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证阿拉善生态100” 主题指数诞生记

见习记者 张司南

9

月

18

日的第四届 （

2015

）“生态文

明·阿拉善对话”上，由中证指数公司和

阿拉善生态基金会共同发布了 “中证阿

拉善生态

100

”主题指数，同时还举行了

该指数与富国基金、 大成基金的指数基

金授权签约仪式。

中证指数公司发指数产品， 这不算

惹眼的新闻。但阿拉善生态基金会，作为

一家民间

NGO

组织参与并发布这只交

易型指数却吸引了市场极大的关注。

“‘中证阿拉善生态

100

’ 的设立绝对是

一次创新。 而且在世界范围应该也算首

只。”阿拉善生态基金会秘书长李罗娅在

跟记者交流时表示。

从深交所“种树项目”到

成立阿拉善生态基金会

阿拉善盟是中国四大沙尘暴发源

地之一，是对中国北方地区，特别是

对北京首都沙尘暴袭击最为频繁的

地区。

据全国政协委员、 原深圳证券交易

所理事长陈东征介绍， 当年深交所在特

殊的环境下团队有些涣散， 为了打造凝

聚力，所里设立了一个“国情教育”项目，

发动大家到阿拉善来植树。 但后来在阿

拉善盟军分区的坚持、努力下，深交所的

员工主动提出 “阿拉善是深交所员工的

精神家园”。

同时， 又考虑到阿拉善地区生态环

境的治理需要长期、 稳定的支持机制。

于是便在

2011

年，由深交所牵头，中国

证券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深圳证券通

信有限公司、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安信证券、深圳证券交易所行政服务有

限公司联合发起成立了“阿拉善生态基

金会”。

生态指数想法的萌生

从第一天决定探索可持续公益之路

起， 阿拉善生态基金会会长李旦生便带

领部分工作人员，利用三年时间，参加贵

阳生态论坛、库布齐沙漠论坛，拜访亿利

集团、 中国公益研究院、 气候组织等机

构， 试图寻找一种适合基金会的可持续

公益模式。

最后，陈东征提出，作为阿拉善生态

基金会探索可持续的公益之路， 应该是

一条与结合资本市场本身优势相结合的

公益模式。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生态文明

建设放在突出地位， 努力建设美丽中

国。 近年来，环保政策暖风徐徐，“大气

十条”、“水十条” 彰显了新一届政府治

理和改善环境的决心和意志。 《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意见》明确了促进绿色生态等若干能

形成新产业模式的重点领域发展目标

任务。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

相关配套方案完成了中国生态文明建

设的顶层设计。

去年底的阿拉善顾问委员会会议

上，一位成员提出，在国际上有只可持续

发展指数———纳斯达克可持续发展指

数，影响很大。 “为什么我们不能尝试探

索编制中国的生态指数呢？”这一提议当

即获得与会人员的认同。

指数编制的背后

创意是瞬间的灵感， 创意的落地

执行却是不断探索、不断修正的过程。

从今年年初起， 为了开发这只生态指

数，基金会调动各方专家资源，从深交

所综合研究所到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

司、再到中证指数公司，编制方案的设

计经过一轮又一轮修改， 生态指数编

制工作得到多方的鼎力支持。 “为了配

合指数编制工作， 中证指数公司组织

了

12

个博士分头入手开展工作。 ”李

罗娅说。

最终， 编制方案确定从环境治理、

大气治理、污水处理、生态修复等

4

个

方面入手，挑选上述类型主营业务的收

入占公司总收入的

50%

以上或上述业

务的收入和利润均在所有业务中最高，

而且均占到公司总收入和总利润的

30%

以上的上市公司。

“这是目前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治

理方面最直接的上市公司群体。 ”中证

指数公司董事长汤劲松表示。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从历史模拟累

计收益来看， 中证阿拉善生态主题

100

指数收益既优于沪深

300

、上证综

指等宽基指数， 又跑赢同类其他环保

指数。

资本与公益的结合

指数编制完成了， 而另一项重

要的事情又摆在眼前。 是否需要马

上有基金公司跟发基金产品呢？ 由

于当时正处国内股票市场大幅波动

时期， 是否邀请基金公司短期内跟

发指数基金产品， 基金顾委会内部

意见不一。 前上交所理事长耿亮坚

定认为， 指数只有跟发基金产品才

有市场价值，才是一只“活”的指数。 经

过再三研究， 大家还是决定先与基金

公司探讨一下。

于是， 阿拉善生态基金会相关人

员开始与预先选定的基金公司接触。

一轮下来，结果好得有些出乎预料。 几

个基金公司高层都对此事相当积极，

并主动提出将每年管理费收入的

10%

捐献给基金会， 用于阿拉善地区生态

修复。

至此， 真正实现了 “中证阿拉善生态

100

”主题指数社会效益和市场价值相兼顾。

陈东征在此次阿拉善生态对话活动

的演讲中提到， 阿拉善生态基金会发展

的最重要基础、 也是阿拉善生态基金会

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是如何最大限度调

动各方面、各单位、各个阶层积极性参与

阿拉善地区的生态修复工作。

此次“中证阿拉善生态

100

”主题指

数从编制到指数授权， 正是基金会发挥

自身特色，充分调动各方面，实现阿拉善

公益基金会可持续公益的成功实践。

重阳投资总裁王庆：

理性投资实现牛熊穿越

投绿色产业持续分享成长红利

见习记者 张司南

在近期举行的第四届（

2015

）

“生态文明·阿拉善对话”上，重阳投

资总裁王庆表示， 作为国内最大的

私募基金，一直非常关注绿色产业。

机构投资者最主要的目的是帮助投

资人挣投资企业的钱， 而不是炒作

的钱。 当前市场有些优质标的已经

回归本质，投资布局时机已到。

重阳投资一直以“价值投资、理

性投资”的理念在业界闻名。 王庆也

将公司能够做大的原因归结于此。

“我们一直始终坚持一个标准， 就是

我们坚持走理性投资，而且是长期投

资。 ”所以重阳投资的投资决策过程

较长，而相应的持股时间也很长。 王

庆认为，一个上市公司它是否有它的

核心竞争力。这个核心竞争力可以表

现在特殊商业模式、特殊的技术等方

面

,

这是重阳投资的选股标准。

当提到为什么重阳投资尤其关

注绿色产业？王庆解释说，因为这个

产业的企业很好地把社会价值和经

济价值做一个结合， 而这种社会价

值的外溢性通过特殊的技术， 转化

为商业价值这种价值是可持续的、

是有成长性的。“这与我们长期以来

的价值投资理念是一致的。 ”

然而，作为一个机构投资者，王庆

清醒地知道， 公司最主要目的还是要

帮投资人赚钱。“一直坚持理性投资和

价值投资， 我们认为我们就承担了相

当的社会责任。”这个社会责任在于什

么？ 在过去

6~12

个月里，中国

A

股市

场经历了风风雨雨。 王庆不断地告诫

自己的团队， 我们投资赚钱一定要赚

投企业的钱，而不是炒作的钱。 “所以

在我们投资过程中， 根据基本面的研

究，我们持股时间很长，换手率很低，

大概只有

3

倍。 ”王庆说，而市场上很

疯狂的时候，是每八天换手一次。

中国的股票市场， 无论是牛市还

是熊市最后赚钱的还是少数。 如何成

为少数？ 王庆认为，“那就是在别人疯

狂的时候保持一份冷静。”正是坚持了

这样的一种投资理念， 在股票市场巨

幅振荡过程中我们依然能够保持不错

的业绩，获得大客户的认可。

当前股票市场又到了极端的情

况，大家都很悲观。 王庆表示，这样一

个环境下， 如果相信中国在股票市场

上赚钱是少数的话， 就要变得积极一

点。现在市场正在回归理性，估值降下

来了，杠杆降下来了，从价值投资角度

来讲看到很多优质标的现在可以去进

一步跟踪，甚至布局。 他认为，大家都

很悲观的时候，我们反而不能悲观。

深交所综合研究所所长何杰：

给上市公司

履行社会责任的三点建议

见习记者 张司南

社会责任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ISO26000

说， 是指以透明的、

合乎道德的原则在企业决策过程中

要考虑到对社会对环境的影响。 在

日前举行的第四届“生态文明·阿拉

善对话”上，深交所综合研究所所长

何杰指出，对于上市公司而言，社会

责任的内涵是要实现股东利益、员

工利益、消费者利益、供应商利益、

债权人利益以及社区关系之间的一

个平衡。 企业只有做到这样才能可

持续发展。 他还为上市公司履行社

会责任提出了三点建议。

企业应立足于

自身发展践行社会责任

何杰认为，最能持久、最高层次

的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是立足于企

业自身的业务践行社会责任， 国内

上市公司已经做了很多实践。 比如

万科， 十年来一直在推行绿色建筑

或工业化住宅； 格林美占了全国废

旧电池和废旧家电回收的

10%

，从

里面来提炼出铬和镍一些金属；格

力电器去年又推出 “家用中央空调

6

年保修”的行动，十年前它就开始

做一般空调的保修； 五粮液去年与

新希望合作启动万头奶牛养殖项

目，将生产酒过程中产生的

50

万吨

酒糟制成饲料。

以前，企业只是产品的供应商，

但现在国家政策也要求企业对产品

的全生命周期负责。

2012

年，财政

部、环保部和发改委联合下发了《废

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

例》，对五类家电征收

7~13

元

/

每台

的处理基金

,

并对废弃电器回收处

理企业给予

35~85

元

/

台的补贴。

据介绍， 深交所也做了一些结

合自身资源的社会责任工作。 比如

“创业家训练营”是利用深交所以及

周边的资源来鼓励、 帮助 “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

上市公司需要思考

如何建立新型政商关系

何杰认为， 我国制造业转型升

级与美国的再工业化， 与先进制造业

计划产生了很大冲突。 所以欧美国家

肯定会在非贸易壁垒上对中国企业提

出要求。非贸易壁垒包括两个方面：一

个专业，二个社会责任。

当前， 中国企业出现了一波大的

并购浪潮， 并购项目不光在国内还有

的在国外。中国的央企，特别是采掘业

很早已经走出去了， 但是在这过程中

遇到了很大的障碍， 而且主要是社会

责任方面的。

何杰表示， 对于走出去的企业应

该重视两个方面的社会责任： 一个是

社区关系，第二个是公平运营。 “一个

企业在当地生产和生活肯定会带来污

染和不便，回馈社区是天经地义的，包

括建立相应的员工的志愿者计划来服

务当地社区。 ”

在公平运营方面， 具体来说就是

公司有没有反商业贿赂的议案， 有没

有制定高管的行为指引。 华为公司作

为中国唯一一个全球化公司， 去年移

送检察院已经送了

16

个。 “如果企业

领导注重结果，只注重利润，不注重过

程，不注重是非，就缺乏一种核心的价

值观，企业再大也走不出去，也不受人

尊重。 ”

一个新时代，企业怎么建立新型政

商关系需要认真思考，具有很大挑战。

社会企业的新形态

值得关注

社会企业就是利用商业的手段来

解决社会问题， 以市场加慈善解决社

会问题，这种企业不追求利润最大化，

股东把本收回来以后不要求回报。 国

外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实践， 美国汤

姆公司就搞过一个活动叫 “买一送

一”，消费者买一双鞋然后企业就捐一

双鞋给非洲很多穿不起鞋的人。 美国

运通银行为了修复自由女神像， 刷一

笔信用卡然后就捐款一毛钱。 中国也

有一些社会企业的实践，例如，深圳的

余彭年酒店将所有利润全部用来资助

白内障患者做手术。

何杰认为， 作为上市公司需要进

行一个长远的布局， 设立或者组建一

些新的附属的社会企业。 近期的中国

慈善展正在做一个实践， 进行社会企

业的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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