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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报告 
本报告介绍盖璞集团 2020 财年的全球运营情况。2020 财年截止于 2021 年 1 月 30 日，除非另有说明。请访问
我们的网站，查看往年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包括 2019 财年的报告。

本报告主要关注重要计划的发展和行动、2020 财年企业和品牌目标的进展、2020 和 2021 年活动的准备，以
及对相关趋势和潜在业务影响的分析。报告详细阐述了多项计划的目标、运作和管理方法，可通过每个部分
的链接 查看这些信息。

本报告的编制参照了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RI) 标准（核心选项），并且符合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 (SASB) 
的框架。盖璞集团遵循联合国全球契约十项原则，本报告作为我们的进展情况通报 (CoP)。本报告尚未获得外
部审验。

本报告中包含的信息是基于盖璞集团 2021 年 1 月 30 日（除非另有说明）之前获得的信息，本着诚信原则
作出。鉴于预测和模拟未来情况所固有的不确定性，在解释本报告中提供的信息时应谨慎行事。

关于盖璞集团
盖璞集团于 1969 年在旧金山创立，旗下拥有一系列以目标为导向的生活方式品牌，其中 Old 
Navy、Gap、Banana Republic 和 Athleta 出售男女士服装、儿童服装、配饰和个人护理
用品。

Athleta 品牌是经过认证的共益企业，在社会和环境绩效、责任和透明度方面达到了严格的标
准，是我们践行“商业向善”原则的重要体现。经过法律章程修改之后，Athleta 已成为特拉华州
一家公益企业，进一步彰显品牌以人为本、关爱地球的理念。2021 年，我们剥离了 Janie and 
Jack 和 Intermix，利用产品组合及其平台的力量，专注于发展四个以目标为导向的生活方式品
牌，这些品牌价值达到了数十亿美元。

截至 2020 财年结束，为我们提供自有品牌和非自有品牌商品的供应商有大约 800 家， 他们在大
约 30 个国家/地区拥有设施。

截至 2021 年 1 月 30 日，我们拥有大约 117,000 名兼职和全职员工。盖璞集团的产品通过公司
直营店和特许经营店以及电子商务网站售往全球 40 个国家/地区。

了解详情  
> 年度申报

此外，本报告中描述的控制措施、流程、实践和基
础设施不构成对于能够实现任何具体成果、结果
或既定目标的声明、担保或其他保证。

本报告中未佩戴口罩的人群照片或拍摄于疫情
发生之前，或在拍摄时符合 CDC 的相关指导和
建议。

如果对盖璞集团的可持续发展工作或本报 
告的内容有疑问，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sustainability@gap.com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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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可持续发展 盖璞集团首席执行官 SONIA SYNGAL 
致辞。 

“为我们的家庭、客户、社区和企业创造更
有活力、更具可持续性的未来从未像现在这
么重要。新冠疫情的发生让我们看清一个事
实，那就是我们迫切需要开展合作与创新，来
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和消除系统性障碍，最终
实现机会平等。大约在 20 年前，我们作为第一
家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服装零售商，首
次阐明了我们的社会责任目标并承诺分享进
展。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不比当年小。 

要想实现有意义的变革，需要采取行动并且
愿意携手合作，就像我们与联合国全球契约
的其他签约方一起承诺的那样。通过与合作
伙伴、供应商和支持者一起，运用我们的价
值观凝聚成向善的力量，我们日复一日持续
进步。例如，目前我们正朝着在 2050 年实

现气候中和的目标奋进，并与制造商合作节
约生产用水，要求供应商以数字方式支付员
工薪酬，招聘和辅导下一代领导者，以及为
全球供应链中的 800,000 多名女性提供必要
的生活技能培训。 

 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以及我们的团队和我 
们一起携手推进这些工作，真正践行了我 
们‘平等包容，用心打造’的使命。让我们一 
起打造更公正、更具可持续性的企业、行业 
和家园，为所有人谋福祉”。 

盖璞创立于 1969 年，当时的理念很简单，
就是制作出更能够彰显责任感的牛仔裤。
创立之后的 50 多年里，公司培育了四个
以目标为导向的品牌，价值达到了数十亿
美元，而我们最初对责任感的坚持已演变
为一场宏大的运动，那就是在全球倡导平
等、包容和可持续发展。

我们致力于创造客户喜爱的产品，同时
坚持做正确的事，回馈客户、社区和我
们共同的家园。在盖璞创始人 Doris 和 
Donald Fisher 夫妇对成功的设想中，有
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创造更多机会，服务于
我们的业务所覆盖的世界各地人群和社
区。今天，我们为促进可持续发展付出了
更多努力，包括设定了大胆的目标，制定
了新计划并且携手相关各方，推动我们的
行业朝更好的方向发展。

在可持续发展执行指导委员会的带领下，
我们的每个品牌部门全力投入，本着“平等
包容，用心打造”的原则，共同实现我们的
目标。我们知道，这些努力仍然不够，我们
将继续推动创新和跨行业协作，并携手专
家组织和社区，兑现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承
诺，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盖璞集团的每个品牌都在我们的可持续发
展战略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因而有机会以
全新、差异化和有意义的方式深化与客户
的关系。盖璞设立了可持续发展执行指导
委员会，为各品牌的工作提供指导，并赋予
品牌管理层适当的权力来制定既符合品牌
自身定位又能带来显著环境影响和社会影
响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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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是盖璞集团业务发展的重点，
可以激发我们的潜能。我们始终坚持做正确
的事，盖璞集团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服装企
业，拥有四个以目标为导向的品牌，价值达到
了数十亿美元，因此可持续发展对于盖璞集
团而言更是重中之重。 

盖璞的诞生始于创立者 Doris 和 Donald 夫
妇提出的价值观，我们会继续秉持这些价值
观，保持谦逊学习的态度，推动实现我们未来
的目标。Doris 与丈夫拥有相同的股权，她作
为女性创始人具有独特的商业视角，促进了
盖璞的长期成功。也正因如此，我们才选择从
包容的视角看待可持续发展。 

我们有责任解决系统性的社会问题和环境挑
战，这些挑战相互关联、十分复杂。在整个盖
璞集团，我们以“平等包容，用心打造”为原

则，引导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综合观。我们的核
心观念是利用盖璞集团的业务规模和品牌影
响力，来改善人们的生活和我们经营业务的
社区。我们在赋权女性、创造机会、回馈社区
和保护环境方面保持平衡。 

我们专注于为制造产品的工人提供安全、公
平的工作条件，在整个企业范围内创造良好
的发展机会，并降低整个价值链中的环境影
响，推动企业迈向成功。为了实现这些目标，
我们采取了多路并进的可持续方法，协同整
个行业的相关方一起进步，用我们拥有和经
营的设施传递影响力，启发客户和员工携手
共建更具可持续性的世界。

可持续 
方法

这些问题对我们的企业至关重要，同时我们
认为，通过品牌发展、公私合作或是行业联盟
的方式，我们能够在这些领域发挥最大的影
响力。在本报告中，您可以了解到我们解决这
些问题取得的进展，以及我们为实现宏伟目
标而制定的战略。 

我们的战略符合国际可持续发展议程，并以
联合国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 (SDG) 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等框
架为指导。

2020 年，气候变化引发美国西部大火，数百
万人涌上街头抗议系统性种族不平等问题，
疫情蔓延导致全球经济停摆，这一系列巨变
提醒我们，作为命运共同体，团结协作对我
们至关重要。盖璞集团非常感谢我们整个行
业、民间团体和政府部门的合作伙伴，其中有
些伙伴和我们一样， 已签署联合国全球契约 
(UNGC)， 为创造可持续的未来贡献力量。通
过共同努力，我们可以增强适应能力，并且有
效推动变革。

在盖璞集团，可持续性是业务发展的动力，对
我们赢得未来至关重要。客户希望他们的价
值观得到体现。我们坚信，在为客户打造优质
产品和体验的同时，我们也能够创造更多机
会，促进社区繁荣发展。

Sally Gilligan 
首席增长转型官 
盖璞集团

我们的计划有三个重点领域，这些领域的工
作将有助于我们创建可持续的生态系统：

赋权女性

在我们的客户、领导者、员工和服装供应链
中，女性占大多数，可以说女性推动了我们
的业务发展。而我们为了帮助女性充分发挥
她们的潜能，所付出的心血和投入也属业界
少有。

创造机会

为了发展可持续经济和塑造平等包容的文
化，我们要利用企业的资产和业务规模来创
造更多机会。 

回馈社区

盖璞集团致力于在 2050 年实现碳中和与水
正效益，从价值链中淘汰一次性塑料，支持循
环经济，保护自然资源，确保子孙后代享有
健康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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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响人群

65 万 
盖璞集团与 USAID 合作建立的“女性与

用水”(Women + Water) 联盟 
改善了印度棉花种植和纺织制造社区 
650,000 人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1

领导者

58% 
的高层领导者是女性，打破了男性担任

大部分高层管理职位的“常态”。

青年帮扶

912 
我们在 2020 年利用 This Way ONward 
计划招聘了 912 名青年，并有望在 2025 

年通过此计划招聘 5% 的初级店员。

P.A.C.E.

804,000+ 
2020 年，P.A.C.E. 惠及 804,000 多名女

性，包括近 200,000 名制衣女工。

人才招聘机会 
2021 年新的合作伙伴包括 

“难民帐篷合作组织”(Tent Partnership 
for Refugees) 和“第二次机会商业联盟” 
(Second Chance Business Coalition)。

EMPOWER@WORK 
我们与 BSR HERproject、CARE 
和 ILO Better Work 合作制定了 

Empower@Work 计划，利用知识、技能
和网络促进协同行动，提升全球供应链中

女性员工的福利和性别平等。 

为了解决性别平等问题，盖璞集团制定了 
2025 年赋权女性的四大新目标，致力于

打造性别平等的工作场所，并解决性别暴
力问题。

废弃物处理

13% 
转化了 13% 的一次性塑料废弃物。

气候

39% 
2020 年末启动了太阳能和风能项目， 
相比 2017 年基准线，我们拥有和经营

的设施减少了 39% 的 GHG 排放。 

水资源

15 亿 
自 2019 年启动 Arvind 水资源合作项

目以来，节约了超过 15 亿升水。2

供应链

89% 
的生产设施和 80% 的战略工厂已完成
希格设施环境模块 (FEM) 指数评估。

12 
名董事会成员： 

10 名为独立董事，5 名为女性， 
3 名为有色人种。

董事会监督 
董事会级别的委员会对 ESG 目标和战

略进行全面监督。

2020 年亮点

企业治理 

社会： 
赋权女性

社会： 
创造机会

环境： 
回馈社区

1.  包括：支持社区制定农村用水安全行动计划，协助政府规划、资助和维护管道供水服务； 
促进小额贷款的提供，用于建设水管连接、手压水泵、储水、雨水收集结构、滤水器和厕所等设施。

2.  Arvind 水资源合作项目是盖璞集团与 Arvind 有限公司共同努力的成果。该项目于 2019 年 11 月投入运营。文中数据为 2019 年 11 月至 2021 年 6 月节省的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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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目标为导向 
的品牌

盖璞培育了多个以目标为导向的
品牌，价值达到了数十亿美元， 
这些品牌将对人类和地球产生 
持久影响。 

这些成就离不开我们在为女性赋
权、为员工创造成功的机会，以及
负责任的水资源管理方面的持续
努力。 

每个品牌都在我们的三大重点领
域发挥着主导作用，因而有机会
以独特而有意义的新方式深化与
客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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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 Navy 于 1994 年开设了第一家
店铺，现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服装品牌
之一。Old Navy 的使命是：通过提升
包容性、创造更多机会和促进可持续
发展，为子孙后代铺设更好的发展道
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Old 
Navy 相信风格民主化，同时不忘传
达对大自然的热爱。在 Old Navy ， 
每个人都能获得归属感，每一件衣 
服都饱含着爱，不只是对大自然母 
亲的爱，也是对子孙后代的爱。这种 
爱将绵延不绝。这是一项远大使命。 
这就是 Old Navy。 

赋权女性

包容
Old Navy 与盖璞集团一起，致力于推动变
革，为员工、品牌和社区谋福祉。为了支
持风格民主化，生产人人可穿的服装，Old 
Navy 打造了从儿童到成人的中性风格服
装系列，整个系列的产品尺寸达到了 216 
种。Old Navy 与 Open to All 联盟（中文
意为“向所有人开放”）保持长期合作，承
诺对所有人开放，保护顾客免受歧视。

创造机会

This Way ONward
This Way ONward（以前称为This Way 
Ahead）专注培养下一代领导者的技能和信
心，帮助他们取得职业生涯的成功。自 2007 
年以来，此计划已成为多元化人才的重要输
出渠道。Old Navy 的任务是在 2025 年前为
困难青年提供 20,000 个工作机会，目前这个
目标已完成一半，将近 10,000 名毕业生得
到了工作机会。我们 2020 年的评估调查显
示，This Way ONward 输送的新员工在  
Old Navy 获得了归属感，感受到了经理的 
支持，并且对工作感到满意。

回馈社区

水资源
Old Navy 有望在 2022 年实现所有牛仔布都
使用节水技术加工的目标。截至 2021 年夏
季，Old Navy 有 91% 的牛仔布采用了节水
技术，目前为止已节约 10 亿升水。

纺织品
Old Navy 计划在 2022 年完成可持续采购所
有棉花的目标，并承诺在牛仔布中增加再生
棉的使用。此外，该品牌还打算 2025 年前将 
60% 的传统聚酯纤维转为再生聚酯。

塑料
Old Navy 正在努力减少整个供应链的塑料
废弃物，预计到 2023 年将在美国和加拿大
店铺实现塑料购物袋零使用。到 2021 年末，
美国和加拿大的所有 Old Navy 店铺都将参
与衣架回收计划，将使用过的衣架回收利
用，而不是当作垃圾处理。

此外，为了纪念 2021 年地球日 51 周年，Old 
Navy 资助了 51 位年轻人的 GoFundMe 保
护地球活动，并提名 7 岁的 Ryan（因热衷回
收而闻名）为他们新的 FunCycling 领头人。 

上图：Ryan Hickman，Ryan 的回收公司。

了解详情 
> Oldnavy.com/Ima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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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到 2021 年，从更具可持续性的
来源购买所有棉花

Gap 致力于减少用水量，选择更具
可持续性的材料，并回馈社会。可持
续发展是一项长期的事业，Gap 会
继续向前大步迈进。从纤维到面料
再到工厂，Gap 以负责任的态度、 
尊重和保护环境的理念制作出了客
户喜欢的衣服。这是 Gap 的使命。

赋权女性

用水是一项人权
盖璞集团与 USAID 合作建立了“女性与用
水”联盟，共同致力于在 2023 年前改善印度
棉花种植和纺织制造社区两百万人的饮用
水和卫生条件，Gap 为这项行动提供了有力
支持。

EMPOWER@WORK
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影响之一，就是全世界的
职业女性更有可能失去工作并承担起照顾
家庭的负担。Gap 品牌承诺，到 2025 年，所
有工厂都将参与 Empower@Work 计划。
这项计划专注于建立和部署可持续、可扩展
的系统性计划，在全球供应链中促进性别平
等，提高女性及其家庭的福祉。

回馈社区

Generation Good 系列
在 2021 年春天的世界水日，Gap 推
出了品牌迄今为止最具可持续性的系
列：Generation Good。该系列的诞生是为
了履行对 Gap 服装的制作者和穿戴者以及
对地球家园的承诺。这个精品系列包括牛仔
裤、T 恤和运动衫，在设计中体现了更深层的
可持续理念，从减少浪费、节约用水、降低排
放、提高材料质量，到更好地为员工提供支
持，每个方面都达到了更高的标准。

Washwell 环保水洗工艺
Gap 继续推行 Gap For Good 倡议。 
Washwell 环保水洗工艺自 2016 年投入使用
以来，与传统水洗方法相比，节约了超过 4.02 
亿升水，足够装满 8.04 亿瓶水。到 2020 年
底，有 91% 的合格牛仔布使用了 Washwell 
环保水洗工艺。到 2021 年秋季，这个比例有
望达到 100%，远远超出 75% 的目标。

棉花

循环利用
Gap 继续参与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的“牛
仔裤再造”(Jeans Redesign) 挑战，与业界协
力践行循环经济原则，设计经久耐用、更具可
持续性并且可以再造的牛仔布。

为了尽可能延长产品的使用周期，Gap 启
动了与 Give Back Box 的合作。客户可以
重复使用邮寄包装，将二手服装、鞋类和配
饰打包捐赠，可免付邮寄费用。所有捐助都
会提供给有需要的慈善机构。

更优质的材料
2021 年，Gap 注册参加了可持续纺织促进会 
(Textile Exchange) 的 2025 年再生聚酯挑
战，该挑战要求服装品牌共同承诺：到 2025 
年，将使用再生聚酯纤维的比例从 2019 的 
14% 提高到 45%。Gap 有望顺利实现这一
目标。

从更具可持续性的来源 
购买的棉花比例 2021 年目标

100%
53%2018

2019

2020

了解详情 
> Gap For Good

“我们希望子孙后代能
够用上清洁的水，保证他
们的健康、工作和娱乐需
要。许多棉花种植区用水
压力很大。水对于制衣工
人的健康和福祉非常重
要，而这些人中大多数是
女性 (80%)。”

Mark Breitbard，Gap 品牌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节选自联合国全球契约组
织“CEO 水资源管理倡议”2021 年世界
水日发言稿

67%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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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ana Republic 的愿景是描绘一
个充满冒险精神的想象世界。从创立
之初，该品牌就以支持梦想为己任，
专注激发所有人内心敢为人先的精
神、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Banana 
Republic 秉持我们敢于想象的传
统，努力创造一个包容、可持续的理
想世界，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回馈社区

Banana Republic 坚持“有意识的奢侈品” 
理念，重新发布了可持续发展网站 ，甚至提
前超额完成了部分目标。 

循环经济
• 2020 系列所使用的材料中超过 60% 来自

更具可持续性的来源，包括专门为循环使
用而设计和制造的牛仔布。

• Banana Republic 参与了艾伦·麦克阿 
瑟基金会的“牛仔裤再造”项目，专注打造
有机棉牛仔布，与业界协力践行循环经济
原则。 

• 品牌推出了 BR Vintage 精品系列，随之
发布了 225 件复古之作，全部选自品牌上
世纪 80/90 年代和 21 世纪的经典复古产
品。品牌还将与第三方采购供应商合作，
这些第三方专注甄选过去几十年的复古设
计，并已在网上发布自己的复古系列。 

• 此外，Banana Republic 还与 Paravel 开
展了限量版合作，后者是一家专注于可持
续实践和材料的箱包品牌。

水资源
• 品牌继续探索创新的染色工艺和节水的

清洗方法，同时通过生物软化剂、泡沫
染料、Washwell 环保水洗工艺等创新技
术，确保水道更清洁，并且努力推广使用
再生棉和有机棉。 

• 节约用水对品牌来说是一项大事，2020 年 
节约了 1999 万升水。

• 在完成有机认证的过程中，Banana 
Republic 还为一家农场提供了全资支
持，旨在改善农民生活，改善社区建设。

原材料
• Banana Republic 参与了全球负责任羊毛

标准计划，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制作毛衫及
其他产品，帮助保护了绵羊和牧场。

• Banana Republic 不断尝试和改进具体做
法，努力向客户宣传和普及可持续产品：
• 可持续意识词汇表
• 可持续意识奢侈品
• 可持续意识店铺

• Banana Republic 致力于在全球支持负责
任的皮革加工方法，并加入了皮革工作协
会 (LWG)。

了解详情 
> Banana Re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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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经过认证的共益企业， 
Athleta 致力于将商业作为一种向
善的力量来实现其使命：激发所有
女性的无限潜能。Athleta 奉行包容
和支持女性的核心价值观，寻求改
善女性福利和增强环境影响。2020 
年，Athleta 有史以来第一个可持续
发展目标取得了重大进展，对未来
要确立的目标也有了清楚的认知。 

赋权女性

“她力量”基金
2020 年，女子运动基金会创建了“她力量”
基金 (Power of She Fund)，计划在 2020  
至 2023 年捐助 200 万美元用于改善女性 
的生活，捐助形式有两种：

• “Move Together”（一起行动）补助，用
于帮助女性追求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
并营造社区归属感。2020 年为三家组织
提供了补助。 

• “Wellness for All”（全民健康）补助，旨
在支持有色人种女企业家和组织，帮助女
性 BIPOC（有色人种）群体提升健康和福
利水平，2020 年有 10 人受助。

创造机会

公平贸易
Athleta 与公平贸易缝纫协会 (Fair Trade 
Sewing) 保持长期合作，2020 年为斯里兰卡
制衣工人及周边社区提供了 232,000 美元
的资助。工人们将这些资金用于当地学校的
改造和为家庭提供疫情相关的经济援助。
自 2016 年以来，Athleta 已为斯里兰卡的 
工人提供 958,000 美元的资助。 
 

回馈社区

再生能源
2020 年 12 月，Athleta 位于北卡罗来纳州 
的太阳能农场投入使用，帮助抵消了品牌
在美 
国的所有运营排放。五家独立的公司通过跨
行业协作订立了这份史无前例的购电协议。
这五家公司组成的企业再生能源联合集团将
成为一个大型场外太阳能项目的主承租方，
形成一种具有成本效益且可复制的新模式，
为小规模用电的公司开放再生能源市场。 

了解详情 
> Athl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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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权女性，关注人权
目标
年份 状态 进展

通过 P.A.C.E. 帮助 100 万女性 2022 自 2007 年以来已帮助 
804,000 多名女性

所有战略工厂4都参加 
Empower@Work 计划，投入到赋权女
性的工作中来

2025 正在跟进

战略工厂的所有员工都能通过工作场
所性别平等代表委员会表达自己的
意见

2025 正在跟进

所有战略工厂在主管级别实现性别
平等

2025 正在跟进

所有工厂将建立预防和响应管理系统
并落实相关培训，以解决性别暴力问题

2025 正在跟进

盖璞集团将 80% 的采购任务分配给获
得绿色评级的供应商 

2025 正在跟进

盖璞集团所有一级设施和二级战略
工厂都参与全行业范围的行动，包
括社会劳工整合计划 (SLCP) 和/或 
ILO Better Work 计划

2023 正在跟进

目标与进展

3. 2020 年宣布的所有目标在本报告中都列为“新”目标，即使这些目标之前在盖璞集团 2019 年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 2020 年 10 月发布）中已作为新目
标出现。 

4.  占我们总业务量 80% 的工厂。

 进行中  需要关注

 2020 或 2021 年宣布的新目标  目标已完成

负起责任是我们的可持续方法的根本。 

下表中总结了我们的关键目标、最新进展以及 
未来的发展方向。所有目标年份均为财年结束。
报告数据为 2020 财年（2021 年 1 月 30 日止） 
的数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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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机会
目标
年份 状态 进展

每年通过 This Way ONward 招收的初
级店员达到 5%

2025 2020 年，有2.1%的 Old 
Navy 初级店员 是通过 This 
Way ONward 聘用的

通过 This Way ONward  
帮助 20,000 名青年

2025 自 2007 年启动该计划以来，
已有 9,113 名青年参与

平等与包容 
目标
年份 状态 进展

将美国总部办公室各级别黑人员工 
和拉丁裔员工的代表人数 翻倍 

2025 正在 跟进

将美国店铺领导职位中黑人员工的代
表人数增加 50%。

2025 正在 跟进

 进行中  需要关注  2020 或 2021 年的新目标  目标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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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馈社区
目标
年份 状态 进展

水资源 
到 2050 年，在
缺水地区实现
用水“净正向
影响”

水资源恢复力价值链 2030 正在确立基准线与符合
背景的目标

为 200 万人（包括 100 万
女性）改善饮用水和卫
生条件

2023 正在跟进

努力在我们的供应链中
实现危险化学品零排
放：带有 DWR/防污整
理剂的服装全部摒除 
PFC 保护剂的使用

2023 7% 的防水防污产品使
用了非 PFC 整理剂

相比 2014 年基准线， 
节约 100 亿升生产用水

2020 截止 2020 年底，已节约 
113 亿升水

废弃物处理与
循环利用

淘汰一次性塑料 2030 正在跟进

转化了美国所有设施 
80% 的废弃物

2020 2020 财年数据不可用

更多信息请见第 40 页

目标
年份 状态 进展

气候 
到 2050 年，在
整个价值链实
现碳中和

使所购商品和服务的范
围 3 排放量比 2017 年基
准线减少 30%

2030 2020 年范围 3 排放数
据将在 2022 年公布

使范围 1 和 2 的排放量比 
2017 年基准线减少 90%

2030 2020 年范围 1 和 2 的
排放量比 2017 年基准
线减少了 39%

在全球拥有和经营的设
施中实现 100% 可再生
电力采购

2030 2020 年，我们使用的
能源有 17% 为可再生
能源

使范围 1 和 2 的排放量比 
2015 年基准线减少 50%

2020 2020 年，我们的范围 1 
和 2 排放量比 2015 年
基准线减少了 50%， 
实现了目标 

生物多样性 杜绝使用源自古老濒危
森林的木源纤维

2025 我们 98% 的纤维素纤
维符合 这项承诺

从更具可持续性的来源
采购所有棉花

2025 54% 的棉花来自更具
可持续性的来源

 进行中  需要关注  2020 或 2021 年的新目标  目标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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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的内容
P.A.C.E. 与 Empower@Work 15
盖璞集团 P.A.C.E 计划 16
Empower@Work 17
人权与社会对话 18
共抗疫情，保证供应链顺利运转 23

社会

赋权女性， 
关注人权
在我们的业务领导者、顾客和服装供应链从业者中，女性占大
多数，可以说是女性推动了我们的业务发展。而我们为了帮助
女性充分发挥她们的潜能，所付出的心血和投入也在业界遥遥
领先。

在本报告中，您将了解到我们为帮助世界各
地女性释放新潜力所做出的长期努力。为了
推进这个领域的各项计划，我们与供应商、 
同行、政府组织、教育机构、非政府组织和民
间社会组织建立起创新合作关系，共同致力
于提升女性权力。

本报告还阐述了我们在供应链中为职业发
展、技能培训和打击性别暴力 (GBV) 所做
的投入。我们的补充计划可单独或共同实
施，用于解决性别不平等和暴力问题，支持
财务包容，为女性员工提供获得技能和代表
的机会，让她们在工作中有更多机会发表意
见并取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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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E. 与 
EMPOWER@
WORK
2007 年，我们启动了盖璞集团个人进步
与职业发展 (P.A.C.E.) 计划，与供应商合
作，为女性传授基本生活技能，提供技术
培训和支持，帮助她们在工作和生活中
取得进步。自那以后，这项计划已逐渐扩
展到了社区和国家/地区范围。

2019 年，借助 P.A.C.E. 计划，盖璞集团
成为 Empower@Work 的创始成员 
之一，与 Better Work、商务社会责任国

际协会 (BSR) HERproject 和 CARE 项 
目组一起，在国际女性研究中心 (ICRW)  
的支持下，共同推进这个领域的工作。 
Empower@Work 通过在整个服装行 
业推行女性赋权培训和技能培养工作， 
利用集体行动的力量为女性员工赋权， 
在商业实践中融入性别平等原则，促进
政策和系统变革。Empower@Work  
将专注于建立和部署可持续、可扩展的
系统性计划，在全球供应链中促进性别
平等。 

这些直接面向女性的特色计划是我们许
多其他目标的基础，具体请见第 11 页。 

到 2020 年，
通过 P.A.C.E. 帮助的

女性达到 100 万

5. 占我们总业务量 80% 的工厂。

所有
战略工厂5 到 2025 年都参与 

Empower@Work 计划，投入到 
赋权女性的工作中来

所有
Athleta 和 Gap 品牌 
工厂到 2025 年都参与  
Empower@Work 计划

我们将计算女性员工至少占到 50% 的工厂
的比例，来评估 Empower@Work 目标的完
成情况。我们还会进一步评估工厂 HR 管理
流程中 Empower@Work 制度化的程度， 
包括他们如何向员工介绍这项计划，以及高
层管理人员如何朝这方面努力。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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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的女性

2018

2019

2020

178,000

279,000

199,0006

供应商

2018

2019

2020

61

68

110

社区合作伙伴

2018

2019

2020

17

28

31

每年增长

采购资金

2018

2019

2020

72%

81%

80%

P.A.C.E. 供应商 
支出百分比

6. 2020 年由于新冠疫情，很多地区限制人们聚集，P.A.C.E. 计划的实施和参与也受到限制。
7 基于 41 处设施采集的样本。

2007 年以来的进展

804,000+
帮助的女性

5,000+
注册 P.A.C.E. 培训师

75% 
的供应链供应商已承诺在 
2022 年实施 P.A.C.E. 培训

盖璞集团 P.A.C.E. 
计划
目前，P.A.C.E. 主要着眼于工作场所、
社区和学术领域的工作。我们与当地非
政府组织、政府机关、商业品牌及院校
合作，在各行各业和全球多个社区推行 
P.A.C.E. 社区计划。 

到 2020 年，P.A.C.E. 累计惠及 
804,000 多名女性，其中仅在 2020 
年就有 199,000 多人受益。我们还将 
P.A.C.E. 工作场所计划整合到了规模
更大的供应商可持续发展计划中，将 
P.A.C.E. 参与情况和表现纳入盖璞集团
供应商记分项，向供应商传达了一个信
息：这项计划既是战略优先事项，也是
我们对于商业合作关系的期望。

我们通过与政府和教育机构等相关方
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在社区持续推进 
P.A.C.E. 计划。 

2020 年，我们宣布与印度农村发展部 
(MoRD) 建立为期三年的合作关系。这次
合作是建立在 2019 年我们与 MoRD 试
点合作项目的成功基础之上，2019 年在
印度喀拉拉邦和恰蒂斯加尔邦有 2,000 
名年轻人参与了 P.A.C.E. 计划。 

同样在 2020 年，我们与柬埔寨教育
部合作开展了柬埔寨小学教育行动 
(KAPE) 计划，并与印度尼西亚 CARE 
INTERNATIONAL 合作，通过 P.A.C.E.  
课程帮助了 12,547 多名青少年女性。 

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我们加快了 
P.A.C.E 数字化技术相关工作。2019 
年，我们为 P.A.C.E. 培训师推出了在线
学习平台，并在 2020 年迅速转为大型
数字化“培训师培训” (TOT) 模式，可在
线提供数百小时的学习内容。2021 年，
我们将开始开发更全面的数字化学习平
台，能够灵活提供面对面学习、混合式学
习和完全虚拟化的学习课程。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详细了解 P.A.C.E 
计划。 

2020 年影响

的沟通能力提升幅度

81%

的执行能力提升幅度

60%

的财务知识技能提升幅度

3.38%
的员工流动率表明经过 

P.A.C.E. 培训的女性7 职业稳
定性更高，相比之下其他员工

的流动率达到了 8.99%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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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ower@Work 提供的第一项资源是 
Empower@Work 员工培训开放资源工
具包。该工具包（可在此处获取）被认
为是在服装供应链中赋权女性的最佳实
践课程。 

立足于工具包的成功， 
Empower@Work 现在专注于打造强
大的实施和影响模式，将赋权女性的计
划落到实处，不仅限于员工培训，更要
推动系统和市场的改变，从而确保对
女性员工的生活与工作产生持久积极
的影响。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详细了解 
Empower@Work。

2020 年进展

虽然新冠疫情导致我们开展面对面培训
工作受到诸多限制，但 P.A.C.E. 计划和 
Empower@Work 合作计划都取得了重大
进展。 

我们认识到，新冠疫情对我们生产服装的许
多社区都产生了严重影响。疫情对女性的影
响尤为突出，在这场健康危机中，她们更有可
能失去工作，转而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负担。这
些社区和受影响的女性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自
我恢复和重建。

尽管损失巨大，但我们的一些计划发挥了重
要作用，充当了女性相互支持度过危机的关
键网络。 

我们认为，P.A.C.E. 和 Empower@Work 能
够提升数百万女性的地位和福利，增强家
庭和社区的适应能力，造福子孙后代。通过 
P.A.C.E. 和 Empower@Work 的基础工作，
以及我们供应链能力建设计划的组合（参见
第 18 至 22 页），我们已开始在供应链中建
设有利环境，以实现 2025 年的女性赋权目
标，包括在主管级别实现性别平等、预防和应
对性别暴力以及建立工作场所代表委员会。 

增强女性的适应能力

盖璞基金会是新近发起的全球价
值链女性应变基金 (Resilience 
Fund for Wome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创始合作伙伴和投资者。 

这项开创性的资助倡议是为了支持
疫情后的恢复，并推进长期的系统
性变革，帮助女性和社区增强适应
能力。 
该基金寻求多渠道融资，支持当地
以女性为主导的组织，加强学习， 
推动实现最佳成果。

2020 年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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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与社 
会对话

我们采取了全面的方法来促进尊
重人权和开展社会对话，以打造
尊重员工的可靠供应链。我们的
目标是设计和实施行业领先的计
划，并开展相关合作，为整个行
业的员工和企业创造成果。 

我们制定了人权政策和供应商行为准则 
(COVC)。这两者都以国际公认的劳动标准和
指导为基础，包括世界人权宣言 (UDHR)、联
合国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联合国全球契约 
(UNGC)、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跨国
企业指南以及 ILO 的核心公约。 

为了坚持这些政策并改善供应链工作条件，
我们主要关注两个方面： 

评估和补救
通过保持透明度和建立合作关系，我们可以
改善员工的福祉，保障人权，减轻环境影响，
提升业务绩效。 

能力建设
我们与 ILO Better Work、供应商、非政府组
织及其他各方合作，制定了各项计划来提高
员工代表性和促进领导层参与。这些计划 
涵盖工作场所合作、督导技能和赋权女性 
等问题。

如需进一步了解我们的人权政策、管理方法
和解决下列关键问题的方法，请访问我们的
人权政策和方法网页。

• 童工与青年工人
• 歧视和骚扰
• 工资和福利
• 消防、建筑和电气安全
• 申诉机制
• 短期合同
• 人口贩卖与强迫劳动
• 工作时间
• 人道待遇
• 结社自由
• 外籍合同工与招聘
• 未经授权的分包

2020 年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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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和补救

我们通过评估和补救计划，来评估供应商是
否有能力满足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期望。此
类评估工作我们可以自行开展，也可以和 
ILO Better Work 合作。我们从全球各国/地
区采购原材料，并设立当地工作小组，他
们非常了解员工的需求和当地设施的绩效。
我们还坚持采用全行业范围的工具，例如
社会劳工整合计划（第 35 页），来评估工
厂的绩效。

我们使用色彩编码系统对各设施的绩效进行
评级。没有严重问题并且很少违规的高绩效
设施评定为绿色；普通绩效为黄色；需要解
决一个或多个严重问题的设施为红色。与“
不合规”问题相比，严重违规对设施评级的
负面影响更大。 

2020 年目标
100%

2025 年目标
80%

评级为黄色或绿色的供应商工厂8

百分比

2020 年设施评级
659 个设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84% 

54% 的设施获得绿色评级

95% 

45% 的设施获得黄色评级

98%

98%

99%

目标：到 2020 年，所有参与生产品牌服
装的供应商工厂都获得黄色或绿色评级

新目标：到 2025 年，盖璞集团将 80%  
的采购任务分配给获得绿色评级的工厂

1% 的设施获得红色评级

社会劳工整合计划 (SLCP)

作为 SLCP 的签约方，我们全力支
持评估和改善全球供应链中的工作
条件。SLCP 的数据收集工具评估
整个供应链中制造厂的社会劳工绩
效，减少行业中的重复工作。 

盖璞集团支持将 SLCP 工具推广运
用到 Better Work 评估中，从 2021 
年 6 月起开始在印度尼西亚、孟加
拉国和越南投入运用。我们持续在
整个供应链中实施此计划，鼓励供
应商对他们的社会绩效负起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到 2025 年，让所有
一级设施和二级战略工厂都参与到
类似的全行业工作中。 

2020 年，我们基本实现了只与获得黄色或绿
色评级的设施合作的目标。只有 1% 的设施
评级为红色，远低于 2017 年设定此目标时
的 16%。各设施在特定时期都会存在自己的
问题，这可能导致评级下降为红色。针对这种
情况，我们提供纠正措施计划与符合实际的
问题解决时限。 

到 2020 财年结束时，85% 的 COVC 问题
已得到解决。通过将这些工作融合到采购决
策中，并专注于首选的供应商，我们能够用
更有效、更具可持续性的方法解决 COVC 
违规问题。我们设有专门的供应商可持续发
展团队，负责对全球采购员工进行人权政策
和流程的培训，增强对于 COVC 要求的认
识，并在内部开展合作，以管理供应商绩
效。通过培训和教育，我们还帮助重要供以
防取措施来防止出现 COVC 问题。

我们通过严格的批准流程和定期评估以阻止
评级为红色的设施进入采购列表，如果现有
的合作设施评级降为红色，我们将重点关
注这些设施，更频繁地进行重新评估。如果
设施或供应商未能解决持续存在的不合规问
题，我们将执行负责任的退出计划，包括通
知供应商我们不再下达新订单，以尽可能避
免扰乱供应商的行动。在停止合作期间及之
后，我们会继续监控设施的相关情况，努力
解决待处理的问题。

所有
盖璞集团一级设施和二级战略

工厂到 2023 年都参与全行业范
围的计划，包括 SLCP 和/或 ILO 

Better Work 计划

新目标

8. 参与生产品牌服装的工厂。 2020 年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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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

我们与所有品牌服装供应商及其他关键利益
相关者合作，在供应链中提供安全、公平和
健康的工作环境。我们实施各种计划来监控
设施运营情况并增强供应商的能力，帮助促
进工作条件的改善。在适当情况下，我们会
采取针对国家/地区特定的方法。

ILO Better Work
盖璞集团是 ILO Better Work 的创始成员，
此计划也是我们在关键采购市场的重要合作
项目。Better Work 通过咨询的方式来监管
和保障员工的权利和福祉，帮助公司和政府
遵守 ILO 的核心劳动标准和国家劳动法。 

我们还帮助建立了 Better Work 学院，负责
为全球服装品牌的员工提供重要社会热点相
关问题的培训。这样，参与培训的公司就能
够在 Better Work 范围之外为工厂提供培训
与咨询。该学院的培训已覆盖 18 个国家/地
区的 400 多个设施，现有 8 个品牌（包括盖
璞集团）参与。我们通过分享见解，提供各
品牌可按需定制的培训材料，积极支持学
院的拓展。 

品牌方作为顾问与合作伙伴，可以为设施提
供反馈，帮助他们不断改进。加拿大约克大
学最近9的一项研究显示，劳动标准和业务
绩效方面的进展喜人。我们会继续扩展学院
培训模块所涵盖的主题。

通过行业合作，我们还将开始在共享工厂跟
进社会对话指标，并支持以供应商为主导的
方法。

工作场所合作计划 (WCP)
WCP 是我们与 Better Work 合作的计划，旨
在促进员工与管理层之间的对话，对话主题
涉及加班、福利、洗手间卫生和餐厅食品等。
该计划以选举委员会的形式运作，员工和管
理层代表共同合作改善劳资关系。考虑到一
些员工对于在高层管理人员面前表达不满会
感到不自在，我们会为参与者提供沟通与谈
判技能的培训。

2020 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我们缩减了
能力建设计划，因此未能实现覆盖 200 个设
施的目标。今年下半年恢复 WCP 工作后，我
们采取了新的方法，由工厂的一名培训师为 
20 至 30 人的团队提供远程培训。 

我们希望进一步推广这种混合式方法，持续
提高设施培训的灵活性。 

WCP 将继续覆盖到战略供应商拥有和授权
的分包设施，以扩大影响力。

所有
战略工厂的员工到 2025 年都能
通过工作场所性别平等代表委员

会表达自己的意见

新目标

9.  Better Work 与约克大学
10. 数据代表仍参与计划的设施。未参与的设施已从前几年的总数中去除。

2018 至 2020 年参与 WCP 的员工提
出的申诉

22,292
项申诉

88% 
的问题（19,635 个） 在同一季度得到解决

目标：到 2020 年，工作场所合作计划将
覆盖 200 个供应商设施

WCP 覆盖的供应商设施10 2020 年目标
200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9

63

115

159

183

这些数据由各工厂每季度通过任意机制（即，建议箱、双方代表委员会、联
合会、热线/帮助热线、移动应用程序、HR 或主管或者外部团体）进行报告。 

我们将通过评估工厂拥有工作场所性别平等
委员会的比例来衡量我们的绩效（性别平等
是指委员会性别比例体现工厂员工总数的
性别平衡）。我们还要求每年完成至少 70% 
的 Better Work 社会对话指标。自 2016 年以
来，我们已覆盖 11 个国家/地区的 183 个设
施，包括 2020 年的 15 个。

2020 年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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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敬业度计划 (WEP)
我们使用 WEP 来了解员工在工作中的感
受，并促使各设施做出改进。这种模式由供应
商主导，使用可扩展的移动技术，让员工的心
声能够被最适合做出回应的人听到。在早期
迭代中，我们已覆盖 100 个场地。立足于此，
到 2020 年底，WEP 通过移动参与工具覆盖
了 48 个设施。为了进一步扩大实施范围，我
们与越南、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危地马拉的供
应商分享最佳实践。 

我们的供应商可持续发展团队通过举办区
域研讨会，解释员工敬业度对于供应商的帮
助，例如降低缺勤率和离职率等。此外，员工
还可以提早发现问题并提出改进效率或安全
性的建议。在新冠疫情导致工厂关停期间，
中国的一些主要工厂利用 WEP 快速与员工
建立起沟通机制，我们将这个方法分享给了
其他设施。 

我们认识到，衡量员工敬业度的方法有很 
多种。为了加强品牌协作并避免重复推出 
相似工具，我们在 2020 年采用了耐克 2019 
年敬业度与幸福感调查，收集了 25 家工厂的
反馈。11我们还计划分享最佳实践和资源，
以强化行业知识。

督导技能培训 (SST)
2018 年，我们与 Better Work 合作启动了 
SST 计划。这项为期三天的培训计划目的是
帮助主管和中层经理提升沟通能力，建立良
好的同事关系，有效管理员工。 

除了生产效率的数据外，我们还借助主管和
员工调查来评估此计划的影响。通过调查， 
我们可以了解参与者对于培训效果的看法，
他们是否认为培训可以促进行为改变，以及
这些改变是否会影响生产效率。

SST 还帮助女性培养担任领导职位的技能和
信心。按照新的目标，我们要求工厂优先考
虑为女性提供培训机会。在我们的战略工厂
中，大约 48% 的主管职位由女性担任，女性
占到了我们供应链员工总数的 72%。

累计影响

4,271 
名主管接受了培训

2020 年活跃参与方

157
个设施，遍布八个国家/地区 

所有
战略工厂将在 2025 年实现主管级别的

性别平等

新目标

我们会估算在主管级别实现了性别平等（即
性别比反映工厂员工总数性别比）的工厂的
占比，来衡量绩效。我们通过设定性别平等
的新目标，致力于在战略工厂中培育性别平
等的文化，赋予女性担任管理职位的信心、
能动性和技能。

11. 中国 3 家，越南 11 家，印度尼西亚 8 家，危地马拉 3 家。 2020 年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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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到 2020 年，所有一级供应商完成向数
字工资支付的过渡

2021 年目标
100%

采用数字方式支付工资的一
级供应商

2017

2018

2019

2020

68%

80%

92%

96%

数字工资支付

2018 年，我们设定了一个目标，即要求所 
有一级供应商在 2020 年完成工资支付从现
金系 过渡到为数字系统的转变。为了支持
这个目标，我们加入了联合国 Better than 
Cash 联盟 (BtCA)。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详细了解盖璞集团如何支持数字工资支付。

截至 2020 年底，有 96% 的供应商使用数字
工资支付（移动钱包、银行账户、借记卡和
其他数字化方式），并且我们在所有供货国
家/地区推出了数字支付计划。由于某些供
货国家/地区 （ 柬埔寨、海地和约旦 ）存在
数字工资支付的监管限制或基础设施限制，
因为我们未能实现 100% 数字支付。我们正
与专业合作伙伴一起尝试解决这些难题，
并将继续提供有关此目标的最新进展。我
们还将继续帮助更多工厂提供数字工资支付
机制。 

普惠金融要求既能获得金融服务，也了解如
何使用相关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我们在约旦
与 BtCA 和 ILO Better Work 合作开展了试
行计划，从中吸取了经验，并根据这些经验在 
P.A.C.E. 现有课程体系中增加了数字金融知
识课程。 

此外，我们还与工厂合作，审核和改进他们
的 GBV 政策。我们认识到，培训只是必要的
干预措施，但不足以彻底解决问题，因此我们
目前正在探索与专业组织和其他主要服装品
牌合作，找到可以全行业范围大规模实施的
可靠方法。 

2020 年由于新冠疫情导致旅行限制和封
锁，我们未能在印度尼西亚和中美洲部分国
家/地区开展培训。在可以开展培训的地方，
包括中国、越南和柬埔寨，我们使用“培训师
培训”模式，将此计划推广到了大量设施。针
对所有设施，我们在开展三小时的深度研讨
会之后，每年会完成后续的培训计划，根据各
设施的需求定制更短的复习课程。我们正在
进行基线、中线和终线调查以评估进展，并计
划在 2021 年报告进展情况。 

我们将估算所有员工每年接受 GBV 预防与
应对培训的工厂百分比，以此来衡量绩效。
我们还将进一步评估工厂是否有适当的申
诉机制，让员工可以报告 GBV、骚扰和虐待
事件。

我们的努力产生了可喜的成果，创造了积极
的影响。例如，在印度，与我们合作的所有设
施 100% 实现了数字工资支付，员工流失率
下降了 15% 至 20%。

性别暴力预防与应对

我们与 Better Work 合作制定了性别暴力 
(GBV) 预防与应对计划，此计划是我们性别
平等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有助于执行我们
对于各种形式身心暴力和性骚扰问题的零
容忍政策。

多年来，我们定期评估合作的设施，发现了与
性别歧视和骚扰相关的严重违规行为，但我
们认识到，只靠审计来发现和解决这些问题
是不够的。

2018 年，我们加大了工作力度，与第三方专
业组织（Better Work、CARE 等）合作，开展意
识培训和能力建设活动。工厂经理在接受意
识培训后，可以对工厂内部的培训师进行培
训，然后培训师可以对员工进行 GBV 预防与
应对的深度培训。 

我们的供应商可持续发展团队在印度和其他
主要供货国家/地区启动相关计划并取得了
良好的进展，立足于此，我们设定了所有工厂
在 2025 年落实 GBV 培训以及预防与应对系
统的目标。到 2023 年，我们的目标是确保所
有工厂的员工每年接受 GBV 培训。2020 年
底，75% 的工厂已完成意识培训，许多员工 
已接受有关 GBV 预防与应对的深度培训 
（越南有 5,000 多名员工获得培训，印度有
近 100,000 名员工获得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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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目标

100%
到 2025 年，所有工厂将建立性别
暴力问题的预防与应对管理系统，

并落实相关培训



共抗疫情， 
保证供应链 
顺利运转

在我们的供应链中，有很多社
区遭受遭受了严重的疫情打
击。为确保这些人的福祉，我
们采取了多项措施，帮助他们
顺利度过困难时期。

促进安全工作实践

供应链中员工的健康和安全是我们的第一要
务。我们向供应商和工厂分发了新冠疫情防
护指南，其中提供了针对服装制造业的公共
卫生与个人安全建议。该指南参考了世界卫
生组织 (WHO)、ILO、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工
人权利联盟的建议。 

调整社会与劳工计划

在应对旅行限制和封锁的同时，我们希望
继续开展重要的社会与劳工计划，包括 
P.A.C.E. 计划。针对关键能力建设计划，我
们提供了虚拟研讨会和数字内容。我们还继
续支持工厂两方委员会等职能，以保障员工
的权利。此外，这些措施也让我们能够继续
识别、评估和应对人权风险。

执行供应商行为准则 (COVC)

即使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也执行了重要
的 COVC 标准，包括提供病假和其他相关福
利，落实适当的申诉机制和非歧视性就业实
践相关要求，并且遵守疫情相关的裁员和休
假制度规范。我们还在供货国家/地区与全球
和国家层面的利益相关者合作，了解新冠疫
情对制衣工人的影响，并与非政府组织、工会
和社区组织合作，解决因疫情而加剧的任何
劳工问题。

携手保障清洁用水

在疫情期间，我们继续投入资金并开展合
作，保障供应商社区人们的用水、环境卫生和
个人卫生 (WASH) 用品及服务。盖璞集团与 
USAID 合作的“女性与用水”联盟就是一个
典型例子。另外我们还参加了 WASH4Work 
倡议指导委员会。关于这些工作的更多信
息，请查阅第 33 页。 

支持供应链中的女性 

盖璞基金会支持新冠疫情应变基金 
(COVID-19 Resilience Fund)，这是我们支持
供应商社区女性的一项协作活动。该基金为
当地组织和女性团体提供资助，帮助疫情期
间遭受重创的社区顺利恢复，提高女性的经
济适应能力、健康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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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报告中，您将了解到我们的计划与合作
项目如何为不同性别、种族、年龄等的多元化
人才敞开大门。“平等包容，用心打造”是我们
公司的核心价值观。我们精诚合作，朝着目标
不懈努力，为员工、客户和社区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好处。 

通过开展 The Way ONward 特色计划，我
们持续专注于提供发展机会，确保员工拥
有所需的技能，在盖璞获得满意的职业生
涯。我们倡导支持社区，将我们崇尚包容
和机会的价值观传播到办公室和店铺 之外
的地方。 

社会

创造机会 
为了发展可持续经济和塑造平等包容的文化， 
我们利用企业的资产和业务规模为人们创 
造更多机会。 

本部分的内容
This Way ONward 25
人才发展 27
平等与包容 29
员工敬业度与社区影响 30
帮助员工应对疫情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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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WAY 
ONWARD

This Way ONward（前身为 This Way 
Ahead）作为我们人才发展方法的一部
分，为下一代提供了更多机会。This Way 
ONward 通过为青年群体（年满 16 至 
24 岁的年轻人）提供结构化的培训和
宝贵的第一份工作经验，专注于解决就
业方面的系统性障碍。此计划还培养导
师的领导技能，帮助我们的公司保持竞
争力。 

2020 年，This Way ONward 更名后加入
到了 Old Navy 品牌家族。后来通过与美
国男孩女孩俱乐部 (Boys & Girls Clubs 
of America) 建立合作关系，开始覆盖
到每个店铺所在地的社区。This Way 
Ahead 在 2007 年启动后取得了不错的
成果，立足于此，This Way ONward 将
支持 Old Navy 培养下一代领导者的远
大使命。 

2020 年，This Way 
ONward 新聘用了 
912 名店铺员工，其中 
90% 的新员工自我认
定为有色人种。这个数
据已经超过品牌 2020 
年的招聘目标12。 
这些毕业生留在本公司的时长是其他
毕业生的两倍。店铺经理认为 This Way 
ONward 招聘的员工都是最优秀的人
才。我们 2020 年的评估调查显示， 
This Way ONward 招聘的新员工在  
Old Navy 获得了归属感，感受到了经理
的支持，并且对工作感到满意。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详细了解  
This Way ONward 计划。 

注：由于现实条件限制，我们在 2020 年没有评估导师。 

12. 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招聘目标从 975 降至 700。
13. 由于计划转至 Old Navy 店铺单独开展，加上新冠疫情期间临时关店，所以 2020 年的数据不太理想。
14. 所示数据为计划启动以来的累计数据。

的员工更有信心 的员工上岗技能得到提升 的员工软技能得到提升 

63% 81% 67%

目标与进展

目标：到 2025 年，每年通过 THIS WAY 
ONWARD 招收的初级店员达到 5%

2025 年目标
5%

2025 年目标
20,000

2017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0.9% 

2007 0（计划启动）

3,900

5,677

8,201

9,113

1.4% 

2.1%

2.1%

(668)

2,713

(1,107)

(1,618)

(912)13

目标：到 2025 年，通过 THIS WAY ONWARD 
帮助 20,000 名青年14

2020 年覆盖与增长情况

青年
店铺

2017
1,148

274

2018
1,700+

444

2019
2,524

576

2020
91212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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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进展

截至 2020 财年结束，Old Navy 在北美拥
有 1,220 家店铺，确保了此计划的切实推广
运用，激励年轻人成为下一代领导者。2020 
年，Old Navy 筹集了 240 万美元用于开展 
This Way ONward 计划，并通过多媒体平台
号召人们关注青年失业危机，与 RuPaul 合
作参与的一档电视节目带来了大约 4 亿的
浏览量。

此计划为 Old Navy 提供了可靠的多元化人
才来源。2020 年，通过 This Way ONward 应

聘的申请者有 55% 被录用，相比之下其他来
源的申请者被录用的比例不到 10%。此计划
作为多元化人才输送渠道，帮助盖璞集团实
现了平等与包容的目标。现在，有 1,000 多名
毕业生通过 This Way ONward 计划成为了
盖璞集团的员工，其中大多数人自我认定为
有色人种。 

我们将 This Way ONward 的成功经验融合
到了盖璞集团的人才与社区招聘行动手册
中。通过这种方式与社区组织开展合作，我们
的所有品牌和职能部门学会了“注重潜力而
不是学历”的招聘策略。 

调整方案，应对疫情

由于新冠疫情爆发， Old Navy 暂停了实习
计划， 打算在店铺重新开业后再落实 人员配
置。在店铺关闭期间， 所有 17 个合作的非营
利组织 都建立了虚拟社区，分享为青年人才
提供在线培训 的最佳实践。虚拟社区 促成了 
100 多场虚拟招聘会 和一次集体面试，这是
在封锁期间 与求职者建立联系的一种创新
方式。2020 年通过 This Way ONward 录用
的员工中有一半以上参加过这些招聘会， 未
来，此计划的领导者将继续寻找 使用这些渠
道的方法。 

2020 年，备受瞩目的 警察暴力事件和抗
议 种族不平等的运动影响了 This Way 
ONward 社区。为了抚平系统性 种族主义所
造成的痛苦和创伤， 此计划的领导者和 非营
利合作伙伴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社区成员
进行一对一帮扶， 并为员工提供心理健康方
面的支持。

我们在该领域开展合作已有 15 年历史， 长
期以来建立起了丰富的支持网络。 在公共卫
生、种族不平等和经济停滞等危机相互交织
的 2020 年， 这样的网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例如，This Way ONward 的 先驱合作
伙伴 The Door 在停工期间 为纽约市的店铺
员工提供了 服务和支持。The Door 为有需
要的年轻人提供食物、服装、个人护理必需品 
和技术便利。他们在疫情期间 为我们的员工
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这让我们深受感动。

随着店铺重新开业， Old Navy 和男孩女孩
俱乐部再次携手，在美国和加拿大各地为青
年人 提供可喜的就业机会。我们计划 将注重
潜力的招聘理念和 社区招聘经验运用到公
司的 其他职能部门中。我们也在建立 晋升通
道，扩大毕业生的参与度， 为他们提供持续
的支持， 包括职场机会和技能培养， 以提升
盖璞集团的 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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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 
发展

多年来，我们始终立足于以人为
本的理念，不断提高员工的工作
敬业度，持续为企业贡献价值。
我们用心打造工作场所文化， 
并且提供丰富的福利，满足员工
的职业发展和个人需求，并且考
虑员工家庭的需求。 

奖励

连续第三年获奖

跻身全球多元化与包
容性企业 100 强

连续第 15 年获得
满分 

25,927
员工倾向调查参与人数（29% 的回复率） 

4,562
总计学习的课程 
（LinkedIn Learning 上的课程为 3,774 次）

在员工倾向调查 中，参与者对 
“我很自豪能在这里工作”与 
“我打算留下，因为未来可期”
两项的平均评分为 93%。 

这包括设计工作安排，为店内员工提供更稳
定、更灵活的工作时间，帮助他们平衡工作与
生活。另外，我们还提供财务激励。 

我们根据员工的不同水平和需求定制培训计
划和资源，并且经常寻求反馈，随时了解员
工的想法，更快响应员工的需求。随着全球
疫情好转，我们顺利走出阴霾，未来我们将
打造更贴近顾客、更贴近彼此的工作体验，
同时进一步发展我们以目标为导向的品牌，
而所有这些都以员工的力量为核心。

2020 年，我们继续在整个公司大力培养新的
领导者，为每位新领导提供了 40 小时的培训
和同伴支持体验，并为 100 多名领导者提供
了个人辅导。

为了帮助员工应对新冠疫情的影响，我们
开展了“Stay Well”（保重身体）和“Stay 
Connected”（保持联系）课程，引导员工顺
利开展远程办公，并平衡好居家上学与工作
的关系，在疫情期间保持身体和精神健康。
课程涵盖了近 50 个主题，每次课程的平均参
与率为 500。

如需进一步了解我们如何支持和培养优秀 
人才，请访问我们的人才管理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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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进展

2020 年，我们将重点转向员工的安全、身心
健康和福利。这意味着暂停某些计划，而侧
重于可以虚拟推广的核心倡议，包括我们针
对高潜力新入职人才的轮换管理计划、针对
新任领导者的领导力素质计划，以及针对中
层领导者的辅导计划。员工还通过 LinkedIn 
Learning 计划持续获得发展资源。 

另外，我们的目标是打造“未来工作”模
式，注重创意、协作和敏捷性。我们以此为
依据评估了内部人才管理实践。我们对于要
为企业和顾客创造哪些价值，以及怎样更好
地完成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这个过程包括
研究员工各个方面的体验，并落实恰当的工
具、资源、政策和技术，强化我们注重绩效
与交流的文化氛围。我们还重新改造了企
业办公室的一些工作空间，帮助提升员工
在工作时的活力与力量。我们的目标是支
持创新工作，践行我们的价值观，吸引一
流的人才。 

我们持续改进人才实践，致力于为盖璞集团
所有员工创造平等和包容的环境。2020 年，
我们完成了多项投资，用于发展包容性领导
文化，为所有人打造归属感，提升工作场所的
公平性。请查阅第 9 页和我们的平等与包容
报告，详细了解这些投资。

展望未来，我们期待着落实“未来工作”战
略。通过打造卓越绩效文化，我们将凝聚 
所有员工的力量，推动品牌组合继续发展。 

帐篷合作组织
难民帐篷合作组织 (Tent Partnership for 
Refugees) 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于 2016 
年启动，现拥有 170 多家成员公司，致力
于动员全球商业界救助难民。盖璞集团于 
2021 年在其顾客体验中心 (CEC) 之一开始
试行难民招聘计划，探索了在其美国 CEC 
运营场地为难民提供就业机会的可能性。 

盖璞集团通过其个人进步与职业发展 
(P.A.C.E.) 计划，在孟加拉国、约旦和土耳
其为难民女性提供生活技能培训和技术培
训。P.A.C.E. 计划专门为服装行业的女性提
供职业发展机会和支持。 
第二次机会商业联盟
我们认为每个求职者都应该获得来我们公
司工作的机会。因此我们设立了背景筛选计
划，与当地组织合作，引导求职者完成个性化
评估流程。此外，背景筛选计划 还会赞助这
些独立组织的参与者 ，为那些处于社会边缘
的人提供服务， 其中包括遭遇过人口贩卖、
牢狱或者曾经卷入帮派组织的人。

2021 年 4 月，我们加入了“第二次机会商业
联盟”，该联盟的宗旨是为有犯罪记录的人员
提供就业和职业发展机会。我们希望借助自
身的力量，发挥所长，为这些人提供第二次就
业机会，并希望学习其他大型企业的经验， 
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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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与 
包容
在盖璞集团，我们的宗旨是“平
等包容，用心打造”。我们相信，
当包容成为必然，我们之间的鸿
沟将会消弭，一个充满无限可能
的全新世界就此打开。 

2025 年平等与包容承诺

承诺 1 
员工

到 2025 年，将美国总部办公室各级别的黑
人和拉丁裔员工代表人数增加一倍，并将美
国店铺中领导职位的黑人员工代表人数增
加 50%。 

承诺 2
顾客
我们将制定专门的产品包容战略，特别关
注黑人消费者和多元化消费者。我们将携
手更多黑人和拉丁裔人才，在创意和营销
中强化不同的声音。我们的品牌将继续“
向所有人开放 ”，真诚服务所有顾客和社
区。

承诺 3
社区
我们通过实习计划、This Way ONward 计划
与其他合作项目，支持人才输送渠道的多元
化，目标是在 2021 年增加黑人员工的代表
性。我们还将支持和影响种族平等运动，以消
除不平等和推动经济包容发展。

合作伙伴

2020 年进展

2020 年，我们公开阐明了 2025 年平等与包
容承诺，为新的种族平等议程奠定了基础。 

自发起承诺以来，我们的平等与包容团队从 
3 人扩大到了 20 人。我们在零容忍政策的基
础上，还制定了新的平等与包容政策，严格
禁止歧视和骚扰，为员工打造包容、平等、 
公正的环境。

此外，我们针对这三项承诺分别制定了强有
力的战略，而且目前取得了值得自豪的成
就，包括推出符合各种肤色的基础衣柜， 
支持为 BIPOC 社区创意人才或有犯罪记 
录的人才提供机会（包括带薪实习）。请查阅
平等与包容报告，了解我们在这方面取得的
进展。 

平等与包容网络工作组
盖璞集团平等与包容网络工作组是
以员工为主导、公司提供赞助的社
区，由不同背景的员工组成。

API@Gap Inc.
亚裔和太平洋岛民（前身为 ASIA）
BLACK@Gap Inc.
前身为 AANG
HOLA@Gap Inc.

PARENTS@Gap Inc.
前身为 Gap Parents
PRIDE@Gap Inc.
前身为 GEAR
VETERANS@Gap Inc.
新工作组
WOMEN@Gap Inc.
前身为 GapWIL

62% 
在 2021 年“轮换管
理计划”班级中，
有 62% 的多元化班
级，黑人和拉丁裔学
员占 32%

7
在美国各地举办了
七场首席执行官倾
听活动，有 100 多
名黑人和拉丁裔员
工参加

50 万美元
捐赠 50 多万美元用
于支持传统黑人大学 
(HBCU) 的设计教育

包容 
通过 Banana 
Republic、Athleta、 
Old Navy 和 Gap 品
牌打造了包容性新系
列和设计作品

培训

开展了强制性的
员工种族平等培
训和隐性偏见培
训课程

成就和亮点

99.7% 
在副总裁以下级别
的所有职位描述
中，99.7% 的职位删
除了受教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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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敬业度与  
社区影响

服务社区的精神早已植根于我
们的企业文化之中，每年我们都
在努力发扬这种文化传统。我们
通过盖璞基金会、盖璞集团的支
持与合作项目或者员工捐款及
志愿服务，积极影响我们所在的
社区。 

2017

2018

2019

2020

1,480 万美元

1,560 万美元

1,220 万美元

710 万美元

员工推动的社区投资15

公司允许员工每月自愿完成 5 个“服务小
时”，效果等同于货币捐赠，帮助员工以最
适合自己的方式支持他们关心的事业。

2020 年进展

2020 年，在疫情蔓延和种族主义危机持续发
酵的情况下，我们的员工表现出了高度的奉
献精神。我们的全球团队共为 37 个不同的
非政府组织提供了超过 1400 万美元的直接
捐款。这些捐款帮助了以青年为对象的组织
（例如“美国男孩女孩俱乐部”）和那些支持
种族平等的组织，包括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 
(NAACP)、EmbraceRace、Stop AAPI Hate（
中文意为“停止仇恨亚太裔”，致力于防止针
对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的歧视和仇恨事
件），以及全国亚太裔美国人社区发展联盟。

虽然封锁政策导致难以开展现场志愿服
务，但仍有 24,000 名员工（占员工总数的 
21%）付出了超过 160,000 个小时的志愿
服务，找到了提高社区意识并付诸行动的新
途径。在 2020 年 3 月世界水日的“Walk for 
Water”（为水而行）活动期间，我们有 4,800 
名员工走上街道，为公益组织 WaterAid 募
集了 12,000 美元的活动资金。针对“虚拟志
愿者大集结”活动，17 个国家/地区的 20,000 
名员工总共助力了 60,000 项日常小行动，重
点关注四个主题之一：环境、公民参与、平等
与包容，以及随机善举。近 200 名员工超越
目标，完成了全部 16 项挑战。盖璞基金会总
共向 Make-A-Wish 基金会、WaterAid、Rock 
the Vote 和 CARE 捐赠了 55,000 美元，用于
促进这些主题领域的工作。

为了帮助遭受疫情影响且需要资金援助的
人，盖璞基金会向世界各地的非营利组织提
供了超过 100 万美元的捐款，其中包括我们
长期合作的非政府组织、旧金山和纽约（我
们的总部所在地）的当地组织，以及联合国
基金会新冠疫情团结应对基金 (COVID-19 
Solidarity Response Fund) 等国际组织。 

盖璞集团每年的企业捐赠都包括产品捐
赠。2020 年，我们向 UNHCR 捐赠了 600 万
件服装，帮助了布基纳法索、黎巴嫩和亚美
尼亚的无家可归者。盖璞集团与非营利组
织 Good360 存在合作关系，因而促成了此
次历史性的捐赠。在美国男孩女孩俱乐部和 
Good360 等值得信赖的非营利合作伙伴帮
助下，盖璞集团以目标为导向的生活方式品
牌组合向美国各地的社区组织送出了 350 
万个口罩和面罩。

了解详情 
> 员工敬业度

15. 定义为：员工捐款的价值 + 报告的志愿服务时间价值 + 盖璞集团捐助的时间和资金价值。 2020 年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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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员工 
应对疫情

全球疫情蔓延迫使我们关闭
了盖璞集团的店铺，并为美
国总部的许多员工制定了新
的居家办公政策。 

支持职场父母和看护人
Circle In 门户
我们通过新合作伙伴专门为盖璞集
团设计的 Circle In 门户，为职场父母
提供各类资源和信息，包括外出育
儿假的电子邮件模板，以及盖璞集
团员工巧妙平衡工作与家庭生活的
励志故事。 

育儿报销
我们通过保育机构 Bright Horizons 
提供保育服务相关的财务支
持。2020 年，盖璞集团为父母们提供
了长达 10 天的日常育儿报销，这些
补助可以用来支付保姆、亲戚或邻居
帮忙看护孩子的酬劳。2021 年，我们
将报销期限延长到了 15 天。

建立网络
PARENTS@Gap Inc. 通过内部聊
天平台和更频繁的通讯简报，创造
了父母们相互交流和支持的新机
会。PARENTS@Gap Inc. 还与另一
个平等与包容小组 BLACK@Gap 
Inc. 合作，并与 EmbraceRace 和 
The Conscious Kid 合作主持网络
研讨会，探讨如何与孩子谈论种族
和种族主义话题。

2020 年，PARENTS@Gap Inc. 会
员人数翻了一番，从 400 人增加到
近 800 人。在“公平、性别和领导力
中心”的刊物《支持双职工夫妻：公
平领导力手册》(Supporting Dual 
Career Couples: An Equity Fluent 
Leadership Playbook) 中，将该小
组作为案例研究进行了探讨，并阐
述了盖璞集团的升级福利，包括我
们带薪育儿假的延长。

为帮助确保员工、顾客和社区人员的健康与
安全，我们在使用情况下严格遵循当地政府
的指引，并且运用了我们的内部最佳实践。
店铺重新开业后，我们采取了更严格的安全
措施，包括要求员工和顾客必须佩戴口罩，
保持间隔距离，在结账时使用健康防护品，
以及加强清洁和卫生。

我们还设立了 Selvage 基金，帮助员工应对
失业困境，并为那些有经济困难的员工提
供现金补助。该基金来源于盖璞基金会和 
Fisher 家族 150 万美元的捐款，2020 年 12 
月前向 1,600 多名盖璞集团员工发放了超
过 84 万美元的救济款。员工也可以向基金捐
款。此外，我们还创建了在线资源中心，让所
有员工能够轻松获取资源和政府福利。

我们扩大了计划和福利的覆盖范围，保障
员工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这包括新推
出“Be You, Be Well”（做自己，爱自
己）福利计划，提供咨询和推介服务；以
及“Be Well + Stay Connected”（多保
重，多交流）讲座系列，内容包括思想引
导、引导式冥想和免费健身课程。 

如需进一步了解我们如何应对新冠疫情对供
应链的影响，请参阅第 23 页。

为了支持需要照顾家庭的员工，我们与员工
资源小组 PARENTS@Gap Inc. 联手推出了
多项新资源（详见侧边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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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回馈 
社区 
盖璞集团致力于在 2050 年实现碳中和与水资源
正效益，从价值链中淘汰一次性塑料，支持循
环经济，充实和保护自然资源，确保子孙后代
享有健康社区。 

保护地球对我们的可持续业务战略至关重要，
是公司未来发展的核心。气候破坏和水资源匮乏
的紧迫性是超越边界的全球性挑战，影响世界各
国/地区的人民和社区。

为了实现远大目标，我们在日常工作中落实了
具体措施，包括将可持续理念纳入产品设计之
中，以及与企业、非营利组织、政府机构和社区部
门合作，为建设繁荣的地球尽我们的一份力量。

本部分的内容
水资源管理 33
女性与用水 34
化学品管理 36
气候与能源管理 37
可持续材料采购 39
循环利用与废弃物处理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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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管理用水安全相
关的风险和机会做出了
巨大努力，因此在 2020 
年获得了 CDP 水计划  
A 级评分。

水资源 
管理

我们采取了战略措施，来提升产
品设计和制造方面的用水效率。
我们的目标是消除化学品对水的
污染，提高人们尤其是女性的用
水意识和卫生设施状况，创造和
利用各种机会来建立社区的水复
原力，并促进相关技术创新。

作为水复原联盟 (Water Resilience 
Coalition) 的创始成员，我们承诺支持联盟的 
2050 年远大目标：

• 在缺水地区实现用水“净正向影响”
• 水复原价值链 
• 全球领导层针对水复原树立雄心壮志 
如需进一步了解我们与供应商的合作、行业
合作伙伴以及强化水资源管理的工具，请访
问我们的网站。

多方联手推动行业变革

为了应对水资源匮乏问题，改善用水
和卫生条件，我们参与了多项倡议：

水复原联盟 (WRC)
致力于对全球 100 个流域的水 
资源施加积极影响，并在 2030  
年为 1 亿人提供可持续的饮用 
水和卫生设施。

WASH4Work
动员更多企业围绕可持续发展目
标 (SDG) 6 积极行动起来，在工作场
所、社区和供应链中实现清洁水和卫
生条件的普及。

世界水资源日
2021 年 3 月，盖璞品牌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 Mark Breitbard 在 UNGC“CEO 
水资源管理倡议”活动上发言，强调
水资源对企业的价值。

Ceres联盟“Connect the Drops” 
节水计划
在缺水严重的加利福尼亚州（盖璞集
团总部所在地），此活动意在利用企
业的声音来支持保障用水的政策。

重点领域 

我们的计划与合作项目旨在应对不同的用
水挑战，调动更广泛的企业行动，提高人们
对这些关键问题的认识。我们关注三个关键
领域： 

女性与用水
通过 USAID 与盖璞集团合作建立的“女性与
用水”联盟（详见第 34 页）和个人进步与职
业发展 (P.A.C.E.) 计划，改善印度棉花种植和
纺织制造社区女性的用水、环境卫生和个人
卫生 (WASH) 情况（详见第 16 页）。 

资源效率与制造
通过能源效率计划、用水效率计划和水质计
划，支持织物厂、剪裁缝纫厂和洗衣厂（详见
第 46 页）。

原材料和产品
将节水创新措施运用到所有品牌，并在可能
的情况下，转用对水质或节水量有益处的原
材料（详见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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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我们服装的大多数人是女性，
而在我们的主要供货国家/地区， 
用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WASH) 
服务是许多女性面临的重大挑战。
在这些社区，女性担负着烹饪、清洁
和蓄水等主要家务职责，因此她们
也承担着缺水带来的巨大压力。 

在印度，这种情况尤其突出，因为
印度是棉花种植和纺织制造的重
要地区。通过 USAID 与盖璞集团
合作的“女性与用水”联盟（投资 
3,200 万美元的公私合作项目），我
们与 CARE、Water.org、WaterAid 
和可持续社区研究所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合
作，为缺水的恒河、戈达瓦里河和
纳尔马达河流域棉花种植和纺织
制造社区的女性提供更好的 WASH 
服务。

帮助 
200 万人（其中包括 100 万女性 ）
通过 USAID 与盖璞集团合作的“
女性与用水”联盟改善用水和卫

生条件（2023 年前）

新目标

亮点

帮助

650,000
人改善了饮用水和卫生条件。这包括支持社
区制定农村用水安全行动计划，协助政府规
划、资助和维护管道供水服务；促进小额贷 
款的提供，用于建设水管连接、手压水泵、 
储水、雨水收集结构、滤水器和厕所等设施

超过 

41,000 
名棉花种植社区的女性在 2020 年通过 
P.A.C.E. 参加了 WASH 实践培训（自 2017  
年以来已培训 115,000 多名女性）

制定了 

1,000 
多份村庄行动计划，与印度国家和地
方政府合作改善用水现状

促成了 

330 万美元
的 WASH 融资，涉及 18,000 多笔小额贷
款（自 2017 年以来共促成了 33,000 笔
贷款，累计融资 640 万美元）

超过 

3,000 
农户在参加用水节水相关培训后， 
采用了水资源管理的最佳实践

2020 年进展

新冠疫情蔓延之后，WASH 作为预防疾病和
病毒传播的关键措施，其重要性愈加突出。 
实施封锁政策后，USAID 与盖璞集团合作
的“女性与用水”联盟项目暂停了六个月，在
此期间，项目负责人和参与者开展了疫情相
关的教育培训活动，宣传了洗手对于减少病
毒传播的重要性，手工缝制了 15,000 多个口
罩并向有需要的人发放了食品。 

如需进一步了解 USAID 和“女性与用水”联
盟的具体合作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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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效率与制造

由于很多用水问题都与当地情况密切相关，
因此我们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的输水道水 
源风险地图集 (Aqueduct Water Risk Atlas) 
绘制了所有首选设施（占我们业务设施的 
67%）的地图，用于帮助我们设定关注领域
的优先顺序。 

我们还与服装影响研究所 (Aii) 和清洁纺织
品伙伴 (PaCT) 合作，建立相关平台并推广试
行项目，帮助各设施减少用水。我们通过开展
水质计划，积极监测和改善牛仔布水洗厂的
废水水质。此计划现已覆盖化学品管理，这也
是水质管理的关键部分（详见第 36 页）。

通过扩大创新节水计划的覆盖范围，Gap、 
Athleta、Old Navy 和 Banana Republic 降低
了用水影响，其中牛仔布 Washwell™ 环保水
洗工艺可在成衣整理过程中节约至少 20% 
的用水量。

亮点
超额完成了

2020
年织物厂和湿加工合作伙伴节约 100 
亿升水的目标，自 2014 年以来节约了 
113 亿升水 

89% 
的一级供应商和 80% 的战略二级
供应商使用了希格指数 3.0 版的设
施环境模块 (FEM) 来衡量环境和可
持续发展绩效

2020 年进展

为了达成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通过
工厂可持续发展计划，参与了全行业范围的
三项重要行动：可持续服装联盟 (SAC)、危险
化学品零排放 (ZDHC) 计划和社会劳工整合
计划 (SLCP)。我们的战略工厂都需要参与
这些行动，确保我们能够与行业标准保持一
致，提高透明度，推动创新。 

截至 2020 年底，所有生产设施和 70% 的战
略工厂完成了希格指数自我评估，用行业通
用方式传达水和能源的使用以及化学品和废
弃物的管理要求。280 个设施确认了回应。
在 2013 至 2020 年间，共有 71 个设施参与
了我们的环境效率计划，节约了超过 75 亿
升水，减少了 140,277 公吨的二氧化碳等价
物 (CO2e)。 

为了在疫情期间为供应商提供支持，我们 努
力寻求零成本运行水资源管理计划的方法 。
例如，Aii 针对五个设施启动了免费的碳领导
力计划，我们还与施耐德电气公司达成了合
作，为 178 家供应商免费提供可再生能源。我
们还延长了 将于 2020 年结束的资源效率计
划，其中 22 个设施的五项计划预计在 2021 
年完成。

此外，针对水质计划，我们鼓励供应商自行报
告结果和环境措施，或提交政府测试结果，而
不是要求第三方测试。请访问我们的制衣厂
和洗衣厂网页，详细了解我们如何改善环境
实践，为社区谋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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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 
管理

我们也在逐步淘汰某些存在疑虑的化学品，
包括消除 PFC 整理剂。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详细了解我们的化学品管理方法。

2020 年危险化学品零排放进展

2020 年，我们继续通过 15 年来一直在实施
的水质计划，积极监测和帮助改善牛仔布水
洗厂的废水水质。2020 年有 54 个牛仔布水
洗厂参与这项计划，94.2% 的设施符合所有
常规参数，88.5% 的设施符合危险化学品零
排放 (ZDHC) 生产限用物质清单 (MRSL) 参
数，达到了 ZDHC 废水指南的要求。

我们的目标是消除供应链中的危
险化学品排放，减少对环境的影
响，改善供应商设施和工厂所在
社区的清洁安全用水条件。 

选择更好的化学物料和原材料是减少危险
化学品使用和排放的重要部分。 

在生产过程中遵循化学品管理最佳实践对
于降低人员和环境风险至关重要。 

服装和鞋类生产的产物包括成品 
和废水。 

零排放
努力在我们的供应链中实现危险化学

品零排放

消除
供应链中的所有 PFC 整理剂 
（2023 年前完成此目标）

目标

消除 PFC 整理剂 

2016 年我们禁用了长链 PFC，目前我们的
目标是在 2023 年前从供应链中消除所有含 
PFC 的整理剂：

• 2020 年，我们的品牌中只有不到 2% 的产
品使用了含 PFC 整理剂和可能含 PFC 整
理剂的面料。在这 2% 中，有 7% 的防水和
防污产品使用了不含 PFC 的整理剂。

品牌资源

2020 年，我们开发了内部“染色、整理和湿法
加工”工具包，使跨职能团队能够评估新机
会并做出明智决策。此工具包帮助我们遵守 
MRSL、RSL 和废水测试政策，并提供关于性
能整理剂和染料的额外指导。我们将继续扩
展和升级此资源，以支持我们的品牌找到更
具可持续性的染色和整理方案。 

盖璞集团化学品管理

1. 2 3.

1. 输入管理

2. 工艺管理 3. 输出管理
为了逐步淘汰含 PFC 的整理剂，我们制定了
内部可接受的非 PFC 整理剂清单，这些整理
剂可以实现出色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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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 PFC 目标的进展 

采用不含 PFC 的 DWR 整理剂或防污整理剂的产
品百分比

盖璞集团 7% 2023 年目标
100%



到 2030 年， 
来自所购商品和服务的范围 
3 排放量比 2017 年基准线

减少 30%

气候与能 
源管理

到 2030 年， 
绝对范围 1 和 2 的 GHG 
排放量比 2017 年基准线

减少 90% 

我们的长期目标是在 2050 年实
现全价值链的碳中和。我们的做
法以一系列目标为基础，这些目
标符合《巴黎协定》的科学共识，
即努力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限制
在 1.5 摄氏度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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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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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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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38%

481,670
452,459

391,671

402,783
385,857

240,724

全球 GHG 排放（范围 1 和 2 公吨 CO2e，基于市场）

我们加入了科学减碳倡议组织 (SBTi)。 
2020 年，我们针对范围 1（公司设施直接排
放）、范围 2（所购产品和服务间接排放）和范
围 3（产品、物流和废弃物的供应链排放）制
定了科学减排综合目标，并获得了批准。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详细了解盖璞集团气候
和能源管理方法。

2020 年进展

通过投资于可再生能源并扩展能效项目，我
们在 2021 年初完成了 2020 年 GHG 减排目
标，相比 2015 年的基准线，我们拥有和经营
的设施排放量减少了 50%。立足于此，我们
制定了 2030 年范围 1、2 和 3 的减排目标， 
并确立了可再生能源目标，致力于在 2050 
年实现价值链碳中和。

2020 年，由于疫情防控实施封锁政策，我们
的店铺关闭，因此范围 1 和 2 的排放有所下
降。 我们拥有和经营的设施 GHG 排放量相
比 2017 年减少了 39%，几乎完成了 2030 年
新目标的一半。按绝对值计算，可再生能源的
投资带来了 39,803 公吨的 CO2e 减排量。 

自 2020 年底可再生能源项目上线以来， 
我们拥有和经营的场所使用的能源有 17% 
为可再生能源。

由于新冠疫情蔓延，我们暂停和缩减了一 
些范围 3 供应链环境和能效计划，帮助
减少供应商的成本负担。但是，我们在孟
加拉国的 Aii Clean By Design 和 PaCT 
合作计划仍在继续，因此亚洲的一级
和二级设施实现了可观的减排量。 

我们正在探索气候适应战略，希望在建立企
业和社区复原力的同时，可以减轻气候变化
的经济和环境影响。除了在亚洲和其他供应
链国家/地区开展可再生能源项目，我们也在
加快过渡到碳足迹较低的原材料。

目标

2050
在 2050 年实现 
全价值链碳中和 

能源
到 2030 年，全球拥有和经营
的设施全部使用可再生电力 

目标已达成

到 2020 年， 
全球拥有和经营的设施 温室气体（GHG) 排放量 

比 2015 年基准线减少 50% 

2019 至 2020 年的减排量中有 10% 源于可再生能源和 
VPPA* 项目

50%

 * VPPA 代表虚拟购电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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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范围 1 和 2 排放问题

为了解决范围 1 和 2 的排放问题，我们投资
于能效计划并进行店铺改造，力求减少我们
拥有和经营的设施的 GHG 排放。这包括改换
店铺的能源管理系统，采用更节能的供暖、
通风和空调 (HVAC) 设备。为了进一步提升
能效，我们针对新建筑订立了节能协议，并
对所有店铺进行评级，确定改造项目的优先
顺序。 

我们的可再生能源项目、购电协议和现场设
施每年可产生 400,000 兆瓦时的清洁电力，
足以为我们大约 3,100 家公司运营的零售店
中的 1,800 家供电。这些项目使我们成为美
国清洁能源采购量最大的零售企业之一。

此外，我们继续对电子商务网站提供低碳送
货方案，并承诺使用更清洁的运输方式，鼓励
使用节油策略和技术。

解决范围 3 排放问题

我们的气候影响大部分源于范围 3 供应链排
放，而供应链直接关系到我们的业务增长。因
此我们继续专注于与供应商密切合作，来解
决这些排放问题，提高供应商设施的能效。
除了现有的能效计划外，我们还与主要供应
商合作实施碳减排战略，并与战略供应商一
起探索可再生能源机会。

其他披露

CDP 气候变化
针对 CDP 气候变化，我们提供有关
战略和绩效的详细信息，其中纳入了
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 (TCFD) 的
建议。

外部承诺
北极航运承诺
我们与海洋保护协会合作，签署了北
极航运承诺书，承诺不会有意派遣船
只穿越北极的脆弱生态系统。

时尚公约
这是由领先的服装和纺织企业组成
的联盟，联盟确立的共同目标是在 
2050 年实现可再生能源全覆盖、减
少碳排放、增加生物多样性和专注于
复原性发展。此外，盖璞集团首席执
行官 Sonia Syngal 是 2021 年时尚公
约指导委员会的成员。

UNFCCC
为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
要求，盖璞集团承诺在 2050 年实现
碳中和。 

GHG 排放量（公吨 CO2e）

范围 1 

2017 年基准线

2020

2020

范围 2 

2017 年基准线

范围 3 
2017 年基准线

2020

范围 3 排放 
的构成分类： 
所购商品和服务

2019 年*所购 
商品和服务

540 万（排放分类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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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数据将于明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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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材 
料采购

我们承诺选择碳足迹更
低、用水更少、产生废料
更少的纤维。 

目标

目标：到 2025 年，所有棉花全部从更具可
持续性的来源购买

目标：在 2020 年杜绝使用源自古老濒危
森林的木源纤维

2025 年目标
100%

2020 年目标
100%

目标进展

的纤维素纤维用量符合承诺

2018

2019

2020

54%

62%

69%

98%

为此，我们使用了不同的行业工具，例如可
持续服装联盟的希格材料可持续发展指数 
(MSI) 和可持续纺织促进会的首选纤维和材
料矩阵。我们的整体首选纤维策略使用生命
周期评估 (LCA) 数据，包括有关全球变暖潜
势、水资源利用和富营养化等指标，以及对生
物多样性、循环潜力、化学、土地使用变化和
生产社会条件的评估。我们还定期提供相关
团队的可持续纤维消耗报告，显示当前的进
展并推动持续改进。

此外，我们提供深度可持续设计培训，作为 
全公司学习和发展计划的组成部分。2020  
年初，我们创建了详细的内部产品声明工 
具包。 

如需进一步了解我们的可持续材料采购方法
与行业合作计划，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2020 年培训与资源

2,187
迄今为止负责产品设计和开发的员工
接受了可持续实践培训的总人数

320 
负责产品设计和开发的员工参加研讨会的
人数16

2020 年进展

我们继续关注占纤维消耗量几乎全部比例 
（约 97%）的材料：天然纤维（棉、亚麻等）、
合成纤维（聚酯、尼龙等）和人造纤维素（例如
人造丝和莫代尔）。 

2020 年，我们将首选纤维工具包捐赠给全球
非营利组织——可持续纺织促进会，帮助简
化行业方法并拓展最佳实践。这个全行业通
用的工具整合了材料的定量和定性数据，为
企业提供可靠的综合指导。严格基于数据的
方法使企业在采购可持续纤维时更有信心，
同时激励企业选择更环保的原材料。该工具
将于 2021 年修订并公开。 

我们还继续支持品牌设定自己的可持续材料
采购目标，并实施自己的培训计划。这些行动
催生了 Gap Teen 等以可持续发展为重点的 
新产品线。 

天然纤维
盖璞集团承诺在 2025 年完成 100% 可持 
续棉花采购目标。2020 年，我们加入了可 
持续纺织促进会 2025 年可持续棉花挑战， 
成为第一个签署新的美国棉花信任协议 
(U.S. Cotton Trust Protocol®) 的品牌。 

我们计划探索各种途径，推进可再生原材料
的生产实践。如需了解此部分的相关数据， 
请查阅我们的 2020 SASB 指数。

合成纤维
为应对可持续纺织促进会再生聚酯 (rPET) 
挑战，我们的所有品牌都做出了承诺，会在 
2025 年将再生聚酯的采购量增加到品牌聚
酯使用量的 45%。

我们还积极参加可持续纺织促进会 rPET 圆
桌会议与生物合成工作组，研究可持续纤维
的行业创新。 

人造纤维素
我们与主要供应商密切合作，杜绝使用源自
古老濒危森林的木源纤维。我们原本计划在 
2020 年实现这个目标，但目前我们仍在同一
些供应商核实达标情况。 

2020 年，我们收集了代表我们纤维素纤维用
量 98% 以上的供应链数据，确认了各种纤维
素的用量 100% 符合承诺。虽然 2020 年的目
标未能实现，但我们会继续努力。 

16. 研讨会涉及可持续发展 101、可持续性声明、首选纤维、循环意识设计、湿加工可持续性和可持续牛仔布。

计算方法已更新，以反映数据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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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利用 
与废弃物处理

我们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开展循
环利用工作，这四个方面构成循
环经济的基础，并形成有效确定
工作优先级的机制：

除了在循环利用方面做出努力外，我们还继
续减少、消除和回收包装废弃物，并制定了在 
2030 年消除一次性塑料的目标。在北美，我
们的店铺丢弃了 90% 的废弃物。通过不断创
新，我们尝试优化包装，减少包装量，降低业
务成本，支持全行业做出改变。

我们的最新行业合作伙伴包括 
Accelerating Circularity、Give Back 
Box、How2ReCycle 和“微纤维联盟” 
(The Microfibre Consortium)。请访问 
我们的网站，详细了解我们在循环利用与废
弃物处理方面做出的努力，并查看行业合作
伙伴的完整列表。

新目标

对设计团队进行培训，引导他们选择可
对产品寿命、再利用和可回收性产生积
极影响的方案（请阅读第 39 页了解我们
的可持续材料采购方法）。

增加安全、可再生和回收材料的使用， 
支持循环制造的创新。 

支持旧纺织品的收集、分类和回收系统，
将这些旧材料加工成为受时尚产业欢迎
的新材料。 

将自然资源的使用与利润脱钩，向顾客
传达新的价值主张。

1. 循环式设计 2. 材料与制造方法 3. 先进的资源回收系统 4. 循环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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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
一次性塑料（2030 年）

由于新冠疫情打乱了 商场业务、废弃物
运输和内部运营活动，我们将 废弃物转
化工作的新目标定为 在 2030 年消除一

次性塑料



2020 年，新冠疫情导致我们的一些工作不得
不延迟，包括与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有
限公司 (HKRITA) 合作的两个试行项目（详见
第 9 页）。

包装废弃物和一次性塑料

2020 年，我们确定了几个重要关注点：衣
架、塑料包装袋、购物袋和电子商务邮袋，
这些物品占我们一次性塑料库存的 60%。
我们建立了内部跨职能工作组，针对这些高
影响类别寻找恰当的解决方案。此外，我们继
续在包装设计、产品标签和回收系统方面寻
求创新。

鉴于只有少数城市能够回收软塑料，我们不
断尝试解决此难题的办法。这方面的工作包
括进一步向店员做好宣传，让他们了解当地
目前能够提供的回收机会；我们还与供应商
合作降低店铺使用的塑料包装袋尺寸，以及
制作可回收的店内营销材料。 

未来，我们将参加行业工作组，并试行新兴的
塑料材料替代品，从而减少并最终消除塑料
包装足迹。 

2020 年进展

循环利用
除了细化我们 2020 年战略的四个领域外，
我们还与品牌团队合作实施面向内部和顾客
的循环计划（详见第 40 页）。所有品牌至
少开展了一个战略领域的工作，对此我们
深感欣慰。 

过剩库存
2020 财年，各品牌将剩余库存改换了用途，
将多余的服装捐赠给了有需要的组织，例如
通过非营利性组织 Good360 向 UNHCR 提
供了 600 万件库存商品。

Gap 和 Banana Republic 首次推出循环牛
仔布 
Gap 和 Banana Republic 通过参与艾伦·麦
克阿瑟基金会的“牛仔裤再造”项目，在虚
拟召开的哥本哈根时尚峰会上首次推出循环
牛仔布。Gap 推出的五件作品完美展现了“
牛仔裤再造”原则，其特点包括淘汰了氨纶，
使用消费后再生棉，只使用符合 ZDHC 规定
的化学品进行染色和整理，以及用可拆卸的
五金件替换拉链，方便回收利用。而 Banana 
Republic 推出的牛仔布使用了有机棉，淘汰
了铆钉，并且采用激光整理代替化学品来制
造褪色效果，更易于重复利用和回收。
Banana Republic 的时尚租赁计划
品牌在美国推出了“时尚护照”(Style 
Passport) 计划，这是一项预订服务， 
顾客一次会收到三件商品，可选择租赁或 
购买自己最喜欢的商品。Banana 
Republic 还与 Thrilling 网上商城合作推广
销售复古 
服装。

2020 年废弃物管理亮点

虽然新冠疫情导致了部分工作延
迟，但我们 2020 年仍有以下亮点： 

• 盖璞集团转化了 13% 的一次性塑
料废弃物。 

• 盖璞集团 2020 年将其塑料邮袋中
的回收材料含量从 35% 提高到了 
50%，并计划在 2021 年推出。

• Gap、Old Navy 和 Athleta 采用了
新的叠装标准，节省了 1300 万美 
元的运费，并避免了 800 多万磅的
塑料包装。

• Old Navy、Gap 和 Banana 
Republic 对所有成分标签和洗涤
护理标签使用 100% 回收胶带，每
年有望避免 830 吨的塑料。这些品
牌还使用尺寸更小的价格标签，
包含 FSC 认证的纸张，可节省 120 
吨纸。 

• Old Navy 将其衣架回收计划扩展
到了 600 家店铺，每年将从垃圾填
埋场转化 220 万磅塑料。到 2021 
年底，该计划将扩展到所有店铺。 

• Athleta 转化了其 74% 的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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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目标
80%

2017

2019

2018

2020

47%

47%

65%

数据不可用

目标进展

目标：到 2020 年，在我们的美国设施完
成 80% 的填埋废弃物转化



企业治理
强有力的治理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对盖璞集团而言，良好的治理
始于强大的董事会，董事会对我们的业务发展和公司管理有独立
看法，有助于推动和改进我们的社会及环境战略。 

我们以道德准则、结构化管理和稳健的政策为指引，通过开展社会和环境
计划来实现公司的社会和环境目标，并支持我们的业务发展。

本部分的内容
可持续发展治理 43
负责任的商业实践 44
利益相关者参与 45
产品生命周期 46
ESG 附录和前瞻性陈述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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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 
展治理 

盖璞集团董事会的企业治
理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负
责监督我们的全球可持续
发展计划。 

董事会及企业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定期
听取首席增长转型官 Sally Gilligan 及全球
可持续发展领导者的最新汇报。Sally 是高层
领导团队的一员，她定期与公司采购、生产、
品牌和运营等各团队领导者会面。 

全球可持续发展团队与各品牌的产品和营
销团队以及平等与包容、人力资源、供应链
战略、政府事务、法务和盖璞基金会等团队
密切合作。 

详情请查阅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企业
治理网页。 

管理方法

我们注重管理风险；促进平等，特别是赋权女
性；创造机会；开展社会和环境工作，回馈社
区。我们在这些领域持续努力，推动业务长期
良好发展。我们通过开展合作，推动可持续发
展议程的创新解决方案，将点滴影响扩大到
整个企业和行业范围。我们的重点是在促进
企业发展的同时，回馈我们周围的社区，造福
子孙后代。 

我们的目标与联合国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保
持一致，除此之外，我们还采取以下方法来推
动各项社会和环境计划。

将可持续性融入业务运作中
我们将可持续性融入端到端业务战略中，引
导所有的产品制造和运营活动。我们在整个
盖璞集团制定相关业务部门共享的目标，对
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问责制。各品牌和运营
部门都设立了可持续发展团队，负责推动实
现可持续发展成果。 
设定宏伟目标
我们专注于整个公司的关键指标，借此衡量
我们为社区带来的好处。

积极进取，践行承诺
社区是我们发展业务的依靠，因此我们致力
于为社区创造价值，这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的
企业获得成功。

与民间团体、政府机关和其他部门合作，扩大
集体影响力
我们通过与当地和全球机构合作，致力扩大
影响范围，推动长期可持续发展。

风险管理

盖璞集团建立了专门的系统和程序来识别和
管理风险，包括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风险。

我们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团队与业务合作伙伴
及专家联手，评估和管理业务风险，包括气候
变化和环境影响可能给企业带来的长期风
险。该团队的工作包括开展可持续发展重要
性评估、产品和地理评估，以及促进利益相
关者参与，通过咨询专家、利用数据和各种工
具，来确定风险和机会的优先级。

在制定计划和解决关键问题时，我们会将 
当地情况纳入国家/地区具体战略的考虑 
范围。

详情请查阅我们的风险管理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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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任的商 
业实践

盖璞集团的发展建立在负
责任、讲诚信和重道德的经
营原则之上。

商业行为准则 

盖璞集团全球商业行为准则 (COBC) 也是我
们的道德准则，我们始终追求高标准。 

我们鼓励员工利用开放的流程，与主管、上
级经理或 HR 代表讨论他们的顾虑。员工还
可以联系负责监督 COBC 计划的全球诚信团

队。此外，我们还提供保密的商业行为准则
热线，这是一个全天候的电话和网络报告系
统，服务于盖璞集团员工、合作伙伴或受我们
业务影响的任何人。我们设立了调查小组，负
责记录、处理和解决从任何渠道（包括商业行
为准则热线）收到的投诉。 

全球所有员工都需要在入职后 30 天内参加 
COBC 培训课程。全球诚信团队每年会与不
同业务部门、办公室和特定供应商的员工面
谈，评估他们对 COBC 的理解程度。高层员 
工必须每年确认 COBC 合规情况，并听取合
规与诚信相关主题的简报，强化这方面的 
意识。 

我们还为相关员工提供持续的合规培训，主
题包括反歧视和骚扰、薪资与工时合规、工作
场所便利、反腐败、竞争法合规以及数据隐私
与安全。此外，我们的全球诚信团队全年定期
开展现场培训。 

反腐败与反贿赂 

我们致力于打击腐败，尤其是在法治有限的
发展中国家/地区。我们制定了一项全公司
范围的计划，用于监控、执行和处理与反腐
败/反贿赂政策相关的问题。该政策结合了 
COBC 的内容、海外反腐败法 (FCPA) 的反贿
赂要求以及世界各地其他类似的法律规范。 

反腐败/反贿赂政策及相关的培训计划帮助
员工识别和避免盖璞集团所有业务领域的
腐败行为。 

详情请查阅我们的政策网页。 

人权政策与 COVC

我们支持世界人权宣言 (UDHR)、联合国
全球契约 (UNGC)、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跨国企业准则以及国际劳工组织 
(ILO) 核心公约中所述的原则。这些原则构成
我们人权政策的基础，该政策定义了我们在
尊重人权和禁止侵犯人权方面采取的方法
与活动。

除了人权政策之外，我们还使用 COVC 来确
立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标准要求，所有设施必
须满足这些要求才能与盖璞集团合作开展
业务。我们认识到，世界各地有不同的法律
和文化环境，因此我们通过 COVC 建立统一
的标准，所有为盖璞集团或其子公司、分部、
附属公司或代理商生产商品的设施必须符合
这些标准。 

我们通过对设施进行评估，来提高我们对劳
动条件和环境实践的认识，并且与供应商建
立起更好的合作关系。借助这种方式，我们
能够不断提升可持续发展绩效，推动积极的
变革。

了解详情 
> COVC：社会 
> COVC：环境

数据隐私

随着技术不断变迁，保持品牌信任至关重
要。我们的目标是在尊重顾客隐私的同时， 
为他们提供最优质的体验。

在引入新产品和服务时，我们采用七项原则
来引导我们的选择，分别是：同意、控制、公
正、最低必要性、保密、访问和落实责任。 

作为一家全球公司，我们的隐私政策符合业
务所在司法管辖区的法律。虽然隐私权可能
有所不同，但我们会做出合理努力来满足隐
私权请求，即使所在国家或司法管辖区未做
此要求。盖璞集团的隐私政策以清晰和简洁
著称，而且我们始终将隐私放在顾客体验的
核心位置。 

我们也知道，任何好的隐私计划都是以安 
全为核心。所以我们使用广泛接受的安全标
准和实践，作为保护个人信息的决策依据。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详细了解我们的 
隐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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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使用当地语言阐述这些政策和渠道，并
在需要时提供面对面帮助和虚拟支持，确保
这些政策和渠道简单易用。 

我们还把人权评估作为日常实践，与一级供
应链中的员工保持互动。在评估过程中，我们
会与员工进行正式面谈。我们的团队也与员
工代表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有助于我们了
解人权状况。另外，我们在多个市场利用以员
工为中心的技术，持续获取供应链中劳动者
的反馈和意见。通过这些定期检查手段，我们
可以了解具体的人权问题或者利益相关者的
需求，从而提前预防风险。

我们的全球合作伙伴团队与供应商可持续发
展团队一起，负责管理和执行人权政策及劳
工利益相关者参与战略。我们通过在供应商
设施开展评估、培训和调查活动来了解具体
的执行情况。另外，作为辅助，全球合作伙伴
团队会与全球专家组织定期对话，而供应商
可持续发展团队会在当地层面开展互动。借
助这些措施和方法发现问题后，我们会据此
改进相关的计划。

利益相关者参与能够推动我们在各方面取得
进步，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改善供应链中的劳
动标准。我们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方法，定期与
各类利益相关者合作，帮助我们实现影响力
最大化。这些利益相关者的类型各不相同，从
供应商所在国家/地区的工会，到国际非政府
组织和多边机构等，皆有涉及，他们都有各自
侧重的专业领域和关注点。我们认识到，这些
互动经常需要将观点迥异的组织和个人聚 
在一起，因此我们始终寻求理解不同的看法，
即使是高度批判性的意见我们也欣然接受，
因为我们相信，这些不同可以帮助我们进步。

合作的力量

在与利益相关者互动方面，我们已经有 20 多
年的经验，因此我们知道，这种互动并没有固
定的频率或模式可循。除了定期安排召开会
议和打电话，系统地收集和回应利益相关者
的反馈，我们也会在出现问题时展开对话和
互动，按需组合使用不同的互动方式。重要的
是，我们与利益相关者建立了稳固的关系，
能够了解到更广泛的多方视角，更有利于解
决问题。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查看我们的倡议与合作伙
伴组织的完整列表。

以合作创新推动节水事业， 
助力女性成长

我们坚持履行劳工和人权承诺， 
努力达成环境目标，而这些都离不
开利益相关者深度参与。通过广泛
合作，还能带来行业创新和扩大影
响力的机会。最近的一些合作项目
帮助我们在水资源管理（请阅读第  
5 页了解我们的采购和特许经
营长期合作伙伴 Arvind 有限公
司）和赋权女性（参阅第 17 页的 
Empower@Work）领域取得了 
进展。

利益相关 
者参与

合作是我们践行“平等包容，用
心打造”这一使命的重要组成部
分，我们通过合作来促进利益相
关者参与。

我们与利益相关者合作，并与全球和地
方的不同专家团队及组织建立合作关
系，从而更清楚地了解我们面临的复杂
问题和运营条件。这种交流帮助我们改
进计划，调整策略，揭露未发现的问题，
并扩展行业解决方案。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详细了解我们如何
促进利益相关者参与。

供应链中的人权事务 

我们通过许多接触点，向供应商及其员工等
利益相关者传达我们的政策和承诺，包括我
们的人权政策和申诉渠道。例如，利益相关者
可以访问盖璞集团在线平台，了解我们的人
权政策和实践的所有相关信息；我们也会通
过面对面咨询和虚拟拜访来了解供应链中 
的人权状况；另外，我们还制定了一系列尊重
人权和赋权女性的计划，通过这些计划可以
和员工互动，增进我们对人权状况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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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大部分环境影响是在概念阶段决
定的。我们的生产和采购团队接受过可持
续发展原则培训，他们对服装生产商的选
择有重要影响力。所以我们能够改善各设
施的工作条件并解决更广泛的环境问题。

我们的计划
> 水资源管理
> 化学品管理
> 可持续材料采购
> 循环利用与废弃物处理

我们通过海运、空运、卡车和铁路运输的
最优方案组合，将产品从供应商设施运
往配送中心，然后运往店铺或直接送达
客户手中。配送中心是我们拥有和经营
的最大设施，因此我们也在努力节省配
送中心的能源使用量，减少浪费。 

我们的计划
> 气候与能源管理
> 循环利用与废弃物处理

我们致力于将产品中使用的纤维对社会和环
境的影响降到最低。我们特别关注棉花，而且
也在设法采购更具可持续性的合成纤维与人
造纤维素纤维。

我们的计划
> 水资源管理
> 气候与能源管理

零售店铺体现各品牌的风格和经营方式。店
铺是我们销售产品并且直接与员工和顾客沟
通的地方。店铺也为我们提供了减轻环境影
响的机会。我们还在各店铺开展 This Way 
ONward 计划，帮助就业困难的年轻人获
得第一份工作。

我们的计划
> 平等与包容
> This Way ONward
> 气候与能源管理
> 循环利用与废弃物处理
> 可持续材料采购

织物厂需要使用大量的能源和水，用于面料
染整的化学品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影响当
地水域。我们通过工厂可持续发展计划，将
明确的环境标准纳入到采购决策中。我们也
寻求与业内同行分享最佳实践。

我们的计划
> 评估和补救
> 盖璞集团 P.A.C.E. 计划
> 水资源管理
> 化学品管理
> 气候与能源管理

顾客如何穿戴、护理和处理服装也对我们产
品的整体环境足迹有影响。我们使用产品标
签、目录、社交媒体和博文分享我们为提高
可持续性所做的努力。我们还参与推动和完
善全行业解决方案，致力于减轻产品寿命终
止后的影响。

我们的计划
> 循环利用与废弃物处理

我们采用综合方法来改善供应链中的工作
条件，该方法结合了设施监控与能力建设计
划，帮助供应商做出改进。我们还与供应商
密切合作，评估和处理供应商活动对环境的
影响。

我们的计划
> 评估和补救
> 能力建设
> 盖璞集团 P.A.C.E. 计划
> 水资源管理
> 化学品管理
> 气候与能源管理
> 可持续材料采购

盖璞集团产品设计的一个关
键部分是，我们注重在产品生
命周期的每个阶段提高企业
的可持续发展绩效。产品生命
周期包括从最初的设计概念，
到材料采购、制造和配送，再
到销售、使用和寿命终止的整
个过程。

1. 设计和开发

5. 物流和配送 6. 零售店铺 7. 消费者使用与循环 

2. 原材料和加工（三级供应商）

3. 纺织制造（二级供应商） 4. 产品与精加工（一级供应商）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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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

当今世界的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希望专注
于盖璞集团能够发挥最大影响力的可持
续发展领域。 

我们了解对利益相关者和企业最重要的
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问题，将可持续
理念深度融合到业务发展之中。这些问题
是实质性问题，指引着我们的可持续发展
战略和计划。 

2021 年，我们与第三方可持续发展专 
业咨询公司一起实施了最新的重要性 
分析。

为清楚起见，对引导我们可持续发展战略
和计划的实质性问题的确认，不应被解释
为对此类问题的重要性或财务影响的描
述，或对盖璞集团投资者相关信息的描
述。关于对盖璞集团投资者而言具有重
大意义的风险的讨论，请参阅我们提交
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 10-K 表格年报
（截至 2021 年 1 月 30 日的年度）、后续
的 10-Q 表格季报，以及当前的 8-K 表格
报告。

了解详情 
> 2021 年重要性矩阵 
> SEC 备忘

ESG 框架 
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 (SASB)
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 (SASB) 是一个
独立私营机构，专注于促进高质量披露符
合投资者需求的重要可持续发展信息，提高
资本市场的效率。我们的 SASB 指数参考了 
SASB 可持续行业分类系统所定义的服装、
配饰和鞋类行业标准，此信息可在盖璞集团
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和我们的网站中找到。 

了解详情 
> SASB 指数

全球报告倡议 (GRI) 
我们根据全球报告倡议 (GRI) 标准（核心选
项）制作了本报告。

了解详情 
> GRI 指数

关于前瞻性陈述的注意事项： 

本报告和管理层的相关意见可能包括美国联
邦证券法含义内的“前瞻性陈述”。前瞻性陈
述是除历史事实陈述之外的任何陈述。前瞻
性陈述代表我们当前对未来可能发生之事 
件的判断，通常会采用“预期”、“似乎”、“大
约”、“认为”、“继续”、“可以”、“意在”、“效
果”、“估计”、“预估”、“期望”、“预测”、“目
标”、 “倡议”、“意图”、“可能”、“目的”、“展
望”、“计划”、“潜在”、“优先事项”、“预计”、 
“追求”、“寻求”、“应该”、“届时”、“将”、“
会”等字眼，或这些词语的否定形式或类似
表述。我们根据经验和认知，对历史趋势、当
前条件和未来发展预期进行假设和分析，以
及根据适当情况下的其他因素，来做出这些

ESG  
附录和前瞻 
性陈述

陈述。我们认为这些判断是合理的，但这些陈
述不能保证未来的任何事件或财务结果。由
于诸多因素，实际结果可能与这些陈述存在
重大差异。关于这些因素的描述，可在我们最
近的 10-K 表格年报和我们提交给美国证券
交易委员会的其他文件中找到。读者请勿过
度依赖前瞻性陈述。前瞻性陈述仅基于做出
陈述之日以前的情况，无论是出现新信息，
还是新的事件或其他因素影响这些陈述的主
题，我们都没有任义务公开更新或以其他方
式修改任何前瞻性陈述，除非法律明确要求
我们这样做。

主题 链接

董事会和股东权利 盖璞集团治理 

ESG 披露 ESG 中心

可持续发展战略

企业风险管理与合规 风险管理

SEC 备忘

公司合规政策

ESG 中心

隐私与信息安全 盖璞集团隐私政策

详细了解我们的治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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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包容 
用心打造

2020 年全球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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