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hyESGMatters
ESG 为何对股票投资者 
至关重要？



环境、社会与管治 (ESG) 的变化速度之快可谓前所未有，这也在重塑着人们的生活和投资方式。了
解这些变化将如何影响投资组合至关重要。我们的“#WhyESGMatters”系列文章旨在提供引人深思
的分析，并重点说明为什么投资者越来越需要在其投资决策中考虑到 ESG。 

在第一期中，我们将重点阐释为何 ESG 投资对股票投资者十分重要。我们认为，ESG 因素正日益
成为主流，可以用来推动投资取得出色业绩。顾及 ESG 因素的投资策略正在快速增长，目前全球超
过四分之一的专业管理资产都在采用该策略。此外，我们的分析表明，在驱动公司业绩的中期因素
中，有 40%-50% 与 ESG 有关。

简介：ESG 为何对股票投资者至关重要？

ESG 了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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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工业与信息技术部《2016 年全球可持续投资评论》、MSCI、汇丰银行
环境、社会与管治 (ESG) 投资旨在产生长期的财务回报，同时对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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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成为主流

ESG 投资旨在产生长期的财务回报，同时对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我们相信，在资产所有者、风险缓解和回报目标的推动下，其采

用率将在未来几年内加速增长。

如今世界各国都加入了旨在控制全球变暖的《巴黎协定》，同时

更广泛的监管压力和 ESG 披露压力也在持续增长。将 ESG 融入

到主流财务分析中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们认为推动 ESG 资产增长的主要因素有以下三个：

 � 资产所有者的需求 - 世界各地的资产所有者都已经接受了这样

一种理念，即需要将长期可持续发展融入他们的投资过程中。 

 � 风险缓解 - ESG 因素可以产生重大的财务影响。例如，气候变

化带来了资产受损、法规变动以及灾难性事件频发等风险。

 � 创造阿尔法收益（回报高于市场回报）- 专注于解决和应对 
ESG 问题以及开发 ESG 问题解决方案的公司可以成为阿尔法

收益的来源。例如，根据“绿色中国”这一政府重点工程而定位

的公司可以同时实现环境和财务目标。

ESG 资产占区域内托管资产总量的百分比

常见 ESG 问题示例

1. ESG 成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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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16 年全球可持续投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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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牺牲收益

ESG 正在慢慢改变“实施 ESG 战略就意味着牺牲收益”的看法。关于这一点，

许多学术研究也表明，可持续发展的公司从长远来看，无论是在股票市场还是财

务表现方面，都优于它们的同类公司1。

此外，根据 2015 年的一份元研究评论2，在对 200 多家公司的 ESG 因素及公司

业绩进行研究后，80% 的案例都表明，采用谨慎的可持续发展做法对投资绩效具

有积极影响。

ESG 推动财务表现

我们的分析表明，在中期 （2-5 年）财务表现的关键驱动因素中，ESG 平均占比

为 43%，并且与每个行业都相关（下图）。对于新兴市场而言，这一平均占比更

高，为 50%。在矿业、汽车和资本货物等行业，这一比例要高得多。 

此外，我们的调查结果表明，不断改进 ESG 指标的公司在股价上要远高于那些

滞后的公司。另一方面 ESG 得分较高但在过去五年中势头较弱的公司表现明显欠

佳。这突显出在 ESG 问题上的前进方向和持续进展才是推动股价表现的关键。 

2. ESG 推动价值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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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意味着牺牲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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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MSCI、汇丰环球研究
1. 如 Eccles、Ioannou 和 Serafeim 于 2011 年发表的《企业可持续发展对组织流程和绩效的影响》以及 
Khan、Serafeim 和 Yoon 于 2015 年发表的《企业可持续发展：重要性第一证据》等
2. 《从股东到利益相关方：可持续发展如何推动财务表现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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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SG 投资策略

负面筛选是使用最为广泛的 ESG 
投资策略

投资 ESG 得分较高和 ESG 势头指
标为正的公司也是一项备受欢迎的
策略

ESG 投资策略大相径庭

顾及 ESG 在逐渐成为一项硬性要求，但许多机构投资者仍然不清楚如何将其融入

到他们的投资流程中。负面筛选策略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在欧洲，但机构投

资者也很重视将 ESG 因素整合到其投资流程中，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风险调整后

回报。

尽管我们预期负面筛选策略将继续适用于全球大多数 ESG 资产，但投资者也在关

注在某些 ESG 因素上得分较高且 ESG 势头良好的公司。我们的分析表明，有着较

低但在不断改进的 ESG 指标的公司明显优于那些有着较高但难以达到的指标的公

司。

结论 
ESG 因素的影响范围之广已让人无法忽视，而且其相关性之高也让资产所有者不

敢轻视。近年来，顾及 ESG 因素的投资策略得到快速增长，目前全球超过四分之

一的专业管理资产都在采用该策略。我们相信，ESG 因素可用于推动投资组合取

得卓越表现，而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也应考虑这些因素。

ESG 投资示例 定义

负面筛选 重点排除“罪恶型”股票，例如：子母弹、烈酒、烟草和赌博

ESG 整合 由基金经理系统地将 ESG 因素纳入传统财务分析中

公司参与 利用股东权力影响公司行为

合规审查挑选 根据国际规范，排除不符合最低经营标准的投资

正面筛选 选入 ESG 表现良好的公司的股票

可持续性主题投资 选入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公司的股票

影响力投资 以实现特定的环境或社会成果和财务回报为目标

按投资策略分类的 ESG 资产（单位：万亿美元） 

15.02
负面筛选策略

1.03
正面筛选策略

8.37
公司参与策略

10.37
ESG 整合策略

6.21
合规审查挑选

0.33
可持续性主题投

资策略

0.25
影响力投资

资料来源：《2016 年全球可持续投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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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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