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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發展

新世界維港泳2022順利舉行

新世界發展與華潤置地簽署戰略合作協議

收市價:
(2022年11月9日)
16.60港元

52周波幅: 
HK$15.36 - 34.95

市值:
417.7億港元

已發行股本:(股)
2,517百萬

日均成交量:(股)
9.62百萬

股價表現
(股份代號: 0017)

由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冠名贊助、中國香港游泳總會
（泳總）主辦的年度體壇盛事「新世界維港泳2022」，
10月23日於維多利亞港圓滿舉行，賽事續由灣仔金紫
荊廣場公眾碼頭起步，以尖沙咀星光大道為終點，全程
約1公里，約1,203名泳手成功橫渡維港。今屆賽事是
本港經歷第五波疫情後，首項讓公眾參與的大型戶外體
育盛事，不少泳手樂在其中，上水後在星光大道各處拍
照「打卡」分享喜悅，體現今屆賽事口號「全城游出快
樂力量」。

新世界發展宣布，與華潤置地有限公司簽署戰
略合作協議，就北部都會區以至粵港澳大灣區
等土地資源及地產項目，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
係，進一步加強雙方在本港及中國內地的發展
優勢。

根據《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將針對具體潛在
的目標土地資源及地產項目，商討及研究共同

公司投資者關係部門:
ir@nwd.com.hk

中介代表:
nwd@iprogilv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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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ansa首間旗艦中心 Humansa | Victoria Dockside開幕

新世界集團旗下優質醫療健康品牌 Humansa
(仁山優社)，其旗艦中心Humansa | Victoria
Dockside在尖沙咀國際創意文化地標Victoria
Dockside開幕。旗艦中心匯集跨學科專家團隊，
與港怡醫院、聯合醫務集團的專業醫療人員聯
手合作，共同為客戶制訂「預防為重」的健康
改善方案，回應預防性健康管理的市場需求。

合作發展之可行性，以增加雙方在香港及中國內地的相關業務投資及影響力，
發揮最大的協同效應。新世界發展與華潤置地本著互惠共贏的原則，發掘更多
合作機會，為社會創造共享價值。

mailto:ir@nwd.com.hk
mailto:nwd@iprogilv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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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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ified. No representation or warranty, express or implied, is made and no reliance should be placed on the accuracy, fairness or completeness of the information presented. The information
herein is given to you solely for your own use and information, and no part of this document may be copied or reproduced, or redistributed or passed o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any other person
(whether within or outside your organization/firm) in any manner or published, in whole or in part, for any purpose.

新世界中國

環境、社會及管治 (ESG)

新世界發展於2022再獲全球房地產可持續標準(GRESB)認可，取得
五星最高級別，是自 2019 年以來連續四年獲得這項殊榮。新世界
發展更於2022年在亞洲區具多元化業務企業中獲評為區域行業領
導者，而管理得分繼續在亞洲企業中維持首位。這肯定了我們和持
分者在發展綠色建築與推動可持續發展的努力。

新世界中國連續六年參加「善行者」公益徒步活動

新世界中國連續第六年參加中國扶貧基金會組織的「善行者」公益徒步活動。在疫情常態化防
控背景下，主辦方今年通過線下行走、線上打卡方式，組織百餘員工參與。活動歷時逾兩個月，
運動步數合計超過4400萬步。籌集之善款將用於兒童愛心廚房項目。

獲GRESB認可為區域行業領導者及獲得五星最高級別

韓國大型沉浸式數碼藝術展覽ARTE M HONG KONG登陸K11 HACC

韓國知名數碼創意設計公司d’strict打造的大
型沉浸式數碼藝術展覽ARTE M HONG
KONG登陸K11 HACC，是次更是d’strict首
次於韓國以外展出相關展覽。ARTE M
HONG KONG於10月7日開幕，爲期15個月，
展覽以媒體藝術重新演繹大自然，包括繁花
盛放﹑潮汐漲退等景像，營造超現實空間。

新世界中國合辦武漢金融街精英招聘會

新世界中國深度參與到武漢城市建設，早前聯合《長江日報》共同主辦《向上吧，新勢力》武
漢金融街精英招聘會，吸引28家翹楚企業，包括格力電器、戴德梁行、周大福、K11、新世界
酒店、中倫律師事務所、通聯支付網絡服務股份有限公司、瑞穗銀行等世界500強企業及行業
內代表企業，提供近百個職位。求職者來自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中國地質大學、湖北大
學等20所高校，主辦方收到逾3,000份求職履歷。

我們已發佈2022年度年報企業可持續發展章節，展示集團在2022 財政年度可持續發展工作的
最新進展和重點里程碑。我們將繼續將可持續發展融入重點業務，並希望藉此機會衷心感謝各
內部及外部持份者的不懈支持，攜手建構一個可持續的生態圈，為社會創造共享價值。

新世界發展發佈2022年度年報企業可持續發展章節

K11

K11 ATELIER King’s Road預期明年出租率達九成

企業發展愈來愈重視創新及科技，為配合相關需要，K11 ATELIER King’s Road重新定義現代
工作空間，引入如韓國知名大型沉浸式數碼藝術展覽ARTE M HONG KONG及市集「The
Little Big Lane」等創新藝術展覽及活動、推出自家項目「Project

ALPHA」培育未來創作者及創業家，同時以智能科技推動可持續
發展，銳意成為港島東創意科技樞紐。其營運理念深受租戶歡迎，
新出租樓面面積於今年5至7月逆市突破50,000呎，並獲知名建築
設計顧問公司Leigh & Orange及會計諮詢服務公司Baker Tilly
Hong Kong，分別承租全層作辦公室，兩層合共約40,000呎。
K11 ATELIER King’s Road對明年租務市場感樂觀，期望出租率達
百分之九十。

https://sustainability.nwd.com.hk/wp-content/uploads/2022/10/NWD-AR22-ESG_TC.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