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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營造集團旗下成員： 

受惠於集團在建築科技、建築管理及大廈機電
系統上的專業技術和知識 

 

180,000 
住宅單位 

61,000,000平方尺 

商業及工業項目 
74,000 
停車位  

新昌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全面資產管理方案 

超過32年提供物業及設施管理服

務經驗 

 

超過5,700名專業員工 

超過 380個管理項目 

香港唯一的物業及設施管理上市公司 
（股份編號：2340）  



上海 

北京 

香港 
佛山 

青島 

合肥 

深圳 

武漢 

大型綜合發展項目 

商業項目 住宅專案 

蘭馨公寓 

總面積: 24,000 平方米 

永新花苑1-3期及2.5期 

總面積: 258,000 平方米 

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
香港館 

總面積: 1,390 平方米 

華為科技研發基地 

總面積: 329,000 平方米 

 

商業項目 

商業項目 

青島海上嘉年華 

總面積: 350,000 平方米 

西環中心廣場 

總面積: 280,000 平方米 

捷和廣場 

總面積: 371,00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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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里安房地產提供顧問服務 

• 企業天地 

• 里安廣場 

• 翠湖天地一至三期 

• 創智天地 

• 太平橋人工湖綠地 

中關村國際商城l 
總面積: 156,000 平方米 

新奧廣場 

總面積: 140,000 平方米 

淘匯新城 

總面積: 38,000 平方米 

澳門中心 

總面積: 88,000 平方米 

商業項目 

中關村國際商城 
總面積: 156,000 平方米 

 

歐美匯(購物中心) 

總面積: 77,000 平方米 

 

匯邦中心 

總面積: 62,000 平方米 

青島銀座中心 

總面積: 190,000 平方米 

湖南 
茂名公館 

總面積: 116,000 平方米 

管理專案: 333個 

住宅單位: 168,000戶 

非住宅物業管理面積: 420 萬平方米 

萬科國際廣場 

總面積:33,000平方米 

我們的業務 



機構溉概覧： 

環境、關係和考驗 

1.0 

領導才能 

4.0 

評估、分析和知識管理 

2.0 

策略性規劃 

6.0 

程式管理 

3.0 

客戶和市場焦點 

5.0 

工作團隊焦點 

7.0 

業績 

機構管理模式 

全面優質管理 (TQM) 

鮑德里奇管理模式 
Malcolm Balridge Management Model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2001年優質管理獎」大獎 

系統運作 

系統基礎 



各項品質管理系統 

ISO9001:2000 品質管理系統 

ISO14001:2004 環保管理系統 

ISO10002:2004 投訴處理系統 

OHSAS18001 職業健康及安全
管理系統 

五常法管理系統 



系統化的程序文件平台 



良好溝通渠道 - 職安健管理委員會 

定期與各管理階
層及前線人員與
行會議及培訓 



不斷改善 – 個案與小貼士分享 



安全地毯收發機(Synergis – CHS® ) 

安全科技大獎 

不斷改善 – 品質圈  



 1989年落成的大型公
共屋邨 

 共有9座大廈 

 6座Y型及3座1字型 

 單位數合共6,913伙 

 自1999年開始，太和
邨轉變為「租者置其屋」
計劃之屋邨 

金獎得主 - 太和邨 



(1)安全及健康政策 

公司由2001年開始制

訂安全及健康政策，

並由董事總經理簽署 



(1)安全及健康政策 

 屋苑內張貼公司職安健政策於管業處當眼位置 

 定期召開安全委員會會議 



(1)安全及健康政策 

為全面推廣職安健政策邨政策，管業處更與保安及清潔人員講解安
全及健康政策的重要性，並教導各前線員工切實執行。 



(1)安全及健康政策 

公司會定期向員工提供職業安全及健康訓練， 

並讓各員工傳閱，增加員工有關知識。 



(2) 太和邨的架構組織 



(2) 太和邨的架構組織 

太和邨管業處 

安全健康及環保委員會架構 

黃炳光-管業代表 

(管業主任) 

9195 4491 

張玉龍 

(分區經理) 

9255 9011 

鄭鍵基-管業代表 

(高級管業主任) 

6100 8098 

羅達權-維修代表 

(高級工程主任) 

6271 1681 

葉美湖-清潔公司代表 

(分區經理) 

9362 2660 

陸宗耀-保安代表 

(分區經理) 

9680 6949 

莫偉強 

(高級管工) 

6159 9878 

升降機保養公司代表 

通力 

2786 6500/ 2547 8339 

閉路電視保養公司代表 

展卓 

2264 8211 

消防系統保養公司代表 

東洋 

2411 4933 

龐淑華 

(助理管業經理) 

9736 0123 

水泵系統保養公司代表 

百利 

2765 8638 



(3) 太和邨的教育及培訓 – 員工的職安健培訓 

安全主任會協助對安全及健康培訓的作出分析， 

並由屋苑經理制訂每年的安全培訓計劃 



(3)太和邨的教育及培訓 – 員工的職安健培訓 

員工會參加安健訓練課程，並按比例每月被抽查進行評估 



(3) 太和邨的教育及培訓 –居民的安全及健康教育 

每年度制定「安全及健康教育推廣計劃」， 

於各座的大堂張貼資訊，以提供給居民參閱。 



(4) 工作的危害分析 

危害識別﹕ 

工程部每天工作前均會進行簡介及匯報，以提醒各員工注意工作安全。 



(4) 工作的危害分析 

為避免工作時因過度伸展而造成扭傷，安排員工每天進行健康操。 



(4) 工作的危害分析 

而夏季亦比市區較炎熱，為避免員工在酷熱
天氣下中暑，如發出酷熱天氣警告，會盡快
通知當值保安主管，由保安主管通知各員工
及駐屋邨分判商注意身體狀況。 
此外，管業處會提供飲用冰水、冰墊及清爽
毛巾與員工飲用及使用。  

由於大埔區冬季較市區寒冷，為避
免同事患上流感或傷寒，於座頭崗
位及管業處擺放暖爐及提供保暖杯。 



(5)安全及健康規則及指引 - 安全及健康規則及指引 

提供及教導各員工遵守個人防護裝備指引，並張貼告示在工作場所。 



(5)安全及健康規則及指引 - 安全及健康規則及指引 

於不同工地張貼告示，以確保各員工有安全工作環境。 



(5)安全及健康規則及指引 - 安全及健康規則及指引 

屋苑內各遊樂場的設施均定立使用守則 



每年均與法團舉辦「消防講座」，提高員工及居
民的防火意識及教導居民防火的安全措施，以達
致建立安全及健康的工作及居住環境。 

(6)安全及健康委員會與社區關係 

    及太和邨推廣計劃 



近年更與法團舉辦「消防大使」及「消防特使」計劃 

(6)安全及健康委員會與社區關係 

    及太和邨推廣計劃 



(7)個人防護裝備計劃 - 個人防護裝備的要求 

於不同工地張貼海報及告示，提醒各員工注意工作安全。 



(7)個人防護裝備計劃 - 個人防護裝備的要求 

個人防護裝備﹕ 

提供個人防護裝備給員工使用，減低工傷機會，使員工工作時安心又放心。 



(8)消除及控制危害計劃 

聘用合資格承辦商於各座平台上安裝安全防墮設施，並附上有關的証書 

 



(8)消除及控制危害計劃 

於各座平台上安裝安全防墮設施， 

並向員工示範及講解有關的操作守則。 

  

 
防墜安全扣 

雙扣式緩衝帶 

降落傘式安全帶 



(8)消除及控制危害計劃 

為避免發生漏水時損壞電制箱/控制箱﹕ 

 水泵房內控制箱對出加裝防水膠簾 

 電制房及變電站內掣櫃頂加裝防水擋板 

  

 

變電站內掣櫃頂加裝防水擋板 

水泵房內控制箱對出加裝防水膠簾 



(8)消除及控制危害計劃 

屋苑的環境衞生及場地整理﹕ 

安排駐邨技術員於公眾地方的樓梯級之間，髹上鮮明的油漆，以防止員工及公眾絆倒 

       

 



(8)消除及控制危害計劃 

 火警安排 

 定期檢查電力供應系统 



(8)消除及控制危害計劃 

 定期檢查機械設備及裝置﹕電/手工具 



(8)消除及控制危害計劃 

 化學物品安全 



(8)消除及控制危害計劃 

每年積極參與公司的品質圈比賽及交流活動，呈交品質及職安健改善提案， 

以提昇工作效率及減低因工受傷的機會。 

太和邨的職安健改善提案  

省力單車鍊鐵剪 

太和邨的職安健改善提案 

多功能吹風小心地滑警報器 

參加公司舉行的 

職安健金句比賽 



(9)緊急應變計劃 

制定緊急應變計劃﹕ 

 於每個保安崗位擺放「應變計劃及工作指引」，以便有緊急事故發生時作即時跟進。 

 定期與消防處聯合舉辦火警演習，讓員工及居民熟習走火之路線。 

 於各座樓層及管業處各辦公室張貼走火路線圖，讓員工及居民知悉自己的逃生路線。 



(10)承判商之挑選、評核及控制 

 核准承辦商(ACL) 

 屋苑評分 

 總所每季發放評分 

 定時巡查 
(自行決定頻率，但不少於每星期1次) 

 每天監察承辦商的服務 
(就清潔承辦商而言，每次上平台前應
確保已遵守安全措施，如附表) 



(10)承判商之挑選、評核及控制 

對新昌管理承判商(ACL)的評估、選擇及監控 
 

評估：承判商承判合約前會被安全評核 

 

選擇：經評估後達水平的承判商，才可成為核准承辦商 

 

監控：屋苑主管負起對承判商的監控責任，如有高風險工作(如密閉空間)，    

              會要求承判商呈交施工程序，並將表現記錄及交回總所作分析，如需 

              要，工程及安全人員會提供專業意見 

 

衡量/查核/審核：總所每三個月對承辦商進行工程、品質及安健的表現評估        

                               及分析，並將關資料在內聯網發放予前線及總所管理層參考 



(10)承判商之挑選、評核及控制 

對非新昌管理承判商(Non-ACL)的評估、選擇及監控 
 

評估：要求承判商施工前呈交法例要求的資料(如﹕平安咭、棚牌等) 

 

選擇：向客戶反映承判商的情況，如未呈交有效及足夠資料，將不簽發工作 

              證及禁止開工 

 

監控：屋苑主管、保安及工程人員負起對承判商的監控責任，如工作證及圍 

              封等，並將表現記錄及向客戶會報，以便監控及提出改善建議並跟進 

              建議 

 

衡量/查核/審核：對承辦商進行安健巡查及提出改善建議並跟進建議 



Synergis Management Services Limited 
Member of Hsin Chong Construction Group 

A  leading asset management services provider in  

Hong Kong & Chinese Mainl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