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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重点
• 不少投资者仍然不了解如何执行责任投资方针，尽管他们对该方针的兴趣日浓
• 因子投资可以提供一个量身定制的方案，以纳入独特的ESG目标
• 以因子为本的策略可以抵销ESG筛选限制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随着越来越多投资者不再纯粹以追求回报为目标，责任投资逐渐由一个非主流因素
发展为主流焦点。虽然市场的兴趣日增，但对执行本策略最佳方法缺乏认识。在本
文中，景顺因子投资亚太区总监Stephen Quance说明为何因子投资是最能配合ESG
投资目标的策略，投资者也无须为了公众利益而牺牲回报。
责任投资是指在投资程序中考虑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准则，投资组合由价值观相
近的公司所组成，而证券筛选是最常使用的执行方法。然而，这类执行责任投资策
略的方法有它的限制，可能拖累表现。对奉行责任投资的基金经理来说，他们必须
致力达成ESG目标，同时减少缺乏吸引力或意料之外的投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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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因子为本(factor-based approach)的责任投资策略有助克服这个挑战。因子投资
(factor investing)以程序主导的结构性方法来挑选证券，其构建方式有助纳入独特的
ESG目标。考虑到对投资组合加上额外限制时所造成的各类反应，因子投资策略较
传统的被动型和主动型策略更具优势。
执行因子为本的责任投资策略
ESG准则可以提供一个使用责任投资原则的框架，使投资组合与这些原则保持一
致。需要考虑的潜在因素不胜枚举，涵盖一系列广泛的运营标准，包括供应链的劳
动行为、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公司管理层的多元性别及水资源短缺管理（图1）1。
我们可以通过直接的“是／否”问题或量表评分，来判断证券有否遵从一套既定的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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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景顺、Vigeo Eiris，截至2017年10月。

基本来说，责任投资筛选策略根据母公司是否遵从ESG准则来筛选证券，然后从所
得的子集来构建投资组合。这属于否定筛选形式，换言之，投资者可能把军火、
酒精及烟草业等“罪孽股”剔除在外。此外，投资者也可能不会考虑那些未能遵从
《巴黎气候协定》或《联合国全球契约》等环球标准的公司。鉴于ESG准则相当复
杂，灵活的责任投资策略必须考虑当中的微小差别，同时掌握新趋势。
因子投资有助投资者应对纳入独特ESG目标时所带来的挑战。对不少投资者而言，
这个系统性的实证型投资策略仍属新鲜事物，而它针对资产的某些特性，而不是聚
焦于行业或地区。价值、质量及动力等因子是一项证券的可量化特性，能够提供预
期回报及风险的资料（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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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景顺。仅供说明之用。

1. 如要了解详情，请阅读刊载于景顺亚太区机构投资者网站的报告：“Responsible investing and active ownershi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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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因子为本的责任投资策略时，基金经理即使在考虑ESG准则后仍能获得高度
多元化的投资机会。举例来说，若基金经理以价值因子为目标，他们首先会从广泛
层面出发，根据其对价值的定义为所有可供投资及经过ESG筛选的证券排名，然后
据此构建投资组合。在这个情况下，由于因子投资不受仓盘数目的限制，因此大部
份在最初领域的证券都有机会纳入投资组合。
抵销ESG筛选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过去一些因子可能曾为投资带来溢价，但采用剔除证券的方法，有助减少受到这些
因子的重要影响。举例来说，有学者指出那些不遵从某些ESG准则的股票可以取得
卓越回报2。然而，也有研究发现，与那些不遵守ESG准则的公司比较，增持那些符
合ESG准则的公司有助缔造较佳的长期回报3 。这个意见分歧的情况反映任何筛选策
略对投资的实际影响有所不同，取决于投资年期、筛选准则和配置比重等不同可变
因素。
不过，只要控制所有相关因子的程度，我们可以逆转ESG筛选策略对投资造成的不
利影响4。例如：有研究显示在同时考虑价值和动力因子时，投资者可以看好某项因
子，同时减少对另一项因子的看淡程度5。我们也可以使用相同的方法来控制ESG筛
选策略对因子的影响。通过扩大挑选的准则，以包含多项因子，基金经理便有更大
的能力来调整预期风险和回报结果。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完成ESG筛选后，因子为本的责任投资策略不应承担过高
的特质风险。举例来说，某项筛选程序可能把那些在质量因子排名中较高的证券剔
除在外。由于因子投资在最初阶段考虑广泛的投资机会，以质量因子为目标的基金
经理只须增加余下符合质量资格的证券比重，便能调整投资组合的配置。
采用因子投资策略后，基金经理可以灵活地追求超额回报，因为他们将以大量的证
券为目标，而不是局限于特定组别。这策略方便管理大规模的资产，同时不像主动
型经理那样受到限制，例如需要与公司建立个人关系，或就其特别的业务累积专业
知识。
对主动型管理策略来说，把公司从投资组合剔除，将为奉行集中和高确信度方针的
投资者带来重大的挑战。由于大部份证券已在基本层面经过筛选，因此通过ESG准
则来进一步限制投资机会可能会增加集中程度，使风险超越可接受的水平。
“在使用因子为本的责任投资策略时，基金经理即使在考虑ESG准则后仍能获得
高度多元化的投资机会。”

Fabozzi, F.、Ma, K.C. 和 Oliphant, B。“Sin stock returns.” Journal of Finance，vol. 35，issue 1，2008 年。
Friede, G. 、Busch, T. 和 Bassen, A。“ESG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aggregated evidence from more than
2000 empirical studies.” Journal of Sustainable Finance & Investment，vol. 5，issue 4，2015 年。
4. Blitz, D. 、Fabozzi, F。Journal of Finance。“Sin stocks revisited: resolving the sin stock anomaly.” Journal of
Portfolio Management ，vol. 44，no. 1，2017 年。
5. 如要了解详情，请阅读刊载于景顺亚太区机构投资者网站的报告：“Factor investing: building balanced factor
portfol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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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因子为本的责任投资方针时，我们可以量身定制策略，以尽量增强预期
的效果，并根据新发展调整帐户。”
纳入配合机构政策优先次序的独特ESG目标
越来越多投资者制订独有的ESG政策，以反映其机构所重视的优先次序。使用因子
为本的责任投资方针时，我们可以量身定制策略，以尽量增强预期的效果，并根据
新发展调整帐户。
相反，被动型投资未必能够纳入基金经理期望可以达成的独特ESG目标。原因之一
是被动型投资者必须跟从指标供应者所制订的ESG定义，这些定义有时可能与投资
者所理解的不同。例如：对在委托中指明希望剔除高污染公司的投资者来说，低碳
指数似乎是适合的选择，但指标供应者对可接受排放水平的定义可能倾向高于投资
者的定义，导致那些投资机会不能符合其责任投资的目标。
滞后调整也是被动型投资在进行责任投资时必须处理的问题。举例来说，虽然明确
知道某家公司不再符合一项多元性别主题指标的纳入标准，但可能要留待下次调整
时期才可以将之从指数剔除。鉴于指标可能每季或半年（有时甚至是一年）才进行
调整，投资者因而被迫长期持有一只或以上有违其ESG目标的证券。因子投资有助
投资者从证券子集中构建投资组合，而他们只须更新ESG筛选设定，便可随时调整
证券子集以反映最新的发展情况，无须等待原定的调整日期。
需要改进ESG报告质量
资产管理业对责任投资的承担程度显著增加。自2006年推出以来，联合国提倡的
“责任投资原则”获得超过1,800家投资管理公司、资产拥有人和服务供应者的签
署支持6。与此同时，采用ESG准则的全球投资资产金额从2014年的18.3万亿美元增
至2016年的22.9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所有管理资本的四分之一7。
尽管投资者对责任投资渐感兴趣，但他们仍然不了解如何执行。全球四分之一的资
产经理没有奉行责任投资，而缺乏ESG信息是亚太区受访者指出的主要原因（图3）8。
如果有更多公司公布ESG信息，责任投资筛选策的机会将可增加。另外，提升可供
参考的报告信息质量的深度和广度，也能增强根据独特ESG目标来筛选证券的能力。
“因子投资有助投资者从证券子集中构建投资组合，而他们只须更新ESG筛选
设定。”

6. 景顺于 2013 年 7 月成为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签署机构。
7. “2016 Global Sustainable Investment Review.”全球可持续投资联盟，于2018年4月15日取得。
8.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 Survey.”CFA协会，于2018年4月15日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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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投资者仍然不了解如何执行责任投资策略
在作出投资决定时，您为什么不考虑ESG因素？

受访者（%）

缺乏客户／投资者的需求

33

缺乏信息／数据

33

不能把ESG与模型融合

26

缺乏附加价值

26

不确定怎样阐释ESG议题

26

必须聚焦于短期表现

15

其他

15

与受托责任不符

11

资料来源：CFA协会。调查于2017年5月9日至23日进行，收集担任基金经理或研究分析师的CFA协会成
员的1,588个有效回应。在这些受访者中，13%来自亚太区。

综观亚太区，只有五分之一的公司披露ESG信息，各个主要市场的报告率也停滞不
前（图4）9。不过，全球日渐重视责任投资的情况，最终应能促使企业改进其ESG
报告的深度和广度，特别是当高增长经济体致力达到可持续增长，以及应对环境
问题。
另外，区内对信息披露的要求也趋于严格。在2015年，香港联合交易所规定上市
公司就其ESG指引的条文必须采纳“不遵守就解释”原则，一改过往的自愿遵守方
式。与此同时，新加坡也宣布上市公司的可持续报告需要遵从“不遵守就解释” 的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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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彭博。数据由2008年4月1日至2018年4月1日。

随着投资者的兴趣渐浓，因子投资应能成为执行责任投资策略的理想策略。它能够
帮助投资经理纳入独特的ESG目标，而无须限制投资表现，同时可以在取得新信息
时灵活地做出调整，并能清晰和明确地就投资选项进行客观的比较。

9.

彭博，数据截至2018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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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讯息
本文件拟仅供香港的投资者，新加坡的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 ／认可投资者(Accredited Investor)，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地方监管机构认可的若干特定主
权财富基金或获授境外外汇投资额度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及／或台湾的特定合格机构(Qualified Institutions) ／专业投资机构(Sophisticated Investors)使用，只作
数据用途。本文件并非要约买卖任何金融产品，不应分发予居于未经授权分派或作出分派即属违法的司法管辖区的零售客户。亦不拟且不应分派予公众人士或
以此作为依据。不得向任何未获授权人士传阅、披露或散播本文件的所有或任何部分。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并非完全陈述历史，而属于「前瞻性陈述」。前瞻性陈述是以截至本文件日期所得数据为基础，景顺并无责任更新任何前瞻性陈述。实
际情况与假设可能有所不同。概不保证前瞻性陈述（包括任何预期回报）将会实现，或者实际市况及／或业绩表现将不会出现重大差距或更为逊色。
本文件呈列的所有数据均源自相信属可靠及最新的数据源，但概不保证其准确性。所有投资均包含相关内在风险。请在投资之前获取并仔细审阅所有财务数
据。文内所述观点乃根据现行市况作出，将不时转变，而不会事前通知。有关观点可能与景顺其他投资专家的意见有所不同。
于部分司法管辖地区分发和发行本文件可受法律限制。持有本文件作为营销材料之人士须知悉并遵守任何相关限制。本文件并不构成于任何司法管辖地区的任
何人士作出未获授权或作出而属违法之要约或招揽。
本文件在下列国家╱地区刊发：
• 在香港，由景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Invesco Hong Kong Limited)刊发，地址：香港中环花园道三3号，花旗银行冠君大厦41楼。本文件未经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
委员会审核。
• 在新加坡，由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Singapore Ltd刊发，地址：9 Raffles Place, #18-01 Republic Plaza, Singapore 048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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