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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可持续价值：全球性挑战全球解决方案
经过 10 年在亚太区的运作，KKR 私募股权投资方法持续演
进，在决策过程中纳入了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因素。
七个地区办事处的投资专业人士越来越重视对 ESG 的考
量，随着我们在亚太区的业务发展，ESG 考量比以往任何
时候更加重要。本情况说明书重点展示我们最近在亚太区的
ESG 及企业公民活动。欲了解我们在世界各地所开展活动
的完整叙述，请阅读我们的第五版《环境、社会和治理及企
业公民报告》——“创造可持续价值：全球性挑战全球解决
方案”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kkresg.com。

Joseph Y. Bae
KKR 董 事 兼
亚洲区管理合伙人

“

我们的核心业务是为龙头企业的管理团队提
供资本和全球最佳实践，从而帮助其从长远
考虑、改善业务、解决挑战和创造价值。

”
关键定义

负责任的投资是将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指标及分
析纳入投资决策和管理。
解决方案投资被 KKR 定义为对有意以着力解决社会
难题为业务核心的公司的常规投资，包括将 ESG 管
理作为业务的核心，以及寻求传统的资产类别回报。
影响力投资使企业享有与其财务影响力相匹配，甚至
更高的社会影响力。迄今为止， KKR 以向社会企业
提供技术支持的方式进行影响力投资。

投资具有可持续性
的 农 业 解 决 方 案

“

我们努力实现的负责任投资，是合作伙伴关
系的象征。内部团队、投资合作伙伴、投资
组合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合作伙伴之间的合作
让我们从容面对更多挑战并使我们能够获取
额外的价值。

”

在南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的一些地区土地干旱，
不适宜发展传统农业，淡水短缺，深受食品安全问
题困扰。 Sundrop 农场利用温室设施，在这些地区
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作物。其是全球首家商务和环境
可持续的干旱气候农业企业，利用再生能源为农场供
热、供电和供水。KKR 的投资旨在显著扩大 Sundrop
Farms 的规模及其国际业务范围。
1

以上重点讲述了 KKR 认为最能代表其专注于提供食品安全解决方案的公司，并仅
出于说明目的。其并不代表 KKR 基金的所有投资，不应由此推断对该公司的所有
投资都是或将是盈利的。

Henry R. Kravis 和 George R. Roberts
联席董事长兼联席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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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负责任投资
在负责任投资过程中，KKR 考量一系列 ESG 问题。
这些问题可能包括许多方面，如企业管理其业务对社会造成
的环境影响、其与工人和供应链相处的方式，以及治理流程
的透明度和完整性。
在尽职调查阶段和管理我们的被投企业时，我们充分考量
ESG 问题。2013 年，KKR 正式开始对亚洲投资组合公司环
境、社会和治理 (ESG) 问题的定期审查。与相关行业团队
和 KKR 凯普斯通共享审查中发现的问题或机会。KKR 运作
三个旨在为参与公司提供实用和可执行指导的全球 ESG 相
关项目。
n

绿色投资组合项目——改善效率

n

负责任采购倡议——改善供应链实践

n

诚信与敬业度——支持透明度和良好治理

松下医疗：改善设施效率2

绿色投资组合项目成果

2008 年，KKR 与环境保护基金 (EDF) 合作，启动
了第一个前瞻性 ESG 项目——绿色投资组合项目
(GPP)。GPP 是一项运营改善项目，透过“环保视
角”评估 KKR 参与的私募股权被投企业的主要业务
活动。
迄今为止，分布在亚洲、欧洲和北美的 25 家公司已经：
n

n

3

实现 12 亿美元的财务影响（节省的成本与获得的
额外收入的累加估值）
避免了 230 万公吨的温室气体排放、630 万公吨的
废弃物和 2700 万立方米的用水量3
绿色投资组合项目 (GPP) 数据是所有参与 KKR 的 PE 被投公司及在 2005 - 2014 年
之间参与绿色投资组合项目 (GPP) 的公司的累计数据。所有 GPP 数据截至 2014 年
10 月 1 日。请参阅与绿色投资组合项目及其方法有关的重要信息。

绿色投资组合项目 | 案例研究

公司简介：日本及全球领先的血糖监测系统、专业实验室设备和临
床医疗 IT 系统供应商
关键项目：松下医疗测量和管理当地设施的能源消耗，并通过二氧
化碳 (CO2) 减少委员会在全公司共享最佳实践。公司分别通过更换
群马县 (Gunma) 设施的老旧压缩机和在美马市 (Wakimachi) 设施的
工作台，利用 LED 技术，改善能源和照明效率。为进一步节约成本，
公司正在考虑采取额外的优化措施，例如在一家工厂以高效设备替
换老化设备并安装变频器和定时器控制的空调。
2012 年以来的成果：
避免了 29.6 万美元的能源成本
避免了 840 公吨的温室气体 (GHG) 排放
GHG 效率提高 5%

2

松下医疗的案例研究重点讲述了 KKR 认为最能代表其专注于通过绿色投资组合项目管理对环境的影响环境影响之公司，并仅出于说明之目的。其并不代表 KKR 基金的所有投资，不应由此推断对该公
司的所有投资都是或将是盈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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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投资
我们将资本注入那些寻求高收益的同时致力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
KKR 为投资致力于解决突出社会问题的企业而感到自豪。如今，我们不
仅在被投企业应用负责任投资的概念，还用事实证明了责任心和可持续
发展是投资主题的核心部分。在 KKR，解决方案投资定义为对有意以着
力解决社会难题为业务核心的公司的常规投资。KKR 的资本、运营能力
和长期持有模式使其便于对有积极社会影响力的策略进行投资。
我们不断完善解决方案投资的全球定义和构成标准。迄今为止，KKR 的
解决方案相关投资主要集中在环境资本、人力资本、食品安全及健康和
民生等方面。虽然定义明确的环境解决方案非常简单，但是我们仍在致
力于以更广泛的视角看待被投企业。了解亚太市场的独特需求和公司的
潜在积极影响，我们将继续努力寻找机会支持和加强对以提供解决方案
为业务核心的企业的投资。我们计划继续寻找机会，让我们的投资能够
在产生收益的同时也能缓解问题。

The Address：孟买的可持续性住房4

新投资为亚洲提供了解决方案5
n

n

n

330 万个可重复使用的 Goodpack
公司生产的中型货运集装箱广泛应
用于 70 个国家，用于替代一次性
货运集装箱。
4 亿美元投资于福建圣农，这是一
家垂直一体化禽肉生产商，在中国
主要提供可追溯性安全食品。
Sundrop Farms 每年为整个澳大利
亚市场生产 15,000 吨蔬菜，该公
司是世界上首个处于干旱气候环境
中，在商业上和环境上都具有可持
续性的农业企业。

远不止私募股权 | 案例研究

KKR 的房地产平台正在世界各地进行多样化投资。2013 年，KKR 为印度孟买的住宅开
发项目 The Address 融资。
The Address 关注可持续发展和社会需求。印度自然资源短缺，对高质量安全住房的
需求量大，The Address 引入了针对这些问题的改进型环保措施，在此方面实现了遥遥
领先。高效的照明设备、可再利用废水的处理、双层玻璃窗、高效通风系统以及雨水集
蓄都是其开发过程中所具有的高效生态与创新生态的特点。为了提高环境质量与租户的
生活质量，The Address 加入了一个无车平台区域，让居民能够享受无污染、无噪音的
室外环境。
施工之前，建筑管理团队研究了现有条件并对新建筑可能对现场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调查
研究。分析完成后，他们又认真仔细地为土地利用、水、空气、噪音、生物多样性以及
该项目的社会经济特征制定了缓解性策略。施工和运营期间，综合性的环境管理与环境
监测计划会继续促使已经确定考量的纳入。

4

以上重点讲述了 KKR 认为最能代表其专注于提供食品安全解决方案并仅出于说明目的之公司。其并不代表 KKR 基金的所有投资，不应由此推断对该公司的所有投资都是或将是盈利的。

5

2014 年 6 月至 2015 年 6 月期间获得了这些新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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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见解：JOSEPH Y. BAE

提高食品安全

我们在亚太区的解决方案投资
专家见解

Joseph Y. Bae
10 年前在亚洲开展业务时，我们发现该地区最令人振奋的
KKR 董事兼亚洲区管理合伙人
投资主题是围绕着国内消费趋势，我们还发现想要成功，
就得大大实现本地化。我们还发现企业家在提供社会难题
提高食品安全
的解决方案中看到了商机。
10 年前在亚洲开展业务时，我们发现该地区最令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首批投资之一就是中国现代牧业
人振奋的投资主题是围绕着国内消费趋势，我们 (China Modern
Diary)，该企业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中国提供安全
还发现想要成功，就得大大实现本地化。我们还发
健康的牛奶。从那以后，我们又投资支持
Sundrop Farms
现企业家在提供社会难题的解决方案中看到了商
的可持续性水果和蔬菜；中粮肉食和福建圣农的安全肉类
机。因此，我们的首批投资之一就是中国现代牧业
以及(China
Santanol
负责任林业实践。
Modern
Dairy)，该企业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中
国提供安全健康的牛奶。从那以后，我们又投资支
目前，我们主要的投资主题之一就是与那些提供食品和农
持 Sundrop Farms 的可持续性水果和蔬菜；中粮肉
业解决方案的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亚洲人口约占全球
食和福建圣农的安全肉类以及
Santanol 负责任林业
总人口的
60%。该地区的许多国家中间阶层人数不断壮
实践。
大，其可支配收入水平不断提升，对于便利性的渴望也持

KKR 继续为解决方案投资完善全球性的定义和标准，当环境解决
方案非常清晰明确、易于定义时，我们期待用更广阔的视角来评
估我们的被投企业。例如，Magma Fincorp 是一家非银行金融公
司，专注于印度的农村和半农村市场，为牵引车、汽车和工程
设备融资，解决印度服务水平低下的市场对低成本资本的需求。
了解亚太市场的独特需求和公司的潜在积极影响，我们将继续
努力寻找机会支持和加强对以提供解决方案为业务核心的企业
的投资。
KKR 的全球投资方案包括超过 25 家公司，这些公司正在应对的
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包括以下分布在亚太地区的公司。

8

续增强，同时对更为健康食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因此，
目前，我们主要的投资主题之一就是与那些提供食
食品消费的过程和偏好也在不断变化。食品安全——无论
品和农业解决方案的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亚洲
是在人口密集的中国还是在荒芜贫瘠的澳大利亚——并非
人口约占全球总人口的 60%。该地区的许多国家
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必需品。
中产阶级人数不断壮大，其可支配收入水平不断提

2

7
10
5

升，对于便利性的渴望也持续增强，同时对更为健
我们的投资涉及奶业、肉类、水果和蔬菜，有助于解决社
康食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因此，食品消费的过程
会需求，我们专注于：通过提高生产标准来提高食品安
和偏好也在不断变化。食品安全——无论是在人口
全；为自然资源匮乏的地区提供基础设施；通过支持符合
密集的中国还是在干旱的澳大利亚——并非可有可
食品偏好变化的选择来提高食品质量。
无，而是必需品。我们的投资涉及奶业、肉类、水
我们的核心业务是关于为龙头企业的管理团队提供资金和全
果和蔬菜，有助于解决社会需求，我们专注于：通
球最佳实践，帮助他们进行长远考虑，改善业务状况，解决
过提高生产标准来提高食品安全；为自然资源匮乏
问题并为股东创造价值。
的地区提供基础设施用于种植作物；支持食品生产
的同时充分了解消费者偏好的变化。
我们的核心业务是为龙头企业的管理团队提供资金
和全球最佳实践，帮助他们进行长远考虑，改善业
务状况，解决问题并创造价值。

6

9

11

6

1

3
4

环境资本

食品安全

1. Goodpack 可持续性
船运集装箱
2. K Twin Towers
绿色建筑
3. Santanol
可持续性林业
4. Sundrop Farms Holdings
可持续性农业
5. The Address
可持续性住房
6. 联合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水处理与回收

7. Asia Dairy
一体化奶品生产商
8. 中粮肉食
一体化肉类生产商
9.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一体化家禽生产商

6

人力资本
10. 远东宏信
资金获取
11. Magma Fincorp
资金获取

上述投资被 KKR 全球公共事务团队视为环境、食品安全和人力资本投资。该类认定和评估事
宜涉及重大判断，可能与其他方的使用标准审核存在差异。其他方评估可能包含上述未列的
可比公司。所确定的具体被投企业不代表所有向咨询客户推荐的证券公司，并不表示所确定
的这些公司其投资均已获得或将会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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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影响力投资的力量
KKR 通过提供技术援助，扩展社会企业的业务范围。
KKR 越来越关注影响力投资的力量，我们认为这对投资者和
社区均发挥重要作用。鉴于此，我们与亚洲影响力投资交易
所 (IIX) 和 Impact Investment Shujog (Shujog) 建立了意义深
远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有需要的社会企业提供技术援助。
同时，我们将社会企业定义为其社会影响力与财务影响力不
相上下甚至超过财务影响力的企业。
2013 年，KKR 高管与 IIX 和 Shujog 联手支持巴厘岛
首家大型腰果加工厂东巴厘岛腰果加工厂 (EBC)。
2014 年，KKR、IIX 和 Shujog 共同合作，选择 Glovax
（见案例研究）实施一次深入的援助项目，该项目着重扩展
公司的业务范围和提高经营效率。我们与 EBC 和 Glovax 的
合作不仅为企业，同时还为参与项目的 KKR 员工创造了实
际价值。这些努力还仅仅是我们技术援助活动的开端。
我们致力于引导那些通过业务扩展，创造教育和就业机会，
提供能源解决方案，支持可持续发展，加大基础水利设施建
设和改善公共健康条件以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

Steven R. Okun
亚太区公共事务
总监

“

充分利用 KKR 和 KKR 凯普斯通的财务和运营
技能，使 Glovax 有机会提高其财务收益并扩
大其社会影响力。

”

KKR 和 Glovax：扩大疫苗接种7

技术援助 | 案例研究

2015 年，KKR 完成了我们在亚洲的第二个技术援助项目，帮助总部位于马尼
拉的医疗保健公司 Glovax Biotech Corporation 进行业务扩大筹备工作，为中
低等收入的菲律宾人提供更多的救命疫苗。
Glovax 以优惠价格进口、分销和销售疫苗，为许多无力购买标准健康诊所疫
苗的市民提供重要服务。自从 2003 推出以来，Glovax 已分销 4 亿支疫苗，
为 170 万人提供保护。
首席执行官 Giovanni Alingog 在目睹他从医的妻子照看患有可预防性疾病的患
者后成立了 Glovax 公司。Alingog 意识到，Glovax 可通过向中低收入菲律宾民
众提供疫苗接种帮助减少这些疾病的发病率。
KKR、IIX 和 Shujog 合作，共同提供财务、运营和分析方面的专业知识，
从而为 Glovax 获得第三方融资承诺。KKR、KKR 凯普斯通与 IIX 员工一起考察
了现场，帮助 Glovax 制定商业计划、财务模型并进行影响力评估。经过为时
一年的 KKR 技术援助，Glovax 获得了 110 万美元的信贷，从而从战略上加大
库存并扩大分销。2015 年，Glovax 计划募集股本，用于建立新诊所，提高其
社会影响力。Glovax 计划到 2018 年实现再提供 350 万支疫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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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更强大的社区
公司创始人、合作伙伴和员工持续热衷于慈善捐赠活动和
公司创始人、合作伙伴和员工热衷于慈善捐赠活动和志愿
志愿服务。2014
年，我们通过加强与目标和价值观相同
服务。2014
年，我们通过加强与具有相同目标和价值观的
的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扩大和深化了我们在亚洲的企业参
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扩大和深化了我们在亚洲的企业参与
与平台， 其中包括与新加坡 Shujog 的旗舰伙伴关系。此
平台，其中包括与新加坡亚洲影响力投资交易所和
Shujog
外，KKR
全球员工直接回馈其所在社区，团结起来共同支持
的重要伙伴关系。此外，KKR 全球员工直接回馈其所在
有影响力和活力的当地组织。
社区，共同支持有影响力和活力的当地组织。
n

n

n

中国——2014 年，KKR 北京办公室帮助在自然灾害中失去
家园的称多县无家可归的居民们收集日用品，例如服装、
书籍、学习和洗漱用品。
新加坡——Cognita 旗下史丹佛美国国际学校 (Stamford
American International School) 加入了 KKR 及 KKR 被
投企业 Capital Safety 和联合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United
Envirotech Ltd) （两家公司均在新加坡开展业务）以参加
新加坡美国商会企业社区日 (AmCham Singapore Corporate
Community Day)。这些团队与来自《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 学校零用钱基金 (PMF) 的学生一起，参加“特级
厨师训练营”(Super Chef Camp)，向当地名厨 Emmanuel
Stroobant 学习家常烹饪。
韩国——KKR 韩国的员工参加在良才川举办的一年一度美
韩商会举办的第二届“美国商会服务日活动”(AmCham
Service Day)，作为美国商会及其成员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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