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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介绍 
 
普洛斯资本 GCP 是全球领先的另类资产管理公司，聚焦于不动产和私募股权投资，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资产管理规模达到 1,250 亿美元。基于全球一致的投资主题，普洛斯资本 GCP 在高速成长的亚洲市场

始终引领行业，在美国、巴西和欧洲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形成了规模化的发展。 

 

共同的价值观是我们开展业务的基础，“相互尊重”是一切的出发点。尊重每一位利益相关方，我们对所

有的资金一视同仁，当作自己的资本来进行投资管理。尊重各个市场的文化，我们深耕本土，充分授权当

地人才建立各项合作关系，主导运营管理。尊重和保护环境，我们开展负责任投资，并寻求应对气候变化

的解决方案。我们坚守互信、诚信、自律、创新的原则，多年来投资业绩斐然。 

 
普洛斯资本 GCP 的投资策略： 

- 不动产基金 

o 开发型 

o 收益型 

o 增值型 

o 普洛斯永续基金 

- 私募股权基金 

o 成熟期企业股权  

o 成长期企业股权 

o 基金解决方案 

o 普洛斯永续基金 

 

2. 政策的目的 
 
普洛斯资本 GCP 认为，为投资人创造长期价值，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因素不可或缺，因此我们在投

资活动和公司运营过程中，积极将 ESG 风险和机遇考虑在内。 

 
本负责任投资政策阐明了我们的 ESG 承诺（第 3 节）、将 ESG 融入公司运营的方法（第 4 节）、治理结

构（第 5 节）、投资活动（第 6 节）和报告流程（第 7 节）。该政策参考了普洛斯 GLP 的 ESG 政策框架

中核心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点击此处查看），反映出普洛斯资本 GCP 与资产运营及产业服务合作伙伴普洛

斯 GLP 的共同历史。 

 
本政策适用于普洛斯资本 GCP 管理的全球基金，包括永续基金的投资活动以及与运营合作伙伴普洛斯 GLP

的协作，并受所有适用法律法规的约束。在适用的情况下，在各个国家的投资战略及具体政策与本文件列

出的原则保持一致。 

 

https://www.glp.com.cn/storage/download/fund/Global_ESG_Policy_C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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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SG 承诺 
 
普洛斯资本 GCP 致力于实施一系列广泛的 ESG 项目，以提升我们的业务，为股东和投资人创造价值，支

持我们的员工和客户，并帮助和发展我们所在的社区。我们相信，持续推进 ESG 既是我们作为投资者的责

任，也有助于提升商业道德水准，携手共建更坚韧、更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我们支持行业 ESG 标准和框架，并正在观察和评估它们对我们业务的相关性和适用性。2021 年，我们加

入了联合国支持的负责任投资原则组织（PRI），签署该组织的“负责任投资原则”， 并持续增加提交全球不

动产可持续性标准（GRESB）的基金数量，争取更多 GRESB“绿⾊之星”评级的荣誉。 

 
我们认同《巴黎协定》中所规定的气候目标——将全球平均温升控制在 2℃以内，并努力追求 1.5℃温控目

标，同时在实践中遵循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TCFD）框架中的建议。我们正在制定“净零碳”战略，其

中包括为公司运营和投资制定科学的脱碳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成为 ESG 的全球领导者。作为一家高度重视社会责任的全球企业，可持续发展是我们获得长

期成功的基础。我们将不断改进 ESG 政策，以符合甚至超过股东、投资人、员工、合作伙伴和社区的标准

和期望。 

 

4. ESG 举措 
 
作为一家从普洛斯 GLP 分拆出来的公司，普洛斯资本 GCP 继续与运营合作伙伴普洛斯 GLP 密切合作。因

此，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参考了普洛斯 GLP 的 ESG 政策框架，并依据我们的组织结构、基金产品和公司

运营进行选择，支持普洛斯资本 GCP 的可持续发展承诺。 

 
普洛斯资本 GCP 可持续发展原则： 

 
• 负责任地开展业务和投资 

• 公司治理遵循高标准商业道德，高度透明 

• 开发和管理可持续资产 

• 提高效率，提升价值  

• 提升福祉 

 
为了践行可持续发展原则，我们在五个原则下细化了以下 ESG 举措，融入投资与运营的各个环节。 

 
负责任地开展业务和投资 

 
• 负责任投资：普洛斯资本 GCP 将 ESG 原则纳入我们的投资分析和决策流程中，并运用我们的影响

力，在所有期间监督并改善投资组合的 ESG 表现，从而负责任地进行投资。但是我们的 ESG 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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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流程和管理方法会根据资产类别（不动产和私募股权）、影响力水平，以及客户的特定价值观或

要求而有所不同。 

 
公司治理遵循高标准商业道德，高度透明 

 
• 道德和治理：普洛斯资本 GCP 将维护我们强有力的公司治理框架，以防止贿赂、贪污、政治献金

或欺诈，并确保网络安全、数据保护和隐私，从而恪守我们对股东和投资者的受托义务。 

 
开发和管理可持续资产 

 
• 气候行动：普洛斯资本 GCP 认为传统的盈利商业模式正在越来越受到气候变化的挑战，供应链和

基础设施正在受到威胁，社区也由于气候变化而变得脆弱。普洛斯资本 GCP 将积极将气候变化风

险评估纳入我们的业务中，包括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当中的实体风险和转型风

险的要求，甚至包括全球不动产可持续发展标准（GRESB）的社会风险要求。 

 
• 人权和劳工标准：普洛斯资本 GCP 遵循高标准商业道德，将人权和劳工标准融入我们的业务运营

中。 正如《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中所述，我们践行尊重人权的责任，并避免损害人

权。我们还严格遵守劳动法，禁止现代奴役、强迫劳动、童工和人口贩卖的发生。 

 
• 供应链管理：普洛斯资本 GCP 认识到在价值链中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的重要性。我们将这些原则

纳入采购流程和政策中，要求企业自身及我们的供应商、服务提供商和合作伙伴遵守相同标准，并

持续监督以确保符合我们的 ESG 要求。 

 
提高效率，提升价值 

 
• 资源使用:  

o 普洛斯资本 GCP 会尽可能将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降低碳排放； 

o 在水资源使用、碳排放和废物产生方面，普洛斯资本 GCP 会尽量将该影响降至最低。 

 
提升福祉 

 
• 健康与安全：所有投资组合相关的员工、承包商和分包商的健康与安全对于普洛斯资本 GCP 的成

功至关重要。我们所投公司的管理层和资产管理方负责确保在投资组合中贯彻实施健康和安全原

则，并需要采取有效的健康和安全措施，以尽量减少健康和安全风险。这些措施包括施工期间的采

购要求、定期的现场安全培训和事故管理程序。 

 
• 文化和人才保留：人才和文化对我们的成功至关重要，我们坚持以价值观为导向的文化，吸引和培

养人才，并不断提高绩效和品格的标准，通过人才管理项目创造追求卓越、多元化、互相尊重与信

任的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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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性：普洛斯资本 GCP 认同维持多元化和包容性员工队伍的重要性，并接纳差

异，不同背景、不同类型的人才组成一个整体来服务全球社区。我们将继续通过正在进行的举措和

项目推进多元化、公平和包容的文化。 

 

5. 治理架构 

 

董事会 

监督 ESG 战略及方向 

 

管理团队 

整体负责 ESG 战略方向并达成 ESG 承诺共识 

 

全球/当地投资委员会  全球 ESG 理事会 

负责审议及批准投资和基金发行，提

供战略监督 

 
承担多项职责，推动 ESG 项目并在

全球范围内实施普洛斯资本 GCP 的

负责任投资政策 

 

投资团队 
 

各国 ESG 委员会 

将 ESG 纳入投资决策中，监督并提

升投资组合的 ESG 表现 

 

贯彻执行 ESG 项目，协调当地 ESG

数据收集 

 
 
董事会和管理层监督 

普洛斯资本 GCP 的管理团队对 ESG 战略方向和 ESG 承诺的制定负有全面责任和义务。管理团队每季度收

到全球 ESG 委员会关于公司 ESG 项目实施的最新信息。普洛斯资本 GCP 董事会每年两次从管理团队接收

有关 ESG 事宜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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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ESG 理事会 

全球 ESG 理事会由全球 ESG 负责人领导，由来自各个地区和多个职能部门的成员组成，包括高管、管理层

及全球投资委员会成员。全球 ESG 理事会负责管理与 ESG 相关的事务，推动 ESG 项目并在全公司整合

ESG 举措，并开发创新的新方法来实现我们的长期 ESG 目标。全球 ESG 理事会将至少每季度召开一次会

议，审议 ESG 相关事宜。 

 
各国 ESG 委员会 

各国在当地成立 ESG 委员会，由不同职能领域的资深成员组成。各国 ESG 委员会负责推动当地 ESG 项目

实施，收集 ESG 数据并与全球 ESG 理事会合作管理各地的 ESG 相关事宜。每个国家 ESG 委员会将每季度

开会审议 ESG 相关事宜。 

 
全球和各国投资委员会 

投资委员会负责审议及批准投资和基金发行，并提供战略方向监督。各国投资委员会负责监督当地投资的

初步审议，而全球投资委员会负责基于 ESG 尽职调查在内的综合投资审议做出投资决议。 

 
投资团队 

投资团队负责将 ESG 因素纳入投资流程，包括对投资提议进行收购前 ESG 尽职调查，记录 ESG 因素相关

的成本及相关应对措施，并与外部运营团队合作监督、报告投资组合资产的 ESG 表现。 

 

6. ESG 一体化流程 

普洛斯资本 GCP 的 ESG 一体化流程框架目前覆盖了我们 100% 的不动产投资组合，私募股权投资组合则

应用了特定的私募股权政策。 

 

不动产 

 
普洛斯资本 GCP 将 ESG 融入整个投资生命周期中，包括初筛和尽职调查阶段、资产拥有、监管及退出环

节。 

 
收购前 ESG 初筛：普洛斯资本 GCP 将进行初步筛选，审查投资机会的内在风险，并告知 ESG 尽职调查的

范围。如果不符合我们自身及投资伙伴在 ESG 方面的标准，我们则不会考虑该投资机会。 

 

收购前ESG初筛 ESG尽职调查 管理
监测资产ESG表

现
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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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尽职调查：对投资机会进行 ESG 尽职调查，考虑相关的 ESG 问题，识别相关的潜在风险和机会，并

通过内部管控以降低风险。基于 ESG 尽职调查，为进一步交易执行提供指导性建议和批准。 

 
管理：普洛斯资本 GCP 重视我们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作为公司运营的一部分，我们与主要利益相关者的

互动将符合规定，并识别和解决利益相关方不断变化的需求和挑战。普洛斯资本 GCP 将利益相关者互动视

为包容的、长期性的工作，整合到我们的业务运营中。 

 
在选择、任命和监督外部资产管理方时也考虑 ESG 因素，包括作为关联公司的普洛斯 GLP。普洛斯资本

GCP 与外部资产管理方就 ESG 事宜进行合作，包括 ESG 最佳实践、ESG KPI 报告和披露（包括 GRESB 提

交）、绿色建筑认证和租户参与。 

 

监测：普洛斯资本 GCP 支持更好地披露 ESG 数据，帮助利益相关者在政策和法规的范围内优化数据的使

用，使他们能够基于数据监测和报告做出明智的决策。资产需要报告某些 ESG 指标，并在适当的情况下签

署特定标准/框架。收集的数据指标包括： 

• 能源消耗 

• 可再生能源使用 

• 温室气体排放 

• 水消耗 

• 废弃物产生、处理和回收 

• 绿色建筑和能源认证 

• 劳动和工作条件 

• 健康和安全绩效 

• 租户参与度和满意度 

 
退出：在退出的情况下，普洛斯资本 GCP 为潜在投资人或收购方做退出准备时，会考虑环境和社会因素，

突出资产或基金多年来在普洛斯资本 GCP 管理下的 ESG 表现。 

 
私募股权 

与 UN PRI 最佳实践的要求保持一致，普洛斯资本 GCP 将 ESG 因素融合到我们的投资生命周期中，并通过

我们的参与推动被投企业在持有期间的持续改进。我们开发了一套工具来筛选、监测和管理投资机会，并

运用在投资过程中，从我们最大的企业私募和成长型股权平台开始，逐步扩展到其他平台。 

 
基金解决方案 

作为投资尽职调查流程的一部分，基金解决方案业务对普通合伙人（GP）进行 ESG 尽职调查，基于 ESG

成熟度评分推动 GP 参与 ESG 的方式。 

 

7. 报告与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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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洛斯资本 GCP 开发了一套全面的，包括企业和资产层面指标的 ESG 数据管理系统“OneESG”。

OneESG 是 普洛斯资本 GCP 和普洛斯 GLP 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披露方式与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RI）、可持续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1和 TCFD 等全球框架和标准保持一致。 

 
通过基金报告，我们向有限合伙人（LP）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报告相关的可持续发展信息。我们还致力于制

定符合 GRI 等国际标准的年度 ESG 报告，向公众和利益相关者保持公开透明。 

 

8. 政策审议 
 
该政策每两年或根据需要进行审议，确保政策具有相关性和有效性。 

 
1 SASB 准则（https://www.sasb.org/about/）指导公司向投资者披露财务相关实质性可持续发展信息。 该标准适用于

77 个行业，确定了与每个行业与财务表现最相关的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的议题。 SASB 准则现在由国际可持续发展

准则理事会监督。 

https://www.sasb.org/abou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