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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普巴黎協議及氣候轉型（PACT）指數 

公司背景 

1. 什麼是標普道瓊斯指數？標普道瓊斯指數是重要指數化概念、數據和研究的全球最大供應商，

彙集標普 500 指數®和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等標誌性金融市場指標。投資於以標普指數為本

產品的資產，多於投資於世界上以任何其他供應商所編製指數為本的產品。自查爾斯·道

（Charles Dow）於 1884 年推出首項指數以來，標普道瓊斯指數一直在創新和發展各資產類別

範疇的指數，為投資者創設衡量市場及交易狀況的方式。 

2. 什麼是 Trucost？Trucost（標普全球的一部分）是碳和環境數據與風險分析方面的領導者，

從事與氣候變化、天然資源限制以及較廣泛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因素有關的風險評估。 

標普道瓊斯指數與 Trucost 合作歷史悠久，於 2009 年聯手推出首個標普碳效率指數系列。標

普全球於 2016 年收購 Trucost。 

標普巴黎協議及氣候轉型（PACT）指數 

3. 什麼是標普巴黎協議及氣候轉型（PACT）指數？該等指數旨在衡量相關基準指數中符合相

關條件股本證券的表現，這些股本證券於每次指數重整時挑選及加權，使指數整體與全球氣

候變暖攝氏 1.5 度情景相容並達成指數層面的若干其他氣候主題目標。PA 和 CT 分別代表標

普巴黎協議氣候指數和標普氣候轉型指數。 

4. 為何創建標普 PACT 指數？該等指數旨在納入：（a）金融穩定委員會氣候相關財務資訊披露

工作組（TCFD）1所建議尋求管理轉型風險、實體風險及氣候變化機會的因數；（b）可持續

金融技術專家組（TEG）在其 2019 年 9 月的最終報告2中所建議的歐盟氣候轉型基準（CTB）

和歐盟巴黎協議基準（PAB）最低標準；及（c）前瞻性情景分析。 

請注意，TEG 在最終報告中提出的建議將成為歐洲委員會起草授權法案的依據，因此可能有

所變更。截至本常見問題刊發日期（2020 年 4 月），歐洲委員會尚未發佈最終授權法案。 

 

                                                             
1  （TCFD）。https://ec.europa.eu/info/publications/sustainable-finance-technical-expert-group_en。詳情見問題 15 和 16。 
2 歐盟可持續金融技術專家組。（2019年）。TEG Final Report on Climate Benchmarks and Benchmarks’ ESG Disclosures，載於：

https://ec.europa.eu/info/files/190930-sustainable-finance-teg-final-report-climate-benchmarks-and-disclosures_en。 

https://spdji.com/indices/equity/sp-500
https://spdji.com/indices/equity/dow-jones-industrial-average
https://ec.europa.eu/info/publications/sustainable-finance-technical-expert-group_en
https://ec.europa.eu/info/files/190930-sustainable-finance-teg-final-report-climate-benchmarks-and-disclosures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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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標普 PACT 指數編製方法使用了哪些 ESG 數據集？該指數使用若干氣候、ESG 及業務參與數據

集，如資料 1 所示。 

資料 1：數據集和數據來源 

類別 數據集／模型 數據來源 

指數資格 

Trucost 行業收入數據集 Trucost 

業務參與數據集  Sustainalytics 

UNGC 評分 Arabesque 

成分股權重 

轉型路徑模型  Trucost 

實體風險評分 Trucost 

溫室氣體排放和排放披露數據集 Trucost 

綠色對棕色比例數據集 Trucost 

化石燃料儲備數據集 Trucost 

發電數據集 Trucost 

Trucost 行業收入數據集 Trucost 

科學為本減碳目標數據集 科學為本減碳目標計劃（SBTi） 

標普道瓊斯指數環境評分 標普道瓊斯指數 

資料來源：標普道瓊斯指數有限責任公司、Trucost、Sustainalytics、Arabesque、SBTi。表格僅供說明。 

6. 為何在標普 PACT 指數編製方法中使用這些數據集？該指數編製方法的目的之一是在符合

多個限制的同時，盡量減少成分股指數權重與其基準權重的偏差。這些數據集有助達成該目

的，並有助管理限制，這些限制是根據 TEG 最終報告所載規格和 TCFD 的建議而制定。限

制使用來自資料 1 所示數據來源的數據集界定。 

有 關 指 數 計 算 方 法 的 詳 情 ， 請 參 閱 指 數 編 製 方 法 ， 載 於
https://spdji.com/documents/methodologies/methodology-sp-paris-aligned-climate-transition-pact-i

ndices.pdf。 

7. 該系列包括哪些指數？截至 2020 年 4 月 20 日，我們推出標普 PA 和 CT 歐元區指數，指數

採用標普歐元區大中型股指數為基準。日後，我們將逐步使用涵蓋歐洲、美國及成熟市場的

指數進一步補充該指數系列，並以下列指數作為相應基準： 

 歐洲：標普歐洲大中型股指數 

 美國：標普 500 指數 

 成熟市場：標普成熟市場（韓國除外）大中型股指數 

8. 標普 PACT 指數編製方法如何處理 ESG 爭議？SAM（標普全球的一部分）的《媒體和持份者分

析》會監察 ESG 爭議，當中包括經濟犯罪和貪汙、詐騙、非法商業行為、人權問題、勞資糾紛、

工作場所安全、災難性事故、環境災害等多種問題。 

  

https://spdji.com/documents/methodologies/methodology-sp-paris-aligned-climate-transition-pact-indices.pdf
https://spdji.com/documents/methodologies/methodology-sp-paris-aligned-climate-transition-pact-indices.pdf
https://spdji.com/documents/methodologies/methodology-sp-paris-aligned-climate-transition-pact-indices.pdf
https://spdji.com/indices/equity/sp-eurozone-largemidcap-usd
https://spdji.com/indices/equity/sp-europe-largemidcap-usd
https://spdji.com/indices/equity/sp-developed-bmi-ex-us-korea-largemid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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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委員會審查 SAM 的《媒體和持份者分析》所標示成分股，評估存在爭議的公司活動對指數

組成的潛在影響。若指數委員會決定剔除一間公司，則該公司在自下次重整起計的一整曆年內將

無資格重新納入指數。3 

9. 何時重整指數？指數每季重整一次，在 3 月、6 月、9 月及 12 月最後一個工作日結束後生效。

重整參考日期為上一個月最後一個交易日。 

我們會在重整過程中更新成分股權重。根據參考日期數據計算的權重會按重整生效日期前七

個營業日的收市價在指數中實施。 

10. 指數相對於基準的表現如何？標普道瓊斯指數旗下所有指數的指數表現統計數據均列於指

數單張，載於 https://spdji.com。 

11. 若訂閱標普 PACT 指數，是否也會收到標普 PACT 指數編製方法中使用的相關 ESG 及氣候

數據集？否。要查閱該等數據集，須直接取得對應數據來源的許可。查閱標普道瓊斯指數環

境評分需要另行獲得數據許可。有關詳情，請聯絡您的標普道瓊斯指數客戶代表，或瀏覽

https://spdji.com/contact-us/。 

查閱編製方法中使用的其他數據集須直接獲得各供應商的許可。 

歐盟 TEG 和 TCFD 

12. 什麼是 TEG？TEG 使命為何？歐洲委員會設立可持續金融技術專家組（TEG），以協助制定

綠色金融政策元素。TEG 於 2018 年 7 月開始工作，由來自民間團體、學術界、商界及金融

業的 35 名成員，以及來自歐盟和國際公共機構的其他成員和觀察員組成。4 

13. 什麼是 TEG 的最終報告？TEG 於 2019 年 9 月就基準發表其報告的最終版本。最終報告載列

TEG 就歐盟氣候轉型基準（CTB）和歐盟巴黎協議基準（PAB）兩個新基準分類所建議相關

資產挑選準則、加權方法及確定減碳軌跡的最低標準。如《歐盟條例 2019/2089》所述，最終

報告為歐洲委員會起草授權法案的依據。 

14. 歐盟 CTB 和歐盟 PAB 的目標是什麼？歐盟希望藉創建該等新基準分類實現的主要目標之一，

是幫助資金重新流向較可持續的投資。為實現該目標，歐盟已制定歐盟 CTB 和歐盟 PAB 的

最低標準，旨在： 

 創建一個促進一致性的通用規格框架，使各基準之間較易於比較； 

  

                                                             
3 有關 SAM 的《媒體和持份者分析》方法的詳情，請瀏覽：

https://portal.csa.spglobal.com/survey/documents/MSA_Methodology_Guidebook.pdf。 
4  https://ec.europa.eu/info/publications/sustainable-finance-technical-expert-group_en 

https://spdji.com/
https://spdji.com/contact-us/
https://portal.csa.spglobal.com/survey/documents/MSA_Methodology_Guidebook.pdf
https://ec.europa.eu/info/publications/sustainable-finance-technical-expert-group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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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楚標示該等基準，助投資者較易加以識別、瞭解其目標； 

 加強對編製方法的披露，這將有助資產管理人挑選適合其投資策略的基準；及 

 減少漂綠的風險。 

15. 如何使標普 PACT 指數符合 TEG 最終報告所載建議？該等指數納入哪些其他因數？資料 2

顯示TEG最終報告中概述的歐盟CTB和歐盟PAB規格，以及標普PACT指數如何考慮該等規格。

資料 3 說明於 TEG 最終報告所規定以外，指數為較全面計及氣候風險而納入的因數。 

指數主要在以下方面超越 TEG 所建議規例規定的目標： 

 納入實體風險緩解措施，以符合 TCFD 具財務重要性氣候風險與機會模型； 

 使用科學為本減碳目標計劃所認可轉型路徑方法，根據成分股符合攝氏 1.5 度情景的水

準確定成分股權重； 

 確保通過減少標普 PA 指數的化石燃料儲備足跡盡量減少擱淺資產風險； 

 目標函數使指數能夠以最有效的方式達成目標，從而盡量減少主動權重比例；及 

 所有行業從一開始納入範圍 3 排放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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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2：標普 PACT 指數與 TEG 最終報告所載最低標準相符 

準則 最低標準 標普 PACT 指數 

歐盟 CTB 歐盟 PAB 標普 CT 指數系列 標普 PA 指數系列 

相較於基準減低範圍 1、2

及 3 碳強度的最低目標 -30% -50% -30% -50% 

範圍 3 逐步實行階段 最多四年 從一開始納入範圍 3 排放（上游和下游） 

基線排除項目 
爭議性武器；違反社會規範行為。 爭議性武器； 

違反社會規範行為（界定為煙草和 UNGC 評分低）。 

使用 SAM 的《媒體和持份者分析》監察公眾爭議。 

業務排除項目 

- - 煤（1%+收入）  

- 石油（10%+收入）  

- 天然氣（50%+收入）  

- 業務全程溫室氣體排

放碳強度高於 100 

gCO2e/kWh （ 50%+

收入）的發電商 

 - 煤（1%+收入）  

- 石油（10%+收入）  

- 天然氣（50%+收入）  

- 業務全程溫室氣體排

放碳強度高於100 

gCO2e/kWh（50%+收

入）的發電商。 

業務排除項目使用

Trucost行業數據識別。 

基準按年自行減碳 

每年平均至少 7%，符合或超越 IPCC 攝氏 1.5 度情

景的減碳軌跡（無超出或超出幅度有限）。 
每年平均至少 7%，符合或超越 IPCC 攝氏 1.5 度情景的

減碳軌跡（無超出或超出幅度有限）。 

備註：由於碳強度使用期內平均權重評估，指數使用 5%

的緩衝，以助提升指數可以達到每年至少 7%減碳軌跡的

信心。這旨在使用期內平均權重將加權平均碳強度維持

在低於規定水準。指數使用優化限制以確保達到此目的。 

相較於可投資範疇的最

低綠色部份／棕色部份

比率（自願） 

至少相等 明顯較大 

（因數 4） 
至少相等  

備註：指數使用優化限制以

確保達到此目的。 

明顯較大（因數 4）  

備註：指數使用優化限制

以確保達到此目的。 

成分比例限制  

對甚為受氣候變化問題影響的行業，成分比例至少

相當於股票市場基準值。 

按行業收入數據計，重大影響氣候變化的行業成分比例

至少與基準相同。 

備註：為便於比較，Trucost 行業數據已與 NACE 行業配

對。指數使用優化限制以確保達到此目的，亦即指數於

重整時重大影響氣候的收入比例不少於基礎指數。  

資料來源：標普道瓊斯指數有限責任公司、TEG。表格僅供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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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2：標普 PACT 指數與 TEG 最終報告所載最低標準相符（續） 

準則 最低標準 標普 PACT 指數 

歐盟 CTB 歐盟 PAB 標普 CT 指數系列 標普 PA 指數系列 

企業目標設置  

為避免漂綠，若公司以嚴格條件設置以證據為本的

目標，則考慮增加公司權重（有關條件見第 5.12 節

第 9 條） 

為避免漂綠，若公司以嚴格條件設置以證據為本的目

標，則考慮增加公司權重（有關條件見第 5.12 節第 9 條）。 

Trucost 科學為本減碳目標數據和碳數據用於評估過往

減排、找出任何披露問題。為防止漂綠，指數確定下列

公司符合條件如上增加指數權重：  

- 公司披露排放目標，目標符合攝氏 1.5 度情景。 

- 公司充分披露排放目標，當中包括範圍 1、2 及 3 排放。 

- 公司的排放披露須顯示過去三年的年減碳率達 7%。 

- 假設公司維持現有排放比例，就範圍 1、2 及 3（上游

和下游）排放而言，公司的減碳目標為 7%年減碳率。 

 

符合上述規定的公司於重整時按組別配以超額權重。指

數中所有符合條件的公司總數將比基準高出至少 20%。 

備註：指數使用優化限制以確保達到此目的。 

若連續兩年與軌跡不

符，則取消標示資格  

立即  - - 

資料來源：標普道瓊斯指數有限責任公司、TEG。表格僅供說明。 

資料 3：標普 PACT 指數考慮的額外氣候因數 

因數  標普CT指數系列  標普PA指數系列  備註／說明  

實體風險  指數層面的實體風險評分

不超過基準，且相對基準對

具最高實體風險公司設動

態上限  

實體風險評分相對基準至

少減少10%，且具相對基準

對最高風險公司設動態上

限  

採用Trucost的實體風險數據集。指數添加實體風險減少措

施，以與TCFD模型相符，從而識別具財務重要性的風險。 

轉型路徑模型  成分股權重使用轉型路徑數據，以增加符合攝氏1.5度情景

相容路徑公司的權重。 

採用Trucost的轉型路徑數據集。轉型路徑模型可得出公司

是否符合攝氏1.5度情景的前瞻性觀點。這旨在通過挑選未

來有減碳潛力公司，而非僅逐步限制碳強度，以助指數逐

步減碳。轉型路徑模型和按年7%的限制可能是互補的方

法。 

化石燃料儲備減

少  

化石燃料儲備成分比例並

未超過基準  

化石燃料儲備成分比例相

對基準至少減少80%  

採用Trucost的化石燃料儲備排放數據。擱淺資產是投資者

所面臨的風險。鑒於此，通過減少化石燃料儲備來減少有

擱淺資產公司的比例是減少該風險的方法。 

環境政策  指數層面的標普道瓊斯指

數環境評分至少與基準相

等  

指數層面的標普道瓊斯指

數環境評分至少相當於基

準可能升幅的20%  

以SAM企業可持續發展評估為據的標普道瓊斯指數環境

評分亦用於指數編製方法中。擁有有力環境政策的公司可

能在減碳方面具有優勢。鑒於此，將環境政策數據添加至

指數亦可能有助達致指數目標。 

資料來源：標普道瓊斯指數有限責任公司、TEG。表格僅供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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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什麼是 TCFD 及指數為何採納其建議？金融穩定委員會（FSB）氣候相關財務資訊披露工作

組（TCFD）於 2015 年成立，由金融市場和企業專業人士聯合組成。2017 年 6 月，TCFD 發

佈其最終報告，當中載有自願和一致的氣候相關財務（實體、責任及轉型）風險披露建議，

以供公司在提供資訊予投資者、貸款人、保險公司及其他持份者時使用。 

其工作和建議旨在幫助公司瞭解衡量和應對氣候變化風險所需的金融市場披露，並鼓勵公司

根據投資者的需求作出披露。 

將 TCFD 建議納入指數，可在利用氣候機會的同時，為緩解氣候風險提供較全面的方法。如

此配合 TCFD，可作說明標普 PACT 指數如何超越 TEG 最低規格的示例。 

17. 標普 PACT 指數如何配合 TCFD？標普 PACT 指數致力在減少轉型風險和實體風險的同時，

從氣候機會中受益，以符合氣候相關財務資訊披露工作組的建議（TCFD，2017 年）。與轉型

風險、實體風險及機會有關的特定數據集如資料 3 所示。 

資料 4：標普 PACT 指數與 TCFD 框架相符 

 

資料來源：標普道瓊斯指數有限責任公司。圖表僅供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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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FD 亦建議採用情景分析，情景分析已納入實體風險數據集、轉型路徑方法及科學為本減

碳目標超額權重。 

歐盟 CTB 和歐盟 PAB 最低標準 

18. 歐盟 CTB和歐盟 PAB 的最低標準是什麼？TEG提出，如要將基準標示為歐盟CTB 或歐盟 PAB，

則該等指數須逐步直接和相對其基準達成特定成果，其中包括： 

 指數層面的碳強度相對基準減少（在每次計量期間，CTB 減少 30%、PAB 減少 50%）； 

 指數層面的碳強度每年平均按年減少至少 7%（自行減碳）； 

 根據 TEG 界定的適當門檻篩選從事特定業務活動的公司； 

 將甚為受氣候變化問題影響的行業成分比例最少保持等於基準水準；及 

 （如相關）獎勵在設置以證據為本的氣候目標方面符合 TEG 所界定準則的公司。 

指數如連續兩年不符合此等條件，則將不再獲准標示為歐盟 CTB 或歐盟 PAB。 

19. 指數層面的碳強度如何衡量？指數層面的碳強度按年均成分股指數權重加權平均碳強度計

算，而成分股的碳強度按範圍 1、2 及 3 排放之和除以其企業價值加現金計算（見方程式 1）。 

方程式 1：指數層面的碳強度 

 

其中：  

wi = 指數中公司 i 的權重  

GHG1i = 公司 i 的範圍 1 溫室氣體排放（以 tCO2e 計）  

GHG2i = 公司 i 的範圍 2 溫室氣體排放（以 tCO2e 計）  

GHG3i = 公司 i 的範圍 3（上游和下游）溫室氣體排放（以 tCO2e 計）  

EVICi = 公司 i 的企業價值（包括現金）  

該指標就標普 PACT 指數及其基準而計算，以確定該等指數是否相對基準達到其指數層面的

碳強度和自行減碳規定。該等計算使用 Trucost 提供的溫室氣體排放數據集。 

有關 Trucost 溫室氣體排放數據集的詳情，請聯絡 trucostinfo@spglobal.com。 

 

  

mailto:trucostinfo@sp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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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標普 PACT 指數如何在衡量 7%按年減碳率時就通脹調整碳強度？碳強度分母（EVIC）除以

基準指數自指數推出日期以來的 EVIC 增長，使減碳由碳排放減幅而非 EVIC 升幅主導。 

21. 為何計算指數層面的碳強度時使用 EVIC 而非企業價值（EV）？TEG 手冊5（歐盟可持續金

融技術專家組，2019 年）建議使用 EVIC 而非 EV： 

在2019年9月30日的報告中，6我們使用通用定義，即「企業價值......定義為財政年度末普

通股市值、財政年度末優先股市值與總負債和少數股東權益賬面值之和，減去企業持有的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第41頁）。該定義有賴（其中包括）公司以良好誠信解釋「現金等價

物」此概念。實際上，少數例外情況可能發生，當中金融市場不視公司所報告現金等價物

為真正與現金等價，因而會折算其價值，從而可能形成負企業價值。 

如果基準管理員憂慮該少數現象，則下屬組織會建議於計算企業價值時剔除現金（特別是

現金等價物），因此產生包括現金的企業價值（EVIC）的概念。 

「包括現金的企業價值（EVIC）」定義為財政年度末普通股市值、財政年度末優先股市值

與總負債和少數股東權益賬面值之和。為避免出現負企業價值，當中並無扣除任何現金或

現金等價物。（第 11 頁） 

22. 指數如何確保指數層面的碳強度相對基準減少及自行減碳目標達成？於每次季度重整時，指

數會在編製方法所界定限制的制約下優化。TEG 規定的兩個碳強度減幅目標設有限制，以達

成此等年度目標。 

23. 如 TEG 最終報告所述，有否採用其他機制使投資者更有信心所用平均權重可使減碳目標達成？

有，季度重整可減低權重於重整之中出現偏差的可能性，因此減少指數碳強度大幅波動的機

率。此外，指數採用低於目標軌跡 5%的緩衝。此兩項措施能加強投資者對軌跡線不會斷裂

（按平均權重而言）的信心。 

24. 為何標普 PA 指數與標普 CT 指數的方法不同？標普 PA 指數包含標普 CT 指數的所有元素，

但有較遠大的減碳目標和額外限制，設額外限制和資格規定，包括較大最低碳強度減幅、較

強綠色對棕色比例，以及較多化石燃料業務相關排除項目。此等方法可為在追蹤錯誤限制和

撤資與參與等問題上擁有不同意見的投資者提供選擇。 

  

                                                             
5 歐盟可持續金融技術專家組。（2019:11）。Handbook on Climate Benchmarks and Benchmarks’ ESG Disclosures，載於

https://ec.europa.eu/info/files/192020-sustainable-finance-teg-benchmarks-handbook_en。 
6 歐盟可持續金融技術專家組。（2019 年）。TEG Final Report on Climate Benchmarks and Benchmarks’ ESG Disclosures，載於：

https://ec.europa.eu/info/files/190930-sustainable-finance-teg-final-report-climate-benchmarks-and-disclosures_en。 

https://ec.europa.eu/info/files/192020-sustainable-finance-teg-benchmarks-handbook_en
https://ec.europa.eu/info/files/190930-sustainable-finance-teg-final-report-climate-benchmarks-and-disclosures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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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普 PACT 指數編製方法和特定概念 

指數資格 

25. 哪些排除項目會影響指數？TEG 最終報告規定歐盟 CTB 和歐盟 PAB 設若干基線排除項目，

就 PAB 亦規定額外一套業務排除項目。煙草排除項目亦適用。因此，標普 PACT 指數在採用

建議的排除項目方面符合規定。 

26. 基線排除項目包括哪些？歐盟 CTB 和歐盟 PAB 規定的基線排除項目為爭議性武器和違反社

會規範行為。 

標普 PACT 指數從其合資格範圍內排除直接從事以下業務或持有從事以下業務的其他公司

25%或以上股權的公司： 

 集束武器； 

 地雷（人員殺傷地雷）； 

 生物或化學武器； 

 貧化鈾武器； 

 白磷武器；或 

 核武。 

為符合有關違反社會規範行為的規定，標普 PACT 指數亦按全球規範違反行為從其合資格範

圍內排除下列公司。 

 不妥為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UNGC）原則的公司無資格獲指數挑選。UNGC 評分最低

5%的所有公司均無資格。UNGC 評分的參考日期為 3 月最後一個工作日。  

 該指數亦從其合資格範圍內排除直接從事以下業務或持有從事以下業務的其他公司 25%

或以上股權的公司：  

- 生產煙草；  

- 煙草銷售佔收入的10%以上；或  

- 煙草相關產品及服務佔收入的10%以上。 

煙草是廣泛採用的 ESG 排除項目，普遍適用於其他標普道瓊斯 ESG 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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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適用於標普 PACT 指數的業務排除項目包括哪些？歐盟 PAB 所規定以業務為準的排除項目

與化石燃料開採和發電業務有關。 

 若煤勘察或加工佔公司收入 1%或以上，則公司無資格納入歐盟 PAB。 

 若石油勘察或加工佔公司收入 10%或以上，則公司無資格納入歐盟 PAB。 

 若天然氣勘察或加工佔公司收入 50%或以上，則公司無資格納入歐盟 PAB。 

 若發電佔公司收入 50%或以上，且範圍 1、2 及 3 排放強度超出 100 gCO2e/kWh，則公司

無資格納入歐盟 PAB。 

有 關 指 數 資 格 準 則 的 詳 情 ， 請 參 閱 標 普 PACT 指 數 編 製 方 法 ， 載 於
https://spdji.com/documents/methodologies/methodology-sp-paris-aligned-climate-transition-pact-i

ndices.pdf。 

28. 為何採用優化措施確定成分股權重？於整體指數目標中，標普 PACT 指數旨在達成多項特定

成果。為同時確保達成該等目標，指數採用優化措施，以確保以最有效的方式達成目標。指

數以盡量減少主動風險的方式對合資格成分股配以權重，同時達成與下列各項有關的目標。 

  使用 Trucost 轉型路徑方法  

 相對基準減少指數層面的碳強度  

  7%按年自行減碳率  

  對設科學為本減碳目標的公司配以超額權重（受資格準則規限）  

  公司環境政策  

  指數層面重大影響氣候行業的比例  

  對不充分披露溫室氣體排放的公司設上限  

  減少指數層面的化石燃料儲備  

  減少指數層面的實體風險  

  對具最高實體風險的公司設上限  

  提升綠色對棕色比例 

  確保主動選股多元化  

  保證絕對多元化水準  

  流動性控制  

  最低股票門檻以確保交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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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此等指數限制的具體規定詳情，請參閱標普 PACT 指數編製方法，載於 

https://spdji.com/documents/methodologies/methodology-sp-paris-  

aligned-climate-transition-pact-indices.pdf。 

29. 什麼是 Trucost 轉型路徑方法？Trucost 轉型路徑方法對每間公司分配碳預算，從而使各公司

與攝氏 1.5 度氣候變化情景相容。所有公司的預算匯總即為與攝氏 1.5 度氣候變化情景相容

的預算。此方法納入有關碳排放和公司減碳目標的前瞻預測，並根據碳預算判斷各公司的預

測排放，以評估是否與攝氏 1.5 度氣候變化情景相容。 

Trucost 轉型路徑方法依據兩個模型：行業減碳方法（SDA）（Krabbe 等，2015 年）和每單位

增值溫室氣體排放量（GEVA）方法（Randers，2012 年），兩者均由科學為本減碳目標計劃

（SBTi）（科學為本減碳目標計劃，2019 年）建議作為根據減少氣候變化情景模擬宏觀經濟

轉型的方法。Trucost 轉型路徑方法優先使用 SDA，但在 SDA 不可用時使用適用於其他行業

的 GEVA 方法。 

有關 Trucost 轉型路徑方法數據集的詳情，請聯絡 trucostinfo@spglobal.com。 

30. SDA 和 GEVA 方法有何不同？兩種方法在預算構建方式上有所不同。SDA 按特定行業而制

定，適用於高排放行業，採用依據特定產量指標的碳強度。例如，鋼鐵公司的產量單位為 tCO2

／公噸粗鋼 。投資者可藉此瞭解公司每單位產量的碳效率。至於 GEVA，所有行業使用的產

量單位均為毛利。 

SDA 亦對特定行業設置碳預算，藉對減碳幅度較大的行業設較積極的目標，以允許減碳機會

遠遠較小的若干行業較慢減碳。 

GEVA 方法適用於低排放或多樣化業務活動。許多公司擁有多元化業務活動，其中大多數活

動並無氣候情景中所界定的獨特轉型路徑。 

31. 標普 PACT 指數編製方法中使用的轉型路徑方法如何影響成分股權重？為了設定標普 PACT

指數內公司的碳預算目標，指數採用 Trucost 轉型路徑方法。這些預算兼用歷史數據和前瞻

性預測進行計算。為使指數按前瞻基準與攝氏 1.5 度情景相容，該方法確保在每次季度重整

時，按加權平均基準使指數整體上與預算相符。 

指數內公司的權重設有限制，以確保其共同處於該情景的預期預算範圍內。指數的預算定義

為向前五年及向後六年（包括本年度）期間所有成分股預算的總和（採用 SDA 或 GEVA 模 

  

https://spdji.com/documents/methodologies/methodology-sp-paris-aligned-climate-transition-pact-indices.pdf
https://spdji.com/documents/methodologies/methodology-sp-paris-aligned-climate-transition-pact-indices.pdf
https://spdji.com/documents/methodologies/methodology-sp-paris-aligned-climate-transition-pact-indices.pdf
mailto:trucostinfo@sp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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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計算）。使用前瞻性數據和回顧性數據，可使此方法包含公司過去的排放量證據以及未來

的預期排放量。 

32. 為什麼除了碳強度改善（相對於基準）及指數減碳目標外，標普 PACT 指數還設有碳預算目

標？於標普 PACT 指數編製方法中，除 TEG 最終報告就任何歐盟 CTB 和歐盟 PAB 所定碳強

度改善及減碳目標外，標普 PACT 指數還採用了 TEG 未明確規定的碳預算目標。 

通過採用碳預算目標，除 TEG 設定按年減碳 7%的硬性限制外，指數可按前瞻基準，對與攝

氏 1.5 度氣候變化情景相容軌跡上的公司增加權重。將目標納入編製方法中，指數可增加較

可能減碳公司的權重，從而降低轉型風險，亦或可減低指數換股頻率，進而使指數更有價值。 

33. 什麼是轉型路徑預算調整(TPBA)，以及如何在指數中加以使用？TPBA 是在標普 PACT 指數

編製方法中使用轉型路徑模型得出的輸出指標。通過該指標，可以瞭解公司是高於還是低於

其攝氏 1.5 度相容預算，以及幅度如何。 

34. 什麼是極端值調整，以及為什麼會在標普 PACT 指數編製方法中對 TPBA 執行極端值調整？

極端值調整用於減少優化過程中異常值的影響，亦即指數不能僅僅因為少數公司極為符合規

定、彌補其他公司的不足而與攝氏 1.5 度情景相符。極端值調整即指數必須增加較多與情景

相符公司的權重，以在指數層面達致符合攝氏 1.5 度的目標。 

35. 什麼是攝氏 1.5度情景，以及為什麼標普 PACT指數編製方法會使用此情景而非 2°C 情景？

攝氏 1.5 度情景是指一種氣候軌跡，軌跡將把全球氣候變暖限制在不超過工業化前水準的攝

氏 1.5 度。根據當前領先的氣候科學研究，這將增加大眾對全球氣候穩定的信心。7標普 PACT

指數採用 Trucost 轉型路徑方法和 7%的按年減碳率，以與攝氏 1.5 度的氣候變化情景相符。 

36. 什麼是實體風險，以及這些風險與投資者的相關性如何？實體風險可分為長期氣候風險或極

端天氣風險。極端天氣風險包括日益嚴重的極端天氣事件（如颶風、洪水、乾旱等）。長期

氣候風險包括降水模式的持續變化、全球氣溫上升和海平面上升。由於運輸問題及供應鏈中

的問題，以及高風險地點的保費增加，長期氣候風險及極端天氣風險均可能導致資產撇賬、

收入減少及成本增加。 

37. 什麼是Trucost的實體風險數據集？氣候變化造成的實體風險可能是極端天氣風險（由洪水、

風暴等事件引致）或長期氣候風險（由氣候模式的長期變化引起），並可能對組織產生財務

影響，如資產損失、運作中斷、供應鏈中斷等。 

  

                                                             
7 Masson-Delmotte, V., Zhai, P., Pörtner, H. O., Roberts, D., Skea, J., Shukla, P. R., ...Waterfield, T.（2018 年）。Global warming of 1.5
°C。IPCC。 



標普巴黎協議及氣候轉型（PACT）指數 

常見問題 

Trucost 的實體風險數據集將公司資產所在地（如辦公室及工廠）載入氣候建模數據集及危害

模型（依據水不足、洪水、熱浪、寒潮、颶風、野火及海平面上升的風險），並根據公司對

各項具體實體風險的敏感度進行調整。每間公司都會根據公司各類資產的風險和敏感度，取

得每個氣候危害指標的經敏感度調整風險評分。每個氣候危害指標的經敏感度調整風險評分

將匯總到每間公司的綜合實體風險評分中，在標普 PACT 指數編製方法中使用（見資料 5）。 

資料 5：Trucost 的實體風險評分方法 

 

資料來源：Trucost。圖表僅供說明。 

 

有關 Trucost 實體風險數據集的詳情，請聯絡 trucostinfo@spglobal.com。 

38. 實體風險與轉型風險有何關聯？實體風險與轉型風險並無固有關聯。Trucost 的實體風險評分

與符合攝氏 1.5 度情景的轉型路徑數據具有 18%的相關性。8因此，較符合攝氏 1.5 度情景的

公司未必具有較低實體風險，並且實體氣候風險並非針對排放表現最差的公司；該等風險乃

依據公司資產所在地點以及公司對特定實體風險的操作敏感度而定。 

39. 為什麼要將實體風險納入標普 PACT 指數編製方法中？為了全面應對氣候風險，轉型風險和

實體風險均須降低。如果轉型風險大為減輕，但全球減碳不足，那麼與目前相比，實體風險

將較頻繁發生且範圍較廣。如未能將實體風險納入氣候戰略，可能會導致某個指數的氣候風

險緩解程度不會超過標準市值指數，甚至可能出現較高的風險。即使全球確實轉變為攝氏 1.5

度情景，實體氣候事件的發生也可能會比目前頻繁。 

  

                                                             
8資料來源：標普道瓊斯指數有限責任公司、Trucost（2020 年）。利用標普歐元區大中型股指數範圍內的數據進行分析。數據截至 2019

年 12 月。 

mailto:trucostinfo@sp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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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CD 的建議書（TCFD，2017 年）同樣採納此理據，概述為何投資者和公司均應考慮氣候

變化的實體風險（見資料 7）。因此，儘管不屬 TEG 最終報告所界定歐盟 CTB 和歐盟 PAB

規格，但指數會考慮成分股的實體風險承擔。 

資料 6：TCFD 的氣候相關風險、機會及財務影響 

 

資料來源：TCFD (2017:8)。圖表僅供說明。 

40. 為什麼指數有兩項與實體風險相關的限制？TCFD 將實體風險分為兩類：極端天氣風險或長

期氣候風險。極端天氣實體風險是指因事件而起的尾部風險。因此，確保實體風險高的公司

在指數中不具有較大權重是緩解氣候變化極端天氣實體風險的適當方法——此問題以動態

上限方法解決。 

長期氣候實體風險是指逐漸形成並持續存在的風險，例如由於海平面上升而面臨的風險。降

低平均權重將減少整體長期氣候風險，因此指數兼用兩項實體風險指數限制。 

41. 什麼是範圍 3 排放，以及為什麼將其分為下游或上游？範圍 1 排放來自公司擁有或控制的直

接排放源。例如，範圍 1 包括貨運公司車隊的內燃機產生的排放。 

範圍 2 排放來自所購電力、蒸汽或公司直接上游業務所產生其他能源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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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3 排放包括與公司業務相關而並非由公司直接擁有或控制的所有其他排放。因此，範圍

3 排放包括公司供應鏈（上游）和公司所擁有或控制業務（下游）的若干間接排放源（舉例

而言，公司產品或服務於使用階段的排放，例如駕駛汽車製造商生產的貨車）。根據該定義，

範圍 3 排放通常佔公司排放足跡中的最大數量。如資料 7 所示，範圍 3 排放分為 15 個不同

的報告類別（溫室氣體核算協議，2013 年）。 

資料7：上游及下游的範圍3排放類別 

上游 下游 

購買的商品及服務 運輸及分銷 

資本貨物 售出產品的加工 

與燃料及能源有關的活動 售出產品的使用 

運輸及分銷 售出產品的報廢處理 

業務產生的廢物 租賃資產 

商務旅行 特許經營 

員工通勤 投資 

租賃資產  

資料來源：標普道瓊斯指數有限責任公司、溫室氣體核算協議。表格僅供說明。 

42. 標普 PACT 指數編製方法如何使用範圍 3 排放？標普 PACT 指數使用範圍 3 排放數據評估相

對於基準的指數層面碳強度，並用於參照達到相關基準標示所需的目標進行自行減碳。 

43. 什麼是Trucost的範圍3數據集？標普PACT指數編製方法使用Trucost的範圍3排放數據集，

其中包括上游及下游排放。上游範圍 3 排放使用 Trucost 的環境擴展輸入-輸出(EEI-O)模型計

算，該模型估算公司業務及供應鏈各層級的公司環境影響。下游排放以公司報告為準，或由

Trucost 建模，或者，若相關的下游範圍 3 類別並非全部披露，則將兩者混合使用。 

所報下游範圍 3 數據使用前須經核實，以公司 CDP 披露資料所述為準。否則，Trucost 將使

用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方法對相關未披露範圍 3 類別排放數據進行建模。 

自上而下的下游範圍 3 排放建模方法使用範圍 3 類別和 GICS 子行業特定的排放強度因數以

及公司的估算收入。自下而上的方法是較複雜的方法，利用生產數據來估算關鍵行業的排放

量。對於石油和天然氣、採煤和汽車（客運）行業，下游運輸及分銷以及售出產品類別的使

用尤其重要，因此 Trucost 在可能的情況下使用以生產為本建模方法來估算相關公司的下游

範圍 3 排放。 

有關 Trucost 範圍 3 排放數據集的詳情，請聯絡 trucostinfo@sp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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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為什麼範圍 3 排放從一開始就納入標普 PACT 指數編製方法中，而不是逐步納入？TEG 的

最終報告規定石油和天然氣以及採礦公司從一開始就使用範圍 3 排放，但建議所有其他行業

在四年期內逐步納入範圍 3 數據。然而，標普 PACT 指數從一開始就在指數設計中就所有行

業同時使用上游及下游範圍 3 排放數據，原因有三。 

1. 考慮到僅使用範圍1和範圍2排放與納入範圍3排放的碳排放行業比率之間有差異：例如，

如資料8所示，僅考慮範圍1和範圍2排放時，能源業的碳排放強度是公用事業的三分之

一，但如果納入範圍3排放，則能源業是排放量最高的行業。亦如TEG最終報告所述，

納入範圍3排放使投資者能較清楚得知公司碳風險。 

資料 8：範圍 1、範圍 2 和範圍 3 排放的行業明細 

 

資料來源：標普道瓊斯指數有限責任公司、Trucost。利用標普歐元區大中型股指數範圍內的數據進行分析。數據截至 2019 年

12 月。圖表僅供說明。 

2. 為便於直接比較不同公司：如果範圍3僅包括某些行業，從氣候角度看，由於選擇性地

納入了範圍3排放，這些行業的表現會看似遠為遜色。 

3. 為確保指數減碳測量範圍於不同時間仍一致：倘部份行業較後納入範圍3排放，則減碳

工作將受影響，而倘範圍3排放數據突然納入，碳強度計算亦須調整。 

45. 什麼是科學為本減碳目標？科學為本減碳目標定義為公司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而採納的目標，

這些目標符合最新氣候科學指引，對於實現《巴黎協議》目標乃屬必要（協議目標為將全球氣候

變暖水準控制在遠低於工業化前水準加攝氏 2 度，並致力將氣候變暖限於攝氏 1.5 度）。9使用科

學為本減碳目標旨在幫助公司外部人員追蹤公司向低碳經濟轉型的進展。 

  

                                                             
9  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what-is-a-science-based-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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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指數如何處理科學為本減碳目標？TEG 最終報告規定，為避免漂綠，倘公司根據嚴格條件設

置以證據為本的目標，則帶標示的指數須考慮增加公司的權重配置。在標普 PACT 指數編製

方法中，遵守特定標準並設定科學為本減碳目標的公司所獲整體權重至少比其在基準指數中

的權重高 20%。 

為遵守這些 TEG 規定及防止漂綠，指數確定下列公司符合條件增加此項指數權重： 

 公司的科學為本減碳目標與攝氏 1.5 度氣候變化情景相符； 

 公司充分披露排放目標，當中包括範圍 1、2 及 3 排放； 

 公司過去三年的過往表現顯示年減碳率達到 7%；及 

 假設公司維持現有排放比例，就範圍 1、2 及 3（上游和下游）排放而言，公司目標為 7%

的年減碳率。 

在每次季度重整時，符合這些標準的公司整體將配以超額權重。對每間公司目標的評估均依

據公司披露的科學為本減碳目標、Trucost 的溫室氣體排放和排放披露數據集。 

47. 標普 PACT 指數如何把握氣候機會？指數使用綠色對棕色比例指標表示相關的氣候變化機

會。在這種情況下，綠色對棕色比例指標表示來自綠色和棕色發電行業的公司收入比率，如

資料 9 所示。 

資料 9：綠色和棕色發電行業 

綠色發電行業 棕色發電行業 

生物質發電 燃煤發電 

地熱發電 石油發電 

水力發電 天然氣發電 

太陽能發電  

波浪和潮汐發電  

風力發電  

核能發電  

資料來源：標普道瓊斯指數有限責任公司。表格僅供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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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指標使用 Trucost 行業收入數據集中的行業界定。倘公司的綠色對棕色比例較高，則與其

他公司相比，其可再生和低排放能源發電業務對化石燃料發電業務的比例較高。 

標普 CT 指數確保其綠色對棕色比例至少與其各自基準指數中的比例一樣高，而在標普 PA

指數中，綠色對棕色比例至少為其基準指數比例的四倍。比例於每次季度重整時驗證。 

TCFD 的最終報告（TCFD，2017 年）估計，在可預見的未來，向低碳經濟轉型每年需要 1

萬億美元的投資。這可能會產生新的投資機會，而綠色對棕色比例正是為使指數計及這些機

會而設。 

48. 為什麼核能歸類為綠色行業？如 TEG 最終報告所述，IPCC（Masson-Delmotte 等，2018 年）

視核能發電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因此在標普 PACT 指數編製方法中，核能發電定為綠色行

業。 

49. 指數編製方法如何定義重大影響氣候行業？編製方法使用該等行業，目的為何？重大影響氣

候行業是標普 PACT 指數編製方法中的指稱。TEG 的最終報告將重大影響氣候行業定義為向

低碳轉型的關鍵行業。TEG 的最終報告將這些行業定義為 NACE（共 21 個行業之中）的以

下 9 個行業： 

A. 農林和捕漁 

B. 採礦和採石 

C. 製造 

D. 電力、燃氣、蒸汽和空調 

E. 供水、污水、廢物管理和修復活動 

F. 建造 

G. 批發和零售貿易；機動車和摩托車修理 

H. 運輸和儲存…… 

L. 房地產活動 

標普道瓊斯指數在收入層面而非公司層面對行業配置進行分類，以盡量減少無意造成的漂綠，

關於與此有關的更多理據及解釋，請參見此處。標普 PACT 指數來自重大影響氣候行業的收

入（按每一美元投資計）必須至少與基準指數相同。如果指數對碳強度最高的行業配以低額

權重，則 TEG 規定的指數層面碳強度減幅將很容易實現。但是，對於減碳潛力最大的行業，

相關指數不得配以低額權重。 

50. 什麼是 NACE 行業，以及標普 PACT 指數如何加以使用？NACE 行業是歐洲共同體內部使

用的經濟活動分類，該組織規定所有成員國統一使用該分類，並且是歐盟層面的立法主題。
10它們被用來定義經濟中的重大影響氣候及輕微影響氣候行業，重大影響氣候行業的比例至

少保持在歐盟 CTB 和歐盟 PAB 水準。 

  

                                                             
10 Eurostat（2008 年）。NACE Rev.2;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載於

https://ec.europa.eu/eurostat/documents/3859598/5902521/KS-RA-07-015-EN.PDF。 

https://ec.europa.eu/eurostat/documents/3859598/5902521/KS-RA-07-015-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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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E 行業已配對 Trucost 的 464 個收入行業，然後用於標普 PACT 指數編製方法中。11有關

Trucost 行業收入數據集的詳情，請聯絡 trucostinfo@spglobal.com。 

51. NACE行業與Trucost行業之間有什麼區別？NACE行業與Trucost行業均為定義收入流的方

法。Trucost 有 464 個行業，與北美工業分類系統(NAICS)非常相近。NACE 的 21 個行業是首

層亦即最概括的分類級別。最精細的層次含 4 個 NACE 類別，有 615 種不同分類。 

52. 為什麼標普PACT指數使用按收入劃分的行業分類而非公司層面的行業分類？標普PACT指

數通過使用指數層面重大影響氣候收入的百分比，而非分配給重大影響氣候 NACE 行業的公

司指數權重，確保指數中重大影響氣候公司的比例至少與基準相同。此舉乃由於公司可參與

各種不同的業務活動，若使用公司層面的分類系統，將無法顧及此點。同樣，公司可從多個

業務部門獲得收入，如指數編製方法使用 Trucost 行業所示，引申而言，公司可從 TEG 所定

義重大影響氣候及輕微影響氣候行業的業務獲得收入。 

標普 PACT 指數編製方法顧及重大影響氣候行業產生的指數層面收入，並設有確保每一美元

投資的收入至少與基礎指數相同的指數限制，從而能夠以較精密的方法達成 TEG 的規定。

如果僅使用公司層面的行業分類，此目標將無法達成。如採用公司層面的分類而非收入分類，

TEG 所提議重大影響氣候行業框架內的指數設計可能因而無意中造成漂綠，上述方法有助盡

量減少此問題。 

此外，使用 NACE 行業（1 級）分類構建指數，令指數設計與使用較精細的分類相比，在成

分股權重方面有較充足靈活性。 

53. 公司何時視為已披露溫室氣體排放量？當Trucost確定公司在其最大碳排放類別（範圍 1或 2）

中已作全部或部分披露時，會配以已披露溫室氣體排放數據狀態。例如，如果公司的範圍 2

排放按絕對值計較大，則其範圍 2 排放的披露狀態用於定義公司整體的披露狀態。由於充分

遵守範圍 3 披露規則的公司為數不多，範圍 3 目前並未包含在此釐定過程中。 

54. 什麼是標普道瓊斯指數環境評分，以及標普 PACT 指數如何使用這些評分？標普道瓊斯指數

ESG 評分指環境、社會及管治評分，可有效衡量企業的 ESG 風險和表現因數，著重財務重

要性（financial materiality）。標普道瓊斯指數 ESG 評分是繼用以界定道瓊斯可持續發展指數

成分股的 SAM ESG 評分之後，由 SAM 計算的第二套 ESG 評分。 

  

                                                             
11有關重大影響氣候行業的詳情（包括重大或輕微影響氣候行業的 Trucost 收入行業的分類），請參閱 Trucost 「影響氣候行業」

分類。 

https://spdji.com/documents/additional-material/trucost-climate-impact-sectors-classification.pdf
https://spdji.com/documents/additional-material/trucost-climate-impact-sectors-classific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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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普道瓊斯指數ESG評分由改良SAM ESG評分的評分計演算法而成，SAM ESG評分屬SAM

年度企業可持續發展評估（CSA）的結果，該評估為自下而上的研究過程，將相關公司的 ESG

數據匯總為評分水準。評分包含於某個財政年度公司層面的 ESG 總分，由環境（E）、社會

（S）及管治（G）範疇的個別評分組成，其下可用作具體 ESG 訊號的特定行業準則評分平

均有 21 項（見資料 10）。12
  

資料 10：標普道瓊斯指數 ESG 評分的評分點等級 

 

資料來源：SAM。圖表僅供說明。 

標普 PACT 指數使用標普道瓊斯指數環境範疇評分表示公司環境政策質素。標普 CT 指數確

保指數層面加權平均標普道瓊斯指數環境評分至少與其基準指數一樣高，而在標普 PA 指數

中，指數層面加權平均標普道瓊斯指數環境評分至少為指數層面加權平均標普道瓊斯指數環

境評分潛在較基準指數評分改善幅度的 20%。潛在改善幅度是指基準指數的指數層面加權平

均標普道瓊斯指數環境評分與基準指數中所有公司的標普道瓊斯指數環境評分最高者之間

的差異。這是標普 PA 指數在每次季度重整時必定執行的優化限制之一。 

  

                                                             
12一間公司可獲配的準則數量介乎 16 至 27 項，視乎多少項對公司重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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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普道瓊斯指數環境評分介乎 0 至 100，100 代表最佳表現。 

有關標普道瓊斯指數 ESG 或環境評分的詳情，請參閱標普道瓊斯指數 ESG 評分常見問題。 

55. 標普 PACT 指數如何處理化石燃料儲備？此指標考慮與指數成分股所擁有探明(1P)及概算

(2P)化石燃料儲備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其計算方法為年均指數成分股權重和化石燃料儲

備排放強度的加權平均值，其中化石燃料儲備排放強度定義為公司擁有的所有儲備排放量總

和除以其企業價值加上現金（見方程式 2）。 

方程式 2：指數層面化石燃料儲備排放強度 

 

其中： 

wi = 指數中公司i的權重 

Fossil Fuel Reserve Emissionsi = 公司i所擁有化石燃料儲備中的隱含排放量 

EVICi = 公司i的企業價值（包括現金） 

化石燃料儲備的隱含排放量用於對照相同重量的煤、石油和天然氣化石燃料的不同排放強度。

例如，燃燒一公噸煤所產生的排放量與一公噸當量石油的排放量不同（並顧及每種化石燃料

類型通常以不同的單位計量）。 

標普 CT 指數確保指數層面加權平均化石燃料儲備排放比例不超過基準水準，而標普 PA 指

數的化石燃料儲備排放比例較低，最少為基準的 80%。每次季度重整均使用指數優化限制，

以確保中取得這些結果。 

56. 標普 PACT 指數編製方法中的硬性及軟性限制是什麼，以及為何設此區分？用於確保滿足編

製方法所定各種具體指數結果的指數限制分為硬性限制和軟性限制（見資料 12）。倘季度重

整無法辦妥指數優化，軟性指數限制集可以部分放寬，以便於優化目標函數的運算。然而，

硬性限制不得放寬，該等變量為獲得歐盟氣候基準標示所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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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12：硬性和軟性指數限制 

硬性限制 軟性限制 

加權平均碳強度(WACI)目標 加權平均標普道瓊斯指數環境評分 

7%減碳軌跡WACI目標 加權平均實體風險評分 

重大影響氣候行業收入比例 不披露碳資料公司的權重 

合資格科學為本減碳目標公司的權重 多元化絕對最大股份權重 

 多元化相對股份權重 

 流動性最大股份權重 

 化石燃料儲備 

 實體風險最大股份權重 

 綠色對棕色收入比例 

 攝氏1.5度氣候情景轉型路徑預算指數調整 

資料來源：標普道瓊斯指數有限責任公司。表格僅供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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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數據和許可 

57. 可用的指數過往數據有多少？標普歐元區大中型股巴黎協議氣候指數和標普歐元區大中型

股氣候轉型指數於 2020 年 4 月 20 日推出，首個估值日期為 2016 年 12 月 31 日，指數數據

可追溯至該日，而各指數的實際表現數據自推出之日起提供。 

58. 如何查閱標普 PACT 指數的數據？標普 PACT 指數數據每日計算和交付，可在標普道瓊斯指數

的 SPICE® 平臺查閱，或於通過標普道瓊斯指數的企業數據交換（EDX）平臺提供的安全檔傳輸

協定（SFTP）每日預定動態數據快訊上檢閱。 

59. 什麼是 SPICE 以及如何登入？SPICE 是標普道瓊斯指數的網頁版指數及成分股數據交付平

臺。SPICE 向訂戶提供適時而全面的數據、企業行動提示以及影響指數成分和權重的動向。

訂戶可根據自身的投資準 則自訂和預定報告。有關 SPICE 的詳情，請參閱

https://spdji.com/services/spice/。 

60. 什麼是 SFTP？安全檔傳輸協定（SFTP）是在安全外殼（SSH）數據流上傳輸數據檔的安全

方法。SFTP 是安全版的檔傳輸協定（FTP），屬 SSH 協定的一部分。該詞又稱為 SSH FTP。 

61. 使用指數及其數據是否需要獲得標普道瓊斯指數許可？是，查閱、接收、使用或發佈所有指

數數據或任何相關資料，均須與標普道瓊斯指數簽訂訂閱或許可協議。 

62. 使用與金融產品相關的指數是否需要獲得標普道瓊斯指數許可？是，就金融產品或交易使用

指數須與標普道瓊斯指數簽訂許可協議。 

63. 如何查找這些指數的成分股？有關指數成分股的資料，請聯絡您的標普道瓊斯指數客戶代表

或瀏覽 https://spdji.com/contact-us/。 

64. 何處可以找到有關這些指數的詳情？標普歐元區大中型股巴黎協議氣候指數和標普歐元區

大中型股氣候轉型指數是指數系列中的兩項指數，屬標普道瓊斯指數的氣候指數範圍內。有

關詳情，請參閱 https://spdji.com/index-family/esg/climate。 

以下標普 ESG 指數系列所據檔亦可供查閱。 

 標普巴黎協議及氣候轉型指數編製方法 

 Trucost「影響氣候行業」分類 

 標普道瓊斯指數教育：將歐元區巴黎協議氣候指數概念化。 

 Indexology 網誌：歐盟氣候轉型和巴黎協議基準：新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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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exology網誌：一石二鳥：標普巴黎協議氣候指數概念如何達成歐盟所擬氣候基準規

例及TCFD的建議 

 Indexology網誌：標普歐元區巴黎協議氣候指數概念敏感度分析：逐步減碳 

 Indexology網誌：標普歐元區巴黎協議氣候指數概念：實施歐盟所擬氣候基準規例 

 Indexology網誌：標普歐元區巴黎協議氣候指數概念：盡量減少漂綠之法，達致重大影

響氣候行業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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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免責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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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或管理由第三方提供並尋求提供基於任何指數表現之投資回報的任何投資基金或其他投資工具。標普道瓊斯指數概不保證基於指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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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免稅證券對投資組合的影響，以及作出任何相關投資決定的稅務後果。將某隻證券納入指數中，並不表示標普道瓊斯指數建議買賣或持

有該證券，亦不應視為投資意見。  

此等材料乃基於公眾一般可獲得且相信屬可靠來源的資料編製，僅供參考。未經標普道瓊斯指數事先書面許可，概不得以任何手段採用任

何形式修改、反編譯、轉載或分發此等資料所載的任何內容（包括指數資料、評級、信用相關分析和數據、研究、估值、模型、軟件或其

他應用程式或其輸出結果）或其任何組成部分（統稱「有關內容」），亦不得將有關內容存儲在資料庫或檢索系統中。有關內容概不得用

於任何非法或未經授權的用途。標普道瓊斯指數及其第三方數據供應商與授權人（統稱「標普道瓊斯指數各方」）並不保證有關內容的準

確性、完整性、適時性或可用性。標普道瓊斯指數各方概不對因使用有關內容而引致的任何錯誤或遺漏負責，不論原因為何。有關內容乃

「按現狀」基準提供。標普道瓊斯指數各方概不作出任何及所有明示或暗示的保證，包括（但不限於）保證有關內容用於特定目的或用途

的適銷性或合適性、保證不存在安全漏洞、軟件錯誤或缺陷，令有關內容的運行不會中斷或有關內容將與任何軟件或硬件配置一併運行。

標普道瓊斯指數各方在任何情況下概不就使用有關內容而引致的任何直接、間接、附帶、懲戒性、補償性、懲罰性、特殊或相應而生的損

害、成本、開支、法律費用或損失（包括但不限於收入損失或利潤及機會成本損失）向任何人士承擔任何責任，即使在已獲知可能會發生

該等損害的情況下亦然。  

標普全球分開經營其不同分部及業務單位的若干活動，以保持其各自活動的獨立性和客觀性。因此，標普全球的若干分部及業務單位可能

擁有其他業務單位所未掌握的資料。標普全球已制定政策和流程，對所獲取與各項分析流程相關的若干非公開資料加以保密。  

此外，標普道瓊斯指數向眾多機構（包括證券發行人、投資顧問、經紀交易商、投資銀行、其他金融機構及金融中介）提供廣泛服務或提

供與之相關的廣泛服務，因此可能會向該等機構（包括標普道瓊斯指數可能會對其證券或服務作出推薦、評級、納入投資組合模型、評估

或以其他方式介紹的機構）收取費用或其他經濟利益。  

全球行業分類標準（GICS®）由標普和MSCI制定，是標普和MSCI的專有財產和商標。MSCI、標普和參與製作或編撰任何GICS分類的任何其他

方概不對相關標準或分類（或使用相關標準或分類獲得之結果）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證或聲明，所有相關方特此明確聲明，卸棄所有

涉及上述任何標準或分類的獨創性、準確性、完整性、適銷性或用於特定目的合適性方面的保證。在不限制前述任何規定的原則下，M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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