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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永豐投信與責任投資 

1. 關於永豐投信 

永豐投信成立於 1997 年，於 2007 年 7 月起成為永豐金控 100%持股之子公司。秉持「專業管理、

誠信服務、卓越績效」等經營理念，恪守善良管理人之義務與責任，為投資人追求最大的利益。 

永豐投信投資研究團隊與金控各子公司密切合作，共享專業、即時之投資研究資源，以投入公募基

金、ETF、全權委託及私募基金等領域，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旗下合計管理資產規模(含私募及全

權委託產品)達新台幣 527.4 億元。 

永豐投信身為專業資產管理業者，除恪守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同時也依循母公司永豐金控所

制訂「責任投資管理要點」，落實股東行動主義，致力發揮機構投資人影響性、提升投資價值，並

將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等永續議題納入長期投資考

量，以維護客戶、受益人、股東權益，及促進整體資本市場健全體制之良性發展，近年更以 ESG 主

題型產品作為發展主軸，同時獲得廣大投資人青睞。 

 

永豐投信產品線 

被動型基金 主動型基金 貨幣型基金 

 1 檔指數型基金 

 5 檔股票型 ETF 

 4 檔債券型 ETF 

 4 檔國內股票型基金 

 3 檔海外股票型基金 

 1 檔海外債券型基金 

 2 檔組合型基金 

 1 檔國內貨幣型基金 

 1 檔海外貨幣型基金 

截至 2021/12/31 止 

 

2. 責任投資推動進程 

永豐投信於 2016 年 7 月成為國內首批簽署「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的金融投資機構

之一，2020 年 9 月完成最新遵循聲明內容更新發佈；此外，於 2019 年 11 月依循金控母公司「責

任投資管理要點」訂定「永豐投信責任投資管理要點」，參考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The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PRI)，並回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Goals, SDGs)；2020 年修訂「永豐投信盡職治理政策」，將具體之投票政策納入，以持續強化盡職

治理之相關作為，以具體展現身為資產管理機構投資人落實資金運用管理的永續經營及盡職治理目

標，發揮機構投資者正面影響力；2021 年進一步修訂「永豐投信責任投資管理要點」與「永豐投信

盡職治理政策」，於「永豐投信責任投資管理要點」中：一、增列敏感性產業項目，包括：石油及

天然氣產業、火力發電產業等；二、增加股票及債券不同資產類別 ESG 評估流程，及高碳排產業評

估指引；三、增加 ESG 主題投資含永續主題；四、配合增加不同資產類別評估流程及高碳排產業評

估指引，增加相關評估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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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盡職治理政策中，除修訂上述相關內容外，亦增修利益衝突管理態樣及管理之具體要求等

內容，涵蓋：公司與客戶間、公司與員工間、員工與客戶間、公司與其他被投資公司間，及公司與

關係企業等利益衝突態樣及管理之具體要求等內容。 

永豐投信呼應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自 2020 年起編撰「履行盡職治理報告書」，定期於每年

第一季底之前完成揭露前一年度最新履行盡職治理之執行成果，經稽核及法遵相關部門核閱，並經

總經理(含)以上層級准，在官網盡職治理與責任投資專區更新，提供客戶、投資人與社會大眾查閱。

永豐投信亦積極推動發行責任投資產品，2020 年 4 月發行「永豐臺灣 ESG 永續優選基金」，為國

內第一檔主動投資型 ESG 基金，2021 年發行包括永豐台灣 ESG(00888)台股 ESG ETF 等產品，成

為投信業首家台股 ESG 主題產品主被動兼俱的本土投信業者，至 2021 年底，永豐投信 ESG 主題型

產品總受益人數接近 8 萬 8,000 人。 

 

永豐投信推動責任投資進程 

 

3. 設置責任投資小組 

永豐金控 2015 年成立「CSR 推動核心小組」，積極規劃 CSR 相關事務，2018 年除制定「企業社

會責任守則」，更積極回應國際永續趨勢及落實金融業的社會企業責任，2018 年正式成立「永續發

展委員會」，強調結合金融核心本業來推動永續發展，本著「誠信篤實、財富永傳、環境永續、社

會共榮」四大永續使命，以永續發展的三大面向環境(Ｅ)、社會(Ｓ)、治理(Ｇ)為基礎，擬定「美好

誠生活」、「美好富生活」、「美好心生活」、「美好共生活」、「美好綠生活」五大永續主軸，

並據以制定永續發展藍圖及短中長期重點工作計畫，以具體行動回饋客戶、股東及社會，善盡企業

社會責任。 

永豐金控「永續發展委員會」由金控帶領各子公司落實企業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等政策，委員會下

設置公司治理、顧客關係、員工照顧、社會參與、環境永續等五個推動小組，其中在顧客關係小組

裡，更將導入責任投資、發展綠色金融商品、推動 ESG 等列為重要工作目標，永豐投信亦擔任相關

2016

•簽署「機構投資人

盡職治理守則」

2018

•加入永豐金控

「永續發展委員

會」

2019

•訂定「永豐投信責

任投資管理要點」

•訂定「永豐投信盡

職治理政策」

2020

•編撰永豐投信「履

行盡職治理報告書」

•發行「永豐臺灣

ESG永續優選基金」

•修訂「永豐投信盡

職治理政策」納入

投票政策

2021

•發行永豐台灣

ESG(00888)台股

E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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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組重要成員；而在社會參與的領域上，永豐投信鼓勵同仁參與及推動各類公益活動，協助偏

鄉、弱勢團體等捐助及關懷活動，同時同仁們也多次參與金控發起的環保行動等。 

 

永豐金控「永續發展委員會」組織架構 

 

 

 

二、 投資流程納入 ESG 評估 

1. 將 ESG 議題納入投資分析及決策制定過程 

本公司為強化辦理投資及資產管理業務，資金運用時將 ESG 等議題納入投資分析，依循本公司「責

任投資管理要點」，投資決策過程中，參考運用專業機構的 ESG 評分機制，並依股票及債券不同資

產類別分別評估，並主要參採以下相關指標： 

 

(一) 台股股票池(Stock Pool)  

(1)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辦理之年度上市企業公司治理評鑑結果前 5%公司或臺灣指數公

司與富時羅素合編之「臺灣永續指數」成份股公司，直接進入股票池篩選。 

(2)每季遴選新進公司需經 ESG 風險檢核流程，未符合 ESG 評等標準之個股需完成股票 ESG 風

險評估，並限制於個別基金投資比重 5%。 

(3)每季遴選若屬石油及天然氣產業、火力發電產業，應依高碳排產業評估指引作總碳排放量及

每營收碳排放量評估。 

 

(二) 海外股票型投資 

新買入標的均需經 ESG 風險檢核流程，並記錄於投資分析報告，未符合 ESG 評等標準之個股

需完成股票 ESG 風險評估表，並限制個別基金投資比重 5%。 

 

主任委員

金控董事長

公司治理 顧客關係 員工照顧 社會參與 環境永續

執行祕書

委員 

金控總經理/證券、銀行、租賃、投信董

事長、銀行及證券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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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債券型投資 

(1)投資等級債(信評 BBB-以上，含 BBB-)之發行公司或母公司均需經 ESG 風險檢核流程，並記

錄於投資分析報告。未符合 ESG 評等標準之債券需完成債券 ESG 資訊揭露評估表。 

(2)標的若屬永續債，得不經 ESG 風險檢核流程，可直接進入信用評等分析。 

(3)非投資等級債券(信評 BBB-以下)標的，需進行查閱 Bloomberg 系統是否有 ESG 負面資訊揭

露，並記錄於投資分析報告。 

 

永豐投信 ESG 風險檢核流程

 

 

2. 篩選或排除投資表列及風險審核評估 

遵循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參照金控母公司「責任投資管理要點」及本公司「責任投資管理要

點」，對於已知之爭議性產業訂定排除投資表列禁止投資清單(如：色情、爭議性軍火武器等採禁止

承作規定)；此外，對於敏感性產業之投資則採取審慎評估(如：石油及天然氣產業、火力發電產業、

博弈、食安疑慮、有害放射性物質、非醫療或有害人類發展基因工程、非黏合石綿纖維及多氯聯苯

製造等採強化說明投資之必要性等)。 

除了檢視是否為爭議性或敏感性產業外，並將透過公司拜訪，參考證交所、櫃買中心、證基會所執

行之「年度公司治理評鑑」，及集保公司之「公司投資人關係整合平台」有關 ESG 資訊等相關內容，

持續進行各投資公司 ESG 風險綜合評估。 

 

 

 

 

ESG風險

檢核流程

每季/年度檢視

台股新遴選標的

標普全球ESG>30

每次/年度檢視

海外標的投資

Sustainalytics<40

每次/年度檢視

債券標的投資

MSCI ESG Ratin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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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投信 ESG 風險審核評估流程 

 

 

 

3. 擴大發展 ESG 產品：台股 ESG 主、被動產品線兼備 

2020 年 4 月，永豐投信發行第一檔 ESG 主題概念基金，「永豐臺灣 ESG 永續優選基金」是臺灣第

一檔台股 ESG 主動型基金，基金投資直接採用臺灣指數公司與富時羅素合作編製「臺灣永續指數」

成份股為投資股票池，結合 ESG 與高股息投資特色，集合台灣優質大型龍頭企業為核心投資標的。 

這是台灣第一檔以投資 ESG 台股企業為主動選股準則的基金，藉由 ESG 投資概念的推廣，提醒投

資人留意企業永續經營與長期成長的正向循環關係，對企業投資價值與資本市場良性發展，發揮正

向影響力。 

除了已發行的「永豐臺灣 ESG 永續優選基金」外，永豐投信也在 2021 年 3 月發行永豐台灣

ESG(00888)台股 ESG ETF，未來仍將持續規劃發行涵蓋 ESG 永續主題產品線，及投資 ESG 等收

息資產產品，從主動式到被動式，由台灣到海外，從股票到固定收益資產別，持續致力於支持有利

於 ESG 議題的投資產品發展。 

4. 關注及評估被投資公司 ESG 資訊及投資標的符合公司治理評鑑之 ESG 分佈樣態 

對投資標的除事前 ESG 投資評估、風險審核外，對於已投資標的也將持續關注，並定期檢視標的公

司是否持續適當揭露與提供關於 ESG 議題、資訊，包括台股投資池內標的是否發行 CSR 報告書、

報告書內容、ESG 重要議題的持續追蹤掌握，並適時針對 CSR 報告書發佈時程、ESG 議題提升敦促

改善等。 

此外，永豐投信亦落實對投資標的 ESG 之事前檢視與事後追蹤，依據證交所與櫃買中心委託 2020

年「公司治理評鑑」結果，共有 905 家上市公司及 712 家上櫃公司受評，本公司依據評鑑結果審視

旗下主動式台股基金 ESG 評鑑結果結距分佈樣態，投資標的列公司治理評鑑前 50%之標的，至 2021

投資標的

ESG風險評估

屬排除投資表列清單(如：

色情、爭議性軍火武器

等)

禁止投資、及

出清持股

屬敏感性產業(如：石油及天然氣產

業、火力發電產業、博弈、食安疑

慮、有害放射性物質、非醫療或有

害人類發展基因工程等)

強化說明投

資之必要性

非屬負面表列

清單

循ESG投資評

估流程

檢視是否為爭議性或敏感性產業外

1. 透過公司拜訪

2. 參考證交所、櫃買中心、證基會所執行之「年度公司治理評鑑」

3. 集保公司之「公司投資人關係整合平台」等相關資訊

持續進行各投資公司風險綜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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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底達 85.9%，全年度曾交易之對象亦高達 79.5%。本公司台股基金投資標的於公司治理評比之

詳細分佈情況如下： 

 

2021 年底 18.4% 33.3% 21.5% 12.7% 14.1% 

級距別 前 5% 6%-20% 21%-35% 35%-50% 其他 

2021 年全年度 15.4% 30.4% 20.6% 13.1% 20.5% 

資料期間：2021/1/1~2021/12/31，依 2021 年 4 月公布 2020 年度「公司治理評鑑」結果進行投

資標的分佈整理。 

三、 履行盡職治理之情形 

1. 遵循聲明與無法遵循之解釋 

永豐投信自 2016 年起簽署「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並於 2021 年 9 月完成最新版聲

明內容更新，以更加落實與發揮機構投資人之專業與影響力，善盡資產管理業者之責任，同時增進公

司治理、客戶及股東長期利益，以全面落實責任投資之精神。 

 

 

 

 

 

2. 出席股東會、投票與代理投票情形 

截至2021年12月底止，本公司共計出席81家國內被投資公司股東會(含臨時股東會)，出席率100%，

委託出席率 0%，總計表決 1174 項議案，其中 1165 案為贊成，5 案反對，4 案為棄權，2021 年度

完整股東會投票記錄已於本公司盡職治理專區揭露。 

 

 

股東會出席統計 

 

 

✓ 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止，永豐投信於「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並未有無法遵

循之原則。 

 

 

出席81家股東會 表決1174項議案
100%
親自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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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盡職治理政策中，針對出席被投資公司股東會，行使投票表決權訂定支持、反對或棄權之議案

類型具體原則：原則支持議案為年度公司治理評鑑前 5%公司之議案，及公司財務報告案；原則反對

議案為違反重大氣候相關議題之議案；棄權案為已發生公司治理爭議事件之公司董事選舉相關議案。

2021 年執行情況如下： 

 

原則支持議案，統計如下： 

出席公司治理評鑑前 5%公司股東會家數 議案數 

17 188 

 

整體財務報告案 

63 

 

原則反對議案，統計如下： 

類型 反對議案數 

違反重大氣候相關議題之議案 0 

 

棄權議案，統計說明如下： 

類型 反對議案數 棄權議案數 

已發生公司治理爭議事件之公司董事選

舉相關議案 
5 4 

 

舉例：2021 年度三家被投資公司因公司治理不佳及前董事發生內線交易一案，經投資團隊評估後，

考量該公司董事適任性及未符合公司治理相關規定，故對該公司董事選舉議案投下反對票 5 議案及棄

權票 4 議案。 

 

本公司依據機構投資者之專業評斷，同時為整體客戶、受益人爭取最大利益，對於被投資公司提出的

各項議案，非採絕對支持同意立場，各議案皆經投資團隊評估討論，必要時則在股東會前向被投資公

司進行溝通詢問，依據企業經營利益、股東價值、ESG 原則為評估前提行使投票權。 

 

永豐投信針對國內被投資公司並無使用代理研究與代理投票之相關服務等，親自落實機構投資人的互

動與議合責任，且在出席會後皆會由代表出席人員出具會後報告書。 

 

 

 

 

 

✓ 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止，永豐投信親自出席 81 家國內被投資公司股東會，無使用代理研

究與代理投票服務，投資團隊與相關成員 100%皆親自出席或參與股東會議案投票。 



2021 年度履行盡職治理報告書 

 

9 

股東會投票議案分類統計 

 

 

永豐投信出席國內上市櫃公司股東會作業流程 

 

 

四、 企業議合活動摘要 

1. 企業議合情形：2021 年與國內被投資公司互動次數為 684 次，其中 603 次涉及 ESG 議題 

本公司透過親自出席公司股東會、參加公司法說會、掌握公司股東會資訊等方式，積極與被投資公

司進行對話及互動，並且也會把握每一次互動機會，針對 ESG 相關政策議題，與被投資公司進行溝

通了解，除期盼每一次的互動能積極掌握被投資公司於 ESG 等行動，也希望喚起相關議題的重視。 

 

 

 

財報相關 資本相關 營運管理 董監事選舉
董監事非選任

相關
薪酬相關 併購/企業重組 行使歸入權 其他

贊成 215 283 347 109 152 38 10 0 11

反對 0 0 0 0 5 0 0 0 0

棄權 0 0 0 4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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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投信企業議合統計 

 

 

ESG 議題與被投資公司對話統計 

 

 

 

 

 

 

2. 針對被投資公司執行年度氣候變遷調查問卷 

依循責任投資與盡職治理原則，同時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減緩與調適氣候變遷(SDG13)」之

永續承諾，結合綠色金融核心職能，致力提升利害關係人氣候意識，本公司與金控各子公司於 2021

年第二度針對「氣候變遷」議題與主要被投資公司進行問卷調查，藉以喚起被投資公司對氣候變遷

議題的重視，提升氣候意識外，能更進一步與被投資公司攜手投入低碳、減排等行動，為減緩與調

適氣候變遷努力。 

 

241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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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 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止，永豐投信與國內被投資公司互動總次數為 684 次，其中 603 次

曾涉及 ESG 議題，互動、議合過程符合本公司盡職治理政策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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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 2021 年 12 月，鎖定全部公募基金與全委資產之持股部位佔發行公司比重前 100 大被投

資公司(統計至 2021 年 11 月底)進行線上問卷調查，問卷回覆統計摘要如下： 

 

⚫ 現行國際間與氣候變遷相關之協定、目標、組織、倡議等之認知：統計認知比例最高者為《聯

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回覆比例皆為 100%，其次則為《百分百再生能

源倡議》回覆比例為 95.4%、《巴黎協定》回覆比例為 90.9%，其他依序為《碳訂價》、《聯

合國責任投資原則》、《赤道原則》、《氣候行動組織》、《科學基礎目標倡》等，回覆比例

較去年度顯著提升。(見圖 1) 

⚫ 揭露溫室氣體排放量：回覆問卷企業統計，有 72.7%已揭露溫室氣體排放量，且經過外部第三

方驗證，相較前一年度大幅提升。 

⚫ 建立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回覆問卷企業統計，有 59%已建立溫室氣體減量目標，22.7%建立溫

室氣體減量目標，並以科學為基礎的減量目標(SBTI)，未來規劃導入(18.1%)，未來企業可望全

面導入溫室氣體減量目標作為。 

⚫ 已執行或響應的減緩氣候變遷承諾：回覆問卷企業統計，已執行或響之承諾比例最高前兩項為，

導入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CFD)(86.3%)，相較前一年度比例大幅提升；導入 IS6O 認證(14064-

1 溫室氣體盤查標準及 50001 能源管理)(72.7%)，及落實永續供應鏈管理(59%)。 

⚫ 已投入成本在減緩與調適氣候變遷之具體作為：回覆問卷企業統計，已投入成本之重點面向比

例最高前三項為，投入在低碳/減排/節能相關事項(如：建築、辦公場域設備等)(95.4%)；投入

在循環回收，減少浪費、廢棄物排放(如：無紙化、水資源等)(81.8%)；投入在改變流程，提升

生產/服務過程中的能源效率(59%)；另外值得留意的是，公司業務政策調整(40.9%)，回覆比例

提升，顯見企業針對業務營運應對的重視度提升。(見圖 2) 

⚫ 影響公司營運最重要的前兩大氣候相關風險(轉型/實體風險)：回覆問卷企業，最重視的兩大風

險為「政策/法規風險」(59.0%)、「客戶營收流失之市場風險」(54.5%)，相較前一年度的問卷

回覆情形，已由政策面影性提升至實體營運影響性。(見圖 3) 

 

圖 1、現行國際間與氣候變遷相關之協定、目標、組織、倡議等之認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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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已投入成本在減緩與調適氣候變遷之具體作為 

 

 

 

圖 3、氣候相關風險影響公司營運最重要面向 

 

 

3. 如何評估與被投資公司互動及議合 

本公司遵循及落實「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承諾，評估與被投資公司互動及議合的重點如下： 

⚫ 對象：投資池內標的公司，及指數編製公司所發佈 ESG 成份標的等。優先關注投資標的是否屬

本公司責任投資管理要點與盡職治理政策內爭議性或敏感性產業，及其相關 ESG 推動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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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針對被投資公司之互動及議合，主要關注基本面財務與營運資訊、研究報告、新聞資訊、

產業發展資訊、發展新技術、氣候變遷影響、環保、工安、員工福利、股東權益、公司治理等

重要議題等。 

⚫ 追蹤及決策：針對 ESG 風險事項，本公司投資單位將會透過關注產業趨勢、公司新聞動態、財

務與營運概況，同時也會適時透過實地拜訪、電話訪問、法說會及股東會參與等方式，來與被

投資公司互動，或藉由其他相關資訊以評估持續追蹤該標的與否，若決定持續追蹤該標的則將

觀察被投資公司之相關 ESG 風險事項的反饋及提升；投資單位評估後亦同時決定將被投資標

的自投資池剔除/減碼/或暫不買進等。 

 

4. 依循盡職治理政策執行企業議合及執行互動內容等 

本公司盡職治理政策有關盡職治理行動包括：(1)持續關注被投資公司；(2)與投資公司經營階層互動、

出席股東會、行使投票權；(3)投資流程持續關注 ESG 議題等，本公司針對所被投資公司，積極落實

相關議合行動。執行概況說明如下： 

(一) 積極掌握投資決策資訊：本公司為確保取得充分資訊，以利投資決策，同時評估與被投資公司

之議合執行之性質、時間與程度，作為投資決策之良好基礎；關注被投資公司之主要項目包括，

企業新聞、每季財報、產業概況、經營策略、環保作為、社會責任、勞工權益及公司治理等議題。 

(二) 議合行動：本公司與被投資公司經常性之議合互動行為，如電話會議、親訪、法說會參與，出

席股東會或重大議題臨時股東會等，同時亦透過出席股東會行使投票權，與經營階層對話溝通，

積極掌握企業經營風險、機會與因應策略等，同時爭取與被投資公司在長期經營價值的正面影響

力。 

(三) ESG 相關評估：本公司與被投資公司議合目的，除彰顯盡職治理精神，同時也積極維護股東權

益，投資標的篩選主要依循本公司「責任投資管理要點」與「投資範圍及投資標的選取準則」，

同時更將 ESG 議題評估納入重要考量，例如：排除爭議性及提高敏感性產業投資前審核流程，

將 ESG 指數成份股及公司治理評鑑前 5%企業納入可投資標的等。 

(四) 盡職作為：持續進行交易前、後執行差異檢討，關注及審視被投資公司是否有違反 ESG 相關議，

每年揭露股東會投票情形等。 

 

5. 議合個案：議合影響力、投資決策因應與後續追蹤 

⚫ 【案例 1】本公司旗下基金原投資台灣一家上市 PCB 及載板大廠持股，該公司連續於 2020 年

9 月、10 月分別發生廠房火災的工安意外，並造成空氣汙染，火災，本公司研究員在參加公司

法說會、座談會及線上會議，針對其連續 2 個月發生火災提出關切與敦促其改善作為。 

✓ 影響力：研究員詢問公司如何避免再度發生火災等工安意外，公司回應，未來將加強使用

防火材質，安裝高科技的煙霧及溫度偵測等，以期在發生大火前就能即時監測、發生時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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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撲滅等，此外，也將加強員工及外包廠商的教育訓練，以降低火災發生率等，以期提高

工安品質等。 

✓ 因應：該公司雖名列「富時台灣 ESG 永續指數」成分股之一，但發生連續工安事件，本公

司基於 ESG 投資理念，遂出清該公司持股。 

✓ 追蹤：該公司於 2021 年 2 月再度發生火災的工安意外，雖目前列入「富時台灣 ESG 永

續指數」成分股之一，但在投資偏好排序上會以同產業其他個股為優先考量，並持續追蹤

其工安預防及因應作為等。 

 

⚫ 【案例 2】本公司旗下基金於 2021 年度原持有上市半導體 KY 股，4 月份美國將中國飛騰等 7

家中國企業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而飛騰為該公司主要客戶，本公司研究員於法說會中，依

ESG 原則敦促該公司揭露是否有其他潛在可能入列之客戶清單，以免公司財務受影響，影響投

資人權益。 

✓ 影響力：經詢問研究員，希望該公司能依 ESG 原則，揭露是否仍有其他可能被認定或即

將列入美國出口管制實體清單之客戶，該公司評估衡量、密切留意客戶端入列美國商務部

清單可能性。 

✓ 因應：雖獲該公司回應，但考量客戶仍有再次列入美商務部清單之可能性，因此旗下基金

出清該檔持股，並亦於股東會投下議案反對票。 

✓ 追蹤：後續未再持有該公司股票，追蹤至 2021 年 11 月底美國商務部宣布新一波貿易黑

名單，該公司證實再度有客戶名列其中，後續將持續關注該公司客戶入列美國實體清單狀

況及其因應作為等。 

 

6. 機構投資人合作行動 

永豐金控長期致力於推動 ESG 及落實盡職治理投資，每年結合內外部資源，舉行 ESG 講座，針對

不同風險議題，邀請產官學專家、金融同業、上市上櫃公司、集團內部同仁等，共同就金融行業高

度相關議題進行研習討論，並分享業界實務做法。 

永豐金控成員永豐銀行更參與 2020 臺灣永續金融論壇並推動「臺灣永續金融推動平台」之成立，

為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臺灣永續金融推動平台」之創始會員，永豐金控與各子公司運用自

身優勢與資源，長期支持政府政策，發展永續金融，藉由永續金融的實踐提升自我競爭優勢，也對

經濟、社會、環境帶來正向貢獻，並且持續釐清現況與辨識金融市場需求，推進永續金融發展，並

拓展各式商機。 

集團旗下永豐金證券長期持續投入 ESG 推廣，2016 年起推動 ESG 投資論壇，協助 ESG 出色的上

市櫃公司彰顯價值，邀請法人客戶等利害關係人參與，共同掌握國際氣候相關議題發展，並瞭解國

內外責任投資趨勢，永豐投信投資研究團隊也積極參與該論壇活動。 

因為集團高度重視 ESG 議題，永豐投信也成為首家運用臺灣指數公司永續指數投資池，發行第一檔

ESG 台股主動型基金的投信公司，並在 2021 年第一季發行 ESG 台股 ETF，成為投信業者第一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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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ESG 主題型基金主、被動產品兼備的投信，希望喚起投資大眾對 ESG 投資議題的重視，進而促

進被投資公司落實環境保護、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達成投資價值的全面提升。 

 

 

全球風險新感知與邁向永續金融 

 

資料來源：2021 年永豐 ESG 講座資料照片 

 

 

五、 利益衝突管理 

本公司為資產管理業者，擔負投資人交付資金投資運用重任，且對於被投資公司也具重大影響性，本公司

建立利益衝突管理制度，以確保本公司負責人、全體員工，皆應基於履行客戶或受益人所交付責任與資金

運用之最大利益執行業務；當有利益衝突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應以客戶之利益為優先考量，對於可能

發生的利益衝突之態樣也予以妥適管理，主要之管理方式包括：教育宣導、交易控管、防火牆、職能區隔、

合理薪酬、反賄賂及彌補措施等。 

本公司重視全體同仁道德操守，落實內部控管，避免公司及員工發生與客戶或受益人間有各種利益衝突態

樣發生，過去一年並無發生重大利益衝突事件。 

2021 年度更在利益衝突管理事項中增修利益衝突管理態樣及管理之具體要求等內容，涵蓋：公司與客戶

間、公司與員工間、員工與客戶間、公司與其他被投資公司間，及公司與關係企業等利益衝突態樣及管理

之具體要求等內容。 

 

 

 

✓ 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止，永豐投信並無發生重大利益衝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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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結語 

永豐投信於資產管理業界長近 25 年時間，近年更將接軌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發揚 ESG 投資精神，

與被投資企業共同導向正向經營與發展為機構投資者重要使命，永豐投信依循永豐金控「以金融成就美

好生活」為願景，擔任永豐金控推動責任投資的前導者，期待透過永續金融的推動與 ESG 投資理念的傳

遞，為客戶、股東、被投資企業等利害關係人，及整體金融市場，共創長期價值與財富永豐的未來。 

 

七、 永豐投信盡職治理投入資源與聯繫資訊 

本公司執行盡職治理投入之資源包括相關人力、系統及國外投資顧問公司，及相關之年度成本分別列示

如下表： 

投入資源 需求內容 執行說明 人力、成本估算 

ESG 資料庫 資料庫系統 Bloomberg 責任投資與

ESG 評分資料庫 

每年成本約 30 萬元 

指數成份股 指數授權 永豐 ESG 系列基金導入

ESG 投資流程 

每年成本約 35 萬元 

被投資公司議合 投資處-股權投資部、

研究部、固定收益部、

資產管理部與新金融

商品部等部門人力 

1. 與被投資公司互動及

議合 

2. 股東會議案評估 

每年人力需求約 40 人天 

股東會投票執行 交易部人力 1. 股東會投票執行 

2. 股東會議案分析整理 

3. 投票紀錄統計與揭露 

每年人力需求約 15 人天 

洗錢防制 基金事務部與法遵處

人力 

洗錢防制資恐及預防等 每年人力需求約 15 人天 

責任投資與盡職治理

教育訓練、改善計畫顧

問合作等 

外部顧問、金控與總經

理辦公室支援人力等 

協助投信與金控完善責任

投資與盡職治理政策落實 

每年成本約 10 萬元 

每年人力需求約 10 人天 

 

 

如您對於本報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訊息諮詢，歡迎洽詢本公司： 

服務內容 聯繫資訊 

履行盡職治理報告書

相關內容 

姓名：黃麗婷 

電話：(02)2361-8110#135 

電子郵件：lytton.huang@sinopac.com  /  sri_sitc@sinopac.com 

被投資公司與其他機

構投資人 

姓名：陳雅雯 

電話：(02)2361-8110#217 

電子郵件：chocolate@sinopac.com 

mailto:lytton.huang@sinopac.com
mailto:chocolate@sinopa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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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及受益人服務 
客服專線： (02)2312-5066 

http://sitc.sinopac.com/newweb/contact/page.do 

永豐投信盡職治理與

責任投資網頁 
https://sitc.sinopac.com/newweb/introduction/cTab20210503095023396000000000000793.html 

 

http://sitc.sinopac.com/newweb/contact/page.do
https://sitc.sinopac.com/newweb/introduction/cTab2021050309502339600000000000079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