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 MSCI ESG 固定收益指数发布

2022 年 8 月 23 日

彭博 MSCI 亚洲（除日本）绿色美元债券指数
彭博 MSCI 亚洲（除日本）绿色美元债券指数衡量亚洲（除日本）发行人发行的、用于直接产生环境效益项目的美元计价债券。我们基于
独立的研究方法来评估符合指数要求的绿色债券，确保其遵守既定的绿色债券原则，并按照资金的环境用途对债券分类。该指数创建于
2022 年 6 月，历史数据回溯至 2017 年 8 月 1 日。

纳入规则：固定收益标准
分类

纳入公司债券、政府相关债券和证券化债券。

合格货币

美元

国家/地区

孟加拉国、中国内地、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蒙古、巴基斯坦、菲律宾、韩国、新加坡、
斯里兰卡、台湾、泰国、越南

质量

证券评级中值必须达到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三者给出的投资级评级（Baa3/BBB-/BBB-或更高）；只有两
家机构的评级可用时，取较低评级；只有一家机构的评级可用时，则使用该机构评级。没有明确债券级别
评级可用时，也可利用其他来源给出的证券信用质量来为证券分类：
• 即使债券级别评级可用，本币国债和硬通货主权债发行分类同样采用评级机构为所有未偿还债券提供的
发行人级别的本币和硬通货债务评级中值。
• 可能会采用发行时的预期评级，目的在于确保指数及时纳入，或对评级分裂的发行人进行适当分类。
• 对于无评级证券，可使用发行人评级（若有）作为指数分类用途。如次级发行人评级可用，则无评级的
次级证券也包括在内。

未偿还流通量

债券层面不少于 3 亿美元

息票

● 固定利率。
● 固定利率转浮动利率的可赎回债券仅在固定利率期内符合条件。
● 对于票息递增的债券，如果票息按照预定时间表变化，则符合条件。

到期期限

● 与其他的彭博综合债券指数不同，全球绿色债券指数没有最短一年的剩余期限要求，而是将债券持有至
到期。指数纳入绿色债券至到期，是为了适应市场惯例，不强制进行不必要的换手。
● 对于从固定利率转换为浮动利率的债券，包括从固定利率转换为浮动利率的永续债，在转换为浮动利率
之前剔除出指数。不纳入固定利率永续债。

税务考量

● 只有完全应税的债券才可被纳入。
● 剔除符合股息收入扣减（DRD）和合格股息收入（QDI）条件的债券。

发行市场

在全球和区域市场公开发行的债券。

债券优先级

纳入优先债和次级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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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不包括

● 固定利率子弹券、可回售债券、可下沉/摊销债
券和可赎回债券

● 或有资本证券，包括明确写有资本充足率/清偿
能力/资产负债表触发条件的传统应急可转债和
应急可减记债

● 初始发行的零息票债券
● 通过承销中期债券(MTN)项目发行的债券
● 增强设备信托债券(EETC)
● 存单
● 固定利率和固定利率转浮动利率（包括固定利率
转可变利率）资本证券
● 贷款参与票据
● 马来西亚政府伊斯兰债券（截至 2015 年 4 月 1
日）

● 具备股票类型特征的债券（如权证、可转换债
券、优先股、符合 DRD/QDI 条件的债券）
● 通胀挂钩债券，浮动利率债券
● 固定利率永续债
● 免税地方债
● 非公开发行、零售债券
● 面值为 25 美元/50 美元的债券
● 结构性票据、过手凭证
● 宝岛债（截至 2017 年 4 月 1 日）
● 流动性差、缺乏可靠定价的债券

纳入规则：绿色债券资格和分类
概览

● 绿色债券是一种固定收益证券，发行所得正式专用于促进气候或其他环境可持续性目标的项目或活动。
● 对于彭博 MSCI 全球绿色债券指数而言，MSCI ESG 研究依据四大维度对证券进行独立评估，以确定它
们是否应被归为绿色债券。这些筛选条件为绿色债券原则阐述的主题，并要求对债券的以下事项作出承
诺：
○

说明所得资金用途；

○

绿色项目评估筛选流程；

○

所得资金管理流程；

○

承诺持续报告所得资金使用的环境绩效。

● 债券无论是否自称为绿色债券，均将根据这些标准进行评估，并决定是否纳入指数。只要项目属于
MSCI ESG 研究的绿色债券类别，并且所得资金用途足够透明，那么债券将被考虑纳入指数，即使没有
明确标称为绿色债券也可纳入。
● 在 2014 年绿色债券原则 GBP 发布后，债券必须满足全部四项标准。2014 年前发行的绿色债券不纳入指
数。
说明所得资金用途

● 如果所得资金用途属于 MSCI ESG 研究六个环境大类（替代能源、能效、污染防控、可持续水资源、
绿色建筑和气候适应）的至少一类，则认为资金用途和项目债券符合纳入条件。在项目类别不完全重叠
的情况下，如果预计至少 90%的所得资金用于符合条件的类别，那么 MSCI ESG 研究认为债券符合纳
入条件。
● 在 2019 年 12 月 1 日之前，如果发行人被认为是单一业务结构实体，那么其发行的一般用途债券可被视
为符合纳入条件。单一业务结构发行人的定义是，90%以上的活动（以营收计）属于一个或以上符合条
件环境类别的法律实体，除发行所得明确用于为另一家公司的业务提供资金（例如，向非单一业务结构
公司支付股息）外。2019 年 12 月 1 日后，单一业务结构发行人发行的一般用途债券必须满足彭博
MSCI 绿色债券指数的全部四项原则，方能被纳入指数。2019 年 12 月 1 日之前单一业务结构发行人发
行的、被纳入指数的一般用途债券获得豁免，仍保留在指数中。
● MSCI ESG 研究确定的六个环境大类如下。
○

替代能源

○

能源效率

○

污染防控

彭博 MSCI 亚洲（除日本）绿色美元债券指数

2

彭博 MSCI ESG 固定收益指数发布

2022 年 8 月 23 日

○

可持续水资源

○

绿色建筑

○

气候适应

● 这些类别并不冲突，一只债券可以属于一个或多个类别。
● 可持续林业/造林等不属于这些类别的环境活动也可纳入，但需经过 MSCI ESG 研究的评估。
绿色项目选择流程

● 如果发行人在债券募资说明书或支持文件（如绿色债券补充说明、网站、投资者汇报）中阐明确定符合
条件项目或投资的具体标准和流程，则认为债券符合条件。
● 项目标准必须概述待融资的具体项目或具体活动类别。符合条件的标准示例包括：“收购 Alta Wind”或
“安装风机；生产光伏电池；恢复市政水利基础设施，减少废水排放”。不符合条件的标准示例包括：缺
乏进一步定义的“绿色举措及其他促进环境可持续性的项目”
● 如果缺乏明确的项目选择流程和标准，第二方意见是不充足的。

所得资金管理

● 债券募集说明书或支持文件（定义见上文）必须披露将净所得资金限定于符合条件用途的正式流程。有
几种符合规定的机制可以限定净所得资金用途：
○

直接追溯符合条件的收入或资产（如绿色证券化债券、绿色项目债券或绿色收入债券）；

○

设立单独的法律实体；

○

设立子资金池，与发行人对符合条件项目的投资活动挂钩；

○

其他可审计的机制，受追踪的所得金额余额定期减少，减少额与同期对符合条件项目的投资额相
符。

● 建议外聘审计机构进行第三方核查，但非必需。
持续报告

● 对于符合指数纳入条件的绿色债券，发行人在发行时必须报告债券发行所得提供融资的项目，或承诺在
一年内进行报告。视具体情况而定，报告义务将持续至债券发行所得已被完全发放，或持续至债券到
期。符合条件的报告必须包含以下一项或多项内容：
○

具体项目/投资清单，包括发放给每个项目的金额；

○

项目/投资按类别汇总，包括发放给各类型项目的金额；

○

定量或定性报告项目池的环境影响（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水消耗、增加单位产出的能效等
等）。

● 在 12 个月的期限后，MSCI ESG 研究额外留出三个月，以便审查发行人的绿色债券报告。这样，在出
现疑问或者问题时，就有时间查找绿色债券报告，并与发行人取得联系。
● 如果发行人未在发行后 15 个月内发布报告，或未在前一次发布发行所得资金使用报告后的 15 个月内发
布报告，则下一份月度绿色债券技术说明会将发行人标为“观察”状态，并提供将债券从指数中剔除的详
细时间和流程。
● 如果发行人未在发行后或者发布最近一份年度报告后的 18 个月内发布报告，其发行的债券将在下一次
指数成分调整时从指数中剔除。此外，这些债券将永远无法纳入指数。

重新调整规则
发行人占比上限方法

在未设上限的彭博 MSCI 亚洲（除日本）绿色美元债券指数中占市场价值超过 10%的发行人，将其市场价
值占比限制在 10%。超过 10%上限的市场价值按比例重新分配给指数中其他所有在指数中占比低于 10%的
发行人发行的债券。重复该步骤，直到没有任何一家发行人超出 10%的上限。例如，如果一个发行人占未
设定上限指数市场价值的 11%，则指数市场价值的 1%按比例重新分配给占比低于 10%上限的所有发行人。
每月指数成分重新调整时，应用 10%的发行人市值占比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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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为每个指数维持两种证券体系，即：“回报”（后推）和“预计”（前推）体系。“回报体系”的构成于每月
月末进行重新调整，确定用于计算下个月的指数回报的债券集合。“预计体系”是每天更新的前瞻性预测，
用于反映跌出和进入指数的发行，并不用于回报计算。在当月最后一个工作日（重新调整日），最新的“预
计体系”构成就会变成下个月的“回报体系”构成。
● MSCI ESG 研究评估确定的绿色债券正式清单于每月 25 日更新。MSCI 对债券的评估必须在评估日期
前完成，这样一只债券才能在下一次指数成分调整中纳入。
● 彭博 MSCI 绿色债券指数在每个月最后一个工作日进行成分调整。直到绿色债券评估日之后，才会将新
发行债券加入“预计体系”。

指数变化

月内的证券参考变化（信用评级变化、板块重新分类、未偿还流通量变化、公司大事和代码变化等）每天
都会在指数的“预计体系”和“回报体系”中有所反映。这些变化可能导致每天都有债券进入或跌出指数的“预
计体系”，但只有在月末指数进行下次重新调整时对“回报体系”构成产生影响。

现金流再投资

月内本息偿付现金流构成每月的指数回报，但不在重新调整日之间按照短期再投资收益率进行再投资。每
次重新调整时，现金都被有效地再投资进入下月的“回报体系”，因此两个月或两个月以上的指数结果反映
的是月度复利。

新发行证券

月末重新调整日当日或之前发行的合格证券（不要求已结算），如果可提供必要的证券参考信息和定价，
则可纳入下月的指数中。

定价和相关事宜
来源与频率

彭博的评估定价服务——彭博估值(BVAL)每天会对所有符合指数条件的债券进行定价。

时间

● 2021 年 1 月 14 日之前，债券的定价时间为下午 3 点（纽约时间）。除另有说明外，提前闭市日期的定
价时间为下午 1 点（纽约时间）。
● 2021 年 1 月 14 日及之后，债券的定价时间为下午 4 点（纽约时间）。除另有说明外，提前闭市日期的
定价时间为下午 2 点（纽约时间）。
● 如果当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是公共假日，则使用前一工作日的价格。

买方或卖方

指数中的债券采用买方定价。新公司债发行进入此指数时的初始价格采用的是卖方价格；第一月过后，采
用买方价格。

结算假设

除 MBS 外所有债券在 T+1 日历日结算。MBS 债券在下月为公共证券协会（PSA）结算进行定价，并折算
至当日结算。月末时，结算日假设在下月的第一个日历日（即使最后一个工作日并非本月的最后一天），
以便计算整月的应计利息。

验证

指数定价团队负责分析每只证券的每天价格变动并识别异常值。如果指数用户对价格水平有质疑，可以向
指数定价团队提出，价格水平会进行审核并按需更新。

货币对冲

对于多币种指数，还发布了不同货币对冲后的回报。外汇对冲方法使用一个月滚动远期合约（每月末重
调），并将指数中以非报告货币计价的各债券按报告货币对冲。月内不会针对指数“回报体系”中的成份证
券价格变动做对冲调整。

日历

亚洲（除日本）绿色美元债券指数是一项全球指数，在所有工作日生成，只有 1 月 1 日除外，因为当日是
各地区日历唯一共同的节假日。本地市场节假日期间，指数会根据前一工作日的价格生成。每天下午 4 点
（伦敦时间）使用 WM 路透社公布的汇率来更新外汇汇率。外汇远期也来自 WM 公司。

彭博 MSCI 亚洲（除日本）绿色美元债券指数

4

彭博 MSCI ESG 固定收益指数发布

2022 年 8 月 23 日

指数数据访问
彭博终端

彭博基准是资本市场投资者的全球标准。
• INDE <GO> - 彭博指数控制面板页面，包括各指数系列主要指数的每日、每月和年迄今指数回报以及
指数出版内容链接。
• IN <GO>– 彭博指数浏览器，显示指数的最新表现和统计数据以及历史记录。IN 采用层级形式显示彭博
全球多资产类别指数系列中的各项指数，方便浏览和对比。该功能中“我的指数”标签页让用户可以集中
关注一组常用指数。
• DES<GO> - 指数简介页面，提供个体指数的透明信息，包含成分信息、综合特征与回报，以及历史表
现。
• INP<GO> - 彭博指数出版页面，包括方法、情况说明、月度报告、公告和技术说明。用户还可通过“选
项”按钮订阅指数出版内容。
• PORT<GO> – 彭博投资组合与风险分析解决方案，该功能提供工具分析指数风险、回报和当前指数结
构。用户可以对照基准分析投资组合表现，或者使用表现归因、跟踪误差分析、风险价值、情景分析和
组合优化的模型。

彭博指数网站
(www.bloombergchina.
com/indices)

本指数网站提供有限的指数信息，其中包括：
● 指数方法和情况说明
● 精选指数的当前表现数据

数据分发

指数订阅者可以选择以文档方式接收指数数据。文档可包括：
● 任何指数在指数级别和/或成份级别的回报和特征
● 收盘后随指数生成过程完成后，通过电子邮件或 SFTP 自动传输的指数文档
● 客户可接收标准文件，也可自设文件内容
● 此外，指数数据也可通过已授权的再分发人获取

指数代码

I37155US：未对冲美元总回报

指数授权
对于指数相关的服务或产品，彭博会要求指数数据授权许可
● 指数或成份级别的再分发

● 债券定价服务

●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

● 交易所交易票据(ETN)

● 指数挂钩保险产品

● 共同基金

● 场外交易(OTC)衍生品

● 客制化指数解决方案

● 独立管理账户(S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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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
This document and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it,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all text, data, graphs and charts (collectively, the “Information”) is the
property of MSCI Inc. and/or its affiliates (collectively, “MSCI”),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and/or its affiliates (collectively, “Bloomberg”), or
their licensors, direct or indirect suppliers or any third party involved in making or compiling any Information (MSCI and Bloomberg, collectively, the
“Information Providers”) and is provided for informational purposes only. The Information may not be reproduced or disseminat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authorized Information Provider(s). All rights in the Bloomberg MSCI Environmental, Social &
Governance (ESG) fixed income indices (the “ESG Indices”) vest in MSCI and Bloomberg. The Information may not be used to create derivative
works or to verify or correct other data or information. For example (but without limitation), the Information may not be used to create indices,
databases, risk models, analytics or software, or in connection with issuing, offering, sponsoring, managing or marketing securities, portfolios,
financial products or other investment vehicles utilizing or based on, linked to, tracking or otherwise derived from th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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