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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在中

国的发展方兴未艾， 投资领域对此进行

了诸多积极的探索。 在近日举行的第15

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年会的中国ESG

发展论坛上， 景顺长城基金副总经理黎

海威对量化投资与ESG的结合分享了自

己的实践经验。

黎海威表示，ESG是一种关注环境、

社会、 公司治理绩效而非仅仅财务绩效

的价值理念、投资策略和评价工具。在新

冠疫情的影响下，ESG投资在全球出现

史无前例的增长。 截至2021年3月31日，

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协议签署主体

已超过3800家， 总资产管理规模达到

121.3万亿美元。 ESG投资是大势所趋，资

产管理机构未来的投资将越来越多地受

ESG策略驱动或影响，ESG在全球投资前

景十分广阔， 量化投资领域也将顺应趋

势与ESG进行越来越紧密的结合。

量化投资在ESG领域具有独特的优

势， 主要表现在ESG大数据的整合需要

量化框架和能力。 黎海威指出，ESG的

数据源非常繁杂，上市公司、政府监

管部门、新闻舆情、非政府组织及行

业协会等等多数据来源，具有覆盖度

低、碎片化、非结构化、行业特征明显

等特点，需要借助量化的方法和大数

据整合能力进行数据处理，为下一步

的风控和投资提供坚实的基础。 在黎

海威的实践中， 对ESG数据的处理有

三个要点，首先是借助大数据技术及自

然语言处理方法生成高质量底层数据。

其次，不光是处理数据，还要加入自己的

理解，比如对本土化的理解，包括对负面

清单、 行业和数据结构进行本土化的处

理， 即基于对行业和数据的理解构建本

土化ESG评级体系。 最后，有一套比较成

熟的因子投资的框架和经验挖掘ESG中

的超额收益。

黎海威表示，ESG的信息或者作为

一类因子来用， 比较大的好处是与传统

的投资风格相关性低。 这可能是因为

ESG投资关注角度与传统投资有较大差

异， 如传统投资者关注投资后得到的现

金流， 而ESG关注企业的社会贡献与内

部成本外部化的行为； 传统投资者的视

角偏短期，而ESG对企业的影响偏长期。

同时，ESG关注的信息难以获取，或者为

投资者所忽视。 因此，ESG因子与传统常

见因子相关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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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银保监局：

上半年投向实体经济贷款增7865亿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昨日，

广东银行同业公会召开广东银行业

2021年二季度新闻通气会，广东银保监

局统信处副处长张莉介绍了广东银行

业2021年上半年运行情况及监管工作

成效。

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持续提升

张莉介绍，今年上半年辖区银行业

保持了平稳运行的良好态势，资产及主

要业务稳健增长。 6月末，全省银行业金

融机构总资产31.3万亿元， 各项贷款余

额21.0万亿元，总负债30.3万亿元，各项

存款余额24.2万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

10.8%、14.6%、10.8%、10.0%。 6月末，辖内

（不含深圳，下同）

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

产、各项贷款余额、各项存款余额分别

为20.3万亿元、13.5万亿元、16.4万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9.7%、15.7%、9.7%。

张莉表示，上半年，辖内银行业金

融机构投向实体经济的贷款增加7865.6

亿元，新增债券投资1101亿元。 普惠型

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速超过35%， 科学

研究服务业贷款、信息技术服务业贷款

分别同比增长32.4%和29.3%， 主要商业

银行绿色信贷同比增速约38%。 风险防

控能力进一步增强。 6月末，辖内银行业

不良贷款率0.94%，较年初下降0.08个百

分点。 房地产贷款增速继续低于全部各

项贷款增速。 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拨备

覆盖率222.3%， 较年初上升14.1个百分

点。

高管和机构备案最短5分钟

会上，广东银保监局还介绍了辖区

银行业监管与改革发展情况。 巩固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成果，落实金融暖企纾

困政策方面，累计为超22万户企业的约

4633亿元贷款本息实施延期，免收中小

外贸企业贷款利息约1294万元；累计使

用防疫专项再贷款资金支持外贸企业

的优惠贷款余额合计21.8亿元。

重点民生金融领域发展取得新突

破。 政策性银行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规

模超300亿元； 大型银行养老金融特色

网点和“敬老金融服务示范点”超50家；

政策性银行助学贷款覆盖全省129个县

区和135所高校，惠及困难学生102万人

次。 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体制机

制。 推动成立全省首个银行业保险业消

费者权益保护中心———广东正和银行

业保险业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累计转

办消费投诉2100件，促成和解586件，结

案金额近9700万元。

广东银保监局持续推进粤港澳大

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 政策性银行、

大型银行为大湾区基础设施建设互联

互通项目提供授信总额近1.4万亿元；大

型银行累计为超过4600家企业开立FT

账户(

自由贸易账户

)等。 同时，为深化

“放管服” 改革， 运用区块链技术建设

“广东银保监局准入备案管理系统

（湾

区试用版）

”，大湾区辖内银行业保险业

高管和机构备案最短时间只需5分钟，

目前已处理约1300件机构及高管备案。

该局还率先探索建立省级派出机构省

会城市监管机制。 成立广州地区银行业

保险业监管委员会，着力打造“广州监

管示范区”。

LPR连续15个月保持不变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日前，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2021年7月20日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为：1年期LPR为3.85%，5年期

以上LPR为4.65%。至此，LPR已经连续15

个月保持不变。

此前市场部分观点认为本期LPR将

下调， 原因在于此前央行降准释放长期

资金，降低了银行的负债成本，政策意图

是引导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降。 但另一

部分观点认为本期LPR将继续保持不

变， 原因在于从目前流动性改善情况来

看，尚不足以带动LPR下调。

对此，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

彬表示，LPR以MLF

（中期借贷便利）

利

率加点的形式形成，MLF利率是LPR的

“锚”，对LPR起到重要的决定作用。 基于

历史经验，7月15日，央行缩量续作MLF，

但并未下调MLF利率， 预示着本月LPR

大概率保持不变。

“LPR的保持不变，与为实体经济降

成本并不背离。 据央行介绍， 今年上半

年，企业贷款利率为4.63%，同比下降0.16

个百分点； 小微企业新发贷款合同利率

5.18%，分别比上年同期和2019年同期低

0.3个和1.06个百分点； 制造业贷款合同

利率4.13%，比上年同期低0.25个百分点。

这说明即使在LPR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金

融仍通过结构性政策，持续加大力度为实体

经济降成本。 目前降准已经落地，减费等措

施也在持续实施中，未来央行将继续保持流

动性合理充裕，这些政策将继续促进中小微

企业的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温彬说道。

景顺长城黎海威：

量化投资在ESG领域大有可为

工银瑞信国证新能源车电池

ETF已于7月19日起发售，助力投

资者一键购买沪深两市新能源电

池龙头公司股票， 分享动力电池

产业发展红利。 据了解，该ETF拟

由工银瑞信基金指数投资中心研

究负责人刘伟琳执掌，她具有6年

投资管理经验，ETF管理经验丰

富，目前担任工银沪深300ETF及

其联接、工银湾创ETF及其联接、

工银中证500ETF及其联接等多

只指数产品的基金经理。

公开资料显示， 该ETF密切

追踪国证新能源车电池指数，该

指数从沪深两市中选取50只流动

性较好、市值较大、主营业务与新

能源车电池产业密切关联的上市

公司股票作为指数样本股， 综合

反映新能源电池产业上市公司股

票的整体表现。 从指数的成分股

来看， 主要分布于动力电池的制

造业及其上中下游产业链， 集中

度较高。主要成分股有比亚迪、宁

德时代、赣锋锂业、天齐锂业等企

业， 覆盖了新能源车、 新能源电

池、 新能源材料等各个新能源细

分领域的龙头企业。 Wind数据显

示，截至今年7月16日，该指数市

值总和超4万亿元，近十年涨幅达

427.22%，大幅跑赢新能源车指数

和沪深300、中证500、上证指数等

市场主流宽基指数， 展现出较强

的超额回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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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瑞信国证

新能源电池

ETF

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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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投向实体经济的贷款增加

7865.6

亿元，新增债

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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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末，辖内银行业不良贷款率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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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辖内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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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年初上升

14.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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