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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2021 年值得关注的形
势
新任拜登政府、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国为进一步推动
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最新努力、对于如何在新冠疫情后进行重建
的聚焦等因素意味着，2021 将成为 ESG（即环境、社会责任与公
司治理）这一课题的关键年。本文将探索一些值得关注的重要形
势。
美国的政策改革
气候问题如今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重新加
入《巴黎协定》是总统拜登采取的首批行动之一，此外他还承诺：在不迟于
205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并在2035年之前使美国能源业实现无碳化。这些政
策主张可能会促使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方面投入更多精力，并
为美国国内气候项目方面的国际投资创造重大机遇。
拜登政府在气候方面的计划包括（具体实施将部分取决于国会决定）：
• 在（境内及境外）清洁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进行大量投资，并承诺在

四年内投资2万亿美元；以及修改监管框架，促使公用事业使用清洁能源而
非化石燃料。
• 通过翻新建筑物改善商业建筑，改善学校并提高全美家庭的能源效率。
• 计划要求上市公司披露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财务风险和其运营过程中的温室

气体（GHG）排放情况，以确保美国同更多国家的相关制度保持一致；这
些国家已经强制要求或准备强制要求企业进行气候相关财务报告。我们预
计，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将采取措施，以进一步评估与解释政策、执法活
动、指导措施中的气候变化问题。
• 对汽车行业进行重新定位，重点发展清洁能源汽车并加速过渡到电动汽

车。

全新的多边方案?
拜登总统有关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世界卫生组织等全球性倡议/机构的
承诺，标志着美国将更加重视全球合作。他说：“美国将以双边和多边的形式
与其他国家和伙伴开展合作，使世界走上一条可持续的气候发展之路。美国还
将迅速采取行动，在国内外建立相关弹性措施，以抵御已经显现、且按照当前
的趋势会继续加剧的气候变化的影响。”在最近几个月，70 多个国家的领导人
已先后承诺减少排放。欧盟承诺到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中国宣布到 2060 年
实现净零排放。国家主席习近平还表示，中国将在未来十年内将风能和太阳能
发电能力提高三倍。在新冠疫情期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了 8％，但是
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这种状态是否会持续还有待观察。尼日利亚表示本国的
复苏计划包括逐步停止对于化石燃料的补贴，法国和加拿大已将与气候相关的
要求作为取得纾困基金的条件。然而，中国和印度有关新冠疫情的复苏计划仍
包括继续使用燃煤发电。欧盟和美国为制裁高碳进口而制定的有关计划也可能
造成紧张关系，使其与中国之间产生新的贸易摩擦。对气候变化的再度关注将
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企业将面临有关政策实施和披露的问题，并可能面对气
候变化问题外的其他与环境问题相关的新监管规定，例如有关塑料制品和化学
品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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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改变现有规则？
将于11月在格拉斯哥举行的2021年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被美国气候特
使约翰·克里描述为避免环境灾难发生的“最后机会”。随着美国重返《巴黎协
定》，并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政措施，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
大会可能会取得重大进展。美国重新参与国际气候变化有关行动可能会激励各
国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加大国际碳减排和气候相关财政支持的力度，
并可能有助于打破发展碳交易市场机制方面的长期僵局。然而，第26届联合国
气候变化大会是否会成为当代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即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
球经济秩序奠定基础的会议）仍有待观察。至少，更多数量的国家政府将需要
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更严格的减排目标，并计划在2050年之前实现净零排放。
相对富裕的国家还需要履行其承诺，每年至少提供1000亿美元以帮助贫困国家
免受气候变化影响。如何实现向零碳世界的“公正转型”（即在转型中保护最
贫穷的劳动者和社区的权利），以及由谁承担相关成本，将成为关键问题。同
样重要的是，如果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要带来变革，显然需要进一步释
放和动员民间资本。

立法不断加强
在处理跨司法管辖区的ESG问题方面，监管和立法正在不断加强。欧盟率先提
出了强制性环境和人权尽职调查的立法建议。自2021年3月10日起实施的《可
持续财务披露条例》，旨在提高透明度，防止“漂绿”（green washing）。该
条例对资产管理人和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施加了统一的披露义务。与此相关的
是《可持续金融分类条例》，该条例将于2022年1月1日起适用，为欧盟范围内
环境可持续活动提供了“词典式”指引。美国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将加快其法
律和监管的步伐，出台《ESG信息披露简化法案》以及围绕种族平等，反对性
别、身份或性取向歧视的法规。拜登总统还承诺，将根据一项关于保护公众健
康和环境以及恢复科学以应对气候危机的行政命令，推动“清洁能源革命”。
这一革命将“追究污染者的责任，其中包括对有色人种社区和低收入社区造成
过度伤害的污染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强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复原能力；优
先考虑环境正义和创造实现这些目标所必需的、高薪的工会工作。”我们预计，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其他美国监管机构会给予“漂绿”问题更多关注。在成
熟的ESG信息披露制度发展方面，亚太地区（或许澳大利亚除外）通常被认为
要落后于欧盟和美国，该地区的许多公司仍就该制度仅敷衍了事。然而，中国
正进行大胆变革，拟对上市公司实施强制性ESG披露制度。

ESG诉讼的兴起和企业面临的挑战
激进股东以及非政府组织以政府和企业为靶子，愈加频繁地利用诉讼来应对气
候变化和人权保护。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表示，2020年内，气候变化相关
的诉讼案件数量在38个国家几乎翻倍，共计1,550起之多，且增速未有放缓迹
象。法院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责任主体是谁？谁应当就气候变化引起的长远变
化所带来的经济负担承担责任？许多纠纷都源于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投资者，
特别是美国的投资者开始对公司提出索赔，指控他们未就其ESG资质进行准确
陈述，和/或未能管理和披露气候变化和其他ESG风险。这一趋势现已蔓延到欧
洲和亚洲。
除了公司涉及诉讼外，各国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例
如，2020年7月，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受理了一个“世界首例”案件，该案当事
人指控政府没有履行披露气候变化对政府债券价值影响的职责。今年2月，巴
黎一家法院裁定，法国政府未能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也未能履行应对温室气体
排放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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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技术
从比特币的碳足迹，到使用个人数据或人工智能开发产品所引发的文化和道德
问题，对 ESG 的忧虑和挑战无处不在。我们预计科技公司将在 ESG 问题上承
担更大的责任。以隐私权为例——由于用户日渐关注有权访问其个人和敏感数
据的主体，大量用户转向使用加密的信息和视频通话服务。预计今年将看到科
技公司竞相证明自己是最以隐私为中心的平台。多元化和包容性是核心问题，
由黑人、亚裔及其他少数族裔和女性创始人领导的金融科技公司将获得更多投
资。随着对治理的日益重视，金融公司将需要就可能影响消费者或整个社会的
技术的开发、实施和使用制定成文的程序。以人工智能为例，这可能包括道德
框架、人工智能批准流程的说明和责任分配。“科技向善”（Tech For Good）
运动将科技视为解决一些社会最重大问题的办法，这一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同
时也提供了大量机会；包括旨在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的辅助技术（Assistance
Technology），以及远程医疗和医疗技术 （Telemedicine and Medtech），其
通过远程对病人进行监护、或者向远离医院的居民提供医疗服务的方式，改善
相关人群获得医疗保健的途径。

社会责任风险成为董事会议题
社会责任风险（“环境、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中的“社会责任”）正迅速成
为董事会的核心议题。该议题包括：商业和人权、腐败、供应链管理和透明度、
消费者保护、对当地沟通的投资、以及劳工和就业问题（如多样性和包容性、
工作条件和童工法）。在新冠疫情后，对这些领域的关注度可能会继续增加。
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一种战略转向，即在多样性和包容性等问题方面，企业已经
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面对。
新冠疫情是变革的催化剂，我们预计将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彻底改变其工作与生
活平衡的方法，或展示其供应链端的人权合规性和可持续性，或将自己定位为
“无伤害”。但这并非没有风险。如果上述目标无法实现，董事会和公司会将
会面临什么？为了避免背负“漂社”（social washing）的指责，他们需要确保
符合严格的监管要求、指标和披露规定，并遵守更温和的文化原则。日益增大
的风险包括：举报人指出公司形象和现实之间的不匹配；歧视索赔，即员工说
ESG 的立场与他们的哲学信仰相悖；如果公司关于可持续性的披露与现实不符，
或如果公司在经营上没有足够的弹性，则会受到监管、投资者或消费者的审查
（可能面临罚款或公开谴责）。

更好地重建
英国、美国、欧盟和越来越多的公司表示，在新冠疫情之后，他们打算更好地
重建，并从这场疫情危机中吸取教训。但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许多企业展现
出了灵活性——例如，欧莱雅（L'Oreal）很早就向中小型供应商支付了费用，
以帮助他们渡过危机，时尚品牌巴伯尔（Barbour）重新调整了生产线的用途，
免费为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生产个人防护用品。但也有其他公司被指责不考
虑员工的健康和安全，保持仓库和商店的开放。我们预计企业文化将发生转变，
以解决就业雇佣、员工心理健康、多样性和包容性等问题。公司可能会在信息
披露和市场定位方面有所改进，以提高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和投资潜力。
重建的需求与对可再生能源和其他创新能源技术发展的重新关注相契合。其中
包括在欧洲和亚太地区正在快速发展的氢气工业。氢气具有巨大的广泛应用潜
力，包括灵活的发电和储存、重型运输、加热和应用于某些工业。然而，在政
策和技术的不确定性、正确的监管机制、价值链的复杂性、基础设施的需求和
公众的接受程度等方面，氢气工业仍需克服重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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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绿色建筑和绿色生活的关注度可能会提高。例如，英国计划大幅提高
商业建筑所有者出租商业建筑所必须达到的最低能效标准。这很可能促使房地
产所有者启动重大翻新计划。欧盟还提出了一个“革新浪潮”，以提高建筑的
能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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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有关中国的内容系基于我们作为国际法律顾问就客户在中
国的经营活动中代表客户的经验，不应视为就中国法律的适用
的法律意见。与所有在中国设有办公室的国际律师事务所相
同，尽管我们可以提供有关中国法律环境影响的信息，但我们
不能从事中国法律事务。本所具有中国法律职业资格证的雇员
现在不能作为中国律师执业。高伟绅律师事务所为本文的版权
所有人，其中所提供的信息仅供本所客户读用。如需转载，请
注明本文为本所的著作。本文仅供一般参考，其内容不一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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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本所概不负责。如欲进一步了解有关课题，欢迎联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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