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与社会风险分析 (ESRA) 

培训项目 
 

导师简介 
 
 

*单击导师姓名可以看到他们的相关自我介绍视频.  

 

劳伦斯·普拉特  Lawrence Pratt  

劳伦斯·普拉特是 INCAE 商学院（哥斯达黎加-阿拉胡埃拉 以及 尼加拉瓜-蒙特弗雷斯科）的高级讲师。 在

INCAE，他是多个国际认可项目的创办人和学术主管，其中就包括生态银行项目：www.ecobanking.com。

2009 年至 2014 年期间，他曾担任 INCAE 拉丁美洲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中心的主任，该中心是中美洲杰出的发

展智囊团。普拉特先生的研究重点是将可持续发展理念纳入国家的、部门的以及公司的竞争战略之中。他曾担任

美国、拉丁美洲和欧洲等多个大型制造业，自然资源和金融服务公司的咨询顾问。他也领导了 20 多家贷款机构

有关 E&S 风险管理系统的设计，并为拉丁美洲的开发银行和商业银行设计了“绿线”和“绿色债券”的理念。

普拉特先生毕业于威廉玛丽学院（美国-弗吉尼亚州），同时也拥有着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美国-康涅狄格州）的硕士学位，并曾

获得阿斯彭学院（Aspen）的教职工先锋奖。 

 
 

克里斯蒂娜·伍德 Christina Wood 

克里斯蒂娜是一名位于非洲南部的独立可持续发展咨询师。她曾参与社会和环境管理系统（ESG）的开发、对交

易体系提供支持、以及对私营和公共部门组织提供业务上和能力上的建设指导，尤其擅长于与金融部门有关的业

务。她曾代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部（UNEP FI）、国际金融公司（IFC）以及其多边机构对全世界多个

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开展了许多长期培训项目。 

克里斯蒂娜与非洲企业公民协会合作，帮助建立了可持续发展投资中心（CSI）。她曾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

倡议部非洲工作组的创始成员，该组织旨在为非洲金融部门制定可持续发展的优先事项。她曾参与撰写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资助

的“非洲可持续银行业务”报告，并于最近帮助完善英联邦发展公司（CDC）基金经理在线 ESG 工具包的第三次更新。她在解决

商业和金融部门面临的环境、社会和治理挑战方面拥有超过 25 年的广泛经验。克里斯蒂娜 15 年来一直担任 UNEP FI 的核心导

师，并帮助金融机构不断应对着全球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挑战。 

 
 

·马卡里姆巴梅丽莎  Melissa Makwarimba  

梅丽莎·马卡里姆巴是可持续金融领域独立服务提供商 Khokhela Consult 的创始人。她拥有纯应用生物学学士

学位和工商管理的硕士学位。在过去的 16 年中，她曾为许多公共和私营企业提供咨询业务和帮助企业建设，并

通过调整企业结构，政策，策略和管理活动来帮助他们应对相关可持续挑战。梅丽莎的客户大多与新兴市场经

济体的金融业，基础设施建设业，采掘业和工业有着密切的业务往来，她的工作重点是向金融机构就与这些行

业融资相关的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提供咨询，其中客户就包括例如 IFC,DEG,FMO 这样的大型国际性金融机构

以及他们在非洲的银行协会和监管机构等，例如尼日利亚中央银行。 

http://www.ecobanking.com/
http://www.cims-la.com）项目。自2009至2014
http://www.cims-la.com）项目。自2009至2014
http://www.cims-la.com）项目。自2009至2014
https://youtu.be/KXT89eN9-to
https://youtu.be/KXT89eN9-to
https://youtu.be/KXT89eN9-to
https://youtu.be/KXT89eN9-to
https://youtu.be/KXT89eN9-to


                              
 

           

自 2007 年以来，梅丽莎就已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部 (UNEP FI)环境与社会风险分析在线课程项目的核心导师，她领导的

团队负责在与肯尼亚银行协会合作开发有关 ESG 影响力建设项目，从而协助当地可持续金融计划 http://sfi.kba.co.ke/ 的发展。

该团队的核心的成果是推出了一款优秀的电子学习平台，可允许肯尼亚银行业的所有员工同时在线使用。自从该学习平台推出以

来，超过 60%（>15,000）的目标员工已完成该课程。于 2019 年 12 月，她也为斯里兰卡银行从业者协会完成了一项类似的项

目，成功推出了可持续银行和电子学习平台 https://sustainablebanking.lk/。她还在尼日利亚完成了多个用于支持制定和实施可

持续银行业务原则的项目，其中包括设计和组织面向所有尼日利亚银行执行董事和非董事的研讨会，以及最近组织的与金融部门

监管机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成员就金融市场的 E&S 系统性风险的研讨会。 

在其他领域，她也参与过多方利益相关者倡议的研究，以此推动政策制定者、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参与者之间的交流，从而减轻

围绕土地和自然资源相关投资的冲突。最新的项目是有关信托基金多个投资者的可行性研究，希望以此调动大量长期资源，为采

掘业的交流和联合创造安全空间，从而为治理不力、腐败和冲突寻找解决途径。 

在创立 Khokhela Consult 前，梅丽莎曾在非洲资源咨询公司 Scott Wilson 的业务部门工作，为采矿、重工业、制造业以及基础

设施领域提供各种环境和社会咨询服务。她还曾在一家精品咨询公司担任了四年金融领域的可持续金融事务助理，此公司后来被

普华永道（PWC）并购。 

 

 

安塔·威斯妮斯卡   Aneta Wisniewska  

 安塔在可持续金融领域拥有超过十年的独立工作经验，是本领域的专家。她主要协助全球金融机构运用和实施环

境和社会风险管理系统 (ESMS)，设计和开展有关 E&S 交易支持、可持续金融、风险管理（包括气候风险）以及

国际经典案例的相关培训。 

安塔的客户包括发展中金融机构（例如：DEG, FMO, Proparco, CDC, AfD, IFC, ADB），金融中介机构和非盈

利组织（例如 UNEF FI）。近年来，她与位于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数十家银行和私募股权基金进行过合作，协助他们开发和

实施 ESMS 系统。并于 2012 年以来，她一直担任 UNEP FI 的 E&S 风险分析培训项目的导师。 

安塔对 IFC 绩效标准、世界银行 EHS 指南、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劳工标准、E&S 管理系统和主要可持续发展倡议有着深入的了解。

她是一名训练有素的 SA-8000 首席审计员，特别是在社会问题方面。 

她是肯尼亚可持续金融倡议的一员，该部门旨在为肯尼亚所有的金融机构设计一个整体上的范围能力建设计划。目前，她正为一

家领先的泛非金融机构提供气候融资咨询服务，以此来扩大整个非洲的绿色融资。 

安塔毕业于位于哥斯达黎加的 INCAE 商学院（由哈佛大学设立创办），并获得金融与经济学硕士学位，专注于可持续发展方向的

研究。她还拥有位于美国迈阿密的巴里大学的国际研究学士学位以及国际商务学士学位。她是波兰裔，目前生活在德国，同时掌

握波兰语，英语，西班牙语和德语。您可以访问她的公司网站 www.sustainableFI.com 以了解更多信息。 

 
 

古斯塔沃·奥斯卡 Gustavo Portaluppi 

    

古斯塔沃是一名专门从事风险管理的独立商业顾问，他生活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毕业于布宜诺斯

艾利斯国立大学并获得注册会计师上岗证，之后还获得了金融工商管理的硕士学位。 

古斯塔沃在美国，荷兰，巴西和阿根廷拥有 30 多年的国际金融市场的从业经历。他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Price Waterhouse 的税务和审计部门工作，还为太平洋国家银行，花旗银行，ABN Amro 银行，和苏格兰皇

家银行等多家国际金融机构服务过。 

他曾在商业银行和风险管理部门（信贷，运营，市场和法规）担任高管。2002 年至 2009 年期间，他曾在

ABN Amro 担任西班牙语国家风险管理负责人。在 2004 年至 2006 年期间，他还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

议部拉丁美洲工作组的成员，致力于确定评估阿根廷银行业环境和社会风险的最低参数。 

他还是花旗银行南美国家培训中心主任并负责信贷，资金，销售技巧和人力资源等几个领域的高级培训项目。同时他也是位于荷

兰阿姆斯特丹的 ABN Amro 学院创始成员。 

http://sfi.kba.co.ke/
https://sustainablebanking.lk/
https://youtu.be/fDZ7v8XpCtI
https://youtu.be/fDZ7v8XpCtI
https://youtu.be/fDZ7v8XpCtI
http://www.sustainablefi.com/
https://youtu.be/1PelAoaKlkQ
https://youtu.be/1PelAoaKlkQ
https://youtu.be/1PelAoaKlkQ
https://youtu.be/1PelAoaKlkQ
https://youtu.be/1PelAoaKlkQ


                              
 

           

莱安德罗·D·拉贝 Leandro D. Labbe   

莱安德罗是 MACSSO Consulting 的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这是一家专门从事可持续商业和金融的公司。他

在 E&S 风险管理和可持续商业战略方面拥有 20 多年的经验。 

莱安德罗现居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名工业工程师，并拥有着工商管理德硕士学位，他同时也完成了环

境经济学和风险管理等相关领域的多门专业课程。他也是一名注册审计师，凭借着在私营部门各种活动中获得

的专业知识和 10 年的工作经验，他致力于面向各类硕士、研究生以及专业课程的咨询和教学活动。 

莱安德罗拥有为多家开发银行（例如：IDB、IDB-Invest、FMO、DEG、Proparco 等）在拉丁美洲的投资

提供咨询的经验，同时也担任着世界银行合规顾问监察员的可持续金融专家。 

他曾领导了 20 多家拉丁美洲商业银行、小额信贷和投资基金的 ARAS 实施和评估项目，并参与公共和私人银行可持续金融产品

的开发。他曾在巴拉圭可持续金融委员会的发展中担任咨询顾问。他还拥有农业综合企业、能源和各个工业领域的 E&S 风险管理

的经验。在过去的 10 年里，他一直担任拉丁美洲一些最大商业集团的顾问，帮助其制定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战略。此外，他还是

硕士学位课程中可持续金融和可持续性的讲师。 

 
 

格拉西亚·玛丽亚·巴拉奥纳 Gracia Maria Barahona   

格拉西亚在开发银行领域有着 20 多年的丰富经验，其中大部分时间主要专注于可持续金融领域的研究，其中

包括设计、协商和实施可再生能源、小额信贷、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领域的众多投资组合和创新区域产品。

她对于政府、合作机构和私营公司政策和优先事项的深入了解促成了银行与相关国际组织之间建立战略性长期

伙伴的关系。在 CABEI 任职期间，她负责协调由欧盟资助的“Programa de Apoyo a la Micro y Pequeña 

Empresa Centroamericana” PROMYPE 和 FAPIC 计划，以及由台湾资助的 ICDF 计划，这三个项目皆旨在

为中小企业提供中长期融资，占绝了 CABEI 总投资组合的 65%。 

格拉西亚女士是 Ecobanking 项目的执行董事，该项目主要目标是为成千上万的拉丁美洲银行工作者提供指导和学习工具，让他

们了解如何通过更可持续的信贷实践来提高竞争力。该计划也为发展中国家的高管们提供了知识上的储备和多语言的培训（英语

、西班牙语、法语和普通话）。与环境署 (www.unepfi.org) 合作开设的专门在线课程已惠及全球金融部门的 5,000 多名专业人

员，仅拉丁美洲就有近 2,000 名参与人员。最近，Ecobanking 的工作重点转向于研究由女性拥有或领导的企业，通过了解客户

的需求，专门帮助金融机构识别这类拥有较大利润空间且不断增长的市场。除了上述领域的能力建设活动外，格拉西亚还参与设

计和执行有关可持续住房的能力建设项目。 

 

 

伊利埃斯·阿卜杜勒乔瓦德  Ilyès Abdeljaouad 

伊利埃斯先生是一家私人咨询公司 SMART Consult 的联合创始人，该公司核心业务是为公共部门和私人企业

提供战略和金融咨询。他在 ESG 咨询和企业社会责任、社会和环境评估以及风险管理方面的全球咨询方面拥

有超过 25 年的专业经验。他在管理咨询和项目管理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从 ESG、社会意识和可持续风险的

角度解决业务和管理合规性和风险。作为团队负责人和 ESG 专家，他在整个北非和西非进行了大量投资、监

管和合规评估，并开发了多个金融机构 E&S 风险管理系统。 

他目前就 ESG、监管合规、可持续性、气候、能源和运营风险战略为客户提供相关建议。这些客户来自包括

银行和股票基金、分销和物流、电子、零售和快餐业务、制造客户和供应链供应商等各个部门。这些项目与客户董事和其他品牌

顾问有着密切的联系，以此确保可持续发展和 ESG 政策得到充分的理解和执行。 

伊利埃斯精通英语、阿拉伯语和法语，并拥有法国巴黎中央理工学院的工程硕士学位和突尼斯地中海商学院的  EMBA 学位。 

1998 年 6 月，他也曾参加了由国际金融公司主办的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关于“竞争环境优势”问题的培训课程。 

 

 

https://youtu.be/TecJ9naM_Lk
https://youtu.be/TecJ9naM_Lk


                              
 

           

郭沛源 Guo Peiyuan  

郭沛源博士是商道融绿的董事长。作为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的创始成员和中国首家获得 CBI 批

准的绿色债券验证机构，商道融绿主要提供在中国的 ESG 评级、绿色债券验证和绿色金融咨询服务。 

郭博士在绿色金融和责任投资方面拥有超过 15 年的经验。他曾为多家银行、资产管理公司、政府以及国际

组织的客户提供咨询服务。2012 年，他在北京创办了中国社会投资论坛（China SIF）并担任论坛主席。 

郭沛源持有环境工程的学士学位以及和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他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进行业务绩效

和可持续性的 MBA 课程的教授，也在 Seton Hall University Stillman 商学院进行中国 MBA 课程商业道德

和企业社会责任相关课程教学工作。 

 
 

关睿 Grace Rui Guan 

 

关女士在金融行业拥有近 20 年的从业经验，包括了企业和投资银行业务、德意志银行、中德证券和 PE 基金

等众多业务管理。近年来，她致力于可持续金融和责任投资的研究与实践，积极发表和贡献专题文章和专业

研究报告。关女士同时拥有 MBA 学位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博士学位。她是“环境与社会风险分析

（ESRA）”课程的导师，并参加了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倡议的“气候变化与 TCFD：银行业的风险与机遇”在

线课程。 

目前，关女士在商道融绿担任管理人员，商道融绿是专注于中国市场的领先的 ESG 服务提供商，为政策制定

者和商业领袖提供 ESG 数据分析，以推进其可持续发展议程并做出有效决策。她同时也是 2012 年首次发起

的中国社会投资论坛（China SIF）的秘书长，目前该中国 SIF 年会已成为该地区推动 ESG 责任投资最具影响力的平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