目标，打造新发展格局下的高质量发展典范。此次合作将围绕资本市场、研究领域、客户
资源和财富管理等方面，加强新世界生态圈业务流动的多样探索。

杭州望江新城综合体项目定名「新世界 · 城市艺术中心」

新世界杭州望江新城综合体项目正式定名为「新世界 ·城市艺术中心」。项目总投资约人
民币230亿元，将建成集商业、办公、住宅及酒店于一体的国际都会综合体，令杭州成为首
个汇集新世界旗下五大品牌的内地城市。

新世界中国与华南师范大学共建「华师系」公立小学

新世界中国宣布捐助人民币6,500万元，与华南师范大学共建公立小学「广州市增城区华南
师范大学附属永宁实验小学（暂名）」，落址新世界在广州首个旧改国际社区——新世界
星辉。这亦是新世界星辉所在板块首个「华师系」公立学校。

环境、社会及管治 (ESG)

新世界发展加入亚洲应对气候变化企业联盟

新世界发展已签署成为亚洲应对气候变化企业联盟（A4CR）会员。作为亚洲首个气候变化
联盟，A4CR帮助企业了解、应对和加强披露气候相关风险。新世界发展全力支持A4CR的
愿景，一起透过联盟平台实现具气候韧性的亚洲商业社区。

新世界发展荣膺环保建筑大奖2021绿建领导先锋大奖

新世界发展获香港绿色建筑议会和环保建筑专业议会颁发环
保建筑大奖2021 绿建领导先锋（发展商）大奖，肯定了新
世界发展将2030愿景全面融入企业和业务策略的努力。

新世界发展旗下8个项目也在100多个提名中脱颖而出，获颁
特别嘉奖、优异奖及入围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