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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ESG成為
亞洲投資
組合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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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期AsianInvestor ╱標普道瓊斯指數ESG調查顯示，儘管區內可持續發展投資主題及實踐穩步向前，但若資
產選擇更多、數據更加規範，將會加快發展步伐。
在此次疫情中，遵守ESG原則的委托
投資大放異彩。舉例而言，亞洲對可
持續發展資金的需求加速增長，受此
推動，晨星2020年第三季度數據顯示淨
流入創新高，達87億美元。這使亞洲的
ESG基金資產總額達到251億美元，較上
一季度增長75%。
隨著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具有良好特
性的公司有望在危機期間表現出更多韌
性，從ESG視角出發進行投資已變得越
來越常見。然而，要找到相關投資、將
ESG融入決策並評估不同的管理人和策
略，談何容易。
為 評 估ESG對 投 資 組 合 的 切 實 影 響
及 未 來 參 與 其 中 的 潛 在 驅 動 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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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Investor與標普道瓊斯指數於2020
年10至11月聯合開展一項新調查，收集
來自85位高級投資高管的洞見。
調查訪問了政府實體、保險公司、養
老基金、私人銀行和其他投資者，遍及
香港、台灣、澳大利亞、韓國、日本、
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
賓和印度，其主要觀點總結如下：
• 逾70%受 訪 者 的ESG相 關 委 托 投 資
佔現有管理資產的不到10%
• 疫情期間，有49%的投資者已提高
ESG基金投資，或有此計劃－但有
46%的 受 訪 者 表 示Covid-19對 自 身
的ESG相關投資部署並無影響

• 基於ESG因素進行投資的兩個主要
驅動因素是提高回報及增加投資組
合的長期韌性
• 2021年環境主題將迎來最大資金流
入，尤其是清潔能源和低碳排放
• ESG數據的進一步規範將成為鼓勵
投資者增加ESG投資部署的最大動
力
• 傳統指標仍然是評估不同ESG基金
的首選方法－尤其是投資策略的往
績記錄及基金與基準的表現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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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驅動因素
調查回復反映了Covid-19對投資者ESG
基金部署的影響。
受訪投資者中有近四分之一向這些投
資投入更多資金，其中近半數的提升幅
度超過5%。同時，有25%的受訪者計劃
今後將向ESG基金分配更多資金。
然而，對於將近一半的投資者而言，
此次疫情並未改變他們對ESG基金的興
趣。
標普全球ESG研究與數據董事總經理
兼全球總監Manjit Jus解釋稱：“我們已
看到ESG主題的投資者教育之需求日益
上升，但是還有許多工作要做，才能將
其轉變為更大規模的資本轉移。”
實 際 上， 從 更 廣 泛 的 角 度 來 看， 調
查結果表明，對於許多亞洲投資者而
言，這些因素的總體影響力還遠不足以
促使他們提高對ESG考慮因素的關注。
例如，在將近四分之三的受訪者中，
ESG相關委托投資僅佔總投資組合不到
10%。實際上，在調查中只有較小比例
的投資者在投資組合中對此類投資的比
例超過20%。
對於那些在當前環境下根據ESG因素
進行投資的資產所有者，這樣做的兩個

明顯驅動因素是：提高回報率以跑贏基
準；增加投資組合的長期韌性。
可持續發展重要性的普遍上升也起到
了一定作用。例如，奉行管理層對“造
福社會”的承諾及提升組織的公眾形象
正在激發更多興趣。
道瓊斯可持續發展指數(DJSI)的最新
調整和重組更能突顯有此傾向的投資者
的價值。更具體地說，2020年主動完成
SAM公司可持續發展評估(CSA)的公司
數量增長19%，為歷來最高水平。該評
估由一份嚴格的調查問卷組成，評估參
與者提交的公開及非公開數據。
Jus表示，參與度的上升反映了許多公
司的管理層紛紛加碼對可持續發展的關
注。他指出：“他們認為有必要證明自
己是負責任的公民，在這個市場動蕩及
充滿不確定性時期，著眼長遠未來，將
ESG納入策略。”
這符合Jus所看到的趨勢，即越來越多
的公司在風險及其應對方法上持不同看
法。這是由於Covid-19暴露了他們對很
多所謂的「未知」風險準備不足，而不足
的程度因公司而異，他們都應該有某種

COVID-19對ESG基金投資部署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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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減低風險。
他補充說，這幾年來亞洲參加CSA的
公司持續穩步增長。“這在一定程度上
是由於澳洲及日本等市場推出了新的指
數產品，它們可突顯參與調查之關聯
性。”簡而言之，公司知道CSA結果是側
重於ESG的新指數產品的基礎，這些產
品將受到越來越多的投資者關注。
投資組合偏好
同時，在挑選ESG基金時，許多參與調
查的投資者表現出本土偏好。
除本土市場外，北美是首選地區，其
次是亞洲大陸。
就2021年可能最受投資者青睞的主題
而言，清潔能源顯然呼聲最高。低碳排
放位居第二，並且人氣遠高於排名緊隨
其後的主題：披露公司資料以提高透明
度、醫療技術╱生物科技及保護股東利
益。
由此可見環境已成為亞太地區資產所
有者的首要考慮因素，也符合這些投資

者關於加快氣候行動的呼吁。
例 如， 亞 洲 投 資 人 氣 候 變 遷 團 體
(AIGCC)正 推 動 企 業 為 過 渡 到 零 碳
排放經濟或完成巴黎氣候協議減碳
目 標 做 好 充 分 準 備， 其 成 員 不 乏
AustralianSuper、 新 加 坡GIC、 韓 國 國
家養老金等領先機構。
Jus補充說，儘管如今對於大多數投
資者而言氣候是頭號議題，但在某些國
家（例如韓國及日本），醫療保健及人口
老齡化正在成為越來越重要的主題。展
望未來，他認為社會主題將吸引更多關
注，包括性別多元化、人力資本及工作
條件。預計後疫情世界對社會投資者的
需求將急劇增加。
在資產類別方面，投資者似乎正在尋
求有關債券及股票支持，以擴大ESG覆
蓋範圍。
然而也出現更多對私募股權及基礎設
施相關信息的明顯需求。這反映了與公
共證券相比，將ESG關注應用於低流動
性資產成本相對較高，這通常是由於要

2021年最受青睞ESG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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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管理層中的
性別多元化

發現往往隱藏在貸款投資組合中的風險
需要進行更嚴格的審查。
然而，目前亞洲的ESG被動投資率相
對較低。儘管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認為主
動策略和被動策略在幫助他們找到相關
ESG投資方面的效果相差無幾，但余下
投資者中僅有略高於三分之一的人認為
主動策略最有效。只有少數幾人選擇了
被動策略。
常見標準
總體而言，儘管自Covid-19發生以來市
場對ESG基金的潛在作用有了更高的認
識及興趣，但要推動投資組合中更有意
義的ESG整合依然任重而道遠。
受訪者表示，投資者認為將提高未來
ESG投資水平的最重要變化是進一步規
範ESG數據。
因為儘管ESG數據量正在迅速增長，
但是由於它們本質上是動態變化並且不
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定義不同，所以許
多ESG因素缺乏統一的量化方法，導致
人們越來越擔心。報告與披露資料也
存在不一致，此外還有透明度方面的問
題。對更多有關社會問題及主題數據的
需求日益迫切。
如果沒有一種普遍適用的方法，投資
者往往會結合ESG評估，自行對每家公
司進行自下而上的分析。
投資者希望看到的下一個重大變化是
獲得更廣泛的ESG資產選擇。
隨著這個領域逐漸成熟，未來很可能
會湧現出解決方案。再者，各國政府和
機構開展國際合作，商定一組經過正式
審核的ESG核心指標，也是朝正確方向
邁出的一大步。
“大家都關注特定ESG主題的共同語
言。”Jus補充道：“在全球範圍內，標準
制定者之間的協作愈來愈多。這將讓全
球定義趨於融合，也將幫助亞太地區
的公司及投資者採用簡化框架，獲得更
好、更具可比性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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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決策
隨著ESG問題在投資流程中扮演越來越
重要的角色，資產所有者不可避免地會
更加仔細地查驗基金經理的說法和憑
證。
大多數投資者將通過內部投資委員會
進行的盡職調查，將ESG整合到他們的
投資組合中。與資產管理人合作也是一
種流行方式。
同時，在評估不同ESG基金時，投資
者的兩個明顯偏好與支配所有其他類型
基金決策的準則相一致，即：投資策略
的往績記錄；及基金與基準的表現對
比。
但在投資決策時，對投資者而言第二
重要的便是資產管理人的ESG原則。排
名遠遠高於基金的主題和收費水平。
在Jus來看，在將ESG原則應用於投資
流程時，排他性及負面篩選仍然佔據主
導地位。不過他補充指出，自疫情爆發
以來，許多ESG基金的表現表明，整體
管理更強的公司比不太符合ESG標準的
公司更好地抵禦了這場風暴。
Jus說：
“這為投資ESG不會損失回報，
也不一定要付出更高代價的說法增加了
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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