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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富達國際

富達國際為全球超過250萬名客戶提供投資解決方案、服務及退休理財專業知識。身為一家
擁有50年歷史、強調目標導向的私人企業，我們以世代傳承角度進行長期投資。我們的客
戶營業據點遍布25餘國，總資產達6114億美元*，包括央行、主權財富基金、大公司、金融機
構、保險公司和資產管理公司，以及個人。
我們的職場暨個人財務健康業務提供個人、理財顧問和雇主各種一流投資選項、第三方解
決方案、行政管理服務和退休金管理諮詢。與我們的投資方案暨服務業務合計，我們代客
戶管理投資總額為4710億美元*。我們結合資產管理專長和專為職場與個人投資打造的解
決方案，致力創造更美好的財務未來。更多資訊請上官網 fidelityinternational.com
* 截至2020年9月30日資料

緒論: 永續投資的目的
財務決策往往影響深遠。在富達國際，我們考量各項行動的長期後果，包括財務面及社會面。
這代表我們在保護與提升客戶投資報酬時，必須益發關注這些行動是否有助於為社會創造更
永續的金融體系。身為全球投資經理人，我們如何對被投資企業妥善課責，將是形塑永續未來
的關鍵。

我們的目的是要創造更美好的財務未來，努力成為客戶信賴的夥伴，提供創新的投資解決方案
以滿足客戶在財務與非財務面的目標。永續投資正是達成這些目標的關鍵。
重點是要了解我們投資或放款對象，有哪些重大非財務因素攸關這些公司的長期價值創造。
準確分析這些因素會直接影響我們為客戶長期投資的成效。我們追求的具體目標包括：

1. 將環境、社會與治理 (ESG) 因素融入我們由下而上基本面投資研究與證券選擇流程，以全方
位檢視一家企業外部性的真實價格。.

2. 了解我們的投資決策對於被投資企業及其所有利害關係人有哪些非財務面的影響，包括員
工、供應商、顧客、主管機關與社會在內。

3. 實踐在地化的永續投資流程，體認我們營運及投資所在地區各有不同的經濟制度、市場結
構、社會常規與商業模式。

4. 善用我們在證券選擇、企業參與及投票上的各式工具，透過與同業及客戶的合作，或直接影
響我們投資/放款的公司，促使其確實改善作為。

為何永續投資有助於打造更美好的財務未來? 根據我們的研究，永續性對一家企業的短期及
長期價值可產生極大影響。因此投資於永續性佳的公司可以保護及提升投資報酬。簡而言之，
能夠主動考量、管理自身對環境與社會衝擊的企業，通常有助於創造長期價值，且不論現在或
未來都能對社會有所貢獻。

我們如何找出永續性問題，並與企業有所互動? 我們首先把永續性因素融入由下而上的基本面
研究，以做到更全面的分析、更明智的投資決策。接著利用我們的所有權，和其他利害關係者
合作，積極與被投資公司溝通，幫助其持續改善。透過這種方法，富達希望能幫助各企業與經
濟體提升永續性及韌性。

第1章: 對企業的期待
在富達，我們深知作為全球最大的資產經理人之一享有獨特利基；要維持此一地位，我們必須持續滿
足、甚至超越投資人對永續投資日益升高的期盼。富達的規模和投資範疇讓我們比同業更有機會接
觸企業高層，我們也認為基於受託義務應該利用這些機會去影響企業行為，以提升長期投資回報。
我們相信企業越重視永續作為，長期財務表現就越突出，我們已開發出一套指導原則與最佳實務做
法推薦企業採行。
環境責任: 我們期待企業盡責管理影響其業務的環境問題，且能夠鑑別哪些因素對其營運有重大
衝擊，包括依據聯合國巴黎氣候協定設定積極的目標並提出報告。

氣候變遷

氣候變遷是當今全球面對的最大風險之一，對我
們投資的主要產業帶來本質上的衝擊，也因此所
有企業都必須重視這個問題。

重點不只是規避風險；轉型為低碳社會可提供企
業與創新科技大量新商機。成功的資產經理人將
鑑別哪些公司有助社會減緩或調適氣候變化，哪
些企業則未能順利轉型。各界已開始積極尋覓未
來潔淨科技的領導者。

我們期待被投資公司擬定政策來減低排放碳與其
他溫室氣體。 企業也必須有能力符合氣候變遷法
規的要求，例如管理其能源組合(化石燃料、再生
能源、核能及其他能源的比例)，或擬訂策略降低
範疇三之排放(不受公司直接控制但屬於其價值
鏈排放的溫室氣體)，以及有關碳價的假設條件。

環境機會

我們期待企業積極尋求機會改善其原有業務的能
源效率，例如透過產品設計、負責任的原料採購、
提高再生材料的使用比例。
企業應善加利用契合永續趨勢的新產品和服務所
帶來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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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

跟氣候一樣，人類活動也對自然棲地與生物多樣
性帶來顯著的負面衝擊。據估計自1970年代起，過
度開發、氣候變遷和森林砍伐等因素，已造成全
球野生動物數量平均減少逾50%。尤其北極生態
圈由於氣候變遷速度較全球平均快一倍，衝擊當
地冰量與冰雪覆蓋面積，導致該區位的動物必須
遷徙覓食。
生物多樣性流失的最大元兇之一就是森林砍伐，
通常是為了把土地變為農田，以增加糧食供給。

身為投資人，我們持續評估生物多樣性風險，並認
為我們投資的公司也須就其營運與供應鏈進行生
物多樣性影響評估，而且訂出明確時程表，完成
淨零森林砍伐的目標。這些公司包括棕櫚油、可
可豆或大豆生產商，或是食品製造商。
我們也期待企業管理用水量，並針對缺水地區擬
定具體政策，包括減少用量或提升效能的策略。
此外，我們期待企業降低其營運對生態系統的衝
擊(例如管理營運排放與其他廢水)。企業應該取
得可持續的水源，並減緩缺水風險。

富達國際

廢棄物與汙染

我們期待投組內的企業都能盡量減少其營運活動
的負面外部性。

這包括監控產品品質，以及廢棄處理時對環境與
人體健康的化學安全性。企業應管理有毒排放與
廢棄物傷害環境的風險，並妥善處理汙水排放，以
降低對生物多樣性與當地社區的衝擊。企業必須
有能力做好產品生命終期管理(包括回收材料再
利用/循環使用，包裝材料也不例外)。

我們期待投組內的企業都能盡
量減少其營運活動的負面外部
性。這包括監控產品品質，以及
廢棄處理時對環境與人體健康
的化學安全性。

多樣性

我們相信能夠善用本身人力資本的企業通常是開
放、包容性的組織。不論在聘僱、培育、升遷管道
與薪酬制度上，都堅持唯才適用，不分性別、年
齡、種族、宗教、性傾向、經濟背景、身心障礙或
其他因素。而且越來越多研究顯示，追求多樣性
的組織往往有更高的生產力和更優異的績效。
因此我們鼓勵投組內的公司訂立完整有效的不歧
視政策，並主動確保政策落實。此外，我們也鼓勵
這些公司定期檢討員工聘僱與升遷規範，避免有
任何偏見，同時擬定適合公司特質 、展現足夠企
圖心的多樣性目標。我們期待公司的作為反映我
們的信念；多樣性有助提升長期股東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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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與供應鏈管理

我們認為企業若能妥善管理其供應鏈對社會與環
境的影響，即可提升競爭力，改善組織長期績效。
供應鏈管理不當，可能導致名譽、營運及法律/法
規方面風險，甚至埋下不可控的隱憂，例如人權
迫害與貪腐。此外，具環境永續性的供應鏈有諸
多好處，包括有助降低成本、管理風險與提升企
業形象。
我們期待企業公平對待員工，包括承包商與分包
商，而且企業應提供合理薪資、集體協商政策、結
社自由以及申訴機制。同樣的期待也適用於企業
的供應鏈，亦即企業應就其供應鏈所用勞工和原
料來源負責。企業應擬定措施確保二階(及以下)
供應商遵循專業行為守則，並設立嚴格政策及訓
練課程協助偵測、減少現代奴役情事。各企業也
應該能夠就源追蹤供應商遵循守則的情形。
社會責任: 企業應管理其與所有利害關係人之
間的關係。新冠肺炎和經濟封鎖讓各界益發聚
焦於企業的社會責任及其經營目的。我們認為
這並非應對疫情而出現的短暫現象，相反地，
我們將因此必須重新檢視資本主義制度、企業
的營運方式及其目的。

資料隱私與安全

我們期待各企業遵守高標準的數位倫理規範，包
括審慎處理顧客資料，並於使用該等資料時謹守
嚴格、透明的政策與原則。公司必須有能力去辨
識和管理資料隱私風險以及網路安全威脅。我們
期待企業採取強而有力的做法來保障網路使用
者應享權益。

富達國際

衛生與安全

提供安全工作環境和管理衛生與安全風險攸關
一家公司能否獲准執業。任何閃失或意外事故
都可能帶來深遠影響，包括無可彌補的名譽傷害
與股東價值減損。我們期待公司為了降低所有員
工、承包商與分包商的衛生和安全風險，擬定各
項有效政策，包括安全程序、訓練以及與主管薪
酬的連結。

董事會有效運作

董事會有效運作對於企業的策略發展至關重要；
確實監控商業風險或經營管理。董事會有義務為
股東權益把關。我們期待大部分的董事會成員行
事獨立客觀，並具備適當專業技能來善盡職責，
同時提供經營階層指導及建設性挑戰。我們期待
董事會的組成能夠反映或證明企業致力提升性
別、種族與認知多樣性。

企業文化與行為

企業應該鼓勵重視倫理的文化與行為守則，並於
組織內部貫徹執行。貪腐的商業行為代表顯著的
投資風險，並對整體經濟和社會造成負面外部
性。董事會應確保公司樹立起守法、重視倫理與
負責任的企業文化。為達此目的，董事會應鼓勵
企業擬訂適當的吹哨者與反賄賂貪腐政策，並主
動監控此等政策的應用情形。

薪酬

設計良好的薪酬結構可激勵高階主管落實企業策
略，並確保股東及其他重要利害關係人的權益設
定適當的薪酬水準主要是董事會的責任。我們希
望執行董事和整體員工的薪酬與退休福利能做
到合理校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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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鼓勵員工投資持股。至於配發股票給執行董
事和其他高階主管，我們希望有嚴格的審核機制
作為依據，而且要求持有至少五年方得售出。我
們期待薪酬政策配合有效的風險管理，包括永續
性風險在內。
公司治理：我們期待企業採取嚴謹的公司治
理框架，清楚定義長期、創新的策略並確實執
行，俾利所有利害關係人。願景和有效監督是
企業績效傲人、屹立不搖的關鍵。

股東權利

股東按股權比例享有所有權。我們期待公司公平
對待所有股東，並實施一股一票以確保資本風險
和所有權責任間的一致性。股東應有權向董事會
及經營階層提問、選出董事會成員、核准其薪酬
以及罷免董事。若公司營運有重大改變，包括合
併、收購，以及企業宗旨更改時，股東應該有權提
出意見。在可能稀釋股份的議題上，我們希望股
東有權投票表達意見。

透明度

企業對於其目標、策略和財務狀況應開誠布公。
我們期待公司遵守所有適用的會計原則、透明揭
露重大利空訊息，並確保公平稅務政策。
董事會應確保稽核部門的獨立性，針對稽核員的
輪調以及招標過程均訂立明確政策。

富達主動與企業接觸聯繫，通常是為了鼓勵、指
導他們達成上述標準。以上期許與信念形塑我們
獨家永續性評等框架之基礎。

富達國際

第2章: ESG整合與執行
富達開發本身專有的ESG分析框架，並將其與基本面分析加以整合。透過永續性評等框架，我們可以
評估金融證券的永續性風險，包括這些證券的發行者是否符合富達的期待，採行前章所述最佳實務
做法。該框架將投資範疇區分為99個次產業，各具特定標準來比較發行者與同業表現，運用A至E評
等量表(A代表最高評等)給予評級。

永續性評等系統主要根據180多位股票與固定收益分析師的專業洞察；他們每年參與1500場以上與
公司高層的會議。評等結果每年至少更新一次，並於重大ESG事件爆發時立即更新。這些評等已完全
整合進FIL的投資流程，且所有投資團隊成員都能利用內部研究平台進行查詢。評等結果提供了額外
洞見來源，同時也是輔助投資決策的利器。

為何要自行評等?

如何實施
180位股票與固定收益分析師
通力合作提供意見

不會只仰賴公開揭露資料

根據同儕比較以標準化量表給予評等

更具前瞻性

基本面分析

更完整全面的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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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企業的ESG趨勢進行前瞻性評估

量化對評價的影響

評等
A-E

99個
次產業

每個產業
5–8個KPIs

富達國際

ESG分析利用富達強大的研究實力、持續與企業
互動的機會，以及永續投資團隊的專業支持，針
對企業績效及其永續性發展趨勢做出前瞻評估。
因此ESG整合在富達屬於投資分析過程的一環，
而非事後外加的步驟。
除了內部研究外，我們也運用數種定期檢討與更
新的外部研究資料以為補充。

下表摘述富達基本面研究團隊以財報重大性較
度，評估各產業面臨之重大永續性因素及曝險。
富達的研究分析師評量企業的永續性作為，以及
採取哪些控制措施來管理這些因素。

表1: 永續性因素和曝險

投資決策

富達強調主動投資，因此一般而言，我們的投組
經理人在既定的投資準則範圍內可權衡操作基金
投資。投組經理人在做投資決策時可參考研究備
註，包括我們獨有的永續性評等系統。

資深主管每季深入檢視個別投資組合，包括基金
的風險概況、波動性、績效與個別投資標的。投
組經理人的季度績效檢討會固定納入ESG評分資
料，包括第三方機構與我們專有的評等，以及碳
排量，作為衡量我們基金ESG品質的基準。如此一
來，投資長可向投組經理人就其如何將永續投資
融入投資決策過程進行問責。

銀行與保險

化學品

營建

消費產品

醫療健保

機械

金屬礦業

石油與天然氣

不動產

零售

TMT

交通

公用事業

顧客

碳排放

碳排放

浪費與
產品包裝

廢棄物管理

永續產品

生物多樣性

碳排放

碳排放與
能源使用

碳排放與
能源使用

碳排放

碳排放

碳排放

員工

其他環境衝擊

永續產品

水資源管理

水資源管理

員工

碳排放與
能源使用

災害復原與
高衝擊風險
管理

綠色建築

浪費與
產品包裝

水資源管理

員工

其他環境影響

公司治理

水資源管理

員工

衛生與安全

衛生與安全

廢棄物管理

水資源管理

公司治理

員工

廢棄物管理

網路安全

執業衛生
與安全

產品安全
及品質

產品安全
及品質

產品安全
及品質

水資源管理

產品安全
及品質

顧客可及
性與福利

賄賂與貪汙

水資源管理

人權

倫理與文化

供應鏈

員工

倫理與文化

社區關係

公司治理

社區關係

社區關係

公司治理

供應鏈

公司治理

衛生與安全

執業衛生
與安全

職業衛生
與安全

網路安全

公司治理

網路安全

公司治理

ESG整合

執業衛生
與安全

賄賂與貪汙

供應鏈

倫理與文化

倫理與文化

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

環境議題
社會議題
治理議題

人權

賄賂與貪污

網路安全

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

倫理與文化

倫理與文化

政治風險

資料來源: 富達國際, 31 March 2020，僅作舉例說明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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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參與和投票
與企業就可能影響其財務表現的環境、社會及治理議題進行溝通，反映我們的信念：運用主動所有
權不僅有助於企業的長期永續發展，同時也能創造投資正回報。參與企業治理的原因有二：一是更
深入了解企業的ESG表現供我們投資決策參考，二是利用我們的影響力，鼓勵我們投資或放款的公
司精進永續作為。

找出參與機會

我們與被投資公司的經營團隊持續對話。投組經
理人與分析師每年和被投資公司至少召開兩次正
式會議。除了定期溝通外，也有其他臨時性的互
動機會，包括：
■ 回應某項爭議或負面事件(例如治理欠佳的
證據);

■ 根據專有的永續性評等結果，富達分析師點名
應進行溝通的企業(例如浮現永續性風險者);
■ 在富達一系列永續產品與策略投組內的發行
機構會被納入更系統性、聚焦的參與計畫;

■ 我們的永續投資團隊可針對特定的永續投資
議題展開主題式溝通(例如供應鏈管理);
■ 發行機構可在公布特定治理或公司重大事件
(如併購)前先行和富達進行溝通;

■ 透過參與第三方辦理的企業互動論壇(例如氣
候行動100+)。

如何參與治理

一旦發現參與機會，我們認為最好的做法就是和
公司展開建設性對話，說明我們的理念與期望，
並鼓勵其逐步改變行為。由於富達在業界素以重
視基本面與長期投資而聞名，加上我們與世界各
地發行者的長期關係，因此可以發揮相當的影響
力，敦促發行機構追求永續發展。所以我們認為
比起排除投資，對我們而言溝通互動往往更能驅
動改變。

我們的參與流程在設計上強調清楚定義與高度透
明，從一開始即標示以下幾大要素：
■ 關鍵議題領域 – 該公司需要改進的主題 (例如
氣候變遷)

■ 目標 – 透過參與希望達成的最終結果 (例如降
低二氧化碳密集度)

■ 里程碑 – 顯示該公司確實努力邁向我們所述目
標(例如設定減碳目標)

■ 關鍵績效指標 (KPIs) – 設定里程碑後務必擬定
可測量的KPIs
■ 時程表 – 我們可以合理預期公司做出改善的
時程

■ 狀態 – 特定時點量測的進展程度 (舉例而言，
毫無進展vs.若干進展vs.成功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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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進度

監控參與進度跟開啟溝通同等重要，如此才能比
對各里程碑及目標以評估改變程度及成效。我們
的分析師、投組經理人和永續投資專家透過集中
化應用程式平台，詳細記錄與所有發行人的溝通
及互動。該平台開放給所有投資團隊成員使用，
由於高度透明，團隊可完整掌握跨產業、主題與
資產類別的資訊，強化知識深度。 企業參與時間
可長可短，端視所討論的ESG議題有多麼重大或
緊急，而參與的成果(或是不見成效)也會由分析師
反映在我們的永續性評等系統。

主題式參與

除了和個別企業溝通外，我們也會找出哪些永
續性議題同時影響多家公司或不同產業。舉例
來說，永續投資團隊在2018年推出主題式參與計
畫，以加速推動特定ESG議題的進展，因為該等
議題對我們所投資的多家企業都有所衝擊。每個
主題之下設定具體目標與里程碑，並定時追蹤檢
討。ESG主題式參與策略鎖定的永續議題都和投
資回報息息相關；例如具財務重大性或可能有立
法題材加持的ESG議題。

目前的主題摘述如下。

表2: 主題式參與目前的主題
融資氣候變遷
動物性蛋白質

供應鏈永續性
責任棕櫚油

企業永續性報告
資料來源: 富達國際, 2020

投票

行使所有者權利，包括投票和參與，長期而言皆
可改善投資績效、降低投資風險。

我們盡可能參與投資持股企業的投票。在極少數
情況下，我們會因為投票不符合成本效益而決定
不投票。我們也會將該公司的狀況以及當地市場
最佳實務做法一併列入考量。我們針對

行使投票權的做法與政策均符合相關法令，同時
配合各投資組合本身的投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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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永續投資團隊負責監控與代理投票相關
的潛在利益衝突。若基金持有一個以上投資方，
我們會依據基金最佳利益進行投票。若與我們本
身利益有所衝突，我們會依據代理投票顧問機構
ISS的建議投票，若無建議，則會選擇棄權或不參
加投票。
我們鼓勵董事會事先諮詢投資人意見，而非在
股東會貿然提出議案，承擔可能被投票否決的風
險。若我們對議案的看法與董事會相左，我們會
考量投資部位大小，找機會及早和董事會溝通，
試圖解決雙方歧異。

我們在網站上揭露過去12個月我們的投票紀錄，
並每季更新資訊。季度投票報告以及更深入的年
度治理暨參與報告都會提供給機構投資人參考。

富達透過第三方業者經營小規模借券業務。一般
例行投票情況下，我們不會召回股票，但是關乎
客戶利益時則會召回股票。這類情況包括投票議
題攸關重大商業或策略價值、投票結果預估極為
接近或可能引發爭議、我們對議題看法與經營階
層相左，或是因未來能見度不足使我們無法及時
且準確判斷如何投票時。我們不會為了增加投票
數而借入股票。

工人把油棕果裝上卡車。 (照片來源: SOPA Images / Contributor,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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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排除和撤資
排除

我們認為富達由於規模大，且以投資研究與長期
投資著稱，因此對許多企業具有極大的影響力。
我們有180多位分析師深入研究世界各地4,000家
企業。上述優勢讓我們和各地企業經營團隊保持
通暢的聯繫管道，並建立長期關係。我們認為這
讓富達更容易和企業開展建設性對話，促進ESG
表現不斷提升。因此，身為主動型股東，我們傾向
參與企業治理而非排除投資。

富達國際管理的所有基金都須遵
守富達國際全公司適用之排除清
單(集束彈藥、反步兵地雷和其他爭
議性武器)。

富達國際管理的所有基金都須遵守富達國際全公
司適用之排除清單(集束彈藥、反步兵地雷和其他
爭議性武器)。

此外，富達在2019年推出一系列永續產品，其投資
策略強調精選永續企業，同時提供優異的長期財
務績效。
永續系列產品針對公司行為與基本面設有其他排
除條件。若經過溝通，結果仍未達我們既定目標
與里程碑，可能就必須從這類公司撤資。
They may be required to divest from existing
holdings where the outcomes of our engagements
have failed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s and
milestones we have set.

盡管如此，富達依據特定ESG標準會考慮將某些
公司自投資範疇排除。針對ESG議題，我們採取原
則導向處理方式，由此整理出一份排除清單，列
出不適合投資的公司。
在決定是否將某間公司排除投資時，我們主要參
照國際公約，尤其是國際禁用集束彈公約、關於
禁止使用、儲存、生産和轉讓殺傷人員地雷的國
際公約、聯合國和世界銀行提供的指導意見，以
及其他秉持ESG原則的國際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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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協同合作
與其他利害關係人合作

我們和各類投資人以及企業利害關係人保持緊
密關係，以協助我們指引被投資公司。
我們透過氣候行動100+ 等多邊合作機制進行溝
通，並主動發想集體參與倡議和機會。在決定是
否加入某一集體參與行動時，我們考量的因素包
括評估平台性質和其他參與者、我們投資部位多
寡，以及集體行動是否有助於達成理想結果。我
們尋求改善的議題，不論在治理或其他層面，都
與被投資企業的績效或投資評價息息相關。

我們透過氣候行動100+ 等多邊
合作機制進行溝通，並主動發
想集體參與倡議和機會。
針對可能影響被投資企業的議題，我們也會定期
與當地主管機關進行溝通，形式包括直接對話、
回應公眾諮商的請求或其他諮商論壇。

與其他產業團體合作

我們參與外部治理相關組織活動，並在投資協
會、併購委員會、英國工業聯合會及國際公司治
理網絡等組織擔任職位。此外，我們也簽署了聯
合國責任投資原則(“UNPRI”)、英國盡職治理守
則、歐洲基金與資產管理協會盡職治理守則、日
本盡職治理守則、台灣的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
則和香港負責任的擁有權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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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達為下列組織的活躍成員或被授
權機構:
■ 亞洲投資人氣候變遷聯盟 (AIGCC)

■ 亞洲證券業與金融市場協會 (ASIFMA)
■ 亞洲公司治理協會 (ACGA)
■ 英國保險公司協會

■ 盧森堡基金產業協會

■ 義大利基金管理業協會 (Assogestioni)
■ CDP (原稱碳揭露專案)
■ 氣候行動 100+

■ 氣候債券倡議組織
■ 公司治理論壇

■ 日本盡職治理守則暨日本公司治理守則後續推
動專家委員會 (“CEFCs”)、日本盡職治理守則專
家委員會 (“CESC”)
■ 荷蘭永續發展投資協會 (VBDO)

■ 歐洲基金與資產管理協會 (EFAMA) – 責任投資
與公司治理工作小組
■ 農場動物投資風險與回報 (FAIRR)

■ 供應鏈反奴倡議Find It, Fix It, Prevent It (FFP)
■ 法國資產管理協會 (AFG)

■ 全球不動產永續性基準 (GRESB)
■ 香港綠色金融協會 (HKGFA)
■ 香港投資基金協會 (HKIFA)

富達國際

■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HKSFC)
■ 氣候變遷問題機構投資人小組 (IIGCC)
■ 國際公司治理網絡 (IIGCC)
■ 投資協會 (IA)

■ 新加坡投資管理協會 (IMAS)

■ 投資人論壇 (日本)

■ 投資人論壇 (英國)

標章

我們認為對富達永續系列投資策略而言，取得由
各國獨立機關提供的外部永續性認證極為重要。
我們計畫讓永續系列所有基金都獲得盧森堡金融
標章管理機構提供之ESG標章。除了定期更新現
有標章外，我們也會視情況爭取與各策略相關度
最高的其他歐洲標章認證。

■ 日本盡職治理守則

■ 盧森堡金融標章管理機構 (LuxFLAG)
■ 零淨排放資産經理人倡議
■ 責任投資原則 (PRI)

■ 澳洲責任投資協會 (RIAA)

■ 永續發展會計準則委員會 (SASB)
■ 瑞典投資基金協會

■ 臺灣證券交易所對機構投資人的盡職治理守則
■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工作小組 (TCFD)
■ 思考未來研究所 (TAI)
■ 世界基準聯盟

■ 世界經濟論壇

■ 聯合國全球盟約

■ 英國盡職治理守則

■ 英國永續投資與金融協會 (UKSIF)
和歐洲永續投資論壇 (EUROS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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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我們的政策治理
有關永續投資政策與目標的設定、監督政策與目
標的執行及落實等，均屬永續投資營運委員會(以
下簡稱SIOC或委員會)的職責，由富達執行長直接
授權運作。委員會工作範圍含括監督富達各業務
部門的永續投資事務、擬定整體策略方向、政策
制定、對外溝通、產品、業務成長、投資整合與決
定排除清單。

表3: 永續投資營運委員會

委員會同時負責監督富達在被投資企業行使所有
者權利，包括企業參與和代理投票活動。委員會
由各部門高階主管組成，包括全球盡職治理暨永
續投資主管，以及來自投資管理、通路和法務等
部門的資深代表。
SIOC每月開會檢視公司所有永續投資活動，而永
續投資政策的檢討和更新至少每年一次(必要時
會更頻繁地檢討和更新)。整體治理系統、委員會
和相關業務架構如下表所示。

執行長
永續投資營運委員會

永續投資投組辦公室

永續投資團隊

永續投資大使 (包括不同工作流的領隊)
專案工作流
直接執行專案
產品與解決方案整合

投資組合監督
平台與管控準備度

客戶教育和服務

資料來源: 富達國際,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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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連結
奧地利		
https://www.fidelity.at/%C3%BCber-fidelity/
verantwortungsvolles-anlegen

捷克共和國
https://www.fidelity.cz/o-fidelity/z%C3%A1vazek-kodpov%C4%9Bdn%C3%A9mu-investov%C3%A1n%C3%AD

斯洛伐克 	
https://www.fidelity.sk/o-fidelity/z%C3%A1v%C3%A4zok-kzodpovedn%C3%A9mu-investovaniu

匈牙利 		
https://www.fidelity.co.hu/a-fidelity-r%C5%91l/
elk%C3%B6telezetts%C3%A9g-a-felel%C5%91s-befektet%C3%A9smellett
波蘭 		
https://www.fidelity.pl/o-fidelity/zobowi%C4%85zanie-doodpowiedzialnego-inwestowania
克羅埃西亞 		
http://www.fidelity.hr/
羅馬尼亞 	
http://www.fidelity.ro/

德國		
https://www.fidelity.de/%C3%BCber-fidelity/
verantwortungsvolles-anlegen

德國 DC		
https://betriebliche-vorsorge.fidelity.de/%C3%BCber-fidelity/
verantwortungsvolles-anlegen
德國 DB		
https://institutionelle.fidelity.de/

瑞士 德語		
https://www.fidelity.ch/de/about-fidelity/responsible-investing
瑞士 英語
https://www.fidelity.ch/en/about-fidelity/responsible-investing
列支敦斯登 德語
https://www.fidelity.li/de/about-fidelity/responsible-investing
列支敦斯登 英文
https://www.fidelity.li/en/about-fidelity/responsible-investing

比利時 – 法語		
https://www.fidelity.be/fr-be/over-fidelity/verantwoord-beleggen
比利時 – 荷語 	
https://www.fidelity.be/nl-be/over-fidelity/verantwoordbeleggen
比利時 KBC – 荷語
https://www.kbc.fidelity.be/nl-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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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KBC – 法語
https://www.kbc.fidelity.be/fr-be/

盧森堡 		
https://www.fidelity.lu/about-fidelity/responsible-investing
荷蘭		
https://www.fidelity.nl/over-fidelity/duurzaam-beleggen

法國			
https://www.fidelity.fr/a-propos-de-fidelity/investissementresponsable
瑞典		
https://www.fidelity.se/om-fidelity/bolagsstyrning-ochsamhallsansvar

丹麥		
https://www.fidelity.dk/about-fidelity/responsible-investing

挪威 		
https://www.fidelity.no/about-fidelity/responsible-investing
芬蘭 		
https://www.fidelity.fi/about-fidelity/responsible-investing
義大利			
https://www.fidelity-italia.it/chi-e-fidelity/investimentoresponsabile
I ntesa			
https://www.professional.fidelity-italia.it/chi-e-fidelity/
investimento-responsabile
Unicredit		
https://www.unicredit.fidelity-italia.it/

馬爾他			
https://www.fidelity.com.mt/about-fidelity/responsible-investing
西班牙			
https://www.fondosfidelity.es/sobre-nosotros/inversionresponsable

葡萄牙		
https://www.fidelity.pt/sobre-a-fidelity/responsible-investing
全球 ETF		
https://www.fidelity-etfs.com

英國 Wholesale		
https://professionals.fidelity.co.uk/sustainable-investing/ourapproach
全球機構投資人
https://www.fidelityinstitutional.com/en-gb/sustainableinvesting/sustainable-investing

富達國際

重要資訊

未經事先許可，不得複製或分發本文件。本文件僅供收件人或實體閱讀。富達國際是指組成全球投資管理組織的公司集團，該組織在北美以外的指定司法管轄區提供産品和服務資訊。
本文並非針對美國境內人士，美國境內人士亦不得對此採取行動。富達只提供有關其自身産品和服務的資訊，除經適當授權的公司在與客戶正式溝通中特別規定外，不會根據個人情况提供
投資建議。Fidelity、Fidelity International、Fidelity International標誌和F符號是FIL Limited的注册商標。
第三方之商標、著作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均屬其各自所有者的財產。
本文件所載資料僅供參考。本文件所提供的資料僅供參考，是對投資方法的一般性揭露，不應被視爲(i)投資建議，(ii)對金融產品或服務的認可或推薦，(iii)出售或招攬購買任何證券或其
他金融工具的要約。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所有觀點均爲富達國際的觀點。
歐洲
發行人：FIL FIL Pensions Management（由英國金融行爲監管局授權及監管）
、FIL (Luxembourg) S.A.（由CSSF、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授權與監管）
、
FIL Investment Switzerland AG和FIL Gestion（由AMF（Autorité des Marchés Financiers）授權與監管）N°GP03-004, 21 Avenue Kléber, 75016 Paris。對德國批發客戶而言，係由
FIL Investments Services GmbH發行，Kastanienhöhe 1, 61476 Kronberg im Taunus。
對德國機構客戶而言，係由 FIL (Luxembourg) S.A.發行，2a, rue Albert Borschette BP 2174 L-1021 Luxembourg, Zweigniederlassung Deutschland。FIL (Luxembourg) S.A. –
德國分公司，Kastanienhöhe 1, 61476 Kronberg im Taunus。
對德國退休基金客戶而言，係由 FIL Finance Services GmbH 發行，Kastanienhöhe
1, 61476 Kronberg im Taunus。
亞洲和澳洲
在香港，本資料由富達投資管理 (香港)有限公司發布，未經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審核。
富達投資管理(新加坡)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號：199006300E）是富達國際在新加坡的法定代表人。
富達資產管理(韓國)有限公司是富達國際在韓國的法定代表人。
在臺灣，由富達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獨立經營，地址：臺北市忠孝東路五段68號11樓，客服電話：0800-00-991。
在澳洲，本資料由富達責任實體（澳洲）有限公司ABN 33 148 059 009，AFSL編號409340（«富達澳洲»）在澳洲發行。
在中國，富達獲授權以私募方式管理或分銷私募投資基金産品，或僅通過其在中國的外商獨資企業--FIL投資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向中國大陸的機構客戶提供投資管理服務。
在日本，本資料除報價外所有權利均由發行人持有，未經許可，不得爲任何目的使用或部分或全部複製。FIL Investments (Japan) Limited («FIJ»)是經關東地方金融局局長注册的
金融工具公司，編號388。FIJ是富達國際在日本的法定代表人。
「富達投信獨立經營管理」各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基金經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
負責各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有關基金應負擔之費用(境外基金含分銷費用)已揭露於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或投資人須知中，投資人可至境
外基金資訊觀測站中查詢。投資人索取公開說明書或投資人須知，可至富達投資服務網http://www.fidelity.com.tw/、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mops.twse.com.tw/ 或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http://
www.fundclear.com.tw/ 查詢，或請洽富達投信或銷售機構索取。本文件所載資料僅供參考。本文件所提供的資料僅供參考，是對投資方法的一般性揭露，不應被視爲(i)投資建議，(ii)對金融產
品或服務的認可或推薦，(iii)出售或招攬購買任何證券或其他金融工具的要約。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所有觀點均爲富達國際的觀點
富達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68號11樓 / 服務電話: 0800-00-9911
Fidelity富達, Fidelity International, 與Fidelity International 加上其F標章為FIL Limited之商標。FIL Limited 為富達國際有限公司。富達投信為FIL Limited 在台投資100%之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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