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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地產  
簡介

太古地產構思、設計及管理以零售為主導的大型綜合發

展項目，促進社區蓬勃發展。我們旗下的住宅項目、辦公

樓及酒店質素出類拔萃，為所屬領域樹立新典範。我們

一直以來對社區營造的投入與堅持提升了所在社區的生

活質素。  

我們推行全方位經營策略，融合創意設計、一流設施及

卓越的管理服務，以公司各層面的可持續發展及「創新

衍變」為策略基礎，促進社區長遠發展，同時鼓勵創新。

我們憑著誠信、創意、遠見及一絲不苟的態度，為持份 
者、客戶及員工創造恆久的價值，也為所在社區創造可

持續的衍變。

創造可持續價值、建設繁榮社區

成立年份

1972

在太古地產旗下辦公樓工作的人數

73,000+

員工人數

5,000+

太古地產旗下購物商場內的零售商店

2,000+

太古地產於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上市

太古地產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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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及管理

我們信守的價值

 
太古地產是可靠忠誠的夥伴。公司尊重每一個人，並信

守承諾；嚴格遵守商業操守及倫理准則，不論對內對外

都貫徹始終。

 
創意思維是我們營運的核心，太古地產因而可以尋求新

視角，破格創新，發掘社區潛力。我們歡迎新構思，也鼓

勵創意；我們勇於挑戰常規，亦尊重不同意見。

 
有賴一群穩定、忠誠的股東，再加上謹慎的理財態度，讓

太古地產無論思行都可以長遠發展為依歸，注重為持份

者創造持久價值，同時克盡企業責任，顧及發展項目對

社會及環境的影響。我們憑這洞見和耐心，創造了多個

可持續發展的繁榮社區。

 
太古地產堅持最高水準，精益求精。我們注重細節，一絲 
不苟，鼓勵創意設計與規劃，從施工至完工均講求精湛

技藝，在技術、專業態度和管理各方面都遵循最高標準。

誠信 
 

 
原創 
 
 

遠見 
 
 
 

 
品質

董事 ─ 發展及估價
馬淑貞

太古酒店副主席

施睿忠
董事 ─ 辦公樓業務
DON TAYLOR

董事及高級顧問

郝唐惠莉
Swire Properties Inc. 總裁
鮑麒麟

董事 ─ 零售業務
韓置

董事 ─ 人力資源
林翠

太古酒店行政董事

韋德賢
董事 ─ 住宅業務
杜偉業

創新衍變是太古地產的宗旨，深深植根

於集團營運手法及行事作風中，引領我

們在所有業務領域的工作。

價值及管理

我們的管理團隊 

太古地產的斐然聲譽，源於我們的管理團隊的技術、 
知識及經驗。行政總裁彭國邦率領一支文化背景多元的

專業團隊，他們秉持一致的信念，相信要在各層面增值，

有賴一套清晰連貫的價值觀，並將其貫徹於每一項工作

之中。

主席

白德利
財務董事

龍雁儀
行政總裁

彭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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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領域的
行業領袖

太古地產的經營之道，一直以可持續發展（SD）為重。我
們認真看待發展項目對周邊社區環境、以至對區內居民、

上班族與訪客的影響，亦竭盡所能為社區創造可持續的

經濟發展及長遠價值。

我們提出「2030可持續發展 (SD2030) 策略」，闡述公司
的承諾、策略及方針，並作出全方位規劃，涵蓋 25個重
點範疇，包括超過 80 個目標，大部分擁有可量化及可具
體落實的關鍵績效指標。

2030可持續發展策略建基於五大策略支柱，與聯合國的
可持續發展目標一致 :  

我們力求到 2030年成為可持續發展領域
在全球範圍的行業領袖。

2030可持續發展策略 
建基於五大策略支柱 

社區營造

透過高效能的社區發展，並著眼長遠維護區內建設，繼

續活化公司項目所在社區，以為其創造價值，同時保留社

區特色、關顧社群並提升社區人士的生活質素。

以人為本

創造一個能讓員工更健康、愉快地工作，展現更高效率

的工作環境，以及投放資源培訓員工，致力提供良好的

職業發展機會，務求打造一支多元共融的優秀團隊。

夥伴協作

繼續與業務夥伴及其他主要相關方建立互惠互利的長

遠合作關係，以提升我們的環境、社會和經濟表現。

環境效益

繼續設計、建造和管理高質素的發展項目，務求為社區

及環境作出積極貢獻。

經濟效益

透過良好的企業管治及高尚的職業操守，創造可持續經

濟效益。

建築生命週期方針

這些可持續發展行動及策略與我們的長遠願景一致。我

們謹慎審視旗下項目整個建築生命週期對社會及環境的

影響，並採取整體融貫的方針，讓負責設計、建造、管理及

營運的各部門通力合作，務求令每個物業在各個環節減低 
影響，提升效率。

加入新全球運動

於 2021年，太古地產參與由科學基礎目標倡議組織 
(Science Based Target initiative, SBTi)及聯合國全球契約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共同發起的《商業雄心助
力 1.5°C限溫目標》（Business Ambition for 1.5°C）聯署運動，
成為香港及中國內地首個響應運動的地產發展商。這代表

我們會在當前以科學為根據的目標上更進一步，以期將全

球氣溫升幅控制於 1.5°C以內。這對實現在 2050年前淨零
碳排放的願景至關重要。《商業雄心助力 1.5°C限溫目標》
與《巴黎氣候協定》的目標一致，並響應香港和中國內地分

別於 2050年及 2060年達致碳中和的承諾。

領導不斷變化的行業砥礪前行

  
太古地產自 2008年起與清華大學建築節能與可持續發展
聯合研究中心合作，研發及試驗創新方法，為旗下物業提

升能源效益及環保表現。我們已開發多種系統，收集營運

數據，大幅節約能源，並與員工、合作夥伴、同業及研究人

員交流分享最新知識和做法。我們已延長該合作項目至

2022年，繼續與研究中心共同研發創新的人工智能技術
及改善室內空氣質素的措施，以及更大量的使用可再生能

源，務求繼續突破傳統建築物管理的界限。

  
了解我們發展及管理的社區對社會及環境的影響，是長

遠決策的關鍵。2020年，我們發表了首份《社區營造效
益報告》，聚焦太古經營 135年的港島東，探討何謂優
質社區。報告透過研究太古坊等發展項目的有形與無形

特質，評估我們營造和發展社區對港島東帶來的效益。

這套評估發展項目的創新方法，有助我們擴闊成功的 
定義，也讓日後的工作更臻完善。

  
租戶及住客是可持續發展的持份者。我們推出多項政策

鼓勵上班族、商戶及住客參與可持續發展計劃，包括香

港綠建商舖聯盟、綠色廚房計劃，以及為租戶提供可持

續發展相關指引。

 
The Loop是位於太古坊的可持續發展展覽中心，佔地
4,000平方呎。這個互動空間旨在提升環保意識，鼓勵 
太古坊租戶及廣大市民在日常營運及生活中實踐可持續

發展。

研究夥伴 
 
 
 
 
 
 
 

社區營造效益報告 
 
 
 
 
 

 
與租戶㩗手 
 
 
 

The Loop

拆卸 維護

營運設計

綠色
廚房計劃

香港
綠建商舖
聯盟

透過業主與租戶合作，
促進零售業務的可持續發展

提供平台，讓租戶與物業管
理團隊在裝修與翻新前就可
持續發展先行溝通。

可持續發展領域的行業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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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納入世界指數

全球前十
亞洲第一

為獲得最高評分的成分股

獲 AAA 評級

全球範圍的行業領袖 被MSCI環境、社會與治理
領導者指數評為

最高的 AAA 級

唯一一個被收錄的香港及

中國內地地產發展商

世界綠色建築委員會

企業顧問委員會成員 

CO2

44.1%

碳強度

香港物業組合

碳強度

中國內地物業組合

CO2

42.2%

2020 2020

31.3% 23.4%

能源耗量

香港物業組合

能源耗量

中國內地物業組合

商定的(BAU)基準年 商定的(BAU)基準年

~30% 現時的債券和借款融資來自

綠色金融

綠色金融

我們決意將可持續發展方面的考量納入金融融資機制。

太古地產透過發行綠色債券及與可持續發展表現掛鉤

的貸款，促進經濟轉型，向低碳、更高資源效益及可持續

發展的未來邁進。

以文化藝術豐富社區

太古地產相信藝術與文化在維繫社區繁榮方面扮演了重

要角色，既可加強社群與空間的聯繫，亦有助創造社區

特色、激發創意，令生活更豐盛，因此專誠委託本地及

外地設計師為旗下發展項目設計藝術品作長期公開展

覽。逾 20年來，太古地產贊助香港青年藝術協會，致力
為青少年提供高水準的藝術體驗。

公司為營運所在城市的文化藝術發展所作的貢獻，一直

備受推崇：網羅本地及國際藝術家作品的太古地產藝術

月、三里屯太古里的北京國際音樂節、廣州太古滙的「廣

府文化體驗工作坊」等都有口皆碑。我們亦為展覽及表

演提供理想場地，例如太古坊的 ArtisTree及三里屯太古
里的紅館。

全球認可

太古地產致力推動可持續發展，領先業界，獲得全球多個

頂尖可持續發展指標及指數肯定。

如想進一步了解 SD 2030，請參看 2019可持續發展報告。

環保採購

我們的環保採購系統監察辦公室用品、樓宇設備及建築

物料是否符合特定環保標準。系統收集的數據可用作評

估公司表現，有助採購更環保的產品。

持續促進綠色建築發展

減碳 

為全港首項獲香港品質保證局頒發「綠色金融認證」

之綠色債劵

綠色債券籌得資金淨額全數分配予環保建築項目

訂立首筆跟可持續發展表現掛鉤的貸款，總值港幣 
5億元，其利率因應公司環境、社會及管治表現的按
年改善幅度作調整

2020 年 8月，太古地產與華僑銀行簽署一筆港幣 
10億元的綠色貸款

* 截止 2020 年 12月 31日
** 減碳強度目標參照香港物業組合的正常營運 (BAU)基準年 (2008 年 )水平，以及參照
中國內地物業組合各項目首個完整公曆年所收集的數據正常營運 (BAU)基準水平。

香港及中國內地的可持續採購：總值港幣 11.96億元

太古地產是香港及中國內地首個以科學為基礎指定

減碳目標並獲批核的地產發展商，按照《巴黎協定》

為全球物業組合制定長期減碳目標

我們按照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工作組（TCFD）的建
議，公佈管治、策略、風險管理及指標四個核心類別

的氣候相關財務資料

發展中項目 100％獲綠色建築最高級別評級認證

97％現有物業取得綠色建築認證

我們正穩步實現進取的節能目標：以商定的 (BAU)
基準年，香港物業組合 2020 年的能源消耗減少
31.3％；中國內地物業能源消耗減少 23.4%

可持續發展領域的行業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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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嶼山 香港島

太古廣場

太古城中心
太古坊

東薈城名店倉

九龍

北京

上海

廣州

成都

頤堤港

興業太古滙

前灘太古里

廣州太古滙

成都遠洋太古里

三里屯太古里

香港

中國內地

香港

印尼雅加達

新加坡

美國邁阿密

越南胡志明市

中國內地

辦公樓

酒店 住宅 / 服務式住宅

零售

辦公樓

酒店 住宅 / 服務式住宅

零售

1,740萬 平方呎

110萬 平方英尺

77,000 平方呎

470萬 平方呎

84.6萬 平方呎

1,810萬 平方呎

總樓面面積
1 , 8 1 0萬 平方呎

頤堤港擴建 (二期) (規劃中項目) 

410萬平方呎

太古坊二座 (規劃中項目) 

100萬平方呎
總樓面面積
1 , 7 4 0萬 平方呎

420萬 平方呎

180萬 平方呎 200,000 平方呎

1190萬 平方呎

1030萬 平方呎

240萬 平方呎 190萬 平方呎

280萬 平方呎
業務市場

近 50年來，太古地產位於香港的旗下物業以傑出的品
質及出色的社區營造為人稱頌。良好的企業聲譽，使我

們在中國內地的業務茁壯成長，於四個城市擁有六大發

展項目，並將業務擴展至其他世界主要城市，包括越南

胡志明市、印尼雅加達、新加坡及美國邁阿密。

太古地產秉持一貫的價值、創意及 SD2030策略，創造了
不少嶄新的綜合社區。當中部分大型綜合項目已開幕營

運，未來將有更多新項目陸續落成。

520萬 平方呎

700萬 平方呎

2,980萬 平方呎

4,220萬 平方呎
全部物業

已落成投資物業

發展中投資物業

發展中供出售物業

25.5萬 平方呎
已落成供出售物業

大嶼山 香港島

太古廣場

太古城中心
太古坊

東薈城名店倉

九龍

北京

上海

廣州

成都

頤堤港

興業太古滙

前灘太古里

廣州太古滙

成都遠洋太古里

三里屯太古里

香港

中國內地

香港

印尼雅加達

新加坡

美國邁阿密

越南胡志明市

中國內地

辦公樓

酒店 住宅 / 服務式住宅

零售

辦公樓

酒店 住宅 / 服務式住宅

零售

1,740萬 平方呎

110萬 平方英尺

77,000 平方呎

470萬 平方呎

84.6萬 平方呎

1,810萬 平方呎

總樓面面積
1 , 8 1 0萬 平方呎

頤堤港擴建 (二期) (規劃中項目) 

410萬平方呎

太古坊二座 (規劃中項目) 

100萬平方呎
總樓面面積
1 , 7 4 0萬 平方呎

420萬 平方呎

180萬 平方呎 200,000 平方呎

1190萬 平方呎

1030萬 平方呎

240萬 平方呎 190萬 平方呎

280萬 平方呎

總樓面面積

所有主要發展項目的總樓面面積均參照太古地產已落成或正施工的發展項目作統計，並以

100%為基準。

業務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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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下物業

太古地產以良好的企業文化、優質項目、對可持續發展

及創造長遠價值的堅定承諾而深得信賴、備受推崇。 
公司旗下每個項目都各具特色，同時亦體現我們對可持

續發展的遠見，並遵循同一套業務標準營運，對品質的

追求堅定不移。

太古地產旗下綜合項目均有以下特點

為所處的城市

度身訂造

交通網絡四通八達

尊重當地文化及

周邊環境

成為可持續發展

的典範

對提升鄰里及社區品質

作出積極貢獻

旗下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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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坊
太古坊印證了太古地產擁有長遠目光，也體現公司所秉

持的價值及原創精神。太古早在 1880年代末開始在該
區營造社區，先後興建了煉糖廠及太古船塢，推動工業

發展之餘，亦透過興建宿舍、文娛設施及學校進一步發

展周邊社區。自此，太古及其後的太古地產延續這一發

展模式，透過建立人與人之間的深厚聯繫，將生活、工作

以至大自然連結起來，成功將該區這地方發展成今天集

住宅、零售及商業區於一身的蓬勃社區。 

太古坊是香港首屈一指的優質工作空間，也是一個活力澎

湃的商業區。太古坊由 10座辦公大樓組成，當中包括樓高
48層的新建高效能辦公大樓太古坊一座，吸引超過 300
間跨國企業進駐，當中不乏財富世界 500強企業，匯聚超
過 30,000名上班族。 

香港

1,000,000 平方呎

超過 1,600 個

服務式住宅

6,100,000 平方呎

12,000 平方呎

發展中項目

63,000 平方呎

零售

辦公樓

車位

總樓面面積

720萬 平方呎

港島東中心

濠豐大廈

栢克大廈

太古坊二座 
（發展中項目）

太古坊一座

電訊盈科中心

多盛大廈

林肯大廈

東隅服務式住宅

德宏大廈

康橋大廈

項目概覽

17太古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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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太古坊一座

太古坊一座 太古坊二座

推行大量節能措施

達成

年度節能量

以《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為基準

亞洲首座同時獲得三項鉑金級認證的商業大廈：

WELL建築標準鉑金級最終認證、能源與環境設計先鋒評級
(LEED) 鉑金級以及綠建環評 (BEAM Plus)鉑金級評級。

能源與環境設計先鋒評級(LEED)鉑金級預認證
WELL鉑金級預認證
暫定綠建環評( BEAM Plus )鉑金級評級 

區內設有完善的商業及文娛設施，包括東隅服務式住宅、 
多用途場地 ArtisTree、共享辦公社區Blueprint、私人會所 
The Refinery、設計優美的太古公園，以及各式各樣的餐
廳及咖啡店。一應俱全的設施有助提升工作效率及租戶

體，同時優化周邊社區，成為城市發展典範。

太古坊重建計劃已進入最後階段。重建計劃包括興建兩

座甲級辦公樓太古坊一座及太古坊二座，提供 200萬平
方呎優質辦公樓樓面，配備一流設施，並以空調行人走

廊與太古坊內各辦公樓相連。新建的兩個綠化休憩園

林「太古中央廣場」及「太古花園」由屢獲殊榮的倫敦

園景設計公司 Gustafson Porter + Bowman 操刀，提供
69,000平方呎的開放空間。

重建計劃首階段已於 2018年太古坊一座落成時完竣。
第二階段包括興建樓高 46層的太古坊二座、太古中央
廣場及太古花園，預計將於 2022年完成。

太古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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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城中心

太古城中心於 1983年開業，並在 1991及 1992年擴建。
這個生氣勃勃的綜合項目以零售主導，擁有港島最大型

的購物商場。 

購物商場有六層高，直達港鐵太古站，已成當地社區

的一部分。商場內除了有超過 170間商店及食肆外，還
有一座附設多用途展覽及活動空間的先進戲院 MOViE 
MOViE Cityplaza，以及一向備受區內市民歡迎的真雪溜
冰場「冰上皇宮」。至於太古酒店旗下設有 345間客房、
充滿時尚生活品味的商務酒店香港東隅，更已成為附近

社區的熱門聚腳點。 

1,100,000 平方呎
零售

200,000 平方呎
酒店

總樓面面積

130萬 平方呎

超過 800 個
車位

項目概覽

21太古城中心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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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廣場

太古廣場將港島金鐘區蛻變成一大商業及時尚生活 
樞紐。  

項目包括三座甲級辦公樓，合共總樓面面積 240萬平方
呎；270個尊尚服務式住宅單位和四間五星級酒店──
當中包括太古酒店旗下設有 117間客房的奕居。

太古廣場扎根社區，與周邊社群建立了深厚聯繫。項目

位於香港最繁忙的交通交匯處之一——港鐵金鐘站上

蓋，毗鄰為星街小區，讓訪客可探索這個隱藏在灣仔鬧

市中生氣勃勃的小區。

P A C I F I C  P L A C E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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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廣場二座

皇后大道東 46-56 號

軒尼詩道 28號

EIGHT STAR STREET

Star Studios

港島香格里拉大酒店

太古廣場栢舍奕居太古廣場三座

皇后大道東 8號

香港 JW萬豪酒店

太古廣場（購物商場）

香港港麗酒店

太古廣場一座

超過 600 個

221,000 平方呎
發展中項目

服務式住宅

443,000 平方呎

住宅

78,000 平方呎

716,000 平方呎
零售

1,846,000 平方呎
酒店

2,413,000 平方呎
辦公樓

車位總樓面面積

570萬 平方呎

項目概覽

24

太古廣場定期舉辦零售活動及藝術節目，務求讓顧客賓

至如歸，令太古廣場成為城中最受歡迎的時尚生活品味

熱點之一。太古廣場的 above會員計劃積極拓展及維繫
與顧客及租戶的長期關係，以嶄新角度提升顧客體驗。

在國際知名設計師 Thomas Heatherwick 操刀下，太古
廣場完成港幣 20 億元的優化工程，並獲《安邸 AD》
（Architectural Digest）評為「全球九個最美商場」之一。 

太古廣場將在星街興建一座全新住宅大廈，並在太古 
廣場三座對面興建一座辦公樓。這將令周邊社區呈現更

多樣化的面貌，進一步鞏固近年星街小區的轉型成果。

太古廣場太古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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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薈城名店倉

位於東涌的東薈城名店倉是香港首個最具規模的名店折

扣購物商場。東薈城名店倉鄰近香港國際機場、港鐵東

涌站及港珠澳大橋，無論國際旅客還是本地顧客往來均

方便快捷。除了交通完善外，昂坪 360纜車、天壇大佛、
香港迪士尼樂園和亞洲博覽館等觀光景點近在咫尺，也

增強了東薈城名店倉的吸引力。

東薈城除了擁有空間寬敞，並以自然採光設計的購物商

場外，樓高九層的甲級辦公樓也吸引多家航天企業及航

空公司進駐，更有一家設有 440間客房的諾富特東薈城
酒店。 

東薈城名店倉佔地 474,000 平方呎的擴建部分已於
2019年 8月啓用，當中包括 462,000平方呎的零售樓面、 
一家戲院以及第二家酒店──香港銀樾美憬閣精選 
酒店 (The Silveri Hong Kong-MGallery)，預計將於 2021
年開業。

香港

香港銀樾美憬閣精選酒店 
（ 將於 2022年開業 ）

東薈城名店倉

東薈城一座
香港諾富特東薈城酒店

東薈城名店倉擴建部分

161,000 平方呎

840,000 平方呎
零售

369,000 平方呎
酒店

辦公樓

總樓面面積

130萬 平方呎

超過 1,300 個
車位

項目概覽

27東薈城名店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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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里品牌發展項目

為中國內地締造出一個因地制宜並且

不斷創新衍變的發展哲學

三里屯  
太古里

新潮獨特的三里屯太古里將北京傳統酒吧區變成活力四

射的時尚生活熱點。項目採用開放式、低層數設計，靈感

源自傳統的北京胡同，揉合當代建築美學，讓訪客感受

親切好客的氣氛。

北京

北京三里屯太古里



31太古地產 30

三里屯太古里南區 三里屯太古里北區

瑜舍

1,600,000 平方呎
零售

169,000 平方呎
酒店

總樓面面積

170萬 平方呎

超過 800 個
車位

項目概覽

30

三里屯太古里有約 250間商舖，一家影城和一個多功能
文化表演場地「紅館」，還有超過 60間餐飲食肆供選擇，
是北京最具活力的消閒勝地。太古酒店旗下屢獲殊榮的

酒店瑜舍亦坐落於此。瑜舍由日本著名建築師隈研吾設

計，內部佈局兼具傳統及現代風格，別樹一幟。 

三里屯太古里 19座外型不一、線條突出的建築物分佈
於南北兩區。南區建築顏色鮮艷，有多個潮流時裝品牌

進駐；北區建築以開放式庭院為主，配合區內國際品牌

的典雅氣質。 

全新的西區將為三里屯太古里增添 256,000平方呎的 
零售及餐飲空間，預計將於 2021年竣工。

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太古地產

三里屯太古里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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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遠洋太古里

作為太古里品牌的第二個項目，成都遠洋太古里向當地

歷史及環境特色致敬之餘，更憑著別具一格的設計令訪

客流連忘返，締造獨一無二的購物消閒樂趣，為鄰近社

區注入新活力。

項目環繞歷史悠久的大慈寺而建，以現代想像力演繹四

川傳統建築，以先進的建築物料和技術，將新建築跟廣

東會館等六座完整修復的歷史建築融為一體。 

成都

1,310,000 平方呎
零售

306,000 平方呎
酒店及服務式住宅

40,000 平方呎
辦公樓

總樓面面積

160萬 平方呎 超過 1,000 個
車位

成都遠洋太古里（零售商場）
博舍

項目概覽

33

成都遠洋太古里毗鄰繁華的春熙路商業區，並由地鐵二

號線及三號線接連各地，商場內 300家商舖都經過精心
編排：「快里」匯聚高級品牌及流行時裝；「慢里」則設

多家露天餐廳、特色咖啡店，及各式生活品味店舖。

此外，太古酒店旗下高尚精品酒店博舍提供100間客房，
並設有 42間服務式住宅。酒店設計結合傳統與現代風
格，入口接待處原為廟宇建築，別具特色。

成都遠洋太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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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灘太古里
前灘太古里是太古地產在中國內地的第三個太古里 
項目，也象徵著太古地產建基當地社區、不斷創新衍變

的發展哲學進化到第三代。前灘太古里的建築採用現

代風格及流線外型，在延續太古里品牌低密度建築美

學的同時，也反映這套理念在實踐中提升至新高度。

前灘太古里將於 2021年開業，成為一個零售主導的綜
合樞紐，彰顯現代上海的特點：快速城市化、交通發達

以及市場對世界級商用物業的殷切需求。前灘太古里的

總面積約 120 萬平方呎 ，連接匯聚三條地鐵線的東方
體育中心站，直達主要住宅及商業區，並以自然主義為

設計概念，聚焦可持續發展，融合自然與當代建築元素。 

上海

35上海前灘太古里

項目概覽

超過 900 個
車位



37太古地產 36

太古滙品牌發展項目

為中國內地創建的優質零售主導綜合項目

太古滙

首座太古滙坐落於廣州著名的天河商業區核心地段，是

太古地產在中國內地最大規模的投資物業。項目包含一

個優質購物商場、兩座甲級辦公樓，以及設有 287間客
房的五星級酒店文華東方酒店。

購物商場設計獨特，自然採光充足，中庭更別具特色。開

放的綠色空間及廣場令室內外用餐皆悠閒寫意，樹木成

蔭的平台花園更匯聚各式餐廳及咖啡店。

廣州

廣州太古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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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滙一座及二座

廣州文華東方酒店

服務式住宅

太古滙（購物商場）

1,500,000 平方呎
零售

1,700,000 平方呎
辦公樓

52,000 平方呎
服務式住宅

580,000 平方呎
酒店

總樓面面積

380萬 平方呎
超過 700 個
車位

項目概覽

38 廣州太古滙太古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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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業太古滙
上海興業太古滙是太古地產於上海的首個大型發展項

目，包括一個時尚購物商場、兩座優質辦公樓、兩間酒店

及服務式住宅。乘坐地鐵十三號線，可直達興業太古滙，

二號線和十二號線的西南京路站距離商場亦只是一步之

遙；項目毗鄰高速公路，可直達浦東國際機場及虹橋交

通樞紐。

精心設計的購物商場設有巨型玻璃拱頂，網羅 250個品
牌，當中不少是首度進駐上海，還有一條「美妝大道」。

訪客可盡享商場超過 45家餐廳帶來的豐富佳餚及娛
樂設施，包括上海首間 Cinker Pictures三克映畫戲院。 
太古酒店旗下的鏞舍亦坐落於此，酒店由意大利設計師

Pietro Lissoni操刀，其典雅與創新相融的風格，巧妙地
結合了上海元素及現代美學。

上海

1,173,000 平方呎
零售

1,828,000 平方呎
辦公樓

147,000 平方呎
服務式住宅

388,000 平方呎
酒店

總樓面面積

350萬 平方呎 1,200 個
車位

項目概覽

香港興業中心二座

興業太古滙 
（購物商場）

鏞舍服務式住宅鏞舍

上海素凱泰酒店

香港興業中心一座

41上海興業太古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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頤堤港
頤堤港是一個位於北京東北面的零售主導綜合發展項

目，已成為區內地標。項目包括一個時尚購物商場、一座

樓高 23層的甲級辦公樓，以及一間時尚生活品味商務 
酒店北京東隅。頤堤港為周邊地區注入活力，增強社區

歸屬感。

頤堤港交通四通八達，距離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僅 15分
鐘車程，連接地鐵十四號線。孕育創意的 798 藝術區
亦近在咫尺。商場的時尚設計充分利用自然採光。佔地

26,000平方呎的冬季花園由玻璃天幕覆蓋，是舉辦大型
活動的理想空間。

太古地產與遠洋集團於 2020年 12月宣佈合作發展頤
堤港二期。頤堤港二期毗鄰現有建築，是一個以辦公樓

為主導的綜合擴建項目，集購物中心、辦公樓及酒店於

一身，總面積預期約 420萬平方呎。

北京

頤堤港一座

北京東隅

頤堤港（購物商場）

總樓面面積

600萬 平方呎

939,000 平方呎
零售

589,000 平方呎
辦公樓

358,000 平方呎
酒店

超過 1,200 個
車位

4,083,000 平方呎
發展中項目

項目概覽

43北京頤堤港

畫家筆下的頤堤港二期

頤堤港二期  
（發展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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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琪箕
太古地產由 1970年代末開始耕耘，將這昔日荒蕪的 18
公頃人工私人小島，發展成繁華的住宅及商業社區。位

於比斯坎灣的碧琪箕毗鄰繁華的邁阿密金融區，總樓面

面積達 600萬平方呎，提供超過 2,400個高尚住宅單位。
區內有九座住宅大廈、兩座辦公樓、一間五星級酒店及

一個鄉村式購物商場。 

碧琪箕將高樓集中於島的北面，令向南的景觀更開揚，

並增加海濱空地作休憩用途。每座建築物都能欣賞到迷

人的港灣景色，在島嶼與都市兩種不同生活模式之間取

得平衡。小島中央的遼闊空間，彷若「村莊草地」，設有

廣闊的公園、多個休憩場所和公共藝術裝置，提升居住

及文化生態系統。島上設有326間客房的文華東方酒店，
其獨特的弧形外牆及毗鄰的人工沙灘成為碧琪箕南面

的焦點。

佛羅里達州邁阿密

佛羅里達州邁阿密碧琪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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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R I C K E L L  C I T Y  
C E N T R E

Brickell City Centre 位處邁阿密金融區的心臟地帶，是太
古地產於美國的首個大型綜合發展項目，亦是邁阿密首

個同類大型項目之一。項目首階段包括 500,000平方呎
的購物商場、兩座提供 390個單位的住宅大廈；太古酒
店在美國首間東隅酒店──邁阿密東隅，提供 263間客
房及 89間服務式住宅，項目還設有停車場，為當地罕見。

將發展項目

Brickell City Centre 
（購物商場）

Two Brickell City 
Centre*

Three Brickell City  
Centre*

邁阿密東隅#

1,967,000 平方呎

酒店及服務式住宅

497,000 平方呎

發展中項目

327,000 平方呎

零售

總樓面面積

300萬 平方呎 178,000 平方呎
住宅

超過 2,200 個
車位

項目概覽

47

2016年開幕的 Brickell City Centre融入邁阿密的鐵路及
公路網絡，與邁阿密多姿多彩的都市生活全方位接軌，

為周邊社區增添活力。 

設計獨特的 CLIMATE RIBBON™是一個橫跨 150,000平
方呎的波浪形上蓋，以精鋼、玻璃及纖維製成，覆蓋行人

通道，將中心各部分連結起來。它引入比斯坎灣的涼風，

嶄新的設計既可遮擋陽光，也可製造對流及收集雨水，

以舒緩當地極端氣候的不適，為顧客營造舒適環境。

太古地產已於 2020 年七月完成出售 Two Brickell City 
Centre及 Three Brickell City Centre，將繼續負責管理這
兩座辦公大樓。

* 太古地產已於 2020 年完成出售 Two Brickell City Centre及 
Three Brickell City Centre，將繼續負責管理這兩座辦公樓。 

# 太古地產已於 2021年完成出售邁阿密東隅。太古酒店將繼續
負責管理該酒店及服務式住宅。

佛羅里達州邁阿密

佛羅里達州邁阿密   B R I C K E L L  C I T Y  C E N T 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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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項目

為住宅物業樹立新典範

太古地產的長遠視野及創意思維在旗下住宅項目尤其顯

著。這些品質卓越、設計創新的高尚住宅，由規劃到設計

都一絲不苟。

住宅物業發展

法蘭克·蓋瑞在香港半山設計的傲璇，由四幢獨特的高

尚住宅大廈組成，令人嘆為觀止。這個別具想像力的住

宅區是大師在亞洲首個亦是目前唯一的住宅項目，也為

亞太區的優質住宅設計樹立典範。

位於 Brickell City Centre 的 RISE 及 REACH 為兩幢樓
高 43層的住宅大廈，室內設計由屢獲殊榮的設計公司
Richardson Sadeki 操刀。它們已成為邁阿密的理想居
所，尤其吸引希望盡情享受邁阿密多彩都市生活的人群。

EDEN是太古地產在新加坡首個頂級豪華住宅項目，由
著名設計師 Thomas Heatherwick操刀，設計靈感源於
新加坡的「花園城市」願景，注重可持續發展。

   

 
住宅項目投資及銷售

太古地產旗下住宅項目以一流的設計、卓越的管理及優

秀的品質著稱，為居民提供優質的居住體驗，並為整個

社區創造長遠價值。過去 30多年來，公司在香港興建一
系列高尚住宅項目，在佛羅里達州邁阿密的發展亦備受

矚目。

我們在香港太古廣場及太古坊，以及中國內地的太古里

及太古滙項目均設有優質的服務式住宅，它們各具特色，

提供非凡的都會生活享受。

未來發展項目

印尼雅加達——一個全新的住宅項目預計於2023年落成。

越南胡志明市——The River座落於胡志明市西貢河畔，
是一個樓高三層的住宅物業發展項目，共提供 525個豪
華單位。

香港──公司計劃於柴灣發展一個綜合住宅項目，包括

三座住宅大廈、零售商舖、有蓋公共交通總站及戶外公

共空間。而灣仔永豐街一座現有物業將重建為 EIGHT 
STAR STREET，一座 34,000平方呎、設有零售平台的住
宅大廈。項目預計將於 2022年落成。位於港島南區黃
竹坑的一幅用地將發展成兩座住宅大廈，總樓面面積約

638,000平方呎，提供約 800個住宅單位。項目預計將於
2024年落成。EDEN

傲璇

畫家筆下的 The River

太古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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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酒店

太古酒店旗下兩個品牌東隅酒店及居舍系列已於數個世

界主要城市開業。兩個品牌各有獨特風格及個性，但同

樣秉承太古地產一貫的出色設計、卓越服務及創意體驗，

將品牌理念發揚光大。

同一集團下兩個各具特色的酒店品牌

太古酒店設立太古餐廳，負責管理旗下獨立餐廳的營 
運。太古餐廳現於香港經營五家餐廳，當中包括位於 
太古廣場的 The Continental，以及位於太古坊的時尚扒
房 Mr & Mrs Fox。 

太古餐廳包羅環球美食，同時扎根香港東西薈萃的文 
化，既有熟食店、富時代感的瑰麗咖啡廳，也有三層的概

念餐廳，每處都帶給食客與別不同的餐飲體驗。

東隅酒店

充滿時尚生活品味的商務酒店，擁有源源不絕的能量和

創意。

 
位於太古城的獨特酒店，設有 345間客房。酒店備受歡
迎的餐廳及頂樓酒吧 Sugar為社區增添活力。

 
設有 369間客房的商務酒店，亦是頤堤港核心部分之一。

 
設有 263 間客房及 89 間服務式住宅，與 Brickell City 
Centre相得益彰。

太古餐廳 

奕居

3rd

15th

1st

全球25間最佳奢華酒店

中國25間最佳酒店類別獲評為米其林一星餐廳

京雅堂

亞洲25間最佳酒店

北京瑜舍

奕居、瑜舍及博舍

6th
中國25間最佳酒店

成都博舍

在TripAdvisor 2019年度Travellers' Choice ® 
評選中獲得多項殊榮

博舍

瑜舍

鏞舍

邁阿密東隅

The Continental

太古酒店

香港東隅 
 

北京東隅 

邁阿密東隅

居舍系列

居舍系列是新穎獨特的豪華酒店，以至臻完美的設計及

體驗，滿足客人的多元化需求，提供親切貼心的個人化

服務。 

 
位於太古廣場，設有 117間客房，遠離鬧市煩囂，在寧靜
氛圍中盡享奢華。 

 
位於北京三里屯太古里，設有 99間客房，翠綠色的玻璃
外牆覆蓋下，鮮明對比處處，驚喜不斷。

 
設有 100間客房及 42間服務式住宅，體現了成都遠洋太
古里的古蹟活化。 

 
位於上海興業太古滙，設有 111間客房及 102間服務式
住宅，室內設計時尚雅緻，戶外空間寬敞。

奕居 
 

瑜舍 
 

博舍 
 

鏞舍

香港東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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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太古地產於香港註冊成立，由B&S Industries 
Limited及The Taikoo Dockyard and Engineering 
Company of Hong Kong Limited（於1974年易
名為太古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持有。

1975
於太古船塢舊址開始重建工程，發展香港
首個大型私人屋苑之一 ──太古城 

1978
於美國佛羅里達州邁阿密海岸發展綜合社區 
── 碧琪箕 （Brickell Key）

1970 - 1979

1980 - 1989

1990 - 1999

2000 - 2009

2010 - 2020

1983
港島區最大型的購物及消閒熱點
太古城中心分階段開幕    

1985
投得金鐘域多利兵房地皮

1988
太古廣場首批租戶入伙 

1989
半山住宅項目雅賓利落成

1991-1992
太古城中心4期於1991年開業，3期於一年
之後落成

1993-2003
德宏大廈於1993年落成，多盛大廈、電訊
盈科中心、太古城中心一座、林肯大廈及
濠豐大廈亦於此後十年間相繼落成 

1995
香港環保建築協會成立，太古地產是
創會成員 

1999
星域軒落成，展開星街小區的活化發展 

2001
完成建設完善的光纖通訊網路
——「太古坊矩陣」

在中國內地成立廣州辦事處

2002
與廣州日報報業集團達成協議，
發展廣州太古滙 

2003
山頂甘道三號住宅落成 

康橋大廈落成

2004
太古廣場三座啓用

2005
在中國內地成立上海辦事處

2006
太古把東涌的購物中心發展成香港首個名牌
折扣商場東薈城名店倉 

購得香港興業國際集團上海大中里項目
50%股權

2007
太古廣場展開港幣21億元的優化計劃

在中國內地成立成都辦事處

2008
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南區及瑜舍開幕 

太古酒店成立 

港島東中心落成

與遠洋集團共同發展北京頤堤港，
各持一半股權

2009
太古酒店旗下首間位於太古廣場的酒店奕居
開幕

2010
太古酒店旗下首間時尚商務酒店香港東隅開業 

北京太古里三里屯北區開業 

成功收購成都大慈古寺地皮

太古地產與清華大學合作成立建築節能與可持
續發展聯合研究中心 

2011
廣州太古滙開業 

香港半山蔚然和珒然住宅項目開售

北京頤堤港分階段開幕

2012
太古地產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

香港傲璇開售 

文華東方酒店於廣州太古滙開業

2013
宣佈DUNBAR PLACE及MOUNT PARKER 
RESIDENCES兩大豪華住宅項目開售

活化灣仔計劃完成  

2014
收購大昌行商業中心並將之重新命名為
栢克大廈

開始太古坊重建工作

太古城中心展開港幣一億元的優化工程 

太古坊推出Blueprint 

2015
太古坊栢舍開業 (現稱「東隅服務式住宅」)

成都遠洋太古里開幕

與Simon Property Group及Whitman Family 
Development展開三方合作，發展Brickwell City 
Centre項目的零售業務 

WHITESANDS 開售

太古餐廳於太古坊開設Mr & Mrs Fox餐廳 

博舍於成都遠洋太古里開業

首躋身2015年道瓊斯可持續發展指數，並從此
每年都被納入該指數

2016
太古酒店旗下美國首間酒店──邁阿密東隅
開幕 

Brickell City Centre及上海興業太古滙分別
開幕

推出2030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策略

連續第二年獲納入道瓊斯可持續發展亞太指數，
並首次入選富時社會責任指數

獲納入富時社會責任指數系列（FTSE4Good）
成分股

2017
太古地產獲納入「道瓊斯可持續發展世界指數」
及「全球房地產可持續發展指數」

公佈《2030可持續發展策略》

2018
位於太古坊的太古坊一座辦公樓平頂

太古地產發行首批綠色債券，為綠色項目融資

太古地產組成合資公司發展上海前灘項目

獲准道瓊斯可持續發展世界指數及全球房地產
可持續標準

2019
香港東隅推出東隅服務式住宅 (前稱「太古坊
栢舍」)

太古地產新加坡首個頂級豪華住宅項目命名為
「EDEN」

太古地產宣佈於印尼雅加達發展首個住宅項目

東薈城名店倉擴建部分開業

太古地產躋身道瓊斯可持續發展世界指數全球
首十位地產發展商、在全球房地產可持續標準
「其他(綜合物業發展類別)

在中國內地成立深圳辦事處处

在越南胡志明市開設辦事處

2020
太古地產宣佈在越南胡志明市發展全新住宅
項目｢The River｣
發佈首份港島東「社區營造效益報告」

太古地產榮膺最具吸引力僱主

Two Brickell City Centre及Three Brickell售出

在星街小區的住宅項目EIGHT STAR STREET開售

在泰國曼谷開設辦事處

在中國內地成立西安辦事處

里程碑

奠基

太古於 1870 年在干諾道 1號設立香港首間辦事處。
1882年，為應付亞洲對原蔗糖的需求增長，太古在鰂魚
涌臨海區興建太古煉糖廠。由於需要為旗下中國船隊提

供修船設施，太古遂在附近興建太古船塢，為當時地區

規模最大和最先進的船塢。 

蛻變

1972年，位於鰂魚涌的太古煉糖廠和太古船塢結業， 
太古地產應運而生。公司在該片土地創建了香港首個大

型私人屋苑太古城，並創造嶄新零售概念、一個包羅萬

有的綜合購物商場太古城中心。與此同時，公司在金鐘

將昔日軍營重建成太古廣場，為綜合項目寫下新定義， 
締造全新營運策略及未來機遇。

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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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集團

現時太古集團的業務多元、遍及全球，主要業務集中在

亞太區。

太古集團於香港的業務由上巿公司太古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太古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區內領先的綜合企業， 
業務涵蓋地產、航空、飲料、海洋服務和貿易及實業等 
五大版塊。太古地產有限公司為太古股份有限公司屬下

機構。

太古地產於 2012年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上市。

太古的品牌因其悠久傳統和超卓商譽而為人所稱道， 
彰顯原創和一貫優良的產品及服務。太古集團積極參與

實務管理，在雄厚財力支持下，力求達致長遠而持久的

業務增長。

太古集團亦於中國內地經營多年，百多年來對香港以至

大中華區的經濟發展貢獻良多。 

「求真務實」是太古集團的格言，寓意正直真誠、謙遜恭

謹、努力進取、精益求精和持久延續。

太古集團營商 200多年來成就卓著， 
在中國內地營商也有 150餘年。集團 
於 1870年在香港開設首間公司。

太古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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