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稿 

MSCI 呼吁资本引领净零排放变革 
 

北京/上海，2021年4月 22日 – 全球领先的投资决策支持工具与服务提供商MSCI（纽约证券交易所：

MSCI）今日发布报告，表示应对气候变化有赖进行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球经济重建。 

《资本在净零排放变革中的角色》报告阐述了为何资本市场参与者必须成为一股强有力的积极力量，以

尽快推动避免气候灾难所需的系统性转变。MSCI 在此项行动呼吁中明确了企业以及资本所有者和管理

者为实现 2050 年净零排放目标应采取的具体措施。 

MSCI 对其全球可投资市场指数（MSCI ACWI IMI）进行了分析，该指数涵盖 50 个发达和新兴市场中

约 9,000 家市值共计 70 万亿美元1的上市公司。分析显示，这些公司每年排放约 112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CO2e）2。MSCI 的模型表明，在不改变当前做法的情况下，到 2050 年，这些公司每年排放可能高达

168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3，使地球温度在本世纪末前上升 3.5˚C4。该走势凸显全球实现净零排放所面临的

巨大挑战，因此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有鉴于此，MSCI 呼吁： 

• 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养老基金、捐赠基金、保险公司和个人在内的资产所有者将资本重新配置到

碳排放强度较低的投资，并将资本投向绿色解决方案以向可接受的暖化情景看齐；制定年度脱碳

投资组合目标，使全球总排放量年同比减少 10%；向零碳政策基准过渡，助力投资组合转向净

零排放 

• 资产管理人应利用投票权并与管理公司直接沟通，敦促公司订立净零目标；增强专业知识以支持

资产所有者为清洁能源技术企业提供资金；根据气候相关财务揭露工作小组（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拟定的指引设计风险管理方案和披露程序 

• 各大银行应向专门开发清洁能源技术的企业提供资金，进一步推动将资本条款与净零目标联系起

来的公司贷款、公司债务证券和股票发行的发展 

• 企业应制定目标力争在 2050 年以前达成净零排放，阐明具体可行的策略方案，并在披露有关数

据和措施时纳入最佳实践 

 

 

1 基于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MSCI ACWI IMI 指数中所有成份股的自由流通调整市值总和。 
2 基于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MSCI ACWI IMI 指数成份股在范畴 1 的排放总量而计算，参照公开报告的数据，无报告数据则采用 MSCI 碳估

算方法测算而得。 
3 预测基于 MSCI ACWI IMI 指数中成份股在范围 1 的排放总量，并考虑企业公开宣布的碳减排目标。预测时采用 1.4％的年排放增长率，该数

字为 2010 年至 2019 年期间全球平均年排放增长率。请参阅：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 2020 年 12 月 9 日发布的《2020 年排放差距报告》。 
4 与工业化前的温度相比，根据 MSCI 全球变暖潜力模型估算，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正如 TCFD 的“前瞻性金融行业指标咨询“所强调

的，金融行业目前正在努力寻求核心参数与隐性升温指标（例如 MSCI 全球变暖潜力模型）方法保持一致。 

https://www.msci.com/our-solutions/esg-investing/role-of-capital-in-net-zero-revolution


 
 

 
 

为履行承诺为低碳转型进度提供透明的评估，MSCI将于每季度发布《MSCI全球可投资市场指数净零追

踪报告》，展示 MSCI 全球可投资市场指数总体温度向 1.5˚C 看齐的轨迹。报告亦会重点介绍在实现碳

中和目标方面取得最大进展及最为落后的全球公司和行业，通过与市场参与者密切合作，MSCI 将会不

断提升及完善该报告。 

MSCI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Henry Fernandez 表示：”按照目前的发展轨迹，MSCI 全球可投资市场

指数在 2020 年到 2050 年之间的绿色转型变化将不会太明显，预估约 80％公司的排放将超过控温低于

2.0˚C 的排放预算，这不利于达成净零排放目标。资本市场是在所有参与者的共同努力下推动净零排放

过程的关键力量，其中资产所有者需对资本进行再分配，资产管理者和银行需把资金转移到更绿色的投

资和创新项目，而企业则需作出相关承诺。" 

他补充道：”MSCI 全球可投资市场指数这类全球指数可以作为衡量世界各地企业减碳轨迹的指标。作

为客观及透明的进度衡量标准，我们可帮助推动问责制、反映全球最大投资者的意见，并发掘在作出系

统性转变以推动净零排放方面取得进展的公司。” 

MSCI作为一家致力于在 2040年前在其全球业务中实现净零排放目标的公司，其转型战略着重于通过减

碳倡议减少排放，并与供应商合作，实现共同的净零排放目标。有关 MSCI 净零排放承诺的更多信息，

请点击此处。 

-完- 

关于MSCI 

MSCI是全球领先的投资决策支持工具和服务供应商。我们在研究、资料和技术方面拥有超过 50年的专

业知识，致力帮助客户理解及分析风险和回报的关键驱动因素，建立更有效的投资组合，从而实现更好

的投资决策。我们开发了行业领先的研究增强型解决方案，让客户洞悉并提高投资过程的透明度。如欲

了解更多信息，请浏览 www.msci.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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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ress release contains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e Private Securities Litigation Reform Act of 1995.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relate to 
future events or performance and involve risks that may cause actual results or performance differ materially and you should not place undue reliance on them. Risks that 
could affect results or performance are in MSCI’s Annual Report on Form 10-K for the most recent fiscal year ended on December 31 that is filed with the SEC. MSCI does not 
undertake to update any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No information herein constitutes investment advice or should be relied on as such. MSCI grants no right or license to 
use its products or services without an appropriate license. MSCI MAKES NO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OR OTHERWISE WITH RESPECT TO THE INFORMATION HEREIN AND DISCLAIMS ALL LIABILITY TO THE MAXIMUM EXTENT PERMITTED BY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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