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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發展

• K11內地首個旗艦項目正式
定名為K11 ECOAST，構
築大灣區海濱文化零售新
地標

• 福建首個K11 Select購物
藝術中心進駐廈門

• K11集團邀員工及社會各界
捐贈月餅予基層家庭

新世界發展

公司投資者關係部門:
ir@nwd.com.hk

中介代表:
nwd@iprogilvy.com

收市價:
(2022年8月9日)
26.75港元

52周波幅: 
HK$25.45– 37.80

市值:
673.1億港元

已發行股本:(股)
2,517百萬

日均成交量:(股)
2.87百萬

股價表現
(股份代號: 0017)

• 11 SKIES 打造全港最大
遊樂購物新地標 引入八
大「HK-first」世界級娛
樂設施

• 新世界發展攜手
Microsoft香港孵化國際
初創企業

• 新世界綠色運輸聯盟
支持低碳轉型

• 11間Impact 
Kommons初創與新
世界完成商業試驗計
劃以實踐新世界2030
可持續發展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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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 (659.HK)：新創建
(4) 粵港澳大灣區：大灣區

K11

環境、社會及管治

新創建

• 新創建集團
盈利預告

新世界中國

• 新世界中國聯合招商蛇口
及保利發展共同競得上海
普陀區地塊
• 北京曹雪芹故居紀念館完

成修復

由新世界發展投資逾200億港元建造，位於香港國際機場航
天城的11 SKIES總樓面面積達380萬平方呎，將設有全港最
大室内遊樂空間，包括8大首度亮相香港的世界級娛樂設施，
樓面面積逾57萬平方呎，以學習、探索、歷奇、沉浸式體驗
為主題，可以全天候開放給不同年齡客群。
當中4項娛樂設施，包括香港首個飛行影院Timeless Flight
Hong Kong、韓國最大沉浸式多媒體藝術博物館ARTE
MUSEUM、區内首個以柏靈頓熊為主題的室内親子娛樂體驗
Paddington™ Play Experience ， 以 及 大 中 華 區 首 個
KidZania趣志家兒童職業體驗樂園，預計於2023年底至
2024年初陸續登場。負責營運的K11集團將帶來突破性的
「玩購合一」獨特體驗，勢將改寫香港娛樂零售生態。

11 SKIES 打造全港最大遊樂購物新地標 引入八大「HK-first」世界級娛樂設施

K11

新世界發展與招商蛇⼝聯合在深圳斥資百億⼈⺠幣的商業項⽬正式定名為「K11
ECOAST」。 作為K11內地⾸個旗艦項⽬，K11 ECOAST雄踞深圳市南⼭太⼦灣片區，
項⽬總建築⾯積達228,500平⽅米，涵蓋K11購物藝術中⼼、K11 HACC多⽤途藝術展覽
空間、K11 ATELIER辦公樓及Promenade海濱⻑廊等。K11 ECOAST的取名靈感源於對
綠⾊發展理念和海濱資源的珍視，項⽬致⼒推崇可持續的循環⽣活⽅式，透過創意、文
化與創新的⼒量，將綠⾊環保融入這座海濱商業綜合體中。K11 ECOAST擬於2024年底
開業，屆時將成為⼤灣區海濱文化零售新地標及循環經濟先⾏者，推進⼤灣區文化零售
新⾥程。

K11內地首個旗艦項目正式定名為K11 ECOAST，構築大灣區海濱文化零售新地標

新世界發展宣布，集團旗下培育科技初創企業的開放式創新平台Eureka Nova與
Microsoft香港合作的大灣區加速器計劃，一直致力協助國際初創公司發掘大灣區的發展
機遇，並特別為參與計劃的初創公司制定孵化路徑，創造資源，與香港和廣州新世界集
團生態圈內的企業共同開發能滿足實際業務所需的解決方案。大灣區加速器計劃現正展
開下一輪招募。

新世界發展攜手Microsoft香港孵化國際初創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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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首個K11 Select購物藝術中心進駐廈門
K11集團宣布與廈門地鐵上蓋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合作，旗下的K11 Select
購物藝術中心將落戶廈門五緣灣濕地公園TOD項目，亦是K11項目首度
進駐福建省。K11集團相信是次合作能為當地帶來全新的文化零售消費
體驗，並會繼續積極在內地物色合適的發展機會，把輕資產業務延伸至
全國更多城市。

新創建

新世界中國聯合招商蛇口及保利發展共同競得上海普陀區地塊
新世界中國聯合招商蛇口及保利發展，共同競得上海市普陀區中山北社區B2-18地塊，總地價人民幣
34.2 億元，溢價率僅1.18%，接近底價成交，預計總貨值超過人民幣 50億元。

K11集團邀員工及社會各界捐贈月餅予基層家庭
為令疫情下的中秋佳節倍添意義， K11集團承接新世界發展捐贈配對
平台「Share for Good 愛互送」創造共享價值理念的精神，舉辦
「人月兩團圓 月餅傳愛意」月餅捐贈活動，誠邀K11集團員工及社
會各界有心人一同出力，將K11月餅贈予基層人士。K11會將各界捐
贈之月餅交予「Share for Good 愛互送」，以送到有需要人士手上，
讓大家一同度過溫暖的中秋佳節。

新世界中國

新創建集團盈利預告
新創建於7月14日交易時段後公佈盈利預告。根據集團的未經審核綜合管理賬目的初步評估，集團預
期2022財政年度的股東應佔溢利不少於15億港元，按年增長至少35%；集團整體應佔經營溢利於同
期預計下降15%至20%，核心業務應佔經營溢利仍保持穩定。
集團2022財政年度的股東應佔溢利有所增加主要基於 (1) 2022 財政年度因重新計量、減值和撥備的
淨非經營虧損減少； (2) 通過出售項目、回購部份於2029年到期的有擔保優先票據，以及若干衍生金
融工具的公平值變動的淨收益增加；(3) 設施管理業務於2022財政年度產生的虧損淨額較2021財政年
度減少; 但部份被策略性投資業務所產生的應佔經營虧損抵銷。

環境、社會及管治 (ESG)
新世界綠色運輸聯盟 支持低碳轉型
集團策動的「新世界綠色運輸聯盟」正式成立。集團、香港蜆殼有限公
司（「Shell」）及森那美汽車集團（旗下包括著名汽車品牌寶馬之授權
港澳進口經銷商公司）承諾於未來三至五年內注資逾5,000萬港元予聯
盟。於本年第四季起，在香港設置逾100個通用式電動車充電點，以推
動電動車普及化及提倡更環保的生活方式。

北京曹雪芹故居紀念館完成修復
由新世界中國完成修復的北京曹雪芹故居紀念館7月正式開放，體現集團積極踐行「創造共享價值」
企業理念。這座蘊含珍貴歷史文化價值的名人故居將成為文物活化利用新坐標，以及紅學主題的中外
文化會客廳，助力中華文化走向廣闊世界舞台。

11間Impact Kommons初創與新世界完成商業試驗計劃以實踐
新世界2030可持續發展願景
第三輪以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為藍本的加速計劃Impact Kommons已
來到尾聲。在過去4個月裡，11家初創和新世界生態圈的不同業務部門
在廢物管理、氣候科技、醫療保健、人工智能及環保包裝等領域密切合
作，以實踐新世界2030可持續發展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