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 功 的 無 煙 環 境 須
靠各項無煙措施去推動
和維持，而每家企業適
用之措施不盡相同。擁
有和管理16個屋苑商場
的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
司（置富產業信託管理
人，下稱置富）自2003
年起實行無煙工作間，
為進一步加強效果，置
富去年成立無煙文化促
進委員會，負責構思、
執行並檢討無煙工作的
策略。

▲

領先大獎 Grand Award
置富於2011年成立無煙文化促進委員
會，專為置富轄下的商場度身訂造各
項無煙措施，包括籌辦健康講座、設
置禁煙廣播系統等。
ARA set up a Smoke-Free Culture
Action Committee in 2011 to tailor-make
different smoke-free measures for their
malls such as organizing health talk
and installing smoke-free broadcasting
system.

趙宇指出，過往置富旗下的置富都會商場常收到
投訴，指有人在商場的洗手間及其連接紅磡火車站的
天橋上吸煙，但當管理員到場時，吸煙者早已離開，
管理員無法即時作出勸喻。因應這情況，置富無煙文
化促進委員會在有關位置設置廣播系統，讓巿民以按
掣廣播的形式，提醒吸煙者該處乃法定禁煙區。此
後，商場管理處收到有關吸煙的投訴大大減少。由此
可見，由專門的委員會為企業度身訂造措施，能確保
措施配合企業的需要。

潛移默化 推動戒煙
目前置富少於15%員工有吸煙習慣。趙宇認為，

置富

這是置富成功推行無煙文化的關鍵：「當大部分員工
沒有吸煙習慣時，吸煙的員工也被潛移默化，戒除吸
煙習慣。再者，置富員工主要在辦公室和商場工作，
工作環境都屬禁煙範圍，有效令員工戒煙。」
置富旗下商場亦偶爾舉辦無煙活動，希望將企業

成立委員會推動綠色生活

「置

公司
簡介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是置富產業信託的管理人公
司，置富產業信託2003年在新加坡成立並上巿，專
為旗下屋苑商場提供管理服務。2010年時，置富產
業信託亦在香港上巿，並成立「置富malls」品牌，
由200多名員工管理16間本港零售商場，包括置富都
會和置富第一城。

內部的無煙文化推廣至旗下商場租戶及消費者。趙宇
說：「置富旗下商場都鄰近私人屋苑，不少在附近居
住或上班的巿民都會前來光顧。我們希望把商戶和消

富一向支持綠色生活，鼓勵員工勤做運動、注重環保，當然少不了過無煙生

費者聚在一起，與置富的員工同過綠色健康生活。」

活。」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副行政總裁趙宇表示。擁有200多名員工的置富在

2003年開始支持無煙工作間，在工作範圍內張貼禁煙標誌。2011年，置富更成立無煙文化
▲

促進委員會，集中資源向員工宣揚無煙信息，其推動無煙文化的決心有目共睹。

度身訂造 配合需要

置富在旗下商場張貼禁煙海報，提醒員工、商場租戶及消費者不要在
商場範圍吸煙。
ARA displays posters in their malls to remind staff, tenants and customers
those indoor shopping areas are statutory no smoking areas.

置富無煙文化促進委員會的主要工作為構思、制定並執行無煙措施，而教育和獎勵是
置富推動無煙文化的兩大主要方向。遵循這些方向，無煙文化促
進委員會推出連串無煙措施，包括舉辦健康講座、頒發「健康之
星」獎狀、與清潔及外判商等聯營公司簽署無煙約章、每三個月
為員工的吸煙習慣作調查等。但無煙工作並非一朝一夕的事，要
確保措施奏效，定期進行檢討和回顧不可或缺，故置富無煙文化
促進委員會每三個月會進行一次檢討會議。
▲

置富少於15%員工有吸煙習慣。趙宇認為，這使吸煙的員工也被潛
移默化，戒除吸煙習慣，是置富成功推行無煙文化的關鍵。
Justina Chiu believes low staff smoking prevalence (less than 15%)
creates a strong supportive environment for smoking staff to quit, which
also attributes to the success of promoting smoke-fre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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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A Asset Management (Fortune) Limited
sets up committee for green living promotion
Successful promotion of a smoke-free environment

the company's smoke-free efforts, pulling resources to spread

hinges on a number of smoke-free initiatives which vary from

the smoke-free message primarily by means of education

one company to another. ARA Asset Management (Fortune)

and encouragement. ARA's determination in promoting a

Limited, as manager of Fortune REIT, which manages the retail

smoke-free culture is highly visible. Justina Chiu, Deputy Chief

malls of 16 housing estates, kick-started implementation of a

Executive Officer, ARA Asset Management (Fortune) Limited,

smoke-free workplace since its inception in Singapore in 2003.

says, the company is looking to propagate its smoke-free

To step up effectiveness, the company sets up its Smoke-Free

corporate culture to its mall tenants and shoppers so that they

Culture Action Committee to formulate, implement and review

can live a green life together with its 200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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