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I SIGNATORY 签署指引（翻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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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经 PRI 理事会（PRI Board）批准。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PRI（info@unpr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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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方法 

本指引旨在说明 PRI 评估潜在签署方资格和类别的标准与流程。 

PRI 评估资格和类别的总体方法旨在： 

■ 确保仅向相关机构授予签署方身份； 

■ 促进资产所有者优先加入，因为其影响力贯穿投资链； 

■ 扩大 PRI 原则的采纳范围； 

■ 明确地向市场表明签署方的身份； 

■ 促使加入流程能够简单、透明。 

为明确哪家机构是签署方，签署方身份将授予在市场从事经营活动、可被明确识别的公司。例

如，PRI 网站列出的签署方名称应当对应明确界定的品牌，但不一定对应独立的法律实体。 

如需了解关于实际加入流程和年费的更多信息，参见 PRI 网站成为签署方页面以及相关文章和

规则。 

  

https://www.unpri.org/about/becoming-a-signatory
https://www.unpri.org/pri/pri-governance
https://www.unpri.org/pri/pri-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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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机构能成为签署方？ 

PRI 致力于理解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因子对投资的影响，并支持其国际投资者签署方群

体将这些因子纳入投资和所有权决策。 

PRI 签署方包括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捐赠基金、基金会、保险提供商、开发金融机构、

主权财富基金、家族办公室、财富管理机构和资产管理者（多资产或单一资产）——以及为投

资者提供服务的企业——如投资顾问、可持续发展/财务顾问、数据鉴证提供商、评级机构、

数据/研究提供商、经纪公司、代理投票公司和证券交易所。 

负责任投资可以运用于投资者整个投资组合——即涵盖不同资产类别、产品解决方案和客户类

型。因此，即便签署方决定将负责任投资工作重点放在特定资产上（且可能会或不会逐步拓宽、

加深其负责任投资实践），其签署方申请以及后续报告均须涵盖所有资产。例如，投资者在加

入时不能只涵盖特定的宣传为绿色或社会责任投资（SRI）基金。 

不是资产所有者、投资管理人或服务提供商怎么办? 

签署加入负责任投资原则仅针对机构投资者及其服务提供商。其他类别的机构可以选择其他途

径。 

■ 其他商业机构：机构投资者及其服务提供商之外的商业机构应考虑 PRI 的两家联合国合

作伙伴倡议——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倡议（UNEP FI）和联合国全球契约。具体而言： 

■ 对可持续发展感兴趣的非金融企业可以签署加入联合国全球契约。 

■ 商业银行可以签署 UNEP FI 的负责任银行原则。 

■ 对责任产品（而非投资）可持续性感兴趣的保险公司可以签署 UNEP FI 的可持续

保险原则。 

■ 政府、监管机构、会员机构、宣传团体等：虽然 PRI 与政府、监管机构、会员机构和宣

传团体等组织合作推动负责任投资，但只有机构投资者和投资服务提供商可以签署加入

PRI。不过，如果非营利会员制行业协会或同行组织（如区域可持续投资论坛）希望在

组织内部公开表示对 PRI 的支持，PRI 欢迎此类组织成为网络支持者（Network 

Supporter）。网络支持者虽不是签署方，但可以使用 PRI 的公开服务、活动和资源。

网络支持者无需付费，但需每年报告其如何向会员推广 PRI。网络支持者不参与 PRI 的

治理。点击此处获得更多信息。 

 
 

 

 

 

 

 

 

 

PRI 是联合国支持组织，PRI 官网列出的所有 PRI 签署方的总部所在国家必须是联合国承认的成员国或观察国。  

https://www.unepfi.org/
https://www.unglobalcompact.org/
https://www.unglobalcompact.org/
https://www.unepfi.org/banking/bankingprinciples/
https://www.unepfi.org/psi/
https://www.unepfi.org/psi/
https://www.unpri.org/signatories/network-supporters
https://www.un.org/en/member-states/index.html
https://www.un.org/en/sections/member-states/non-member-state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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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将签署方分类？如何分类？ 

签署方共分三类：包括两类投资者——资产所有者（Asset Owner）和投资管理人

（Investment Manager），和一类非投资者——服务提供商（Service Provider）。 

我们为什么要将签署方分类 

PRI 是一项投资者倡议，因此需要区分直接参与投资决策的签署方（资产所有者和投资管理机

构）和单纯提供支持的签署方（服务提供商）。 

PRI 认为，在两类投资者中，资产所有者位于投资链顶端，是所有金融服务的最终机构客户，

因此处于引导市场转型的最有利地位。资产所有者肩负的长期责任也让其利益与可持续发展一

致。通过向外部管理者下达委托管理要求，资产所有者可以确定市场方向：如果资产所有者充

分、有效地履行负责任投资承诺，就能加快负责任投资在整条投资链的发展。 

因此，PRI 是一家由资产所有者主导的组织，这也反映在 PRI 的治理和活动中。 

我们如何将签署方分类 

大多数签署方可直接按照下表所列标准分类，但各申请需逐一评估。 

类别 典型标准 

资产所有者 

■ 有长期投资动机； 

■ 位于投资链顶端的机构投资者，直接向受益人或政府负责； 

■ 对其全部或大部分资产拥有投资决定权（investment discretion）*，包括资产配

置权（如不受独立财务顾问（IFA）或受益人的指示约束）；且 

■ 有稳定的非商业治理结构或立法框架*（即以资本保值和/或退休金给付为主要动

机，且最终对养老金领取者或政府负责，而不是对股东负责） 

投资管理人 
■ 根据投资管理协议（IMA）或基金成立文件中规定的准则制定投资决策；且 

■ 大部分资产受资产所有者、IFA 或受益人的指示影响。 

服务提供商 

■ 向资产所有者或投资管理机构提供投资建议，如资产配置建议和管理人或产品选

择建议；或 

■ 提供代理投票、数据等服务。 

 

 

 

 

 

 

*如需查看决定权和商业性的评估因素清单，请联系 info@unpri.org。  

mailto:info@unpr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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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对签署方意味着什么 

分类决定了签署方机构的权利和责任，以及向其开放的活动。 

类别 治理 报告 活动 费用*** 

资产所有者 

占 PRI 理事会

7/10 的签署方

席位** 

每年报告并

接受评估 
全部活动 

469 – 8,609 英镑 

（按资产管理规模定） 

投资管理人 

占 PRI 理事会

2/10 的签署方

席位** 

每年报告并

接受评估 

部分活动仅限

资产所有者参

加 

1,112 – 13,943 英镑 

（按资产管理规模定） 

服务提供商 

占 PRI 理事会

1/10 的签署方

席位** 

每年报告但

无需接受评

估 

部分活动仅限

投资者参与 

469 – 8,609 英镑 

（按员工人数定） 

 **理事会另设一名独立理事长和两名联合国常务顾

问。如需了解详细信息，请访问 PRI 官网。 

***2019/20 年数据 

  

https://www.unpri.org/pri/pri-governance/board-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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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规定如何适用于集团？ 

指导 PRI对集团分类的方法很多，不过具体情况仍需具体考虑。下列情景旨在确保向市场明确

谁是签署方，以及集团或机构中哪些下属实体需要加入。 

大多数集团申请只涉及一类投资者，即

一家投资管理公司分成负责不同区域或

资产类别的多家子公司，但所有子公司

都履行相同的投资管理职能。 

对于这类相互依存的投资者，如果各子

公司在相似品牌下从事经营活动，那么

所有经营体都必须加入（例如，如果某

投资管理公司的主要市场身份是一家综

合型全球品牌，那公司便不能只让其上

市股票分支或欧洲分支加入）。 

集团持股少于 50%的合资企业和实体如

无意愿加入则不必纳入申请。 

虽然集团必须全体加入，但它仍可决定

采用下列哪种加入方式： 

■ 整个集团作为一家签署方统一加入； 

■ 所有子公司（同时）单独作为多家签

署方申请。 

  

集团跨越多个签署方类别的情形 

如果集团同时包含资产所有者、投资管理机

构和/或服务提供商企业，则适用下列准则。 

■ 不得跨类别合并申请：签署方不得跨多

个类别。因此，如果集团确实包含属于

不同签署方类别的子公司，则须分别在

各类别下完成相关经营主体的签署工

作。 

■ 资产所有者优先：集团必须按优先顺序

逐一完成每种职能/类别的加入工作：即

所有资产所有者职能机构优先加入成为

签署方，其余投资职能机构紧随其后；

最后才是服务提供商职能机构。 

例如，如果一家保险集团由资产所有者和投

资管理人组成，则集团必须先安排资产所有

者加入。如有需要，可以再安排投资管理人

分支加入成为另一家签署方。 

PRI 不允许出现跨类别签署方，这是因为每

类签署方的治理安排和活动安排不同。资产

所有者优先加入则反映出 PRI 的理念，即资

产所有者位于投资链顶端，占据了引导市场

转型的最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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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家集团身份统一加入 

如果某家集团代表多家实体加入，则所有子公司的资产都应当纳入集团的申请和持续报告范畴。

只要子公司的活动反映到集团报告和评估中，该子公司便可通过集团获得签署方身份。在此情

景下，集团是一家签署方，只需提交一份报告，交纳一笔费用。 

■ 关于签署方身份重叠的说明：某些机构在全集团层面加入后，又希望单独展示集团内部

部分实体。如有需要，子公司（或合资企业）可在集团之外单独加入。此类子公司需要

独立完成报告和评估，并根据其自身的资产管理规模另行交纳年费。 

所有实体单独加入 

如果某集团所有实体均单独加入，则须同时提交申请，母公司（如不管理自身资产）无需成为

PRI 签署方。在此情景下，集团有多家签署方，各签署方根据其资产管理规模提交报告和交纳

费用。如果集团某实体随后被除名（除该实体是下文所述的独立品牌、自主子公司之外），母

公司必须加入 PRI 来覆盖相应资产的报告，否则，PRI 会在一年后将集团所有其他实体除名。 

■ 签署方重叠说明：如果母公司也希望以总公司身份加入，则即使所有管理资产均由集团

子公司签署涵盖，母公司仍需报告全集团总体方法涉及的一些通用模块。此外，母公司

还需根据所有集团公司的资产管理总规模另行交纳费用。 

例外：独立子公司 

如果母公司或子公司从品牌/市场角度属于独立实体，且在战略和经营上具有自主权，则可以

独立于集团其他公司签署 PRI。（如果集团某实体单独加入，则登记的签署方名称既要准确反

映签署方属于哪家集团，又要反映签署方是集团哪家分支。） 

■ 独立品牌评估因素（所有因素同等重要）包括：名称、标识、网站、电子邮件域名、营

销文件、独立销售渠道和分销团队。 

■ 战略和经营自主权评估因素（所有因素同等重要）包括：能否证明其拥有独立的治理机

构、战略、独特的投资理念、风格、产品系列、投资研究团队、风险管理团队等*1。 

如果某子公司以独立子公司身份加入，则其所属集团不能仅通过该子公司签署来获得签署方身

份。这也同时不影响母公司以总公司身份自行签署 PRI。 

  

 
1 如需查看子公司品牌和自主权评估因素清单，请联系 info@unpri.org. 

mailto:info@unpr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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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与治理 

签署方分类最终由 PRI 理事会负责。理事会下的签署方身份委员会（SSC）向 PRI 执行团队

和理事会提供指导和建议。 

■ PRI 理事会制定本指南所述资格及分类原则，供执行团队日常实施。 

■ 如果执行委员会认为某申请人申请类别有误，需告知申请人，并援引指南相应内容。 

■ 如果申请人对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有异议，可以选择向 SSC 反映（见下文“申诉流程”）。

申请人负责举证。 

■ SSC 负责审议本指南未涵盖的情况，并将新的分类建议提请理事会批准。 

■ 按照《PRI 组织章程》和《签署方规则》规定，理事会拥有决定签署方身份和类别的最

终权力。 

申诉流程 

■ 申请人对执行团队的解释有异议。 

■ 申请人（通过执行团队）向 SSC正式致函，说明为什么会对分类有异议并提出重新分类

的理由。 

■ SSC 讨论后向理事会提出建议。 

■ 理事会就签署方分类做出最后决定。 

■ 执行团队向申请人正式致函，通知最终决定。 

■ 必要时更新签署方分类指南，并上传至 PRI 官网。 

处理既往案例 

本指南的任何更新不具有自动溯及力。但如果 PRI 认为必要，可以与根据旧版资格和分类指南

加入的机构展开正式交流（engagement）。 

此类申诉的原因可能包括： 

■ PRI 通过研究现有签署方的特征发现潜在不一致； 

■ PRI 报告框架收集的信息反映出潜在不一致； 

■ 其他签署方或利益相关方指出潜在不一致； 

■ 签署方提供补充资料时揭示出潜在不一致。 

  

https://www.unpri.org/Uploads/j/t/k/201906priassociationboarddirectorstermsofreference_230026.pdf
https://www.unpri.org/Uploads/i/a/c/201901signatorystatuscommitteetermsofreference_6469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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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机构类型 

下文列举概述目前议定的机构类型。在许多极端情况下，评估机构与 PRI相关性的有效方法，

是检验机构能否完成 PRI 报告框架的相关部分。点击此处查看报告框架模块。 

宣传和活动团体 

如果宣传和活动团体向投资者提供有偿服务，便可以据此成为服务提供商签署方。但通常情况

下，虽然 PRI 会与此类团体在共同目标的情况下开展合作，但此类团体并不直接参与投资过

程，因此不具有资产所有者、投资管理人或服务提供商资格。 

资产管理者 

多类或单类资产管理者可以加入，但须涵盖其所有管理资产。 

银行 

典型商业银行和零售银行不具有资产所有者、投资管理人或服务提供商资格（见第 5 页）。设

有较大（significant）财富管理分支或资产管理分支的银行可以成为签署方。 

央行 

央行符合资产所有者四项标准中的三项（见第 5 页），但通常难以展现出“长期投资能力和动

机”。不过，一些央行正逐步加大对新资产类别和新市场的投资，同时将投资和交易活动拓展

到传统领域以外。因此，如果央行能证明其有能力开展负责任投资，便可以作为资产所有者加

入。 

固定给付（DB）养老金计划 

固定给付（DB）养老基金属于资产所有者。 

固定缴款（DC）养老金计划 

固定缴款（DC）养老基金归为资产所有者或投资管理人，具体根据其经营和活动性质确定。

如果 DC 养老基金代表各受益人或成员行事，而不是按照受益人或成员的指示行事，则考虑归

为资产所有者，但还需满足资产所有者的其他标准。如果 DC 养老基金充当各投资者的平台，

因此基金资产配置实质上反映出受益人或其顾问（而非受托人）的判断，则该基金属于投资管

理人。 

DC 养老基金在保障资金方面的商业化程度，也会影响到它属于资产所有者还是投资管理人。

具有严格治理安排或立法框架的非商业化管理型 DC 养老基金属于资产所有者（还需满足资产

所有者的其他标准——见第 5 页）。如果 DC 养老基金是盈利型参与者，且受政府监管程度较

低，则归为投资管理人。 

开发金融机构（DFI） 

开发金融机构（DFI）归为资产所有者。DFI 需要报告（开发金融）计划项下资产（而非司库

（treasuries）部门的资产）的负责任投资活动，但若愿意，也可以同时报告两类资产。 

https://www.unpri.org/signatories/reporting-for-signatories#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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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投资控股公司 

大多数情况下，多元化投资控股公司购买其他公司的多数股份，实现多元化运营，没有具体的

交易目标。这意味着多元化投资控股公司不以投资管理为目的，因此没有资格成为 PRI 签署

方。联合国全球契约是 PRI的联合国合作伙伴之一，为多元化投资控股公司提供服务。但是，

如果投资控股公司偏向于买卖公司（通常在提高公司效率和引入增值改进措施后将其卖出），

则可以加入 PRI。 

捐赠基金和基金会 

捐赠基金和基金会可以作为资产所有者加入。如果捐赠者有规定，这类机构可要求以保密形式

向 PRI 报告资产管理规模。这意味着，如果 PRI 在其加入时同意该要求，便不会公开其资产

管理规模。 

执行和咨询服务机构 

单纯提供执行和咨询服务的机构归为服务提供商。如果机构同时管理资产，则需安排投资管理

分支先加入，再安排服务提供商职能加入。此时，投资管理人签署方需同时将管理资产和咨询

资产计入资产管理规模，但无需报告咨询资产。咨询资产由服务提供商签署方报告。 

家族办公室 

单一家族办公室（至少 90%的管理资产为某一家族所有）归为资产所有者，联合家族办公室

则归为投资管理人或服务提供商，具体取决于其基本经营活动。为保密和安全之故，家族办公

室可以选择以保密形式向 PRI 报告资产管理规模，这意味着 PRI 不会公开其资产管理规模。 

受托管理者 

受托管理者指经资产所有者或其代表任命，执行投资策略、政策或管理人选择工作的机构。归

为投资管理人。 

处于初始基金募集阶段的机构 

处于初始基金募集阶段的投资管理人可以成为 PRI 临时签署方。临时签署方身份的有效期为

12 个月，到期后 PRI 将重新评估，必要时可决定更新。临时签署方的费用按基金的目标规模

确定。此类机构一旦开始积极管理资产，必须通知 PRI。 

保险和再保险公司 

由于保险和再保险公司对其资产拥有合法所有权，PRI 将其归为资产所有者。保险公司之间通

常不会根据投资绩效或投资理念开展商业竞争。有的保险公司同时具有资产所有者和投资管理

人职能。在此情景下，除非两项职能在独立品牌下自主运营（见第 8 页），否则机构必须先安

排资产所有者分支加入，之后（或同时）安排投资管理分支加入。 

投资信托 

由于投资信托是执行客户委托管理要求的商业实体，无需履行信托法规定的义务，因此 PRI将

其归为投资管理人。 

https://www.unglobalcompa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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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养老基金或捐赠基金，或基金会的地方独立分支机构 

共用品牌的员工养老基金或捐赠基金的各地分支机构可以单独加入。即使品牌类似，只要能证

明其独立性即可。 

媒体机构 

媒体机构可作为服务提供商签署 PRI。媒体机构签署方获得 PRI 服务的权利有限，以防其接触

到敏感信息，如投资者在 PRI 协作平台上共享的信息。 

共同基金或单位信托基金 

签署方需是机构，而不是由机构运营的各支基金，因此基金——如可变资本投资公司

（SICAV）、集体投资工具和单位信托基金——不能签署 PRI。2 

外包首席投资官（OCIO） 

外包首席投资官（OCIO）是承担首席投资官的法定和行政职责的第三方提供商，归为投资管

理人。 

联合资产所有者实体（vehicle） 

在一些市场（尤其是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多家养老基金将资产和资源集中管理。

严格来说，此类联合实体并不符合资产所有者处于投资链顶端的标准，因为在其之上还有各养

老基金。但是，如果此类联合实体符合下列三条标准，则可归为资产所有者： 

1. 联合实体受标的基金委托拥有事实决策权； 

2. 联合实体管理各标的基金 90%以上的资产； 

3. 标的养老基金有政府背景。 

如果联合实体在加入 PRI 时尚未完全成立，则在其完全成立之前，其拟代表的、已成为 PRI 资

产所有者签署方的标的基金，可以暂时保留 PRI 签署方身份。联合实体成立后，标的基金需除

名，并以联合实体作为资产所有者签署方代表。 

私人银行 

资产管理者可以单独或与其私人银行姐妹公司共同成为签署方，但私人银行在根据 PRI的标准

使用独立品牌自主运营的情况下，只能独立于其资产管理姐妹公司成为签署方（见第 8 页）。 

专业服务网络 

国际专业服务网络（如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通常采用地方合伙模式运营，从法律层面不归总公

司所有。但服务网络共用品牌，并接受中央协调实体的一些战略指示，因此根据 PRI明确市场

身份指南，服务网络可以代表全球所有经营机构签署 PRI（见第 10 页）。除非总集团先加入，

 
2 此类基金不是资产所有者，而是募集资本，再通过另一家机构管理资本的投资基金。此类基金通常可以是负责运营的实体，即使

只是行政管理型。从这一层面（负责运营投资基金层面）而言，机构有资格成为 PRI 签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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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各国合伙企业及其区域性集团均不得单独加入。 

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 

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指通过房产或抵押贷款投资于房地产，通常在股票等大型交易所进

行交易的一类证券，视为投资信托，因此符合条件的 REIT 归为投资管理人。 

不面向投资者的专业服务提供商 

向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提供服务的服务提供商可以加入 PRI，通常包括资产顾问、研究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专业服务公司、负责任投资研究公司、数据提供商、评级机构等。仅面向非金

融服务业公司的服务提供商应加入联合国全球契约（见第 4 页）。 

主权财富基金（SWF） 

主权财富基金（SWF）归为资产所有者。一些 SWF 不公布资产管理规模，通常不与合作伙伴

或提供商分享资产管理规模信息。因此，SWF 在签署加入 PRI 和提交报告时，可以选择是否

向 PRI 和公众报告其资产管理规模数据。如果选择不向 PRI 披露，则需交纳资产所有者签署

方最高一档费用。 

证券交易所 

证券交易所为投资业提供服务，因此可作为服务提供商成为 PRI签署方。证券交易所也可以考

虑签署加入可持续证券交易所（SSE）倡议。 

第三方管理公司（ManCos） 

第三方管理公司（ManCos）通常向投资者提供风险管理和基金治理服务，以解决某些市场的

监管合规问题（如卢森堡可转让证券集合投资计划（UCITS））。第三方管理公司通常将投资

组合管理和风险管理工作委托给基金发起人选择的投资管理人，将行政管理和托管工作委托给

外部行政管理者和托管人（第三方管理公司还可以将分销工作委托给全球分销商或子分销网

络），归为服务提供商。 

财务职能部门 

财务职能部门——包括政府财政部门、公司财务部门和开发金融机构（DFI）——通常管理短

期资产，因此不符合资产所有者的标准（见第 5 页）。此外，由于财务职能部门不代表他方管

理资产，因此也不属于投资管理人。但 PRI认为，尽管财务职能部门采用短期资产管理方法，

但政府财政部和 DFI具有谋求公共利益的长期动机，公司和银行财务部门则有实现企业可持续

发展的长期动机。因此，如果财务职能部门能证明其有能力实施负责任投资，便可作为资产所

有者加入。 

财富管理机构 

资产管理机构可以单独或与其财富管理姐妹公司共同成为签署方，但为确保机构投资者明确谁

是签署方，财富管理机构在根据 PRI的标准使用独立品牌自主运营的情况下，只能独立于其资

产管理姐妹公司成为签署方（见第 8 页）。 

https://www.unglobalcompact.org/
https://www.unpri.org/sustainable-markets/sustainable-stock-exchan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