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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公民2015

每个行动都会产生影响。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好
业务，并努力改善旗下公司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
理方面的工作，以产生持久的良性影响。  



凯雷企业公民项目：
产生持久的良性影响

对凯雷而言，成为一名良好的企业公民意味着要进行负责任
的投资，并融入我们工作和投资所在社区。负责任的投资意味
着我们要兼顾投资对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的影响。我
们致力于厘清并降低ESG风险，并通过可持续发展寻求创造
价值的机会。凭借我们的“同一个社区”倡议，我们专注于培
养多样化团队，并鼓励员工通过我们的志愿者活动及财富分
享计划参与其社区发展。

负 责 任 的 投 资

同 一 个 社 区

在过去一年里，所有凯雷控股
的并购和基础设施公司都根
据我们的《负责任投资准则》
审议其运营。

环境保护
社会责任
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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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负责任投资准则》源自私募股权增长资本协会，
是参考多项国际现行公认准则而制定的，在我们控股的企
业并购投资决策过程中起到指导作用。准则的全文载于 
www.carlyle.com/citizenship。

一旦我们持有某家公司，我们会帮助管理层评估与业务有关
的ESG问题。此外，我们还与这些公司分享《负责任投资准
则》，并鼓励这些公司每年至少在董事会上对照该准则进行
一次审议。

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方法

我们负责任的投资方法从评估与我们控股投资的企业有关的
ESG风险开始。通过厘清和降低风险，公司将具备更强的适应
力，继而成为我们更佳的投资对象。这就是我们交易团队评估
各种风险的原因所在，包括低概率但影响大的ESG风险可能
产生的负面影响。我们经验丰富的对外事务部专业人员（包括
我们的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向交易团队提出独特的观点，并为
评估流程出谋献策。

我们也越来越多地物色可持续发展机会，提升价值。例如，
通过在我们旗下公司之间分享最佳实践，可以帮助他们识别
价值进而创造机会。作为“凯雷一家”文化的一部分，我们
通过工作会议、个人联系和外部资源，培养彼此间的默契，
让相互合作成为专业人员的工作习惯。我们还利用与美国环
保协会(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EDF)合作开发的
EcoValuScreen工具，寻求提高运营水平的机会。

这些工作从尽职调查和投资委员会审批流程做起，贯穿至投
资全过程。价值创造案例阐释了ESG因素可能对一项投资的
退出产生的影响。可通过www.carlyle.com/investor-rela-
tions/case-studies查看这些案例研究。

“在凯雷，我们支持旗下公司将
可持续发展水平提升至新高
度，并创造价值，无论这家公
司是刚刚开启其可持续发展之
路还是已经取得相当进展。”

Jackie Roberts 

凯雷首席可持续发展官

《负责任投资准则》
 指导我们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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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与价值创造兼顾

负 责 任 的 投 资

 “我们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方面的专业

知识视为投资人的又一法宝。我们很高兴

看到凯雷内部不断地积累更多专业知识，

学习如何使用这些法宝。“ 

Tim Van der Weide 

PGGM负责任投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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崭新环球视野下的价值创造

本年度，我们的企业公民报告重点关注创造价值的机会。我们
鼓励旗下公司拓展其可持续发展工作，从而降低风险，把握
符合四项创造价值策略的机会：提高客户满意度、构建品牌
权益、改善运营效率和提升员工。我们理解可持续发展是一
项长期工程，所以注重推进持续改善。把可持续发展和企业
公民与价值创造相结合，可提高项目的持久性。

大力推行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具有竞争优势。例如，从新的角
度看待能源和水资源消耗或废料处理，可促使企业提出新想
法，努力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在提升运营效率的过程中，纳
入能源行业的专业知识，可以给业务和环境带来良好的收益。
声誉卓著的企业可以更好地吸引和保留高素质人才。简而言
之，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可协助企业通过创新创
造价值。

可持续发展视角为提高客户满意度、
构建品牌权益、改善运营效率和提升
员工提供了新工具。

“鉴于我们投资于多个不同的行业，我们认为最

重要的是在内部着手构建可持续发展专业知

识，并支持旗下公司的关键负责人领导开展这

些工作。”

大卫·鲁宾斯坦

凯雷联合创始人、联席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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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价值从满足客户需求开始
客户越来越需要那些能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全新或改良产品和项目。在扩展和创
新时，企业往往能提供更绿色的产品或更切合不同客户需求的产品。可持续发展目标
也让企业与客户互动，例如Park Water公司教育和鼓励客户节约用水。

客户满意度

满足客户对负责任采购产品的需求

凯雷欧洲基金III(Carlyle Europe Partners III, L.P.)

2013年，Multi Packaging Solutions (MPS)和Chesapeake 
Limited合并，成为一家全球性的印刷包装供应商。MPS通过使
用再生纸和纸板，帮助客户实现其环保目标。该公司还通过提供
产销监管链，让客户能够采购源自管理完善的森林的纸产品。合

“我会留意一家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状况，因为对我而言，管理团队

能否成功管理好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问题，体现了这家公司的品

质。Chesapeake和Multi Packaging Solutions无疑就是如此。”

Zeina J. Bain 欧洲并购团队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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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产品吸引更多客户

凯雷欧洲技术基金II(Carlyle Europe Technology Partners II, L.P.)

2 011年，凯雷 投 资了欧 洲高级 酒店护 理用品供 应商A DA 
Cosmetics。越来越多的ADA酒店客户想为其顾客提供可持续
产品。在凯雷控股期间，ADA取得了生态认证，推出绿色产品
线和包装服务，并提高运营效率。2013年，该公司为其绿色系列
新增了第四条名为Fair Trade的产品线。这些措施使得绿色系
列的四条产品线在2013年的销售增长了19%，成为公司表现最
强劲的产品系列。绿色系列的销售在2014年又获得了21%的增
长。ADA的可持续发展举措满足了客户的需求，在我们于2014
年8月退出对该公司的投资时，也是一项重要的价值资产。

2013年获绿色环球认
证，这是一项国际公认
的旅游业和酒店业可
持续运营认证

由公平贸易认证官方组
织FLO-CERT颁于2013
年的公平贸易认证

21%
绿色系列的销量在
2014年增长21%

并后的公司的所有站点均取得了森林管理委员会的产销监管链
认证。所有欧洲站点和部分北美洲站点取得了“森林认证认可计
划”的产销监管链认证。

MPS还关注其环境足迹。2014年，当意识到生产流程消耗约65%
的公司能源后，MPS的欧洲站点启动了一项宏大计划，对所有能
源的采购和使用进行分析。通过利用凯雷的EcoValuScreen工
具以及与外部顾问合作，该公司识别出节能机会，并已成功节省
100万美元。在寻找节能机会的同时，公司还计划在全公司上下展
开一项行为变革活动，鼓励所有员工参与提高能源绩效，活动一
旦取得成功，将成为MPS所有站点的最佳实践。

DIN EN ISO 14001环境
管理体系认证

通过将精益生产项目正
规化，减少浪费、节省
资源、促进回收利用

回收和可持续材料的
完整列表

L E A N

100万美元
近期的节能项目为EBITDA贡献1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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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ROS®系统每年节约水资源
产品创新增加客户灵活性

凯雷基金VI(Carlyle Partners VI, L.P.)

Ortho Clinical Diagnostics是一家疾病筛查、诊断、监控和
鉴定的全面解决方案供应商。该公司开发出一款无需上下水、
无需管道系统和无废水排放、利用干化学技术进行实验室测
试的VITROS®系统。典型的非VITROS®系统每年的用水量约
为43,000加仑。在全球部分地区，水质乃至水资源供应都是
一项挑战。该技术能使实验室规避与传统水性分析仪相关的
成本、维护、延滞和抑制风险。

开发创新解决方案
满足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

凯雷基金V(Carlyle Partners V, L.P.)和凯雷欧洲基金III(Carlyle 
Europe Partners III, L.P.)

康普创建了一项名为Data Center on Demand的全新企业解
决方案，在快速增加灵活性和扩展性的同时，显著改善数据中心
的散热和能耗。该方案可协助客户实现1.03至1.06的出色电力使
用效率(PUE)，这意味着一个数据中心运作所需的电力几乎都在
硬件上，而不是该中心所在的建筑物。相比之下，典型数据中心
的PUE在1.8至2.9之间，效率远低于该方案。

2014年，康普还减少了49%的整体温室气体(GHG)排放，提前六
年完成目标。鉴于这一成就，公司调整目标，计划到2020年实现
减排GHG 65%的目标（以2008年为基准）。

43,000加仑

VITROS® MicroTip™ 和 MicroSlide™ 技術

•  无需上下水、无需管道系统和无废水排放

•  规避与传统水性分析仪相关的成本、维
护、延滞和抑制风险

客户数据中心节能幅度

40%

客户满意度

2014年初康普的整体温室气体减排幅度
49% 



CDP得分升幅，
从2010年的48分升至
2014年的87分（百分制）
该行业的平均得分为59分

“ 到2015年，55%的供应商费用将

流向有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公司。”

—Verizon网站

航空旅行碳排放量相对
2010年基线降幅

81% 

16.5%

让可持续发展成为优先考虑

凯雷基金V(Carlyle Partners V, L.P.)

当客户问及Syniverse的可持续发展表现时，Syniverse早已做
好了准备。Syniverse在碳信息披露项目(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得分方面取得81%的提高，CDP是他们众多客 
户关注的一项关键指标。该公司还制定了10个减碳目标，其
中包括2015年与能源相关GHG排放量较2010年降低20%。 
Syniverse已将公司GHG排放量最高的航空旅行的碳排放量
减少了16.5%（基于2010年数据），这还是在员工人数增加的
情况下取得的成果。

鼓励客户参与可持续发展

凯雷基础设施基金(Carlyle Infrastructure Partners, L.P.)

当您的产品是一种有限的资源时，您需要确保客户做到明智使
用。所以Park Water公司持续开展了关于水资源合理利用的客户 
教育计划。2014年，Western Water Holdings（其经营名称为 
Park Water）进一步创新，推出名为“Cash for Grass”的项 
目，向那些利用沙漠植被取代草皮的客户提供返利。在Park 
Water的一家公司，客户已经取代了超过250万平方英尺的草皮，
相当于50个足球场，每年节约水资源超过1.38亿加仑。

250万平方英尺  

1.38亿加仑

用节水型植被替代草皮

用节水型植被替代草皮每年可节约水资源

2014年，Park Water发布了首份
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出该报告表
明公司“首次尝试正式阐述我们
所做的努力，使公司获得长期、可
持续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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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品牌权益，创造价值
能够做到透明及可持续运营的企业往往具有竞争优势和更强大的品牌权益。
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顾客希望购买负责任采购的产品。这些公司不仅开发出
可以减少客户环境足迹的创新产品，还披露原材料详细信息，努力保障整个
供应链的运作符合道德规范。他们通过优先考虑可持续发展，建立起品牌忠
诚度，创造更大价值。

支持透明的供应链

凯雷美国股权机会基金(Carlyle U.S. Equity Opportunity 
Fund, L.P.)和凯雷撒哈拉以南非洲基金(Carlyle Sub-Saharan 
Africa Fund)

Traxys从事金属和矿产的营销、采购和运输业务。Traxys拥有
一项全面的冲突矿产政策和流程，可有效阻止来自冲突地区
的矿产进入其供应链。该公司认为，有必要向顾客和业务合
作伙伴提供透明的矿产供应链，规避任何因不道德操作而引
发的冲突。谨遵冲突矿产管理的最佳实践，从而使得Traxys
建立起强大的品牌。

确保原材料的无冲突供应

凯雷欧洲基金II(Carlyle Europe Partners II, L.P.)

特用金属和高级陶瓷制造商H.C. Starck是少数连续三次通过
无冲突冶炼厂认证计划(Conflict-Free Smelter Validation 
Program)（2010年颁布）审核的公司之一。为通过审核，H.C. 
Starck须证明公司采纳了冲突矿产政策并把它融入日常运营中，
设立跟踪成品原产地的系统，并有文件证明所有采购的材料来
自无冲突渠道。

H.C. Starck连续三次通过无
冲突冶炼厂认证计划的审核

3

品牌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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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造就强大品牌

凯雷基金V(Carlyle Partners V, L.P.)和凯雷欧洲基金III(Carlyle 
Europe Partners III, L.P.)

对全球性制造商艾仕得涂料系统而言，可持续发展已渗入其价值
链的方方面面。公司的涂料产品已打入汽车和卡车乃至管道等多
个市场。2014年，艾仕得成功将其先进的两涂一烘单层漆系统
(Monocoat 2-Wet paint system)拓展至汽车制造商。该系统
减少了涂料环节，提高了生产力，降低了能源使用量，提高了客户
满意度。单层漆系统获2015年《汽车新闻》杂志(Automotive 
News)“汽车供应商杰出贡献奖”(PACE奖)提名。

艾仕得在全球35家工厂都致力于提高运营效率。多年来，公司在
环保、健康和安全方面一直表现出色，而且还在不断提高。典型
例子就是，艾仕得在巴西瓜鲁柳斯业务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年排
放量减少6吨以上，实现了对环保的承诺。

优质体验和省电并行

凯雷基础设施基金(Carlyle Infrastructure Partners, L.P.)

我们重新开发、运营和维护康涅狄格州23个高速公路服务区，
这是凯雷基础设施基金在该州长达35年公私合作项目之一。
新服务区比同类建筑的耗电量减少了21%。通过种植抗旱植物
和使用可编程热水器，大幅减少了用水量。此外，通过安装太
阳能电池板，不仅为服务区提供12.5%的用电量，也反映了这家
公司高瞻远瞩，为客户提供优质和高效的休息站体验。

6吨

30%

12.5%
太阳能电池板提供服务区
12.5%的用电

使用可编程热水器定时装置节省

热水消耗

巴西瓜鲁柳斯业务的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排放量减少

艾仕得2014年首次发布的可
持续发展报告获第28届国际
ARC大奖(International ARC 
Awards)铜奖

艾仕得的两涂一烘单层漆系
统获2015年《汽车新闻》杂
志PACE奖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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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运营效率，提升业绩表现
提高运营效率，实现节能、节水和废物利用将继续为凯雷旗下公司带来重大机
遇，也是其关注的核心领域。在尽职调查期间、凯雷收购后100日内和随后持有
期间，均可运用EcoValuScreen环境评估工具。由于运营效率的提高通常需
要新的专业技术或注入资本，凯雷致力于为旗下公司带来这两方面的资源。

“我们认为现在很多公司投资不足。过去两年，在凯雷美国并购

基金投资的公司中，70%都需要在业务支出方面做出重大投入。

我们帮助这些公司扩大和改善现有工厂、购买新设备和开发新

产品。凯雷的投资可提高公司效率，并极大地改善环境。”

打造一支更高效的船队

凯雷策略基金III(Carlyle Strategic Partners III, L.P.)

凯雷策略基金在2014年为一家公司提供创始资金，用以收
购和管理干散货船舶，目前所有船舶都在营运。船队现有十
几条船舶，其中两条是在建造完工后即由新公司购得。船舶
全是在最优质造船厂制造的新型船，燃料效率比旧型号高
5%–10%，比在普通造船厂生产的类似船龄船舶高20%。

20%
燃料效率比在普通造船厂
生产的类似船龄船舶高

Peter J. Clare 

凯雷企业私募股权业务副首席投资官、

美国并购团队联席主管

5%–10%
燃料效率比旧型号高

运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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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路上和办公室内降低成本

凯雷欧洲基金III(Carlyle Europe Partners III, L.P.)

RAC是英国第二大道路救援服务提供商，以多种方法鼓励绿
色驾驶，其中包括参加我们的EcoValuScreen项目，在车队中
推行车速限制器，并运用卫星导航和智能调度系统减少燃料
消耗。

2014年，公司还在三个办公室实施节能方法，节省了大量成
本。通过使用EcoValuScreen环评工具，RAC成功找出新方
法，每年可降低能源成本19%，节省120,334英镑。公司自身的
能源数据表明，RAC在2011年到2013年间实际节能34%。

用高燃效船满足客户需求

凯雷美国股权机会基金(Carlyle U.S. Equity Opportunity 
Fund, L.P.)

Interlink Maritime拥有一支现代的环保设计干散货船队。
客户租赁船舶（干散货运输工具）运输多种干散货，包括大
米、小麦、肥料、大豆、木材和钢铁。

凯雷在2013年收购了Interlink，让公司得以再签订28艘船
的合约，并于2015年开始交付。大多数新船比能源效率设计
指数(Energy Efficiency Design Index)节能约25%。由于
租方支付燃料费用，燃料消耗减少25%让Interlink得以获益
更高。

10%
自2013年引入一系列措施后每
次救援服务能耗减少

34%
RAC三个办公室在2011年到
2013年间节能

120,334英镑
EcoValuScreen找出的新方法
每年潜在降低能源成本

25%
Interlink的最新型环保设计船
舶比能源效率设计指数节能

28条
新的环保设 计船 舶，于
2015年开始交付

12%
Interlink的2级引擎比规定
指数节能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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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运改善，成效显著

凯雷欧洲基金III(Carlyle Europe Partners III, L.P.)

自凯雷于2013年9月收购Marelli Motori以来，公司已完成若干营
运改善项目，包括升级生产区域的所有照明设备，节能387,500千
瓦时，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279吨。Marelli还更换了工厂水泵，每
年节水200万升，这些水直接取自自流井。

387,500千瓦时

75%

5,000英里

60%

279吨

200万升

升级照明设备节能

2014年开始在弗吉尼亚州的丹维尔工厂升
级照明设备，估计节能

30公吨
2013年通过减少德国丁斯拉肯工厂电力和
天然气的使用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肯塔基州佛罗伦萨工厂每天回收再利用的
PET可制成工业捆扎带的长度

自2012年北卡罗来纳州索尔兹伯里工厂耗
水量减少

升级照明设备使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更换工厂水泵，每年节水

运营效率

实践出真知

凯雷基金VI(Carlyle Partners VI, L.P.)

Signode工业包装集团(Signode Industrial Group)是一家
全球工业包装产品供应商，在全球有7,000家联营公司和88个
工厂。为减少生产对环境的影响，提高效率，Signode正在开发
多种节能、节水和节省材料项目，并专门委任一名领头人负责
甄选最佳创意和确保这些创意在全公司得到落实。迄今为止一
些成功案例包括：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丹维尔工厂升级照明设
备，节能75%；在肯塔基州佛罗伦萨工厂提高聚对苯二甲酸乙二
醇酯（PET，用于捆扎）的回收再利用；过去两年在北卡罗来纳
州索尔兹伯里工厂耗水量减少60%；在德国丁斯拉肯工厂通过
减少电力和天然气的使用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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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环保协会(EDF)环保研究员提出节能方案

凯雷美国股权机会基金(Carlyle U.S. Equity Opportunity 
Fund, L.P.)和凯雷能源夹层机会基金(Carlyle Energy 
Mezzanine Opportunities Fund, L.P.)

2014年，费城能源解决方案公司聘请Eren Guzelaydin（美国环保
协会的环保研究员）加速推行工厂节能措施。Eren Guzelaydin提
出五个高回报且每年可能节省数百万美元的方案。公司已实施与
蒸汽泄露、空气泄露和熔炉效率有关的项目，所有项目都能大幅节
能，并产生环保效益（如降低空气污染物排放）。

5个

166,000美元

节能方案，每年可节省数百万美元

改善蒸汽和空气泄露情况后，估计每
年可节省

EDF CLIMATE CORPS

美国房地产团队：追求最佳实践

我们 的美国房地产团 队完成了环 境管 理、社会 责任和 公司
治理(ESG)项目的首次调查，调查对象涉及70多位运营合伙
人，收到50多份回应。调查提高了运营合伙人和管理人对相
关问题的关注度，也在实践过程中让团队扩大和更新了我们
内部可持续发展最佳实践名单。这些实践包括：

• 倡导租户和居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如拼车、使用公共自行
车、提供公共汽车和火车时刻表、多人同车等

• 安装能源之星(ENERGY STAR)认证的可编程恒温器、节能
灯泡和低流量水装置

• 在可行的地方提供电动车充电站

我 们 团 队 也 在 几 个 投 资 项 目 中 试 用 了 W e g o W i s e 和
Ret rof i c i e n cy这两款识别节能机会的软件工具，完成了
2 014 年的预 定目标。但由于这些在 线工具的可扩展性 还有
待提高，试用未取得预期成效。

液晶显示器替换阴极射线管显示器，
能耗减少

+50%

凯雷IT的环保努力

凯雷继续采用更多虚拟服务器代替物理服务器、整合和淘汰
旧服务器等措施，减 少数据中心的能耗。我们也计划淘汰欧
洲和亚洲办事处的老旧服务器，大幅降低散热成本和电费。我
们已停止使用阴极射线管显示器，转而采用液晶显示技术，能
耗为原来的一半至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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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雷可持续发展讨论会：共享专业知识

2014年10月，17家旗下公司参加了凯雷在华盛顿召开的可持续发展讨论会。在为期两天
的讨论会中，凯雷高管和行业专家探讨了可持续发展、最佳实践、当前挑战以及解决方案
等议题。话题包括目标设定、能源管理、供应链风险和冲突矿产等。讨论会让这些公司有
机会分享策略和工具，甚至可以互相推荐供应商。

Daniel F. Akerson 

凯雷副董事长、董事会特别顾问 
通用汽车前首席执行官、董事长

群策群力培养高素质员工
凯雷所投资的旗下公司有200多家，员工超过６５万名。我们的投资无疑对这
些员工和其所在社区有着重大影响。我们旗下公司加大力度评估与员工相关
问题，并积极与利益相关者就此进行讨论，范围涵盖员工福利、工作场所健康
和安全、以及员工关注的其他问题。

“我在通用汽车任职时，可持续发展是公司复兴极为重要的部分。在凯

雷与各家公司的合作过程中，我也努力传达这一观点，并确保我们投

资的这些公司了解，我们重视他们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投入。我再次

重申：我们可以在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取得出色业绩。”

员工



褒奖的安全文化

凯雷美国股权机会基金(Carlyle U.S. Equity Opportunity Fund, 
L.P.)和凯雷能源夹层机会基金(Carlyle Energy Mezzanine 
Opportunities Fund, L.P.)

至2014年2月1日，费城能源解决方案(PES)公司连续300万工时
无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可记录工伤。首席执行官
Philip Rinaldi向员工发言时表示：“连续300万工时无工伤，成
绩可观。这创下了我们工厂的新记录，印证了我们深厚的安全文
化。这也证明了，只要费城能源解决方案公司的全体同事齐心协
力，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2014年6月，费城能源解决方案公司举办了庆祝活动，由宾夕法
尼亚州劳工和工业局局长Julia Hearthway颁发特别表现奖。所
有员工受邀参加炼油厂的烧烤午餐会，共同庆祝这一成就，见证
Philip Rinaldi领奖。

敬业员工赢得客户青睐

凯雷基金V(Carlyle Partners V, L.P.)和凯雷欧洲基金III(Carlyle 
Europe Partners III, L.P.)

NBTY的De Tuinen品牌在年度最佳雇主(Employers of the Year)
前50位中获评为第31位，并且在荷兰2014年零售业最佳雇主(Best 
Retail Employer 2014)位列第二。评委赞赏健康食品连锁店De 
Tuinen员工的全情投入，表彰公司在快速增长下，仍保持了类似
大家庭的企业文化。De Tuinen“赢得客户的心”项目增强了公司
的团队精神。

De Tuinen全情投入的员工比例

Vitamin World和Puritan’s Pride
通过维他命天使(Vitamin Angels) 
项目捐献的金额，目的是减少全球
儿童死亡率

无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可记录工伤

De Tuinen在2014年零售业最佳雇
主榜单上位列第二

86.1%

170万美元

连续300万工时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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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一 个 社 区
我们的“同一个社区”项目鼓励员工在他们的社区，或在全国性、全球性的机构里参
与志愿活动。这一年里，我们的同事把他们的时间、才能和资源用于各种慈善活动，
在世界各地致力于把他们生活以及投资的社区建设得更加美好。

奉献季

凯雷全球各地的员工每年11月和12月都会参与节日季的多种志愿者
活动。

在美国华盛顿和弗吉尼亚州罗斯林市，员工在Capital Area Food 
Bank包装食品；在SOME、Martha’s Table和Ronald McDonald 
House提供膳食；向国家儿童医学中心捐献玩具。

在美国纽约，员工为纽约食物银行(Food Bank of New York)准备
了500份晚餐，还参与睡衣项目(Pajama Program)为五年级学生
朗读。他们还为纽约关怀冬衣募捐行动(NY Cares Coat Drive)和
两所小学捐献玩具和冬衣。

在法国巴黎，员工向服务贫困家庭的Vetaher Association捐献衣物。

在印度孟买，办事处半数以上员工参与了全国性“清洁印度运动” 
(Swachh Bharat Abhiyan或Clean India Mission)，倡导人们保
持印度街道和基础建设的清洁卫生。

全球志愿者月和春季志愿活动

凯雷全球各地的员工参加了公司第三年的“全球志愿者月”活动，
在13个不同的机构参与志愿活动。

在美国华盛顿和弗吉尼亚州罗斯林市，志愿者在So Others Might 
Eat (SOME)提供膳食和清洁设施。SOME是一个当地组织，为无
居所者提供关怀。与Goodwill合作辅导高中学生。在华盛顿和北
弗吉尼亚，为居住在Ronald McDonald House的家庭准备食物。

3 1名 员 工 连 续 第 五 年 志 愿 参 加 青 年 成 就 组 织 ( J u n i o r 
Achievement)的“青年成就日”(JA in a Day)项目，给一所华
盛顿小学的学前班到五年级学生讲授财务知识。

在美国纽约，员工在兰德尔岛公园（一座海滨公园）除草、种花和
种植灌木一天，还志愿为Ronald McDonald House做清洁。

在中国北京、香港和韩国首尔，凯雷志愿者陪同北京盲人学校的
17名视障儿童参观中国航空博物馆；首尔志愿者为景福宫东苑除
草；香港的员工志愿陪伴圣雅各福群会的老人。

在英国伦敦、卢森堡和法国巴黎，伦敦的员工为当地一家无居所
者收容所Streetlytes准备膳食；伦敦和卢森堡的22名员工参加
摩根大通企业竞跑赛，为WaterAid募善款；巴黎的员工为儿童
基金会Les Apprentis d’Auteuil募集书籍、衣物、玩具和学习
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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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BOOM!
凯雷有近100名志愿者与博思艾伦(Booz Allen Hamilton)、霍华
德大学学生、普华永道和KaBOOM!合作，为华盛顿当地一所特许
学校建造操场。凯雷员工个人也为该校建立一个安全的场所出资
80,000美元。这所学校此前并无操场设施。

多元化作场所

凯雷一直关注传统上未得到足够重视的群体，关注他们的成功
和进步。我们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如Toigo、INROADS、Out 4 
Undergrad、Virginia Values Veterans、Year Up、Women in 
Technology和SEO等，为相关人士进入私募股权行业提供指导
和就业机会。今年，在凯雷所有高层职位晋升中，女性占58%。在
我们的投资经理级别的人员中有47%为女性或少数族群背景。

凯雷设立了多个员工资源组(ERG)，让员工可以分享想法、成功
经验和关注的问题；营造专业发展的环境；让全公司范围内的广
泛交流成为可能。凯雷目前的ERG包括非裔美国人、LGBT（同性
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妇女、退伍军人、年轻职员和双职工父
母等。

2 014年年底，我们荣获首席信息官多元化行业创新奖(CIO 
Industry Innovation Award for Diversity)，以表彰我们的工
作。2015年年初，我们获得晋升的女性同事远多于其他类似公
司，并委任Georgette Kiser担任我们的新任首席信息官。Kiser
女士有幸成为私募股权行业担任此职的第一位女性和第一位非
裔美国人。

Robert Toigo基金会：
促进少数族群专业人才发展

2009年，凯雷与Robert Toigo基金会创立了Toigo私募股权MBA
奖学金，吸引少数族群的MBA毕业生加入本行业。凯雷第二位奖学
金获得者Ryan Ashley在今年晋升为副总裁。最近的奖学金获得者
Christopher Eldridge已全职加入凯雷美国股权机会基金。凯雷
的马鼎文先生（David Marchick）担任Robert Toigo基金会的董
事会主席。

财富分享计划

我们通过“财富分享计划”支持凯雷员工的善举，员工每向教育
和人道主义机构捐助一美元，凯雷便会相应捐助一美元。在美
国，凯雷为每位员工每年的匹配支持可达2,000美元。2014年，
凯雷的匹配捐款金额超过230,000美元。英国类似的匹配捐款
计划在2014年筹得23,700美元，比2013年增加了35%。

“凯雷一家”的精神植根于我们多元化的价值观。无

私合作彰显了我们对多元化背景、观点和经验的承

诺，并最终为我们的投资人创造价值。”

大卫·鲁宾斯坦

凯雷联合创始人、联席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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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的信息仅作说明之用，并非也不应以任何方式依赖为有关凯雷或其关联机构所发起或管理的任何基金或其它产品的权益的建议，或上述权益的出售要约或购买要约
邀请。上述要约或邀请仅应根据最终版的保密性私人配售备忘录（经不时修订及／或重列）和适用的基金认购文件作出。这些备忘录和认购文件可应要求以保密方式向合
资格投资人提供，以便其考虑相关投资。有关“收益分成基金”和“资产管理规模”的定义，请参阅凯雷的公开刊物。请注意，本文件所述的若干能源基金是与Riverstone 
Holdings LLC及其关联机构共同建议的。凯雷不会作为任何NGP Energy Capital Management投资基金的顾问提供服务，且目前仅有权收取NGP的收入利息。本文
件所有员工数据均不包括Riverstone 或NGP的员工。对于本文件包含的非财务运营和统计数据，在呈列期末结余时，外币已按报告期的最后交易日的现货汇率兑换为美
元；而在呈列有关期间的活动时，外币已按期间的平均汇率换算为美元。



凯雷专业投资人员之间跨基金、跨行业、跨地
域的无缝紧密合作，是我们为投资人做出明
智投资并为他们创造价值所需的智慧、知识
以及资源的源泉。

我们的协同合作定义了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并
提升我们的投资表现，同时也为发展和分享
我们作为企业公民在全球各地付出的努力奠
定了坚实基础。

“凯雷一家”的力量

1001 Pennsylvania Avenue, NW, Suite 220 South 

Washington, DC 20004-2505         

www.carlyle.com

全球性另类资产管理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