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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责任 
从法务方面及实务方面考虑将环境、社会及治理因素纳

入机构投资过程 

 
执行摘要 
 
 
一、背景 
 
2005年发表的《富而德报告》可以说是提倡将环境、社会及治理（ESG）问题纳
入机构投资过程的单个最有效的文件。该报告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金融
行动（FI）资产管理工作小组（AMWG）委托一流的国际律师事务所富而德律师
事务所（Freshfields Bruckhaus Deringer）撰写。 
 
富而德律所的报告涵盖9个国家（分别为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
利、日本、西班牙、英国及美国），报告结论为： 
  
“……对这9个国家而言，将ESG因素纳入投资分析过程以更可靠地预测金融表
现，是可允许的，也可以说是必需的。” 
 
这个明确的结论经常为业界人士、学者及意见领袖所引用，它阐明了在退休基金、

保险公司准备金、共同基金及基金会的投资过程中考虑ESG因素所具有的合法
性。 
 
在AMWG发表第一版《富而德报告》的4年来，我们观察到了ESG纳入投资过程方
面出现的新进展多于以往任一4年时期。 
 
在这4年中，最重要的进展可能是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于2006年发起的
“负责任的投资原则”（PRI）。如今，PRI在机构投资界拥有超过550名签署人，这
些签署人的管理资产总规模将近18万亿美元。PRI有助于投资者树立最佳的投资行
为准则。 
 
显然，自《富而德报告》发表以来出现了许多进步，但是AMWG相信我们还能做
得更好，也必须做得更好。 
 
有鉴于此，最新的AMWG报告（名为“基金II”）是《富而德报告》的后续报告，为
受托人提供法律路线图，阐明践行负责任投资的具体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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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范围 
 
信托II主要由三大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是从法律视角探索如何以最佳方式将ESG因素纳入投资过程中，尤其是
在涉及投资委任状与投资管理合同的情况中。 
 
第二部分是分析AMWG向投资管理咨询公司分发的开创性调查问卷所获得的反
馈，包括对ESG因素的分析，因为ESG因素关乎投资管理过程的各个方面，包括
法律语言。可在附录C中阅读该问卷的完整版。 
 
第三部分是一份文献综述，这部分内容着重介绍将ESG问题Bloomberg Leaders 
Carbon Footprint纳入投资过程的实际进展，阐述机构投资者在多大程度上采取
（或者可以采取）长期的、更可持续的投资方法。此外，该文献综述涵盖自《富而

德报告》以来（包括该报告）信托责任及ESG问题在法律层面上的进展。 
 

 
三、主要研究结果 
 
第一部分: 关于投资委任状中信托责任及ESG执行的法律评论 
 
 
知名的信托法专家、Quayle Watchman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及《富而德报告》的
主要撰写人保罗·沃奇曼（Paul Watchman）阐述了信托责任及ESG问题的逐步演
变过程。 
 
与其他许多公司一样，Quayle Watchman咨询公司引述了英国议会上议院的重要
评论，尤其是麦肯齐（McKenzie）议员在2008年《退休金法案》获得通过时所作
的评论，他的评论主题是关于退休金及重视ESG因素的责任： 
 
“从法律层面看，受托人完全可以在考虑金融回报、投资安全及多元化的常规标准
之外，再考虑社会及道德标准。这适用于所有退休基金受托人。1 
 
“退休基金受托人应在《投资原则声明》中声明基金在负责任投资方面的指导方
针，也要声明该基金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到社会、环境或道德因素，这不仅仅是一种

权利或选择，而是一种义务。2 
                                                 
1 富而德律所：《将环境、社会及治理问题纳入机构投资过程的法律框架》（2005年），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金融行动资产管理小组  
http://www.unepfi.org/filenadmin/documents/freshfields_legal_resp_20051123.pdf 
2 若希望全面回顾关于负责任表现的研究，请查阅：《揭秘负责任的投资表现-回顾关于 ESG因素
的主要学术作品及券商研究》（200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资产管理工作小组及美世咨询公司
编著。  
http://www.unepfi.org/fileadmin/documents/Desmystifying_Responsible_Investmetnt_Performanc
e_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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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Quayle Watchman咨询公司宣称：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显然，尽管人们没有就违反信托责任为由对它们进行起诉或
表示担忧，投资、金融及商业机构仍承担了许多志愿的义务，在投资、金融及商业
决策中重视ESG因素，这起码能缓解一些人的担忧，这些人认为有必要构建法律
堡垒，以避免因违反退休基金信托责任而遭到起诉。例如，已有超过550家投资机
构、60家贷款机构及成千上万家公司分别采用了“负责任的投资原则”、“赤道原则”5
及“联合国全球契约原则”6，并且没有因此引发关于此等机构及公司的信托约束的
争论。” 
 
此外，Quayle Watchman咨询在合同层面上阐述将ESG因素纳入到投资过程，它
建议，“退休基金及资产管理者之间的投资管理协议或具有同等意义的合同应当运
用ESG语言在合同中阐明双方的预期，这是必要的。尤其重要的是，要向受益
人、退休基金受托人及资产管理者阐明，ESG因素是一个主要的投资考虑因素。”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Arnold & Porter律所的法律专家进一步阐明了在合同中纳入
ESG语言的逻辑依据，并制定了ESG条款样本，构建了明确可执行的法律权利及
义务，这些都得到了Quayle Watchman咨询公司的支持： 
 
“为了让资产管理者在美国的资产管理环境中合理地将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
（“ESG”）因素纳入投资策略之中，与特定联合投资载体或管理账户（统称为“账
户”）相关的出售材料及合同文件中应当包含适当的条款3。此等将ESG纳入投资过
程的方案的目的是强化与辅助（并非取代）投资管理者的投资决策过程，而不是
以特定公司的商业参与情况为依据而放弃评估投资于此等公司的潜在优势。虽后一
种方法可能会提高投资组合风险（因为筛选或约束条件缩小了潜在投资领域），也
可能会违反当前适用的美国法律，而前一种方法一般而言应当与根据风险-回报框
架辨识最佳投资机会的原则（正如当前美国信托法1所要求的）是一致的。 
 

“一般而言，许多投资管理协议（“IMA”）中的条款规定将投资目标及账户管理策略
与协议内的相关出售材料联系在一起，这些协议通常以宽泛的条款进行起草，让资
产管理者在为此类账户做出投资决策时拥有许多自主权。如此一来，正如下本将进
一步讨论的，在账户的IMA及出售材料（如果有的话）中包含ESG条款是谨慎的做
法。ESG条款可在最初时载入账户的IMA或其他合同文件，或根据适用的修正条款
随后添加。” 
 
Quayle Watchman咨询公司进一步阐明，机构投资顾问及资产管理者有责任在先
期向客户提及ESG考虑因素，并警告客户如何没有考虑到ESG因素，后果可能会
很严重： 
“在对投资委任状进行投标时，投资顾问或资产管理者应当将ESG因素作为一个需
要考虑的问题提出，并与客户进行讨论，即便退休基金没有载明ESG因素是投标
                                                 
3  英国议会议事录，上议院（2008年 10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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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重要因素。如果投资顾问或资产管理者没有采取这一行为，那么他们很可能
会因过失责任而被起诉，因为他们没有提及和考虑到ESG因素，因此也没有为客
户履行专业的谨慎责任。 
 
“作为专业的投资顾问，投资顾问公司及资产管理者与客户签订的是服务合同，而
不是雇佣合同。他们是客户的专业顾问，不是客户的雇员；因此在履行大量投资

自主权时……投资顾问及资产管理者应该是先期主动，而不是后期被动。” 
 
最后，Quayle Watchman咨询公司为退休基金在投资委任状中纳入ESG提出了8条
建议，包括采用“负责任的投资原则”，同时也要求退休基金的资产管理者也采用这
一原则。 
他还建议资产管理者定期进行包含ESG内容的报告，强调对资产管理者的表现进
行长期评估及将此等表现与长期激励措施相结合的重要性： 
 
“退休基金应当声明中长期的回报周期，在这一周期期间评估资产管理者的表现。
他的表现应与长期激励措施（例如奖金和酬金）相结合，以满足商定的业绩目标。
退休基金应当要求资产管理者就该基金的执行情况及ESG要求的执行情况向其定
期报告（比如6-12个月）。退休基金及资产管理者应当商定双方都认为合适的报
告形式与标准。退休基金应当要求资产管理者说明在ESG方面的才能，包括团队
的资质及其他资源，并且说明资产管理者如何能保证维持并提高在ESG方面的才
能。” 
 
 
第二部分: 投资管理咨询公司调查ESG在投资过程中的融入情况 
 
本部分阐明顾问在投资链条中的关键角色。 
 
开创性的AMWG调查描述了在投资管理过程中纳入ESG的良好做法（参阅附录
C）。此外，调查的反馈显示了一些咨询行业通常有能力改善的地方（以下简要介
绍），尤其是在提供法律咨询的时候： 
 
1.咨询行业由于没有考虑ESG因素而出现的明显问题。 
 
2.自2006年“负责任的投资原则”推出以来，含ESG因素的投资服务的需求发生明显
变化。 
 
3.纳入ESG因素的投资过程与讲究道德标准的传统投资方法之间存在一些概念混
淆。 
 
4.顾问行业尚未充分地制定措施，以评估资产管理者在将ESG因素纳入投资过程所
表现的能力。 
5.与Quayle Watchman咨询公司的法律建议存在冲突，Quayle Watchman咨询公
司建议机构投资顾问及资产管理者主动与客户提及ESG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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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与Quayle Watchman咨询公司的法律建议存在冲突，Quayle Watchman咨询公
司建议将ESG语言载入投资管理合同及《投资原则声明》或《投资政策声明》。 
 
7.与ESG相关的披露法仍然在改善中，在遵守此等法律时既要遵守法律的精神，也
要遵守法律的条文。其中，政策制定者与公民社会扮演关键的角色。 
 
 
第三部分: ESG纳入投资过程的实际进展 
 
 
愈发清晰的事实是，要继续扮演财富创造者的角色，机构投资者与公司也需要发挥

重要的角色，帮助构建更可持续的经济。本部分的报告阐述近期的进展及调查，这

些进展及调查显示了机构投资者在多大程度上采用长期投资策略，也显示了机构投

资者将ESG纳入投资过程的实际步骤。此外，对《富而德报告》以来（包括该报
告）信托责任及ESG问题之法律进展的回顾可见于附录A。 
 
本部分同样重点介绍志愿行动的增多，这些行动有助于将ESG问题纳入投资、金
融或商业决策过程中，符合Quayle Watchman咨询公司关于信托责任、ESG问题
及志愿行为准则或原则声明的评论： 
 
“存在许多重要的投资者及金融行为准则或原则声明，比如“负责任的投资原则”与
“赤道原则”，根据这些原则，签署人在做出投资与金融决策时志愿考虑环境、社会
和（或）治理（ESG）问题。我们不应低估志愿行动的市场影响；实际上，这些
行动无处不在，签署人在采取这些原则的金融行业中广泛实施该志愿行动。” 
 
虽然有许多地方仍需要改善，但是这些实际进展及调查表明，许多一流的机构投资

者正采用长期的、更为可持续的投资策略，进一步将ESG问题纳入整体的投资理
念及行为中，纳入各资产类别中。 
 

*** 
 

总体而言，信托II的主要结论是，为了实现第一版《富而德报告》的规划，即受托
人将ESG问题纳入决策过程中，ESG因素应当载入资产所有者及资产管理者之间
的法律合同中，受托人应就该框架的执行情况向客户报告。信托II还声明顾问有责
任在咨询过程中于先期主动提及ESG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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