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PUBLIC 

 

滙豐中華投信盡職治理報告 

  



2 
 

PUBLIC 

目 錄 

一、 盡職治理政策 

二、 落實責任投資理念 

三、 利益衝突管理 

四、 盡職治理執行成效 

(一) 與被投資公司互動 

(二) 股東會投票 

五、 資訊揭露 

  



3 
 

PUBLIC 

一、 盡職治理政策 

滙豐中華是滙豐集團全球網絡的一份子。滙豐中華投信為滙豐環球投資管理

100%所持有，滙豐環球投資管理是滙豐控股 (HSBC Holdings plc) 旗下專責

投資機構。滙豐業務涵蓋全球主要金融市場，並有全方位覆蓋的投資網絡。通

過聯結已開發國家和新興市場，利用滙豐與客戶的深度關係以及跨越全球的在

地專業，我們向客戶提供專業見解和投資策略，從而發掘可持續的投資機會。

滙豐中華整合台灣與全球的資源，提供世界級的投資策略與在地的即時服務。 

我們對盡職治理與責任投資的長期承諾 

滙豐是責任投資方面的行業倡議者和領先推動者。不論是股票或固定收益投

資，都已將 ESG 完全整合於投資流程中。全球整體而言，滙豐環球投資管理也

已將 ESG 評估納入近 90%的管理資產中。我們的核心投資信念是，良好的治

理 (明確的投資信念和妥善執行的流程) 是為客戶創造長期價值的關鍵。 

盡職治理是責任投資途徑不可或缺的環節。身為世界級資產管理公司，我們透

過長期投資發揮影響力，代表客戶直接與投資對象互動，以保護和增強投資項

目的長期價值。 

滙豐中華在 2016 年 7 月簽署了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是國內第一批參與

簽署的機構投資人之一，代表滙豐中華投信對持續推動責任投資與盡職治理的

長期承諾。 

責任投資政策 

我們的宗旨是幫助我們的利益相關者—亦即我們的客戶、股東、我們營運所在

https://www.assetmanagement.hsbc.com.tw/-/media/files/attachments/taiwan/common/amtw-code-of-conduct-2021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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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社會以及我們的地球，得以蓬勃發展。我們致力於透過關注客戶的投資需

求，傳遞我們卓越的投資理念，並支持永續未來轉型來創造價值。 

在過去的20年中，滙豐環球投資管理發展了其責任投資方法，於2001年成立了

首檔社會責任投資基金，並於2006年成為《聯合國社會責任投資原則》

（UNPRI）的早期簽署者。 

從那時起，我們對了解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ESG）議題如何為投資人創造

和保護長期價值的關注日益增長。其背後的推動力量是客戶對價值的重視，以

及在世界各地的市場越來越為迅速和難以預測的監管變化。 

我們相信，對ESG因素的深度考量和對主動管理的承諾是健全投資決策不可或

缺的條件，藉此才能為我們的客戶保留並提供長期價值。我們支持並體認我們

可以對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聯合國全球盟約與《巴黎氣候協定》所

概述的向低碳經濟的全球轉型做出的貢獻。 

我們的期望是成為責任投資的領導者，為客戶和社會的長期利益，推動向更永

續的經濟進行轉型。該政策闡明了我們對責任投資的抱負和方法，我們如何在

整體業務中履行對聯合國社會責任投資準則（UNPRI）的承諾，並描述了我們

如何滿足《歐盟永續金融揭露規範》（SFDR）的要求。 

滙豐環球投資管理擬定一個全球一致性的責任投資政策如下： 

1. 積極所有權觀點 

積極所有權是我們責任投資方法的重要支柱，也是我們為客戶創造價值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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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我們的活動重點是透過參與和投票來保護和增強客戶的投資。參與使我

們能夠更好地理解和評估公司的ESG風險和機會，並鼓勵其採取更好的做法。

本公司《責任投資實施程序》和《參與政策》中詳細列出了我們參與，投票和

排除的方法。 

2. 盡責治理守則 

我們是全球投資者管理守則的簽署者，包括英國《管理守則》、《香港責任所

有權守則》和《台灣機構投資人盡責治理守則》。有關我們執行這些準則的更

多詳細資訊，可向滙豐環球投資管理取得。 

3. 當責與監督 

實施責任投資政策的責任最終歸於滙豐環球投資管理高階管理團隊。 

我們的全球投資長負責所有投資管理活動，包括ESG考量因素的整合。我們的

責任投資主管、資產類別負責人，以及區域投資長和投資團隊負責在ESG專家

的支持下將ESG議題整合到各自的投資決策中。ESG投資監督委員會負責核准

ESG整合方法的特定更動，並監督特定的實施決策。 

我們的責任的資和管理論壇（RISF）提供監督，該論壇包括我們的責任投資主

管（主席）、執行長，全球投資長、風險長和法遵長。RISF向我們的滙豐環球

投資管理風險管理委員會報告。 

4. 倡議，夥伴關係與合作 

我們在支持功能完善，更具永續性的金融體系發展方面扮演積極和建設性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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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這包括直接與監管機構和政策制定者接觸，例如通過回應磋商或親自參加

雙邊會議或圓桌會議，以及透過產業機構間接接觸。我們是各種產業團體、倡

議和網路的活躍成員，這些團體、倡議與網路均倡導以循序漸進的方式發展公

共政策並採取永續投資行動。 

我們體認到我們必須承擔的重要責任，即支持向低碳經濟的過渡轉型，提高市

場標準和在ESG問題上的透明度，並動員資金以實現永續發展目標和《巴黎氣

候協定》。這不是我們可以獨立完成的事情。因此，我們致力於與相關政府，

監管機構、產業和民間社會團體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以促進取得更永續的成

果。 

在台灣，滙豐中華已於2016年7月15日發表遵循「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

聲明，並公告此聲明於本公司網站。集團層面，滙豐環球投資管理對於責任投

資倡議之貢獻位居國際領導地位，以下為近年滙豐所參與或簽署之國際性倡議

及組織： 

 

滙豐環球投資管理 參加年度 

英國可持續發展金融協會 (UKSIF) 2001 

法國財務管理協會公司治理委員會成員 (Association Française de Gestion 

Financière membre de la commission de Corporate Governance) 
2003 

企業社會責任觀察 (ORSE, Observatoire pour la Responsabilité Sociétale des 

Entreprises)  
2003 

國際公司治理網絡 (ICGN,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Network)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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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永續投資論壇 (Eurosif, the European Sustainable Investment Forum) 2004 

責任投資論壇 (FIR, Forum pour l’Investissement Responsable) 2005 

義大利永續投資論壇 (Italian SIF, Italian Forum for Sustainable Finance) 2005 

責任投資原則 (PRI,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2006 

氣候變化機構投資者小組 (IIGCC, Institutional Investor Group on Climate 

Change) 
2007 

亞洲公司治理協會 (ACGA , Asian Corporate Governance Association) 2011 

劍橋大學永續領導力學院 — 投資領袖組 (Cambridge Institute of Sustainability 

leadership- ILG) 
2016 

機構投資人委員會 (Council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2017 

氣候行動 100+ (Global Climate Action 100+) 2017 

「一個地球」資產管理者計劃 (One Planet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 2019 

  

滙豐集團 參加年度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財政倡議 (UN Environment Programme Finance Initiative, 

UNEPFI) 
1992 

聯合國全球盟約 (UN Global Compact) 2000 

沃爾夫斯堡聲明 (Wolfsberg Principles) 2000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反賄賂公約 (OECD Convention on Combating Bribery) 2000 

世界經合組織跨國公司指導原則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s) 2000 

國際商會打擊勒索賄賂行為守則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Rules of 

Conduct to Combat Extortion and Bribery) 
2000 

全球蘇利文原則 (Global Sullivan Principles) 2000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 (UN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2003 

赤道原則 (Equator Principles) 2003 

永續棕櫚油圓桌會議 (Roundtable on Sustainable Palm Oil) 2003 

全球企業抗愛滋病聯合會 (Global Business Coalition on HIV/AIDS) 2003 

碳揭露專案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 2004 

採掘業透明度倡議 (Extractives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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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永續保險原則 (UN Principles for Sustainable Insurance) 2013 

劍橋大學永續領導力學院 — 投資領袖組 (Cambridge Institute of Sustainability 

leadership- ILG) 
2016 

 

資料來源：滙豐環球投資管理，截至2020年9月30日，僅供說明目的使用。 

5. 透明度和揭露 

我們認為透明度和資訊揭露是良好治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們希望投資的公

司能夠提供這些資訊，因為它使我們能夠做出更明智的投資決策。我們認為我

們保持透明並與客戶和相關利益相關者進行清晰的溝通（包括合約前的揭露）

對我們而言同樣重要。這包括： 

 在我們的網站上提供我們的責任投資政策 

 定期至少一年一次審查該政策及其執行情況，以及 

 根據法規要求和我們做出的自願性承諾提供其他揭露事項 

二、 落實責任投資理念    

為落實責任投資理念與遵循盡職治理守則，滙豐已出版了獨立的《責任投資實

施程序》文件，其中詳細說明如何將永續性風險及其主要負面影響納入投資組

合管理和投資決策過程。 

在我們的研究和分析過程中，會確定ESG的風險和機會並確定其優先次序。我

們使用專有的ESG研究平台，該平台結合了多個ESG數據點和來自獨立第三方

的評估。我們從絕對的角度（尤其側重於遵守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和相對的

角度（對產業績效進行評估）來確定ESG議題的重要性。如果發現了實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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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風險或可能違反了聯合國全球盟約十項原則中的一項或多項，則投資組合

經理人/分析師將進行更嚴格的盡職調查，並且在進行投資之前需要獲得投資委

員會的核准。 

責任投資與盡職治理管理架構 

就滙豐環球投資管理而言，我們在倫敦有一個專職的責任投資專家團隊。他們

負責全球責任投資策略和政策、為全球客戶發展投資方案、以及責任投資的執

行。該團隊應對系統性的永續投資挑戰，並積極參與產業、政策和市場計劃，

並與倫敦的公司治理和互動團隊以及巴黎的 ESG 研究團隊密切合作。此外，

責任投資專家團隊也和投資經理人與 ESG 分析師就相關主題合作，透過市場

政策和規範提出系統性解決方案。 

我們還有一個盡職治理 (Stewardship) 團隊，由派駐倫敦、巴黎和香港的成員

組成。團隊對全球投資長負責，在執行盡職治理活動時與投資經理人密切合

作。 

ESG投資監督委員會推動ESG在資產類別研究和投資組合管理流程中的整合。

該委員會致力於促進ESG整合於投資的最佳實務。ESG投資監督委員會的成員

均為投資職能部門的高階成員，並對實行ESG整合進行運營監督。在固定收益

尚有ESG投資委員會，負責將責任投資流程應用到固定收益投資組合中。其負

責審核綠色債券批准和正在進行的重新認證。 

此外，我們的風險和數據團隊會定期檢視投資流程，以確認持有資產符合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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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發展目標，且我們的政策已得到落實。 

日常監督由全球氣候業務委員會負責，該委員會由來自我們各業務的高階管理

人員組成。我們的可持續金融策略包括與可持續投資相關的活動，我們的全球

執行長對此負主要責任並與相關負責人緊密合作，讓策略能以符合我們業務和

客戶需求的方式執行。 

此外，我們也受益於母公司滙豐集團更為廣泛的內部資源，包括下列內容： 

 滙豐環球投資管理是滙豐集團氣候業務委員會 (CBC) 的成員之一，CBC 是

內部策略委員會，其職責為在集團內部居中協調，辨識和開發滿足客戶可

持續發展需求的產品和服務。CBC 支持轉型低碳經濟的銀行客戶。它還尋

求機會在客戶群體和產品之間進行合作，以支持與氣候相關的計劃如智慧

城市，並與客戶分享最佳實務，以提高能源效率和減少碳排放。 

 2016 年 12 月，滙豐集團成立了一個新的專門團隊：可持續金融團隊 

(SFU)。其受 CBC 管轄，支持研究、提供有關開發內容的建議，並與開發團

隊合作以幫助調動可持續資金來源。 SFU 居中協助並與滙豐的產品和不同

團隊密切合作。在 CBC 的指導下，它正在與全球企業合作，以幫助建立產

業，國家和產品的目標以及發展和追蹤績效的 KPI。 

ESG 融入投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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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表現良好的企業通常管理較佳，具有長遠的永續發展優勢，滙豐在全球一

致的投資架構下，將 ESG 融入投資策略中，可有效管理風險，發掘潛在投資契

機。 

 正面挑選：聚焦於 ESG 表現良好的企業 

 融入流程：將 ESG 因素融入財務分析與投資程序 

 企業參與：以股東的權力影響企業行為 

 負面篩選：撇除 ESG 表現欠佳的企業 

 

資料來源：彭博，滙豐環球投資管理，截至 2020 年 2 月底。  

議合－與被投資公司對話與互動 

我們針對各種 ESG 議題與被投資公司進行對話與互動 ，並設定一定明確的

參與目標： 

 深入瞭解公司的業務與相關策略  

 監控績效  

 提出支援訊號，或是指出對公司管理、績效或方向相關的疑慮 

 提倡良好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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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預設的目標、追蹤進度，衡量公司的行動，每次互動皆有清楚的流程。 

資料來源：滙豐環球投資管理，僅供說明目的使用。 

實務上，我們的台股團隊會透過電話會議、研討會、參與法說會及每年電子投

票或指派代表參與股東常會或股東臨時會等方式，與被投資公司溝通 ESG 相關

議題。每年滙豐中華參與股東會議投票情形，均根據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

遵循聲明，彙整並揭露於公司網站。 

股東會投票政策 

參與股東會議投票是盡職治理重要環節，也是機構投資人履行善良管理人的責

任所在，藉由參與股東會投票，直接影響公司在ＥＳＧ議題上的重大決策，以

創造股東長期價值。滙豐中華投信除自行研究評估股東會議案進行投票外，亦

參考外部研究機構 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 Services (ISS)所提供的資訊與建

議，進行投票。在台股的股東會議案投票，則完全由台股投資團隊進行議案的

分析與投票決定。 

三、利益衝突管理 

滙豐中華遵循滙豐集團全球一致的利益衝突管理政策，並據以落實執行，以保

障可能發生的潛在利益衝突。滙豐集團制訂適用於全球各營運單位的利益衝突

 提出疑慮

 鼓勵良好做法

 要求增加揭露

與公司互動
 公司了解我們的疑慮
 公司承諾解決疑慮
 公司對承諾提出成果

衡量進度
 接觸董事會成員
 與其他投資人共同

採取行動

視情況

向上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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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本公司據此制訂利益衝突作業程序，說明如何辨識、防範及管理利益衝

突，以符合滙豐集團利益衝突政策及相關法規的要求，並且定期檢視更新。 

利益衝突管理政策 

滙豐環球投資管理是一家提供各類金融產品和服務的環球機構。因此，本公司

或本公司之關聯公司的利益，可能不時會與客戶的利益，或本公司應對客戶履

行的責任產生衝突。這些情況包括滙豐環球投資管理、其關係企業及員工之間

的利益衝突、與其客戶之間的利益衝突，以及客戶之間的衝突。 

滙豐環球投資管理的組織架構經過特別設計，務求消除進行利益衝突行為的誘

因和回報，並在必要時限制員工所獲得的資訊。我們已經制定相關程序，目標

在於辨識、防止和／或管理這些衝突，其中包括組織和行政作業安排，以保障

客戶的利益。 

滙豐環球投資管理設有適當程序：  

 辨識在其業務範圍內可能合理產生的所有潛在衝突類型； 

 保留所有已辨識潛在利益衝突的記錄； 

 持續防止或管理衝突； 

 有需要時揭露衝突； 

 保留所有已發生但無法管理的衝突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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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滙豐環球投資管理已盡一切合理努力處理衝突，但客戶或第三方利益受損

的風險仍然存在，則將向第三方揭露衝突存在的具體情況。 

利益衝突管理的具體做法 

為全體客戶決定投資資產運用時，避免本公司與客戶或不同客戶之間不公平或

利益衝突之情事，處理原則如下： 

 公平對待每一客戶：下單時，公平合理對待每一客戶，依客戶投資限制執

行投資決定。 

 利益衝突之防止： 

 參與投資相關業務人員不得接受客戶、有價證券發行公司、證券商、期

貨商、其他交易對象或其他有利益衝突之虞者提供金錢、不當饋贈、招

待或獲取其他利益。 

 為不同客戶認購承銷之有價證券時，應依公平原則，按客戶別為之，並

確保認購之種類、數量及價格無偏袒情事。對於受任人有利害關係之公

司所發行而委請證券承銷商辦理承銷或與受任人有利害關係之證券承銷

商所承銷之有價證券，非經客戶書面同意或契約特別約定者，不得認購

該有價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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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揭露利害關係企業：採到職申報及每季定期調查，充分揭露本公司

利害關係企業。並在客戶同意之下，與關係企業進行有價證券交易事

宜。 

 為維護公司聲譽，本公司員工不得以其在公司之地位對外圖謀不當利

益。本公司員工在外所從事之各種商業活動，必須向公司呈報，並且不

得與公司利益衝突或損害公司利益或聲譽。 

 本公司員工在社會活動中行使各項公民權利，除經公司授權得代表公司

者外，其餘概屬私人行為，但亦不得影響公司利益或聲譽。 

 利益衝突防止之監控 

 稽核部定期查核基金與投資帳戶資產運用情形，針對各帳戶交易同一檔

股票，其交易時間、數量、價格等執行檢視，確保每一客戶之交易均依

公平原則處理。 

 稽核部對於基金與投資帳戶之書件、投資或交易決策相關資料、報表及

股權行使等相關資訊，定期執行查核。 

原則上，滙豐中華全體員工及其關係人，除另有規定外，一律禁止新買進台灣

上巿、上櫃及興櫃有價證券，及其具股權性質的衍生性金融商品。 

員工及其關係人之個人交易應取得事先核准，始得下單，另應於交易後提供交

易確認書。且員工及其關係人，不得於本公司基金及投資帳戶為某項有價證券

交易之前後七個營業日內為相同之交易，亦不得於基金及投資帳戶持有某有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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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期間為該有價證券之買賣。 

為確保員工所申報之個人交易內容之真實及正確性，員工應應本公司、滙豐集

團或主管機關要求，定期或不定期，自行或授權上述機構或其指定之人，申請

第三方公正機關，例如台灣證券交易所、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提供本人及其

關係人之證券開戶或交易資料，以作為申報內容之佐證。 

違反上述規定者，本公司得依情節輕重為警告、記過、降職、停職或解職處

分，作為內部檢討事項，並依情節輕重，評估呈報主管機關及公會等相關單

位；若同仁違反其他相關法令規定，則另須負民刑事及行政法律責任。 

四、盡職治理執行成效 

與被投資公司互動 

滙豐中華在台股投資部位，主要透過直接拜訪公司、參加投資人說明會或電話

會談等方式與被投資公司進行對話與互動，傳遞我們對被投資公司在經營策略

上對ＥＳＧ議題的重視與想法。除了上述持續常態性與公司的互動，若遇被投

資公司有突發性、重大、或特定的ＥＳＧ議題，我們的責任投資主管（投資

長）、投資經理人與負責的產業分析師也會與個案公司對此特定ＥＳＧ議題，進

行直接議合與互動。 

 常態性公司拜訪 

滙豐中華在台股投資部位，於２０２０年總計進行３２８家次的公司拜訪與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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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投資人說明會，直接與公司主要管理階層進行對話與互動，相對於我們投資

組合的持股家數，平均每家公司一年約拜訪４次。因受新冠疫情影響，２０２

１年公司拜訪行程受影響，２０２１年截至上半年，拜訪１１７家次。 

 議和個案 

滙豐中華在台股投資部位，於２０２１年截至上半年，因被投資公司有突發

性、重大、或特定的ＥＳＧ議題而進行議合的個案有３例。其中一案Ｃ公司涉

及政府採購弊案，本公司去電公司發言體系，發言體系僅表示暫無評論。我們

進一步分析後認為，Ｃ公司在 ESG 重大事件訊息揭露資訊不足，後續恐仍有相

關訴訟或賠償費用，甚或影響未來標案取得，進而影響未來營運。另一案Ｗ公

司所屬員工在公司的併購案中涉及內線交易，在公司的投資人說明會中，針對

此案件公司充分揭露資訊，並表示公司將更嚴格加強管理員工交易股票限制，

公司針對投資人對ＥＳＧ議題的關注，有善意回應並加以改善，我們評估公司

在ＥＳＧ上的作為值得信賴，因此繼續持有該公司股票。 

股東會投票 

滙豐中華在台股投資部位，於２０２１年上半年總計參與１４８家次股東會投

票。依據本公司股東會投票政策，在台股的股東會議案投票，基金所有持有被

投資公司，全由台股投資團隊進行議案的分析與投票決定，並全數參與股東會

投票。 

詳細參與股東會議案投票情形請參考滙豐中華投信「2021 年參與股東會議案投

https://www.assetmanagement.hsbc.com.tw/-/media/files/attachments/taiwan/common/2021-shareholders-meeting-vot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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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情形統計資料」 

五、盡職治理資訊揭露 

滙豐中華投信責任投資與盡職治理專區 

https://www.assetmanagement.hsbc.com.tw/zh-tw/individual-

investor/about-us/responsible-investing 

盡職治理聯絡窗口 

如需本公司之盡職治理相關資訊，請洽詢  

投資管理部 Investment Management 

游景德 

電話：+886 2 6633 5710 

郵件：scott.yu@hsbc.com.tw  

客戶服務部  Client Service  

電話：+886 2 6633 5808  

 

滙豐中華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HSBC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106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99號24樓  

 

 

https://www.assetmanagement.hsbc.com.tw/-/media/files/attachments/taiwan/common/2021-shareholders-meeting-vote.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