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先大獎 Grand Award
 啟勝創紀之城將商廈的空中花園定為無煙區域，讓上班一族可享
受清新的戶外空間。
  The company allocates the outdoor garden at the roof as "smoke-free
▲

要成功建立向吸煙說「不」的
健康城市，企業往往擔當舉足輕重
的角色。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創紀之城一、二、三及六期服
務處）（下稱啟勝創紀之城）早於
2000年已實行無煙工作間，並透過
推出多元化的措施與活動，進一步
向員工及租戶推廣無煙文化，成效
顯著，將管理多年的4期創紀之城打
造成形象和空間同樣清新的「無煙
之城」。

zone" for tenants to enjoy a smoke-free outdoor rest area.

啟勝創紀之城

▲ 創紀之城內隨處可見宣傳無煙文化的海報及告示，提醒在商廈進出的人
士、租戶及員工留意室內範圍禁止吸煙。
Posters and notices for the promotion of a smoke-free culture pepper
across Millennium City, reminding commuters, tenants and the company's
employees of the indoor smoking ban.

帶動租戶 打造「無煙之城」

同事的戒煙進度，以及向吸煙員工介紹東華三院的戒煙

「公司更特別成立『無煙之城』夥伴計劃，邀請參

欣感榮幸和開心，既反映公司多年推行無煙文化的方

紀之城一期於1998年底落成，肩負起管理重任的

與租戶承諾遵守無煙工作間的規定，並與其員工一同參

針獲得社會認同，也肯定了同事上下同心落實各項無

啟勝管理深明，無煙環境有助提升現代化商廈的

與煙害講座及健康活動，以宣揚健康生活，抵抗吸煙的

煙措施的努力。「總結成功關鍵，主要在於總公司提

正面形象，從而吸引更多大型及高質素的跨國企業進

誘惑。」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物業及設施經理羅丹補

供了強而有力的支持，令無煙政策得以順利推展和不

駐。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物業及設施經理袁玉華表

充說。

斷完善、管理層與員工眾志成城和目標一致、同事之

創

服務等。

確立甲級商廈形象

無煙文化，並定期諮詢租戶的意見，以評估及檢討是
否需要加強禁煙措施的力度。
對於今次獲得「無煙領先企業大獎」，羅丹直言

示，該公司由2000年開始，便以身作則，在公司內部實

時至今天，創紀之城一、二、三及六期已化身為

間守望相助與互相鼓勵，以及來自合作夥伴、租戶和

行無煙工作間，同時成立以管理層為骨幹的禁煙工作小

「無煙之城」，租戶以商業機構及銀行為主，確立專業

業戶的全力支持，方能令『無煙之城』的目標得以達

組，透過龐大的商業與宣傳網絡，向租戶、業戶及合作

甲級商廈的形象與地位。羅丹相信，屢獲佳績與公司積

成。」

夥伴推廣無煙信息，鼓勵他們加入無煙工作間的行列。

極推廣無煙文化息息相關，因此，公司將繼續加強宣傳

無煙空中花園 商廈佼佼者
為配合政府實施禁煙條例，袁玉華指出，啟勝創紀
之城於2007年增設禁煙警報器，並在後樓梯裝設推巴
鎖，以遏止於梯間或走廊通道的違例吸煙個案。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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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全港最具規模的物業管理公司之一，專責管理創
紀之城的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於1978年成立，屬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全資擁有的附屬公司，擁有
管理各類型物業的豐富經驗，並提供保安、清潔及維
修保養等服務，現時服務於創紀之城的員工約有113
人。

▲ 袁玉華（右）及羅丹表示，公司將繼續加強宣傳無煙文化，並定期諮詢
租戶意見，以便提升無煙工作的成效。
Irene Yuen (right) and Linda Lo say that the company will continue to step
up promotion for a smoke-free culture and seek tenant opinion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its smoke-free initiatives.

Kai Shing Management Services Limited-Millennium City
builds a "Smoke-free City" with its tenants
A wholly-owned subsidiary of Sun Hung Kai Properties

In a bid to boost effectiveness, the company in 2009

Limited, Kai Shing Management Services Limited, was

rolled out a series of corporation- and tenant-targeted

established in 1978. It currently manages Millennium City

smoking cessation programmes, encouraging tenants and its

別的是啟勝創紀之城將商廈的空中花園定為無煙區域，

袁玉華透露，各項戒煙措施涵蓋3大範疇，包括：

讓上班一族可享受清新的戶外空間。「為進一步推廣無

(1)定期派發宣傳單張、張貼海報及舉辦展覽和講座，

1, 2, 3 and 6, has always sought to provide its customers

own staff to participate in health talks, sharing session and

煙文化，公司於2009年開始實行全方位的戒煙措施，

為員工及租戶提供煙害及戒煙資訊；(2)在洗手間等

all-round property management services. To enhance

gatherings to learn about hazards of smoking and to promote

包括成立戒煙小組，舉辦定期聚會，邀請成功戒煙的員

「吸煙黑點」設置煙火感應器，當感應到打火機的火焰

the positive image of A-grade commercial buildings, the

healthy living attitude. The company also allocates the

工在會上分享經驗，以供同事參考，加強協助和支持員

便會作出廣播，提醒使用人士違反吸煙條例；(3)設立

company puts into practice a smoke-free policy and sets

outdoor garden at the roof as "smoke-free zone" for tenants

工戒煙，保障他們的健康，共同為建立無煙城市作出貢

無煙小組，專責推行相關措施及提供支援，如透過問卷

up a smoke-free working group to promote a smoke-free

to enjoy a smoke-free outdoor rest area.

獻。」

了解員工的吸煙習慣、委派成員擔任輔導員，定期跟進

culture to its staff and ten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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