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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宏觀前景欠明朗，加上投資者過分重視由
上而下的因素，謹守我們的投資理念變得更為
重要。在2020年，我們的投資策略為客戶帶來
合理的絕對回報，而於2021年市場持續動盪
期間，我們也成功保障客戶資本。

我們投資於亞太區及全球新興市場超過30
年，並且建立了出色的長期往績，足證優質企
業投資長遠可以帶來理想的經風險調整後回
報。然而，我們的團隊從不自滿。在目前充滿
挑戰的市場中，我們更需遵守通過市場週期 
考驗的投資流程。

另一方面，隨著「可持續投資」成為主流，公眾
對我們投資組合的環境、社會及管治議題明顯
更加關心。作為客戶資產的盡責管理者，我們
有責任不斷加深認識我們所投資企業面對的
風險及機遇。此外，儘管我們一直都知道積極

管理不應只是流於形式，我們發現，有必要採
取更完善及系統性的方式評估環境、社會及管
治因素。

我們並無刻意標榜旗下的策略重視「可持續
發展」元素，不過我們銳意提高投資策略的質
素，因此向來會在投資決策過程中考慮環境、
社會及管治問題。畢竟，企業盈利會影響股
價，而盈利的可持續性與管理質素息息相關，
並且涉及公司管理可持續業務發展，同時賺取
可觀資本回報率的能力。

我們知道，客戶的投資選擇，以至我們所投資
的企業會對我們的生活環境造成重大影響。
我們每個資金配置決定，均反映我們認為企
業是否適合繼續營運。世上沒有十全十美的公
司，不過我們只會在相信企業帶來正面的淨影
響，或其發展方向具潛力時，才會作出投資。

我們與企業管理層的會議繼續是投資流程的
核心部分。在會議上，我們會鼓勵所投資的企
業從環境、社會及管治的角度出發，認真審視
各方面的營運表現，包括供應鏈管理及現代奴
役、僱員多元性，以及業務對社區及生態系統
影響等問題。

在投資於亞洲及全球新興市場的數十年間，我
們見證過不少企業的環境、社會及管治表現突
飛猛進。不過，我們仍需思考是否應該要求企
業加快變革步伐，或者直接放棄個別不宜投資
的企業。

與發達市場相比，亞洲及全球新興經濟體處於
不同的增長階段，而且企業的文化背景逈異，
導致我們不能依賴單一的環境、社會及管治標
準。我們相信企業需要推動變革，並期望能以
長線投資者的身份積極提供支持，與企業分享
最佳措施，為環境、社會及管治的持續發展出
一分力。 

長遠而言，我們會堅持不懈地追求高質素，以
反映我們的資產管理聲譽。對我們來說，這是
環境、社會及管治發展的關鍵。在我們眼中，
客戶之所以成為我們的投資夥伴，是因為他們
信任我們會擇善而行、不走捷徑，而且在逆境
中保護他們的資產。

管理合夥人的話
回顧過去兩年，我們再次印證投資優質 
企業可以產生豐厚回報。

劉國傑
管理合夥人

施普頓（Michael Stapleton）
管理合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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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會先介紹我們的價值觀及有關概念對
投資方針的影響。在報告的不同章節中，我們
會分析各項管治、環境及社會議題，當中以管
治議題為首，原因是該類議題構成長遠環境、
社會及管治表現的基礎。

我們於各個章節均會說明各項環境、社會及管
治議題的管理方式，並重點講解投資組合的企
業議合活動及個案例子。

我們希望本報告能讓讀者更深入地了解我們的
投資方針，並認識責任投資的影響。歡迎各位
就我們的投資方針提出查詢或建議，我們樂意
聆聽閣下的意見。

關於本報告
自我們刊發上一份全面的環境、社會及管治 
報告以來，至今已有兩年。在這段期間，我們 
有機會檢討我們的投資方針，並思考如何最 
有效地匯報關於環境、社會及管治活動的有用 
資訊。本報告涵蓋2020年至2021年，我們於 
日後將會每年報告各項活動，逐步完善匯報 
流程，以提升披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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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投資團隊由駐於香港及新加坡的22名
投資專家組成，擁有清晰明確的公司文化和團
隊架構，使團隊保持穩定。約半數分析師於畢
業後便加入我們的投資團隊，而多數投資經理
大部分時間均任職首域盈信。

我們的團隊成員擁有多元化的背景，合共能使
用15種不同的語言／方言。最重要的是，所有
投資經理同時也是分析師，因此投資團隊的所
有成員均能為每個客戶的投資組合提供選股
意念。

我們透過 Manan Trust 展開各項公益工作。
該慈善機構旨在促進亞洲社區的長遠變革，並
為逾30個非牟利組織提供多年期的無限制資
助及策略支援。

關於首域盈信資產管理
首域盈信資產管理（首域盈信）是首源投資旗下的自主投資團隊， 
負責管理各項亞太區及全球新興市場股票策略，
資產管理規模超過370億美元1。

1.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首域盈信簡介

首源投資旗下
的自主團隊

能使用15種當
地語言和方言

辦事處設於香港、
新加坡、愛丁堡

資產管理總值
達370億美元1

超過35名僱員， 
其中22名投資專家

客戶遍佈亞洲、 
澳紐、歐洲、 
中東及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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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anantrust.org/


資產遍佈全球
主要投資國家／地區的標籤

中國

日本

台灣

香港

印度

美國2

澳洲

新加坡

印尼

菲律賓

南韓

2. 通過美國預托證券(ADRs)進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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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推出 Stewart Ivory 
亞太區股票策略

1992
推出中國增長及全球新興
市場策略

1994
推出印度次大陸策略

2000
Stewart Ivory 獲澳洲聯邦銀行
收購。合併其海外基金管理業
務，成立首域投資（First State 
Investments）

2002
推出大中華策略

2012
團隊正式易名成為
First State Stewart

2017
推出全球新興市場股票策略

2019
首域盈信亞洲正式更名為
首域盈信資產管理

2015
推出日本股票策略

2015
七月，First State Stewart
分拆為兩家公司: 分別是
首域盈信亞洲（FSSA)，以及
盈信投資 

2020
三菱日聯信託銀行入主首域投資，
並改名為首源投資。首域盈信資產
管理在集團內繼續以一支獨立的
投資團隊形式營運

1990 1995 20052000 2010 2015 2020

我們的歷史
首域盈信資產管理長期投資於亞洲市場。我們曾是 First State Stewart 的一部分，該公司為
Stewart Ivory & Company Limited 的亞太區及全球新興市場團隊。於1988年，我們推出首個 
亞太區策略。在經歷多年的自然增長後，於2015年7月， First State Stewart 團隊分拆為兩間 
公司，分別是主要位於香港的首域盈信資產管理（前稱「First State Stewart Asia」）及主要 
位於愛丁堡的盈信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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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投資理念
首域盈信的投資理念以識別優質企業為主， 
我們會以合理價格買入及長期持有出色的 
企業。我們旨在尋找具備誠信和全面風險意識
(包括重視商業風險和環境、社會及管治相關
議題）的企業創辦人和管理團隊，並發掘能夠
帶來可持續及可預測長期回報的龍頭企業。最
重要的是，我們將客戶的資金當成自己的資金
一樣投資。

對我們來說，可持續發展不止是一個標籤，更
代表作為我們經營基礎的各項價值觀。我們
遵守十大核心信念 ，將環境、社會及管治元素
融入投資流程的不同階段，涵蓋理念構思、企
業分析、投資組合管理及監察等。作為議合工
作的一環，我們每年舉行超過1,500次企業會
議，藉此與企業的高級及營運管理層討論環
境、社會及管治問題。我們將這些會議視為審
慎風險管理的一部分，而且是我們對客戶的基
本責任。

我們尋找優質投資對象的第一步是觀察企業
的僱員。只要發掘出擁有良好管治架構的優秀
管理團隊，我們便自然能夠促進企業的環境及
社會議題發展。如果企業的管理者具備可持續
發展思維，他們就會明白，改善上述範疇的表
現同樣會有利業績。

我們的核心信念3

3. 有關我們核心信念的詳細資料，請參閱
我們的網站 www.fssai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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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層面的措施及委員會
作為首源投資的成員，我們是責任投資原則及
無煙草金融承諾的簽署機構。我們亦致力推
行多項責任投資倡議，包括透過亞太區反奴
役和人口販賣投資者聯盟（Investors Against 
Slavery and Trafficking Asia Pacific）打擊現
代奴役，以及減少塑膠廢料及碳排放等。我們
不時與觀點相近的投資者攜手展開企業議合
工作，或與提供不同角度的非政府組織及第三
方專家密切溝通。

在責任投資督導小組的監察下，首源投資的責
任投資團隊為公司旗下的全球投資團隊（包括
首域盈信）提供專家知識及支援。責任投資督
導小組由執行委員會的成員組成，並由行政總
裁擔任主席，負責監督、指示及帶領整間公司
的責任投資及盡責管理發展。目前，首域盈信
在委員會中設有兩名責任投資代表。

憑藉責任投資團隊、全球投資委員會及氣候
變化工作小組提供的資源，我們得以就議合活
動、環境、社會及管治融合和報告工作整合訊
息及參與更廣泛的討論。我們的團隊亦與外
聘的環境、社會及管治專家顧問合作，由他們
協助我們進一步認識主要議題，確保企業議
合活動的目標明確及切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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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如果優質企業的環境、社會及管治
表現良好及不斷改善，則通常會有較高的估值
倍數。相反，這方面表現欠佳的企業將會有較
低的估值。

問題是，亞洲及全球新興市場的投資者面對
特殊的挑戰，導致主流的環境、社會及管治策
略，或發達市場的報告標準未必符合他們的要
求。傳統的第三方研究及評分過度側重於報
告成果，我們認為有關安排未有充分考慮可持
續發展是否真正融入於業務營運之中。即使
我們仍會使用來自 MSCI、Sustainalytics 及 
RepRisk 的第三方研究數據，這些資料只構
成我們整體分析的一部分，屬於幫助我們思考
其他研究問題的補充數據。

作為長線投資者，我們發現積極參與議合活
動對我們評估企業質素更有幫助。我們將每
次企業會議視為潛在的溝通機會，並相信企
業回應問題的方式能夠反映他們的可持續發
展表現，多於辭藻華麗的環境、社會及管治報
告。隱瞞資料的公司往往受到各種問題所困
擾，該類企業亦可能會羅列大量的環境、社會
及管治政策和通訊資料，避免我們展開深入
調查。

當我們的初步議合活動未能取得成功時，我們
可能會致函企業的董事長或首席獨立董事，要
求公司採取進一步行動。假使議合工作的成果
仍然未如理想，我們最終可能會沽出持股。

我們對質素的方針
我們認為每個人都有責任考慮企業的環境、社會 
及管治影響，並將評估結果納入分析之中。對我們
來說，採取完善環境、社會及管治措施的企業便是
優質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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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資理念：
透過拜訪大量企業、展開研究之旅、與業界溝通及持續辯論交流，我們的投
資團隊構思出各種投資理念。當中，拜訪企業及國家研究之旅是投資理念的
最主要來源。我們的剔除政策會將個別行業排除在外，或訂立適當的收入上
限。具體來說，我們不會投資於供應大量有害產品及服務的公司，或涉及企業
不當行為的人士。我們亦會考慮企業的前景及整體可持續發展能力，包括其
業務模式是否對社會帶來正面的淨影響。

2.優質企業的納入過程：
評估企業的管理層、業務、財務狀況及增長潛力是投資流程的核心環節。
我們將環境、社會及管治因素納入評估中，並相信這有助於全面了解投資對
象能否成功及實現長遠可持續發展。此外，我們會分析企業的文化及其他軟
性因素，以便認識其環境、社會及管治理念和首要目標。我們會使用第三方
的環境、社會及管治評分和評級資料，但僅會將其視為研究方法的一部分，
藉此促進更深入的討論。 

3. 決策流程：
我們將研究成果整合成會議記錄及投資建議，然後一般會製作企業報告。
有關建議是結合各項因素後得出的主觀意見，而且因人而異，並非嚴格或
絕對的指標，但可作為更全面討論及交流的基礎。我們會綜合考慮企業的
質素、常用的投資指標及估值，從而作出買入或沽出的決定。我們亦可能將
企業加入觀察名單，以作進一步監察。

4. 投資組合管理：
一般而言，擁有良好增長前景及合理估值的優質企業會佔投資組合較高
比重，但我們所買入的企業在環境、社會及管治表現和披露水平上可能存在
差距。話雖如此，企業的發展方向才是關鍵所在。在作出投資後，我們會經常
與企業的管理層溝通，持續展開檢討及分析。我們也會藉此定期測試對持股
質素的信心，確保投資組合只持有我們最為看好的公司。

持
續

回
顧

與
分

析

1. 投資理念
新增及現有企業

剔除政策 可持續的業務模式

4. 投資組合管理

行動
•  買入
•  觀察
•  沽出
•  持有

正式溝通
•  電郵
•  致函董事會

代理投票
•  贊成
•  反對

3. 決策
釐定質素評分

企業會議 團隊討論 會議記錄和企業研究報告

2. 優質企業的納入過程
 下列範疇的往績及業務架構：

管治
•  管理層
•  業務
•  財務狀況
•  增長

環境
•  管理層
•  業務
•  財務狀況
•  增長

社會
•  管理層
•  業務
•  財務狀況
•  增長

首域盈信的投資方針
我們尋找優質投資對象的第一步是觀察企業的僱員。只要發掘出擁有良好管治架構的優秀管
理團隊，我們便自然能夠促進企業的環境及社會議題發展。如果企業的管理者具備可持續發展
思維，他們就會明白，改善上述範疇的表現同樣會有利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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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合活動帶來的變革也許微小，不過在積少
成多後可以產生正面影響。面對日新月異的世
界，我們認為這是改善環境、社會及管治表現
的最有效方式。我們不會過分簡化流程，任由
議合活動流於形式，而是會一步一步地解決複
雜的問題。雖然我們未有就即將處理的議題
訂立清單，但我們會專注於能夠發揮更大影響
力的重點範疇，包括現代奴役、無煙草投資組
合、多元性及共融、氣候變化及循環經濟等。

企業會議
於2020年及2021年，我們與企業之間的面對
面會議較少。幸好，在採用網上會議及電話會
議為主要溝通方式後，我們的會議總數大致
維持不變。我們亦安排了一連串的虛擬考察，
在持續數日的旅程中，我們每次只專注了解一
個國家，並與當地的企業會面。在接近兩年的
遙距工作期間，全賴我們歷年來與企業管理團
隊建立的穩固關係，我們在轉用虛擬方式約見
企業時未有遇上太大障礙。

加深理解
有關環境、社會及管治的討論不斷發展，我們
明白到有必要緊貼我們關注的議題，於是採取
了下列措施： 

• 指派特定團隊成員出席網絡研討會及論
壇，從中探討各項環境、社會及管治議題，
再與其他團隊成員分享得著。

• 支持由權威機構舉辦的持續學習活動，例
如獲得 Competent Boards 認證的活動。 
Competent Boards 是專為企業董事及高
級商務專業人士提供環境、社會及管治教
育服務的主要機構。

• 透過首源投資的責任投資團隊，了解公司內
部其他投資團隊採取的最佳措施。

• 與非政府組織及第三方專家交流，例如世
界自然基金會及新緣有限公司等，並與客戶
分享相關資源。

• 與觀點相近的同業公司合作，以掌握時
下的熱門議題及推動潛在解決方案，
例如與西班牙薩拉戈薩的 Ibercaja 
Gestión 及倫敦的 Trinetra Investment 
Management 聯手，令公眾關注海洋保
護協會（Marine Conservation Society）
的#StopOceanThreads 活動。

• 利用自身的網絡，與其他資產擁有者、投資
管理機構及企業管理團隊分享資訊。

我們議合活動的影響
我們銳意發掘及買入投資範疇中最優質的企業， 
並相信這樣能夠為客戶帶來最豐厚的長線回報。 
我們與所持有的企業積極溝通，藉此提出值得 
關注的事項，鼓勵企業馬上處理問題。我們相信，
成功的議合工作有賴我們與可靠的管理團隊持續 
展開全面深入的討論，而非由我們一味說教或 
提出要求。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0

500

1,000

1,500

2,000

企業會議總數

會
議
總
數

10FSSA | 2020 - 2021年度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關於本報告02

關於首域盈信
資產管理03

我們對質素的方針04

企業管治06

我們議合活動的影響05

氣候變化及環境07

僱員及社區08

市場及地區視野09

將來願景10

剔除政策11

聯絡我們12

管理合夥人的話01

我們議合活動的影響05



要達成目標，我們先要從企業的僱員及股東家
族入手。在審視董事會的組成情況及展開定性
分析後，我們可以判斷出董事的利益是否與持
份者一致。我們將大量資金投資於家族擁有
的企業上，而上市企業往往並非這些家族的唯
一業務，因此我們需要了解股東家族的歷史及
他們如何應對經營壓力。此外，我們也會評估
企業的薪酬架構及過往交易是否公平、管理層
的股份交易次數是否合理，以及企業派息是否
過高。

在參考學術研究、非政府組織資料、傳媒刊
物及各大環境、社會及管治框架（例如永續
會計準則委員會（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及氣候相關財務披露
工作小組（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的框架後，我們會提
出環境及社會方面的重要問題。我們會細心
聆聽管理層的回應及計劃，同時與專家討論及
再次召開會議以收集更多資料，或致函管理層
分享同業公司的最佳措施。從會見企業創辦人
及管理團隊的過程中，我們能夠掌握公司的業
務、財務穩健程度及增長潛力。

董事會多元性  
我們討論廣泛的多元性議題，而且我們的關注
重點不只是性別多元性，更包括年齡、經驗水
平、行業經驗及教育等因素。除了評估個別董

事會成員外，我們也會考慮董事會的整體組成
情況能否確保有效運作，或充分反映公司的客
戶基礎。 

以我們長期持有的中國蒙牛乳業為例，我們定
期與公司的管理層交流。於2021年6月，我們
曾致函蒙牛的管理層，重點提出公司自2019
年便缺少女性董事的問題。我們留意到，中國
蒙牛的客戶以女性為主，於是向公司指出僱員
多元性對企業執行策略的好處。另外，我們亦
分享了同業公司如何採取多元性措施，以改善
女性僱員比例。在我們的議合過程中，蒙牛的
管理層抱持開放的態度，更委任了一名女性董
事，邁出了公司加強董事會及管理層性別多元
性的第一步。

另一個議合活動的例子來自日本最大的化工
製造商信越化學（Shin-Etsu Chemical），這
次我們特別著重管治議題。鑑於該公司的董事
會由多達20名成員組成，而且董事的獨立性較
低，我們定期討論董事會的運作效率。於2021
年，信越化學將董事數目削減一半。在我們眼

中，此舉反映公司採取開放態度和積極思維。
最近，信越化學的管理層更表示他們正在物色
更多女性董事及獨立董事人選，以求改善董事
會的組成情況。

管理層任期  
於2020年7月，我們以書面回應印度儲備銀行
發表的討論文件，內容有關一刀切地將所有企
業的行政總裁及全職董事任期限制為10年或
15年，從而減少主要人員風險及不良管治手
法。儘管我們欣賞印度儲備銀行改善當地商
業銀行管治制度的努力，我們認為一刀切的禁
令將會產生意料之外的後果，例如令更多企業
的行政總裁及董事冒險借款，以求在任期縮短
後催谷業績表現。於2021年，印度儲備銀行繼
續推行任期限制規定，但較原來的方案有所
放寬。有見及此，我們持續與所投資的銀行溝
通，重點討論繼任規劃的問題。

企業管治
企業如何應對環境、社會及管治相關議題的風險及
機遇，可以影響盈利的可持續性，並主宰投資的成
敗。作為長線投資者，我們能夠採用積極議合及代
理投票的方式推動企業變革。

「從會見企業創辦人及管理團隊的過程中， 
我們能夠掌握公司的業務、財務穩健程度 
及增長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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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投票權利
投票權是值得我們慎重看待的寶貴資產，我們將會繼續在代理投票過程中行使投票權。當我們
認為董事未有作出適當監督，或提案違反我們的價值觀時，我們會投下反對票，不過我們通常
會在投票前先與管理層交流意見。

我們不常投票反對管理層的提案，也很少在議合過程一開始便投反對票。如果我們不同意企業
的提案，我們將會與管理層討論我們的關注事項，以期取得滿意的結果。要是企業未能釋除或
理解我們的疑慮，我們便會投下反對票，最終更可能會沽出持股。在投反對票的情況下，我們會
正式致函公司，說明投票的理據。

我們的目標是以一致的方式遵守企業管治指引，但我們的首要原則是所有投票必須符合客戶當
時的最佳利益。

2020年至2021年的代理投票記錄

2020 2021

管理層提案 股東提案 總計 管理層提案 股東提案 總計

同意 
管理層

4193 2 4195 4220 2 4222

反對 
管理層 

131 1 132 224 1 225

棄權 0 0 0 0 0 0

不採取 
行動

25 0 25 10 0 10

未有投票 16 0 16 0 0 0

總計 4365 3 4368 4454 3 4457

參考首域盈信的全部代理投票記錄載於首源投資網站（只設英文版本） 
https://www.firstsentierinvestors.com/uk/en/institutional/responsible-investment/
responsible-investment-proxy-voting.html

個案研究： 
透過完善的激勵安排推動成果

我們認為，正式及非正式的激勵措施均能充分反映企業的文化。缺乏激勵良好表現的安排
及針對表現欠佳的懲罰措施，最終往往會導致公司的資本遭到系統性錯配，而且無人問
責。

根據我們的經驗，最簡單的激勵方案也能帶來出色的成果。舉例來說，於2019年， ICICI 
Bank 在行政總裁 Sandeep Bakhshi 的領導下簡化了激勵計劃，將主要績效指標的數目
從18個減少至2個，分別是撥備前經營利潤增長達到20%，以及將信貸成本控制在撥備前
經營利潤的20%內（相當於資產的約0.5%）。此舉打破了該行各個部門之間的隔閡，驅使
公司上下朝著同一方向齊心協力。結果，該行的各方面經營表現皆有明顯改善，並且反映
於股價之中。

另一個例子是一間中國醫療植入物製造商。基於激勵方案以外的因素，我們並無對其作出
投資。該公司剛推出了首個員工持股計劃，有效期為10年，而其中的授予條件非常簡單，
只要公司能實現銷售額按年增長35%及稅後利潤按年增長25%（不包括併購），員工便會
獲得25%的以股份支付薪酬。雖然該項計劃尚有改進空間，但我們認為這是個不錯的新
嘗試。

南韓企業 Naver 也是一間擁有完善激勵方案的企業。近日 Naver 的一名僱員自殺，使得
公眾關注其企業文化欠佳的問題。不過，我們與Naver溝通後，發現公司在發生事件後採
取了多項改善措施。在公司更換領導層後，新任行政總裁 Choi Soo-Yeon 女士的主要績
效指標之一，就是要建立「健康的組織文化」。此外，公司亦展開由第三方機構帶領的業
務措施改革，當中涵蓋招聘、評估及舉報等多個方面，藉此確保 Naver 不會再發生類似問
題。

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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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投資的企業遍佈世界各地，令我們需要應
對各式各樣的環境議題，包括氣候變化、污染
及水源問題等。無論是哪項議題，我們都會專
注地作出長線投資，以求幫助企業積極地解
決環境挑戰。換言之，我們會發掘已經傳承數
代、關心自然環境，而且了解相關挑戰及機遇
的盡責企業管理者。

新興市場面對的環境挑戰尤其明顯，原因是這
些國家的地理位置、社會經濟不平等現象及
對非服務業經濟活動的依賴，使得其特別容
易受到衝擊。 不過，我們相信最優質的企業
絕不會為了短期利潤而犧牲長遠價值。相反，
這些企業會隨時間調整策略，以改善競爭優
勢、減低擱淺資產的風險，並為持份者創造長
遠價值。

下列為我們投資組合中積極解決各項環境挑
戰的企業﹕

淨環境影響
費雪派克（Fisher & Paykel Healthcare）未有
提供充分的披露及報告，因此遭到環境、社會
及管治顧問的批評。不過，對我們來說，該公
司正好示範了傳統可持續發展指標的不足之
處。我們與費雪派克的行政總裁見面後，了解
到公司正採取措施推動可持續營運。該公司計
劃在墨西哥廠房發展天台型太陽能發電，並將
一筆龐大的碳成本計入未來10至20年的資本
配置之中。更重要的是，費雪派克致力計算業
務對環境的淨影響。公司的呼吸設備產品能幫
助用家更輕鬆地呼吸，讓他們可以離開深切治
療部，從而大幅減少碳排放。

中國的碳中和目標 
上海良信是中國首屈一指的低壓設備製造商，
其產品用於樓宇效能管理系統、能源儲存、可
再生能源發電、數據中心及配電領域。上海良信
的董事長為工程師，在他的領導下，公司專注
於研發業務，持續開發出創新產品，以進軍可
再生能源及電動車市場。鑑於低壓產品的質素
及可靠性會直接影響終端用家及電力設備的安
全，我們深信上海良信將在中國的電氣化發展
中扮演重要角色，對其達成2030年前碳達峰及
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標作出莫大貢獻。

氣候變化及環境
我們採取以年計的長線投資方針，而非以每月或每季表現為目標，這對我們的
企業研究及分析產生深遠影響。由於投資期較長，我們完全明白環境挑戰將會
反映於企業的財務狀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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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
減塑進展  

參考我們多年來累積的經驗，透過與企業管理層密切交流各項議題及機
遇，我們可以大幅提高議合活動的成效。我們身邊經常出現真正創新的企業，這些 
公司有助我們了解不斷變化的最佳措施，讓我們可與所投資的企業分享見解。倫敦帝國 
學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旗下分拆的可生物降解包裝企業 Polymateria 便是一個 
好例子。

塑膠包裝是快速消費品企業及相關零售分銷商面對的最重大環境挑戰，而新興市場的情
況尤其嚴峻。以經營台灣7-11的統一超商為例，於2019年企業年報所載的董事長聲明中，
該公司列出三大目標，當中兩項是旨在推動社會進步，另一項則有關環境可持續發展，那就
是於2023年前將即棄塑膠使用量減少20%。

基於我們向印度的快速消費品企業介紹 Polymateria 後取得了不俗的成果，我們向統一超
商建議取代7-11的塑膠小食包裝、杯子及購物袋，再正式向其引薦 Polymateria 。我們希望
協助7-11達成削減即棄塑膠使用量的既定目標，同時盡量減少運往堆填區或流入自然生態
地的塑膠包裝數量。 

我們有定期留意兩間企業的最新消息。於2020年底， Polymateria 成功在7-11的塑膠原型
工序中加入可生物降解塑膠母料。測試結果顯示，該款耗材於棄置後可進行生物降解，而且
表現理想，驅使7-11將實驗範圍擴大至飲管及保鮮紙。目前，在台灣7-11所使用的8,000噸
塑膠材料中，只有4%屬可生物降解塑膠。 Polymateria 相信，有關比率將會逐漸提高至 
50%。於試驗取得成果後，台灣7-11在2021年針對六項產品推出 Polymateria 的包裝方
案，當中包括暢銷的芝士焗飯產品。

至今為止，向投資組合的企業引薦 Polymateria 是我們最成功的議合活動之一。儘管 
Polymateria 的解決方案未能完全消除塑膠污染的問題，但卻能夠大幅減低塑膠使用量。
當塑膠流入自然環境時，可生物降解的特性亦能減少污染問題。在加入 Polymateria 的塑
膠添加劑時，企業毋須改變包裝生產過程，而且現有包裝解決方案的成本只會增加2%，故
此影響不大。統一超商將會繼續對其他多項產品進行試驗，以求於2022年下半年在更多
7-11產品中採用 Polymateria 的包裝方案。

氣候變化的全球影響
於2021年，我們落實對淨零排放的承諾，專注
於大幅減少投資組合的碳風險。然而，我們未
有選擇出售碳密集資產，或以碳抵銷進行補
償，反而藉著減少實際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降
低真正的全球排放量水平。我們與現有的投
資組合持股企業攜手展開議合工作，包括訂立
內部減碳目標及定期監察追蹤點的表現，以了
解各間企業的進展。

我們投資的企業必須制定可靠的低碳轉型計
劃，並展示切實減少碳排放及實施解決方案
的證據。我們相信，這些公司的長期投資表現
將會佔優，特別是會領先碳排放量處於平均或
低水平，但未有積極處理氣候變化問題的企
業，或者妄想可以依賴在遙遠未來開發出碳封
存技術的公司。

重點是，我們需要判斷投資組合持股企業現時
身處的減排發展階段，了解公司的減碳目標及
改善表現的可能性。個別企業的溫室氣體減排
之路才剛起步，我們不會就此懲罰這些企業，

反而會以當前的數據作為基準，衡量其發展方
向及步伐。

如需了解我們所採用的方法，請參閱減碳規劃
一節。

首域盈信的投資組合碳風險  
我們投資組合的碳密度通常遠低於各自的基
準。不過，碳密度是複雜的議題，不同的計算
方法及披露不足均會影響數據的準確性，所以
我們不能單憑數值便作出結論。

我們認為，下列數據最能代表我們的投資理
念成果。由於我們採用由下而上的選股方針，
我們會先對優質企業作出投資，再透過議合
流程專心減少碳排放。簡單來說，我們相信出
色的人才能夠作出正確的決定，反之亦然。有
見及此，我們不會刻意挑選碳排放量較低的
企業。

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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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規劃
於2020年，碳排放量在現代歷史上首次下
跌，原因是疫情期間交通活動受限所致。不
過，縱使全球封城造成重大影響，由此產生
的碳排放減少只屬暫時性質。令人失望的
是，之後碳排放量迅速反彈。即使於過去兩
年，經濟遭受沉重打擊，碳排放量仍然未減
少至足以讓我們避開氣候變化造成的最壞
結果。

考慮到情況不妙，我們有責任評估氣候變化
的風險和機遇，並發掘積極採取行動以解決
問題的企業。因此，減碳是我們投資流程的
主要考慮因素之一。

我們的減碳流程
在全球持續轉型至低碳經濟期間，有些投資
者可能會想出售碳密集資產，以達成內部的
減碳目標。至於其他投資者則會發展專門的
「綠色」產品，從而平衡可持續發展程度較
低的產品。不過，我們認為這兩個方法均非
萬全之策。 

首域盈信接納有關氣候變化的科學觀點，並
認為各國需要採取認真及可擴展的減碳解決
方案。我們致力在2030年或之前實現業務營
運的淨零排放目標，而且承諾減少投資組合
真正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而非單純追求排放
量的淨變化。要達成目標，最佳方法是了解
現時投資組合的表現，同時與企業管理層溝
通，鼓勵他們推行可持續發展。

基於上述方針，加上我們較重視企業是否邁
向正確的發展方向，我們未有為投資組合訂
立一刀切的淨零排放目標。取而代之，我們以
盡責管理作為引導，制定了一系列的短期、中
期及長期目標。在未來排放量確實有所減少
時，我們或會調整淨零排放承諾。

於2021年，我們發展出一套研究及制定目標
的方法，以配合投資組合的減碳工作。我們
檢討了投資組合的主要持股企業，並採取下
列措施：

評估淨零排放發展程度及授出評級

訂立參與議合活動的企業次序

持續溝通及監察企業進展

識別最大的碳排放來源1

2

3

4

我們的初步檢討涵蓋多間企業，其佔首域
盈信資產管理規模的約50%，當中包括地
區及國家投資組合的主要持股，以及來自廣
泛地區及行業的公司。我們按照企業數據及
年報，評估現在各間公司的淨零排放發展程
度，並主要參考氣候變化機構投資者小組提
供的淨零排放投資框架實施指引。然後，我
們再以 Sustainalytics 及 MSCI 的排放數
據補充我們的分析結果。

我們結合每間公司的定量平均分數及定性
數據評估，將企業分為四個淨零排放發展等
級。我們認為減碳措施不應與廣泛的可持
續發展議題分開考慮，原因是減少不公平現
象、土地使用及用水情況均與淨零排放目標
息息相關。有見及此，我們需要兼顧定量分
數，以及在多年的議合工作中收集所得的定
性資料。

我們致力於2022年底前對所管理的
75%資產展開淨零排放評估。由於投
資組合不斷變化，而且餘下的25%資產
屬於我們相信不會嚴重影響減碳目標
的非主要持倉，因此我們不太可能會評
估全部資產的淨零排放進展。

到了2025年底，我們希望已有25%的持
股達到最高的淨零排放發展等級，並符
合淨零排放目標，而其餘的50%持股則
已訂立淨零排放目標，或多年期的披露
及明確中期目標。議合活動是我們投資
方針的重要一環，我們將與企業管理
團隊分享觀察結果，鼓勵他們按照本身
的評級採取具體行動。假如企業未能
於12個月內作出改善，我們將會考慮是
否與看法相似的投資者或第三方專家
正式合作，還是應該沽出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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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與企業討論廣泛的議題，並利用來自 
Glass Lewis、RepRisk 及 Syntao 的第三方
資料促進交流。透過探討以往發生的事件（不
論管理層是否意識到其負面影響）、企業的董
事會多元性策略和僱員權益，我們往往可以判
斷管理層的質素。此外，我們亦會觀察管理層
是否重視長線發展，多於短期表現。我們留意
的危險訊號包括企業違反法規以賺取更多純
利、有關員工培訓的投資不足，甚至是看似微
不足道的小事情，例如企業是否依賴外部招
聘的領導層，而非內部晉升的員工。

另一方面，現代奴役亦是我們非常重視的問
題。於2020年，我們合作推出現代奴役工具組
合5，以便識別投資對象的現代奴役風險。作
為首源投資的一份子，我們是亞太區反奴役和
人口販賣投資者聯盟的成員，並致力採取有系
統的方式與我們相信存在風險的企業溝通，
確保有效地監察及減少現代奴役問題。與此
同時，我們也與金融業反奴役和人口販賣 
倡議（Finance Against Slavery and 
Trafficking initiative）及國際人權組織行走 
自由基金會（Walk Free）的外聘專家合作。

我們仍有需要學習的地方，而我們正針對重要
議題提供僱員培訓，藉此加深員工的認知。舉
例來說，我們於2022年3月便邀請了一名多元
性及共融顧問舉辦性別意識講座，並就多項
其他環境、社會及管治議題展開深入討論。

下列為我們有關僱員安全及福祉、精神健康問
題及性別多元性議題的企業議合活動例子。

僱員及社區
隨著監管及投資環境不斷變化，更多企業發現社會經營許可是維持業務長遠發展的必要條件。 
在我們納入優質企業的過程中，我們會觀察公司管理層以往面對問題時的反應及行動，從而判斷 
他們應對未來挑戰的能力。個別議題會因為企業敷衍了事，而對僱員及社區產生負面影響，故此 
我們的分析工作尤其重要。

5. 為首源投資（「首源投資」）的一部分。首域盈信資產管理是自主的投資團隊，並且是首源投資的投資管理業務一部分。 
首源投資最終由全球金融集團三菱日聯金融集團（「MUFG」）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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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安全及權益
在環境、社會及管治領域，僱員
安全受到廣泛關注。儘管員工
受傷及身故比例下降已可反映

僱員安全改善，我們卻更為留意工傷個案背
後的原因，以判斷企業是否關心僱員的長遠
福祉。

我們買入 HeidelbergCement 的印度附屬公
司已有多年。於2019年初，該公司的排放量及
僱員安全記錄遙遙領先同業。這間企業相信
政府早晚會收緊污染監管標準，並率先減少硫
排放及硝酸鹽排放。此外，該公司的管理層亦
重視礦山復墾的社區風險，不單確保要填平地
上的所有巨坑，更預留款項將枯竭的石灰岩礦
修復成湖泊和森林。

過去兩年，我們持續與 Heidelberg 舉行會
議。我們發現公司於2020年至2021年期間沒
有因工傷而損失工作日數，亦未有出現僱員死
亡個案，符合「2030年零傷亡」的目標。為了防
止僱員受傷，公司收集工廠內最大型及常見的
意外資料，再按事故的發生次數分類。根據有
關資料， Heidelberg 每月專注於減少一類意
外的次數。我們比較 Heidelberg 與同業的數
據，注意到公司僱員的因工死亡數字低於其他
企業的三分之一。如果按照每噸生產量計算，
公司的表現更加突出。

另一方面，最近數年零工工作者的人數迅速上
升，為僱員提供更大的工作與生活靈活性。由
於兼職員工增加，企業的僱員福祉成為熱門
話題。以中國為例，當局於2021年底提出「共
同富裕」倡議後，外賣及物流等勞動密集型行

業面對更嚴格的審查，各大企業的勞工狀況受
到關注，包括百勝中國、美團及順豐控股等。
我們將會持續與所投資的企業溝通，了解僱員
的福利及兼職員工的待遇。

僱員精神健康
近年，精神健康的重要性變得更
加明顯，我們亦相信該項議題值
得密切留意。根據我們的經驗，

在權力差異明顯及階級分明的群體中，較易產
生慢性壓力及職場欺凌的問題。

南韓互聯網綜合企業集團 Naver 的一宗悲劇
剛好符合上述情況。 Naver 是當地的搜尋網
站龍頭，公司旗下的一名僱員因工作環境惡劣
及職場欺凌問題而自殺。在事件發生後不久，
南韓勞動部於調查中發現 Naver 的過半數僱
員曾經遭到職場欺凌，以致當局要求公司改善
其工作文化。有關現象令我們感到非常憂慮，
我們就此致函 Naver 的投資者關係團隊。

幸運的是，Naver 的回應相當正面。該公司表
示，其計劃在外部職場檢討完成後，改革人力
資源及人權制度。另外， Naver 亦打算加強精
神健康支援計劃，為實地工作的僱員建立安
全空間。我們相信，有關措施顯示公司致力採
取行動解決根本問題，以避免同類事件再次發
生。這些變化需要時間發揮作用，我們將會持
續監察公司的進展。

性別多元性及女性待遇
接受高等教育及受僱女性的人
數是經濟繁榮的主要指標之
一，故此我們傾向投資於歡迎

女性僱員及鼓勵她們成長的企業。

於2021年中，美容產品零售商 Nykaa 的一宗
職場騷擾事件在社交媒體上掀起風暴。根據
當時的傳媒報導，該公司的男性僱員會嘲笑其
他同事的身材，更會作出人身攻擊及性騷擾等
行為，導致公司的形象嚴重受損。令人遺憾的
是，初創企業普遍奉行自由寬鬆的文化，加上
僱員年紀較輕，職場政策並不嚴謹，結果不時
發生這類騷擾事件。針對 Nykaa 的情況，我
們致函該公司，並與創辦人討論有關問題。我
們發現，上述騷擾事件與兩名管理者有關，而
公司已經解僱了他們。 Nykaa 的管理層亦舉
辦多項活動，以向僱員說明公司的文化、使命
及願景。我們相信，該公司正致力消除職場騷
擾的風險。

在觀察區內的企業時，董事會及管理層多元性
是我們留意的另一個重點。哈佛商業評論刊登
的一項近期研究6發現，在2013年至2017年期
間，印度企業實施的配額安排有助促進董事
會多元性，但這一步並不足夠。在委任女性董
事後，企業往往會另設特別委員會，以限制她
們參與決策，從而架空她們的大部分權利。該
項研究指出：「假如要發揮性別配額作為內部
企業管治機制的作用，企業必須真正接納獲
委任的合資格女性董事，讓她們為董事會貢
獻寶貴的意見。」 

我們認為，該項研究解釋了為何投資者不應該
單純依賴企業的披露或環境、社會及管治評
分。有鑑於此，我們往往會多走一步，直接向
企業提出問題。回到 Nykaa 的例子，我們曾
經與公司討論增加女性高級管理層的比例，並
分享提高性別多元性的最佳措施及商業案例。
據 Nykaa 的創辦人指出，現時公司的女性僱
員比例達到57%，而且女性高級管理人員的
數目預期會繼續上升，使得我們對公司充滿信
心。目前，我們正在持續監察公司推動女性僱
員參與決策的進展。 

6. Ruth V. Aguilera、Venkat Kuppuswamy及Rahul 
Anand，2021年，「印度企業實施董事會性別多元性規定後的
發展」，哈佛商業評論，2月5日，於2022年5月2日存取， 
https://hbr.org/2021/02/what-happened-when-india-
mandated-gender-diversity-on-bo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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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中國企業亦較以往更關心性別多元性
問題。我們與華潤置地及創科實業討論過有
關議題，並分享我們認為多元化員工團隊可以
帶來的好處。之後，華潤置地於2021年委任了
首名女性獨立非執行董事，而創科實業則分別
於2021年及2022年任命了首名及第二名女性
獨立非執行董事。

不久前，我們投資組合的其他企業也提名了首
名女性董事，或增加董事會的女性比例。我們
相信，有關變化是行業標準提高後，企業及投
資者齊心合力推動的成果。

多元性將會繼續是主要的環境、社會及管治議
題，並特別切合公眾日益留意企業社會影響的
趨勢。有關議題不止對管理層重要，更可影響

整個員工團隊。以 HDFC Bank 為例，該公司
的女性僱員絕少在放產假後復職，而我們曾就
此與該行的行政總裁交流意見。雖然公司的回
應正面，但我們了解到這個情況可能與亞洲及
新興市場地區的文化現象有關，原因是當地女
性傾向在生育後放棄工作。

從上述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投資活動涉及的
社會議題相當複雜，因此我們無法抽離地考慮
任何議題。職場欺凌、安全危害及性別歧視問
題可以於任何地方發生。總而言之，我們相信
安全愉快的工作環境能夠提高僱員生產力，這
也是我們希望企業能夠具備的特質 。

「投資活動涉及的社會議題相當複雜， 
因此我們無法個別考慮任何議題」

個案研究：
重視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僱員安全 

這兩年來，疫情肆虐迫使企業調整各方面的業務營運，以在保障僱員的
前提下繼續服務客戶。透過觀察企業面對壓力時優先處理的事項，我們可以更清楚了解哪
些企業有認真地履行社會責任。

於2021年中，印度飽受疫情摧殘，Delta變種病毒大爆發，造成多人死亡。印度油漆行業龍
頭 Kansai Nerolac 向來是經營完善的企業，在掌舵21年的行政總裁退任後，公司交由新
任領導 Anuj Jain 接棒。於上任前，Jain先生一直在 Kansai Nerolac 工作，可見公司的文化
能夠挽留優秀人才及培育他們成長。

我們於2021年5月與 Kansai Nerolac 開會，當時正值第二波疫情大爆發。我們發現， Jain 
先生不單清楚知道於第一波及第二波疫情中染病的僱員人數，更積極伸出援手，例如加購
員工健康保險，以幫助他們支付醫療費用。 除此以外，就算持續面對銷售及利潤率週期性
下滑的問題，公司還是決定要求銷售人員停止拜訪客戶、暫停擴大分銷網絡及關閉大部分
倉庫。我們知道 Kansai Nerolac 的競爭對手未有採取類似措施，導致公司在這段期間的
市佔率下跌。作為長期股東，我們非常欣賞公司在經歷多年低迷後，依然重視僱員福祉多
於銷售表現。

企業的安全措施明顯提升，也會有利於銷售及產品開發，全球頂尖生物科技企業 CSL 便
是一個好例子。於疫情期間，儘管 CSL 增加向捐贈者支付的費用，其在收集血漿上仍然遇
到困難。為了應對情況，公司推出新政策，在捐贈者面前將椅子擦乾淨，以取代在他們進入
房間前清潔椅子的舊有做法。此外， CSL 推出了應用程式，方便捐贈者預約時段及觀看血
漿捐贈過程的影片。透過電子化安排，捐贈者與員工的接觸時間較疫情前縮短超過35%，
公司也能藉此提高捐贈者的信心。其後，CSL亦就全新的血漿收集設備取得美國食品藥物
管理局的批准，估計將可進一步提高收集效率。

與此同時， CSL 也採取多項行動確保員工的健康及安全，包括實施旅遊限制、押後大型
會議及鼓勵僱員採用各種通訊技術。縱使新規定會增加血漿收集成本，但公司的血漿收
集量已大幅回升，並逼近疫情前水平。更重要的是，我們相信上述防疫措施能夠吸引公眾
使用公司的新冠肺炎疫苗及其他治療選擇。

ESG

19FSSA | 2020 - 2021年度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關於本報告02

關於首域盈信
資產管理03

我們對質素的方針04

企業管治06

我們議合活動的影響05

氣候變化及環境07

僱員及社區08

市場及地區視野09

將來願景10

剔除政策11

聯絡我們12

管理合夥人的話01

僱員及社區08



市場及地區視野
首域盈信專注於由下而上的企業分析，當中涵蓋 
企業的基本面、管理質素及文化。我們較少關注 
宏觀及政治環境，但作為長線投資者，我們明白 
自己投資於廣泛的生態系統之中，而且被各個 
市場的監管法規及發展階段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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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消除中國於環境、社會及管治數據方面的差距

與西方相比，中國的環境、社會及管治發展尚處於起步階
段，當地的第三方評級機構亦有不小的進步空間。這些機
構的相關數據往往不算完整及準確，甚至完全未能提供
部分資料，意味著我們需要與企業管理層建立良好關係，
才能取得第一手資訊。

以汽車零件製造商敏實集團為例，我們留意到該公司董
事的會議出席率低至只有68%，而外部數據顯示的平均出
席率卻為96%。然而，我們發現外部數據來源的計算方式
有誤。由於三名董事會成員於年中才獲委任，他們出席會
議的次數較少。事實上，在加入董事會後，該三名董事均
出席了全部會議，故此真正的出席率應為99%。

無獨有偶，有數據供應商指出，塑膠管道及地暖系統生產
商浙江偉星新材的碳排放密度「極高」，代表有關機構認
為公司造成嚴重污染。不過，我們其後發現偉星新材的生
產過程並不涉及化學反應，而且只產生少量廢水。同時，
我們也正監察公司加強碳排放數據披露的進展。

以上例子顯示中國企業意識到其現有的環境、社會及管治
披露存在缺陷，但投資者的看法亦相當重要。我們相信，
只有與企業直接溝通，我們才能獲得這方面的資訊。

日本
幫助日本企業專心處理環境、社會及管治的首要事項 

最近，日本不單作出2050年淨零排放承諾，更修訂了企業
管治守則，令我們看好該國的環境、社會及管治發展前
景。話雖如此，於實施合適的環境、社會及管治框架過程
中，不少日本企業都在採取必要措施時遇上困難。

在這方面，我們曾向多間企業提到，他們需要成立內部
委員會，以負責環境、社會及管治工作。事實上，企業亦
要分配資源監察關鍵績效指標、協調各個業務單位及採
取適當行動，從而達成理想目標。

我們的另一項重點工作，就是判斷哪些可持續發展議
題對企業最為重要。企業未必擁有太多資源，我們通常
會建議公司參考永續會計準則委員會（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的重要性圖譜，當中介
紹了不同行業最為相關的議題。

以光學產品製造商 Hoya 為例，該公司會羅列出大量重
要性議題，導致我們難以決定哪項因素才能夠產生影
響。有見及此，我們鼓勵 Hoya 採用永續會計準則委員
會的指引，之後該公司便將主要的重要性議題分為五個
核心領域，方便我們更深入地就溫室氣體排放、產品質素
及安全等議題交流意見。

透過幫助企業專注於最重要的考慮因素，並引導他們建
立穩固的環境、社會及管治基礎，我們相信能與日本企業
更一致地邁向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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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開放和友善的管理層推動企業進步  

隨著主要持份者的標準提高，印度企業的環境、社會及
管治表現變得日漸重要。當地市場的持份者包括具備全
球經驗的新一代企業擁有者，以及要求企業改善董事會
多元性、披露水平及少數股東保障的政策制定者。

在企業適應新環境之際，如果管理團隊的態度友善，將
會有利我們就環境、社會及管治議題交流意見。企業會
否顧及少數股東的立場，足以反映其對待供應商、分銷
商及僱員等其他持份者的態度。有鑑於此，在評估企業
的文化時，我們將會考慮企業的管理者是否友善，以及他
們是否願意聆聽我們的看法。

舉例而言，我們曾經致函 Mahindra Group 的董事長，
以表達我們對資金管理的關注。之後，該公司的董事長承
認有關問題，並介紹他們採取的改善措施。另外，在我們
約見Mahindra Group的新任副行政總裁時，他亦帶備了
我們的函件，表示已經準備好與我們坦誠交流。上述事件
反映出公司的文化，使得我們對所投資的多間 Mahindra 
Group 企業更有信心。

另一個例子是我們持有多年的 Blue Star 。我們曾經致
函該公司，表達我們對獨立董事兼任其他公司董事的憂
慮。 Blue Star 的行政總裁解釋了他們委任有關人士的
原因，並說明公司希望董事會成員具備的經驗。我們欣賞
他願意抽空講解他的立場，即使他並不同意我們的看法，
他仍然重視與我們之間的關係。

全球新興市場
以長遠目光看待政治過渡 

在全球新興市場中，政治事件往往會導致國際投資者在
恐慌與貪婪之間搖擺。對於像我們一樣採用由下而上方
針的投資者來說，這樣會創造出以低價買入優質企業的
機會。

以埃及為例，當年軍政府勝出選舉，使得在該國經營業
務的多間國際銀行感到憂慮。不過，當地一間本地銀行 
CIB 卻認為，國家對經濟的參與並非如外國傳媒所報導
般多。因此，該行增加低成本存款的比例，並投資於高收
益的國債，利用巨大的息差將資金投放在數碼創新上。

至於第二個例子，則是2018年洛佩斯（Andres Manuel 
Lopez Obrador）當選墨西哥總統時引發的投資者恐慌。
幸好，我們與所投資的企業溝通後，了解到洛佩斯支持私
營公司發展。大部分企業選擇繼續投資於墨西哥市場，
顯示商界看好該國的長遠增長前景。舉例來說， Wal-
Mart de Mexico 便逐步增加資本開支，並且宣佈加大硬
件資產投資（例如店舖及物流設施等），象徵著其步入新
的增長階段。與此相反，該公司競爭對手的母公司卻決定
將資金搬離墨西哥，以便收購美國的企業。

上述例子正好說明了，面對政治不明朗因素時，優秀管理
者經營的一流企業會選擇「人棄我取」，以長線思維分析
市況，從而贏得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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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1年，我們繼續專心推動持續改進，例
如在研究過程中更充分一致地融入環境、社會
及管治元素、改善文件系統、及時跟進議合事
項。為了提升公司內外的環境、社會及管治追
蹤及報告能力，我們更嘗試引入全新的工具及
資源。

我們尚有不少需要學習的事情，因此我們正在
增加資源，例如為團隊安排學習活動，以便更
深入地了解現有及不斷變化的議題。此外，我
們亦委聘了專屬的分析師，負責提高我們的效
率，並從全面的可持續發展角度出發，完善我
們的由下而上研究流程。

展望未來，我們將會繼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以配合首源投資的「2050年淨零排放」承諾，
同時打擊現代奴役問題及支持無煙草金融倡
議。我們還會緊貼監管變化，密切留意可持續
金融披露法規，以及亞洲和新興市場的全新氣
候風險披露規定。

隨著我們邁步向前，我們希望有幸與閣下分享
最新進展。

將來願景
謝謝各位閱讀本報告。

我們致力與所投資的企業交流，追求積少成多的改
善，這個主題貫穿了我們的整份報告。我們相信，在
日常決策及與企業管理層互動時，團隊的每名成員
均有責任思考環境、社會及管治議題，並就此採取
行動，以助我們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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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曾經涉及企業不當行為的個別人士，或
供應大量有害產品及服務的公司。

我們的責任投資方針主要包括對下列各項的
承諾：

• 支持及奉行基本人權原則；

• 按照獲廣泛支持的條約、公約及實務守則，
遵守當中的國際慣例及標準；及

• 企業須奉行環境盡責管理的最高標準

在決定是否作出投資時，我們會全面評估企
業的質素，當中考慮的因素包括企業的社會
經營許可，以助我們判斷企業的業務模式、產
品或服務能否對社會帶來重大好處。我們亦

會研究使用企業提供的產品或服務會否有害
健康或社會。事實上，這項原則將兩類企業完
全排除在外，第一類企業是若干爭議性武器7

的製造商，例如反步兵地雷、集束武器、生化
武器、貧化鈾、核武及白磷彈的生產商，而第
二類企業則是主要業務涉及製造煙草產品8的
公司。.

除了上述兩項剔除企業的硬性規定外，在投資
世界中還有無數灰色地帶，以致客戶希望更深
入了解我們願意接受的投資對象。這個議題需
要小心處理，我們的團隊亦會就此展開詳細討
論。當中，煙草、國防及博彩行業都是可以輕鬆
剔除的產業，但我們難以一刀切地剔除化石燃
料公司，特別是考慮到該類企業也許在可再生
能源轉型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遵守剔除政策之餘，我們亦會評估企業的管
理層質素及他們處理環境、社會及管治議題的
手法。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留意管理層是否經
營有方，並以所有持份者的現時及長遠利益為
依歸。我們相信，忽視客戶、員工、供應商和整
體社區利益的企業不太可能成為回報豐厚的長
線投資。

要是企業未能符合我們對質素的要求，我們可
以選擇不作出投資。同樣地，如果我們所持有
的企業質素變差，我們也可沽出持股。 我們會
定期監察企業及與管理團隊溝通，以評估企
業的環境、社會及管治發展方向是否正確。

關於剔除政策的詳情描述，請參閲下頁。

剔除政策
我們將自己界定為重視質素的長線投資者。我們
的所有投資決定均需遵守一項承諾，那就是我們 
不會在明知傷害到他人的情況下，仍然追求經 
風險調整後回報。換言之，某些人和企業永遠 
不會成為我們的投資對象。

7. 包括生產爭議性武器的所有企業，以及擁有爭議性武器製造
商超過50%股權的實體，實際收入上限為0%。不包括母公司
持股比例少於50%的少數股權投資。

8. 包括生產煙草和煙草類產品的所有企業，實際收入上限為 
0%。不包括母公司持股比例少於50%的少數股權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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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議題
氣候變化 – 假如我們與企業的管理層溝通時，或者於
持續監察目標的過程中，發現企業未有認真看待環境影
響，我們將不會作出投資。我們亦會剔除欠缺進展的公
司。

煤炭 – 如果企業的主營業務涉及直接經營煤炭開採或
加工，我們將不會作出投資。以滾動三年期間的平均收入
為基準，我們的收入上限為10%。

砍伐森林及生物多樣性 – 我們期望取得或使用棕櫚油
的公司遵守可持續棕櫚油圓桌倡議組織（RSPO）及「不
毀林、不開墾泥炭地、不侵害人權」（NDPE）的政策。具
體而言，我們強烈鼓勵消費品企業跟從上述政策，並考
慮在各方面的營運中配合有關規定。我們會沽出不重視
或刻意忽略保護森林和生物多樣性的企業。

社會議題
煙草 – 我們不會投資於生產煙草產品的企業。作為我
們責任的延伸，我們將繼續鼓勵所投資的銀行終止與煙
草商的業務關係。 

博彩 – 我們不會投資於主要經營博彩業務的企業。以
滾動三年期間的平均收入為基準，我們的收入上限為
10%。

武器 – 我們不會投資於生產或開發集束彈藥、反步兵
地雷、小型武器、生物武器、化學武器或鈾彈的企業。

色情產業 – 我們不會投資於製作或分銷色情物品的企
業。

管治議題
賄賂 – 我們不會投資於相信存在系統性賄賂問題的企
業。我們期望企業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的第10項原則。

稅務 – 我們認為，所有企業均應該在文字及精神上遵守
當地的稅務法例。違法的企業將可能同時面對監管後果
或消費者反彈。我們亦不會投資於經常違反當地稅務法
例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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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首源投資(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交易廣場第一座25樓

T +852 2846 7555

infohk@firstsentier.com

新加坡
First Sentier Investors (Singapore)

79 Robinson Road 
#17-01 CapitaSky 
Singapore 068897

T +65 6538 0008

infosg@firstsentier.com

愛丁堡
First Sentier Investors Management (UK) Limited

23 St Andrew Square 
Edinburgh EH2 1BB 
United Kingdom

T +44 (0) 131 473 2200

infouk@firstsentier.com

聯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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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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