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见问题  1 

常见问题 
标普 ESG 指数系列 

公司背景 

1. 什么是标普道琼斯指数？标普道琼斯指数汇集标普 500 指数®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等标志性金

融市场指标。作为全球最大的重要指数化市场概念、数据和研究提供商，标普道琼斯指数是投资

者衡量市场和交易的重要资源。 

标普道琼斯推出指数 ESG 指数 

自 1999 年推出道琼斯可持续发展世界指数以来， 20 年来标普道琼斯指数一直是环境、社会及管

治（ESG）指数化投资的先驱。如今，标普道琼斯指数推出一系列指数来满足不同风险与回报和

ESG 预期，其中包括从核心 ESG 和低碳气候方针到主题和固定收益 ESG 策略。 

标普道琼斯指数与 SAM合作历史悠久，于 1999 年携手推出世界闻名的道琼斯可持续发展世界指

数。 

2. 什么是 SAM？SAM是总部位于苏黎世的资产管理公司 RobecoSAM 的注册商标。自 1995 年以

来，该公司一直专注于可持续发展投资，提供内部 ESG 主题资产管理、企业可持续发展评估以

及可持续发展指数和基准。该公司成立于 1995 年，自 1999 年与标普道琼斯指数推出道琼斯可持

续发展指数系列以来，一直与标普道琼斯指数保持合作。 

标普道琼斯指数 ESG 指数： 

1. 什么是标普 ESG 指数系列？标普 ESG 指数系列是一套以符合行业可持续发展标准的证券为目标

的市值加权指数。这些指数在整体行业组别上维持与相关指数类似的权重，以取得与基准类似的

表现。ESG 指环境、社会及管治。 

2. 为何创建标普 ESG 指数系列？推出标普 ESG 指数系列旨在提供标普 500 指数等领先市场基准的

ESG 导向型可投资替代方案。 

3. 什么是标普道琼斯指数 ESG 评分？标普道琼斯指数 ESG 评分指环境、社会及管治评分，可有效

衡量企业的 ESG 风险和表现因子，以财务资产（financial materiality）作为主要关注点。标普道

琼斯指数 ESG 评分用于选择标普 ESG 指数系列的成分股。标普道琼斯指数 ESG 评分是继用以

确定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成分股的 SAM ESG 评分之后，由 SAM计算的第二套 ESG 评分。 

https://spindices.com/indices/equity/sp-500
https://spindices.com/indices/equity/dow-jones-industrial-average
https://spindices.com/indices/equity/dow-jones-sustainability-world-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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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普道琼斯指数 ESG 评分进一步完善了 SAM ESG 评分的算法，通过 SAM年度企业可持续发展

评估（CSA）(一个自下而上的研究过程)，将相关公司的 ESG 数据汇总为评分。评分包含公司于

某个财年的 ESG 总分，由环境（E）、社会（S）及管治（G）要素的个别评分组成，其中可用

作具体 ESG 讯号的行业标准评分平均有 21 项（见图 1）。1 

图 1：标普道琼斯指数 ESG 评分的评分点等级 

 

数据源：SAM。图表仅供说明。 

公司的 ESG 总分是所有标准评分及其各自权重的加权平均值。每项 ESG 要素的个别评分（如公

司的“E”评分）是所有标准评分及其在特定 ESG 要素内所占权重的加权平均值。ESG 总分介于 0

至 100，100 代表最佳表现。 

有关标普道琼斯指数 ESG 评分的详情，请参阅标普道琼斯指数 ESG 评分常见问题。 

4. 标普道琼斯指数 ESG 评分如何用于这些指数？该分类的全球范围定为重新调整参考日期标普全

球大中盘指数和标普全球 1200 指数的所有成分股。标普道琼斯指数 ESG 评分在每个全球 GICS

行业组别的 ESG 评分中倒数 25%的公司不会纳入指数。此外，未获得标普道琼斯指数 ESG 评分

的公司也不会纳入指数。 

  

                                                   
1 一间公司可分配的标准数量介于 16 到 27 项，具体视其对公司的重要程度而定。 

https://spindices.com/documents/additional-material/faq-spdji-esg-scores.pdf
https://spindices.com/indices/equity/sp-global-largemidcap-usd
https://spindices.com/indices/equity/sp-global-largemidcap-usd
https://spindices.com/indices/equity/sp-global-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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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个 GICS®行业组别，按 ESG 评分高低从合资格范围内选择公司，直至达到该范围流通市

值的 65%为止。随后选择位列 65%至 85%之间的公司，以尽可能接近 75%的流通市值目标。若

所选公司的总流通市值未超过 75%的流通市值目标，则可按 ESG 评分高低添加尚未从合资格范

围内选出的公司，以尽可能接近 75%的流通市值目标，直到继续添加符合条件的公司将导致相关

GICS 行业组别的总流通市值明显偏离 75%的流通市值目标为止。 

5. 标普 ESG 指数系列包括哪些指数？该系列由以下 24 只指数组成。 

 标普 500 ESG 指数 

 标普欧洲 350®ESG 指数 

 S&P/ASX 200 ESG 指数 

 标普日本 500 ESG 指数 

 标普全球 1200 ESG 指数 

 标普美国大中盘 ESG 指数 

 标普加拿大大中盘 ESG 指数 

 标普北美大中盘 ESG 指数 

 标普欧洲发达市场大中盘 ESG 指数 

 标普中东和非洲发达市场大中盘 ESG 指数 

 标普亚太发达市场大中盘 ESG 指数 

 标普发达市场大中盘 ESG 指数 

 标普欧洲新兴市场大中盘 ESG 指数 

 标普拉丁美洲新兴市场大中盘 ESG 指数 

 标普中东和非洲新兴市场大中盘 ESG 指数 

 标普亚太新兴市场大中盘 ESG 指数 

 标普新兴市场大中盘 ESG 指数 

 标普全球大中盘 ESG 指数 

 标普亚太发达市场（韩国除外）ESG 指数 

 标普亚太新兴市场加值大中盘 ESG 指数 

 标普发达市场 BMI（韩国除外）大中盘 ESG 指数 

 标普新兴市场加值大中盘 ESG 指数 

 标普韩国大中盘 ESG 指数 

 标普南非国内股东加权（DSW）上限 ESG 指数 

6. 哪些排除会影响标普 ESG 指数系列的计算？在各重新调整参考日期，联合国全球契约

（UNGC）评分相对较低或从事以下特定业务活动的公司将被排除在合资格范围之外。 

 烟草：直接从事以下业务或持有从事以下业务的其他公司的 25%或以上股权的公司将被排

除在外： 

o 生产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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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烟草销售占收入的 10%以上；或 

o 烟草相关产品及服务占收入的 10%以上。 

 争议性武器：直接从事以下业务或持有从事以下业务的其他公司的 25%或以上股权的公

司将被排除在外： 

o 集束武器； 

o 地雷（人员杀伤地雷）； 

o 生物或化学武器； 

o 贫铀武器； 

o 白磷武器；或 

o 核武器。 

 UNGC 评分低： 

o 在 UNGC 原则方面表现不佳的公司将被排除在外。 

o 全球 UNGC 评分倒数 5%的所有公司均无资格。 

o UNGC 评分的参考日期为 3 月最后一个营业日。 

7. 指数为何将烟草和争议性武器而非酒精和赌博等其他典型的排除项目排除在外？烟草和争议性武

器被公认为负责任投资实践中 ESG 排查的主要内容，以及对人类健康和生活造成无可辩驳的适

度或过度危害的源头。 

标普 ESG 指数系列仅体现了 ESG 主题可投资范畴的一面。虽然该系列作为基准类指数提升了

ESG 水平，但仅是标普道琼斯指数 ESG 系列的众多选项之一。 

8. 这些指数是否可以订制？是。这些指数仅是标普道琼斯指数 ESG 评分如何用于指数策略的示

例。有关订制评分或选项的详情，请联络您的标普道琼斯指数客户代表，或浏览

https://www.spindices.com/contact-us/。 

9. 指数方法如何处理 ESG 争议？若发生风险，SAM 将发布《媒体和持份者分析》，当中包括经济

犯罪和腐败、欺诈、非法商业行为、人权问题、劳资纠纷、工作场所安全、灾难性事故和环境灾

害等一系列问题。 

指数委员会将审查 SAM的《媒体和持份者分析》所标示的成分股，评估存在争议的公司活动对

指数成分的潜在影响。若指数委员会决定剔除一间公司，则该公司在自下次重新调整起计的一整

年内将无资格重新纳入指数。2 

                                                   
2有关 SAM 方法的详情，请参阅 https://www.robecosam.com/media/7/4/3/7435fb5dbf3cb17a675baf7e91cb9596_methodology-guidebook-

external-msa-2018-web_tcm1011-14371.pdf。 

https://www.spindices.com/contact-us/
https://www.robecosam.com/media/7/4/3/7435fb5dbf3cb17a675baf7e91cb9596_methodology-guidebook-external-msa-2018-web_tcm1011-14371.pdf
https://www.robecosam.com/media/7/4/3/7435fb5dbf3cb17a675baf7e91cb9596_methodology-guidebook-external-msa-2018-web_tcm1011-143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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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指数相对于基准的表现如何？标普道琼斯指数旗下所有指数的指数表现统计数字均列于指数单

张，载于 www.spindices.com。 

标普 500 ESG 指数的指数单张载于 https://www.spindices.com/indices/equity/sp-500-esg-index-

usd。 

11. 若订阅标普 ESG 指数系列，是否会自动收到对应的标普道琼斯指数 ESG 评分？否。查阅标普道

琼斯指数 ESG 评分需要另行获得标普道琼斯指数 ESG 评分数据授权。有关详情，请联络您的标

普道琼斯指数客户代表，或浏览 https://www.spindices.com/contact-us/。 

方法 

12. 该指数方法的与众不同之处在哪里？我们的评分不仅衡量公司向公众报告的透明度和完整性，还

严格评估其在 ESG 议题上的表现。指数利用市场上可获得的领先 ESG 数据。市场上可获得的大

部分 ESG 评分均侧重于奖励仅披露 ESG 问题的公司，而不理会这些公司是否管理其在这些问题

上的实际表现，或管理成效如何。我们的方法从两个方面入手，追加奖励对报告不充分但对投资

者而言日益重要的重大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披露的公司。例如，内部控制自评（CSA）在企业游

说和避税等议题方面提问，而企业目前对这两个议题的报告往往不充分。 

SAM的问卷调查方法和与公司的直接交流使我们能对公司管理 ESG 问题的方式进行更深入、更

具时效性的审查，并可掌握证实其表现的实际案例。该方法还纳入《媒体和持份者分析》，持续

利用实时信息来解释公司争议。 

该领先的数据集用于指数方法，而指数方法又用于标普 500 指数等领先基准，因此在采纳 ESG

基准的过程中无需过于偏离现有实务。 

13. 指数方法如何处理双重上市公司？在同一指数或不同交易所存在多重上市的公司会获得一项公司

评分，因此在每只标普 ESG 指数的处理方式均保持一致。 

14. 这些指数多久重新调整一次，重建的规则有哪些？指数每年重新调整一次，在 4 月最后一个营业

日结束后生效。重新调整参考日期为美国 3 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指数参考范围为下个重新调整生

效日期相关指数或成分指数的成分。 

有关处理指数成分的纳入、剔除和企业行动的信息，请查阅标普 ESG 指数系列方法。 

http://www.spindices.com/
https://spindices.com/indices/equity/sp-500-esg-index-usd
https://www.spindices.com/indices/equity/sp-500-esg-index-usd
https://www.spindices.com/indices/equity/sp-500-esg-index-usd
https://www.spindices.com/contact-us/
https://spindices.com/documents/methodologies/methodology-sp-esg-index-seri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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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数据和授权 

15. 可用的指数过往数据有多少？标普 500 ESG 指数于 2019 年 1 月 28 日推出，首个估值日期为

2010 年 4 月 30 日，指数数据可追溯至该日，而各指数的实时表现数据自推出之日起提供。 

16. 如何查阅这些指数的数据？标普 ESG 指数数据每日计算和交付，可在标普道琼斯指数的 SPICE®

平台，或通过标普道琼斯指数的企业数据交换（EDX）平台提供的安全文件传输协议（SFTP）

每日预定动态数据上获得。 

17. 什么是 SPICE 以及如何查阅？SPICE 是标普道琼斯指数的网页版指数及成分股数据交付平台。

SPICE 能使订户掌握及时而全面的数据、企业行动提示以及影响指数成分和权重的动向。订户可

根据自身的投资标准订制和预定报告。有关 SPICE 的详情，请参阅

https://www.spindices.com/services/spice/。 

18. 什么是 SFTP？安全文件传输协议（SFTP）是一种在安全外壳（SSH）数据流上传输数据文件的

安全方法。SFTP 是安全版的文件传输协议（FTP），属于 SSH 协议的一部分。该词又称为 SSH 

FTP。 

19. 使用指数及其数据是否需要获得标普道琼斯指数授权？是，需与标普道琼斯指数签订订阅或授权

协议，方可查阅、接收、使用或分发所有指数数据或任何相关信息。 

20. 使用与金融产品相关的指数是否需要获得标普道琼斯指数授权？是，需与标普道琼斯指数签订授

权协议，方可使用与金融产品或交易相关的指数。 

21. 如何查找这些指数的成分股？有关标普 ESG 指数系列的成分股或评分的信息，请联络您的标普

道琼斯指数客户代表或浏览 https://www.spindices.com/contact-us/。 

22. 何处可以找到有关这些指数的更多信息？标普 ESG 指数系列是标普核心 ESG 指数系列中的指数

系列之一。有关这些指数系列的详情，请参阅 https://www.spindices.com/index-family/esg/core-

esg。 

以下标普 ESG 指数系列的相关文件也可供查阅。 

 标普 ESG 指数系列方法 

 标普道琼斯指数 ESG 评分方法 

 常见问题：标普道琼斯指数 ESG 评分 

 标普道琼斯指数教育：标普 500 ESG 指数：将环境、社会及管治价值作为核心 

此外，有关标普 ESG 指数系列成分股或评分的详情，请联络您的标普道琼斯指数客户代表，或

浏览 https://www.spindices.com/contact-us/。 

https://www.spindices.com/services/spice/
https://www.spindices.com/contact-us/
https://www.spindices.com/index-family/esg/core-esg
https://www.spindices.com/index-family/esg/core-esg
https://spindices.com/documents/methodologies/methodology-sp-500-esg-index.pdf
https://spindices.com/documents/methodologies/methodology-sp-dji-esg-score.pdf
https://spindices.com/documents/additional-material/faq-spdji-esg-scores.pdf
https://spindices.com/indexology/esg/the-sp-500-esg-index-integrating-environmental-social-and-governance-values-into-the-core
https://www.spindices.com/conta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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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免责声明 

© 2019 年标普道琼斯指数有限公司版权所有。保留所有权利。STANDARD & POOR’S、S&P、S&P 500、S&P 500 LOW VOLATILITY 

INDEX、S&P 100、S&P COMPOSITE 1500、S&P MIDCAP 400、S&P SMALLCAP 600、S&P GIVI、GLOBAL TITANS、DIVIDEND 

ARISTOCRATS、S&P TARGET DATE INDICES、GICS、SPIVA、SPDR 及 INDEXOLOGY 是 S&P Global 旗下 Standard & Poor's Financial 

Services LLC（“标普”）的注册商标。DOW JONES、DJ、DJIA 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 Dow Jones Trademark Holdings LLC（“道琼斯”）的

注册商标。这些商标连同其他商标已许可标普道琼斯指数有限公司使用。未经标普道琼斯指数有限公司书面许可，禁止全部或部分转发或转载。

本文件不构成标普道琼斯指数有限公司、S&P、Dow Jones 或其各自的联属公司（统称”标普道琼斯指数」）在未获得必要牌照的司法管辖区内

提供服务的要约。除某些订制指数计算服务外，标普道琼斯指数提供的所有数据均属客观数据，并非专为满足任何人士、实体或群体的需求。标

普道琼斯指数就许可第三方使用其指数及提供定制计算服务收取报酬。指数的过往表现并非对未来业绩的指示或保证。 

投资者不可直接投资于指数。指数所代表的资产类别，可通过基于该指数的可投资工具进行投资。标普道琼斯指数并无赞助、认可、销售、推

广或管理由第三方提供以及试图基于指数表现提供投资回报的投资基金或其他投资工具。标普道琼斯指数不保证基于指数的投资产品可准确跟

踪指数表现或提供正投资回报。标普道琼斯指数有限公司并非投资顾问，标普道琼斯指数不对投资此类投资基金或其他投资工具的适当性作任

何声明。不应依赖本文件所载声明作出投资于此类投资基金或其他投资工具的决策。建议有意投资者在投资于此类基金或其他工具之前，仔细

考虑投资此类基金的相关风险（详情载于投资基金或其他投资产品或工具发行人或其代表编制的发行备忘录或类似文件）。标普道琼斯指数有

限公司并非税务顾问。投资者应咨询税务顾问，以评估免税证券对投资组合的影响及作出某项投资决策的税务后果。将某只证券纳入指数并不

表示标普道琼斯指数建议买卖或持有该证券，也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标普道琼斯指数美国基准指数的收市价由标普道琼斯指数按其主要交易

所设定的各指数成份股的收市价计算。收市价由标普道琼斯指数从一名第三方供应商获取，并与另一供应商提供的价格对比验证。供应商从主

要交易所获取收市价。日內实时价格按类似方式计算，未经再次验证。 

这些材料仅供参考，并根据公众一般可获得的资料以及从相信属可靠的来源获取的资料编制。未经标普道琼斯指数事先书面许可，这些材料所

包含的内容（包括指数数据、评级、信用相关分析和数据、研究、估值、模型、软件或其他应用程序或其输出数据）或其任何组成部分（统称

“有关内容”）概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手段进行修改、反编译、转载或分发或储存在数据库或检索系统中。有关内容概不得用于非法或未经授权

用途。标普道琼斯指数及其第三方数据提供商与许可人（统称“标普道琼斯指数各方”）概不保证有关内容的准确性、完整性、时效性或可用性。

标普道琼斯指数各方不对因任何原因造成的错误或遗漏负责，亦不对使用有关内容的结果负责。有关内容按“现状”基准提供。标普道琼斯指数各

方不作任何及所有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有关内容适销或适合作特定目的或用途、不存在安全漏洞、软件错误或缺陷、运行

不会中断或能在任何软件或硬件配置下操作。对于因使用有关内容而引致的任何直接、间接、附带、惩戒性、补偿性、惩罚性、特殊或相应而生

的损害、成本、开支、法律费用或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收入损失或利润及机会成本损失），标普道琼斯指数各方概不向任何人士承担责任，即使

在已获悉可能发生这些损害的情况下亦然。 

S&P Global 分开经营旗下多个分部及业务单位的若干活动，以保持其各自活动的独立性及客观性。因此，S&P Global 的某些分部及业务单位

可能拥有其他业务单位未掌握的数据。S&P Global 已制定政策及流程来确保对每次分析过程中获取的若干非公开资料保密。 

此外，标普道琼斯指数向众多机构（包括证券发行人、投资顾问、经纪交易商、投资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及金融中介）提供或提供与之相关的

广泛服务，因此可能会向这些机构（包括标普道琼斯指数可能会对其证券或服务作出推荐、评级、纳入投资组合模型、评估或以其他方式涉及

的机构）收取费用或其他经济利益。 

全球行业分类标准（GICS®）由 S&P 和 MSCI 制定，是 S&P 和 MSCI 的专有财产和商标。MSCI、S&P 和参与制作或编撰 GICS 分类的任何其

他方概不对相关标准或分类（或使用相关标准或分类的结果）作明示或默示的保证或声明，所有相关方特此明确卸弃所有涉及上述标准或分类的

独创性、准确性、完整性、适销性或适合作特定目的保证。在不限制前述规定的原则下，MSCI、S&P、双方的联属公司或任何参与制作或编撰

GICS 分类的第三方，在任何情况下概不对任何直接、间接、特别、惩罚性、相应而生的损害或任何其他损害（包括利润损失）承担任何法律责

任，即使在已获悉可能发生这些损害的情况下亦然。 

SAM AG 及／或其继承人或联属公司拥有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的若干知识产权，标普道琼斯指数已获许可使用这些知识产权。 

SAM AG（地址：Josefstrasse 218, 8005 Zurich, Switzerland）及其关联及联属公司（“SAM”）提供通过其专属的企业可持续发展评估得出的

ESG 研究数据，与标普道琼斯指数共同使用。SAM 不对与标普道琼斯指数服务有关的任何直接、间接或相应而生的损害承担责任，也不对

SAM ESG 研究数据的使用担责。SAM 概不作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包括但不限于对适销性或适合作特定用途的默示保证。 

SAM 是 RobecoSAM 的注册商标。RobecoSAM 专门从事提供 ESG 数据、ESG 评级服务及 ESG 基准设定，而 SAM 用于推广 RobecoSAM 旗

下业务单位的服务及产品。SAM 不应视为独立于 RobecoSAM 的法律实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