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a House                                                                                                                                           
                                                                                                                    
Email: info@chinagoingout.org                                                                                          
Website: www.globalchinahouse.org 

	

	 		

揭秘金融热点 ESG 投资，调研海外投资困境 

 

2020 年 11 月 线上项目 

金融 / 商科 / 管理 

 

你是否想紧跟资本市场热点 ESG 投资，掌握国际金融最前沿的知识及分析方法？ 

你是否好奇一带一路背景下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了解其现状和挑战？ 

你是否想学以致用，剖析中国企业海外项目的 ESG 风险，发表调研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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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背景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国际资本市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原油价格跳水、贷款延付违

约、金融危机近在咫尺……众多利空因素与预期下，股票、债券、黄金、地产等都经历了噩梦般的下跌。 

而在其中，ESG 投资的表现却出人意料。在下跌的市场中，ESG 基金尽管也无可避免的下行，却展现出

了非同一般的韧性。根据彭博社最新数据分析，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造成美股大跌，然而 ESG 相关基

金的跌幅却不到美股的一半。 

 

货币宽松环境下，ESG 债券表现看好 数据源：Bloomberg 

如此神奇的 ESG 到底是什么？ 

ESG（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即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环境方面主要涉及气候

变化、自然资源、污染与废弃物等议题；社会方面考虑企业在经营中对员工权益的保障、供应链管理、

消费者保护政策以及与其它利益方的关系等；而公司治理包含董事会设置、内部控制、商业道德等。

ESG 投资是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在考虑财务因素的同时，融合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因素的投资方式。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随着中国政府与各国的合作越来越紧密、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越来越深入，企业

环境、社会、公司治理问题已成为了影响中国企业海外发展的重要因素。例如，中国某矿业公司就曾因

其海外项目涉及的环境风险和潜在童工问题，被剔除出 7800 亿美元的挪威石油基金投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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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果金矿场的儿童 图源：CRI 国际在线 

在此背景下，ESG 理念越来越受到专家、政府、企业和投资者的关注。 

2006 年，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 UN-PRI 成立，ESG 理念在全球得到了大力推广。截至 2019 年 4

月，UN-PRI 已覆盖 60 多个国家或地区，拥有接近 2400 家机构作为签署方，涵盖的资产管理规模总额

突破 85 万亿美元。2017 年开始，中国也陆续有近 30 家机构签署了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 

 

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 BlackRock 计划深入转型 ESG 图源：BlackRock 

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除了让人们重新思索如何与自然环境共存外，也有机会成为进一步推动 ESG 投资

热潮的力道。“保护地球、永续经营的投资精神，不断深入人心。”某 ESG 量化债券基金经理人说道。可

以预见的是，ESG 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层面都日益受到更多重视，从而带动更多资源向 ESG 领域倾斜；

投资者对 ESG 的兴趣也在与日俱增，并推动着投资模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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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项目简介 

本次项目为一次项目制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更是一次问题导向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 

本次线上项目中，学员将在中南屋导师的指导下，以小组为单位，选择一家中国企业为调研对象，以

desk research 和访谈等方法，收集对象公司的相关数据，解读对象公司年报及可持续发展报告，评估

其项目的 ESG 风险，并撰写调研文章分析该公司的 ESG 风险和应对风险的能力，助力中国企业的可持

续发展。 

Ø 项目时间：2020 年 11 月 16 日–2020 年 12 月 27 日（6 周） 

Ø 项目形式： 

- 5 次 Lecture 及 Discussion：导师统一安排线上授课、组织讨论；  

- 1 次 Office Hour（每周）：导师在线答疑，扫除学习障碍； 

- 1 次 Presentation 成果汇报：展示项目成果，锻炼公共演讲； 

- 1v1 班主任关怀：班主任全程一对一跟进，保障项目体验。 

备注：1 次课程为 1.5 小时。 

Ø 成果产出：以小组为单位，各小组合作完成一篇调研文章。 

Ø 招募对象：  

- 想要申请金融、商科、管理等专业 

- 未来想进入金融机构、知名企业、国际组织等机构工作 

- 高中生、本科生为主 

Ø 项目安排： 

• 第一课 ESG入门（11月22日周日晚20:00-21:30） 

- 什么是ESG投资？我们为什么要关注ESG？ 

-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哪些ESG方面的问题？ 

• 第二课 ESG进阶（11月29日周日晚20:00-21:30） 

- ESG分点解读：各个行业的环境、社会、公司治理议题 

- 有哪些不同的权益方（stakeholder）？ 

• 第三课 ESG行业分析（12月6日周日晚20:00-21:30） 

- 选定调研对象及调研话题（行业/公司或侧重感兴趣的议题） 

- 特定行业分别有哪些具体的ESG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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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课 ESG数据分析（12月13日周日晚20:00-21:30） 

- 如何搜集以及分析ESG相关数据？ 如何写公司的ESG分析报告？ 

- 各小组开展ESG分析调研文章撰写 

• 第五课 ESG分析讨论、答疑（12月20日周日晚20:00-21:30） 

- 各小组汇报调研进展，与导师、同学探讨ESG分析中遇到的问题，交流分享经验 

• 第六课 调研成果汇报展示与项目总结（12月27日周日晚20:00-21:30） 

- 各小组进行PPT展示及调研成果汇报，项目导师进行点评与建议 

- 项目成果分享心得与收获，项目导师进行总结 

 

三、 为什么参加本次线上调研项目？ 

1. 紧跟资本市场热点 ESG，助力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 

从国际金融热点“ESG 投资”和国际政治经济热点“一带一路”出发，学员将深入了解中国企业 ESG 现

状、面临的挑战、来自国际社会的不同观点和立场等，以 ESG 连接一带一路建设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金融投资不再是纸上谈兵，我们将真正地把相关知识应用于时代和世界发展的需求。 

2. 名师手把手指导，掌握国际金融知识及分析方法，发表调研文章 

学员将在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任职于全球最大的 ESG 金融研究机构、著名指数编制公司 MSCI 的特邀

导师的指导下，学习如何解读公司年报及可持续发展报告，如何分析对象公司 ESG 风险和应对其风险的

管理能力，并在专注研究中国企业全球影响的权威平台 China Global Impact 发表调研文章。 

3. 不受限制，在家就能学习国际金融知识，调研中国企业现状 

如何高效利用时间，丰富自己的履历与项目经历？在远程调研中，你将不受地理位置、时间安排、考试

冲突等限制，只需每周投入 5-8 小时，就可以随时随地参与项目。通过了解当今财经舆论热点 ESG、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国企业现状，打开国际视野，启迪未来的学术与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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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项目收获 

1. 一封高含金量的英文项目证书：由特邀导师签名、哥大孵化的社会企业中南屋颁发的英文项目证书。 

2. 一篇发表在权威平台的文章：按照项目要求完成的调研文章将被推荐发表至由哥伦比亚大学 SIPA 学

院教授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SAIS 学院教授担任顾问、专注研究中国全球影响的学术平台 China 

Global Impact。  

3. 一封权威推荐信：按照要求完成项目并通过考核的学员将有机会获得项目特邀导师推荐信。 

4. 一段毕生难忘的调研经历：融合学术、公益与现实意义的独特调研经历，谱写自己的成长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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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项目导师 

 
特邀导师 徐名一老师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金融与经济政策方向 MIA（Master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国际事务）硕士，

外交学院英语与国际研究学士。曾于中国外事部门从事外交外事长达 8 年，在外交政策、国际关系、国

际金融、经济政策、跨境贸易与投资等领域拥有丰富经验。哥大毕业后，他在新兴市场投资者联盟

（Emerging Markets Investors Alliance）担任 ESG 分析师，从事 ESG 及新兴市场可持续投资的研

究和倡导工作。他关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希望通过 ESG 和可持续投资，推动全球发展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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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往期学员心得 

@徐同学   泰国易三仓国际大学 金融专业 

“首先，我参加这个项目是秉着实用和贴近当前时代发展的目的，希望能够在琐碎的信息中通过这个项

目中学到的系统方法来对中企出海有一个清楚认识和了解。现在看来，这次项目的收获已经远远超出了

我的需求。第一，在着手项目之前，老师通过两三周的 case study 让我们对中企在海外面临的情况有了

一个初步的了解，并且鼓励我们自己先去做信息收集，这一点锻炼了信息收集能力和分析能力。第二，

我们知道了如何利用公司的年报、sustainability report 作为分析的切入点。第三，在数据归纳与呈现

中锻炼了我们编辑整理和团队远程合作的能力。最后，这个项目带给我最重要的就是提升了我们自主调

研的能力。” 

 

@张同学   北京邮电大学 会计学专业 

“我最大的收获可以说是改变了看问题的角度。这两个月的项目学习，不仅让我收获了技能上的提升，

更重要的是我改变了以往很固化的思维模式。对于一个商科学生而言，学习怎么去了解一个企业，了解

一个企业中存在的问题，如何建立自己的评价体系去分析这些风险都是非常重要的，从第一版问题较多

的分析报告到改到最后的第五版，我也算是初步建立了自己分析比较风险的框架。两个月的时间，我看

到了更真实的非洲，看到了更多正走向世界的企业，受益匪浅。” 

 

  
往期项目学员制作的 PPT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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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如何报名 

1. 申请要求： 

- 认同中南屋“中国世界公民”的理念：“拒绝成见，拥抱多元的文化”、“拒绝狭隘，热爱人类与自

然”、“渴望学习，叩问全球的知识”、“渴望联结，讲好中国的故事”； 

- 项目期间每周可以投入至少8小时进行学习、完成小组任务； 

- 积极学习，有一定的适应能力和抗压能力； 

- 乐于合作，具有团队协作精神。 

2. 费用说明：为期6周的项目制学习课程费用和导师辅导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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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优秀学员成果展示 

《China Global Dialogue》：关注国际青年学者及实践者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平台。 
链接：https://chinaglobaldialogue.com/2019/04/09/the-paisano-relationship-of-170-years-between-

china-and-peru-past-present-and-future/ 

《China Global Perception》：专注研究中国国际形象的国际关系研究平台。由知名国际关系媒体人、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SIPA）教授担任顾问。 

链接：https://chinaglobalperception.org/2019/11/10/how-do-south-african-media-report-

the-belt-and-road-initiative/ 

《THE CHINA-AFRICA PROJECT》：所有关注非洲、关注中非问题的国际学者和国际组织都会定期阅

读的中非领域最有影响力国际政策性媒体平台，经常邀请国际关系顶级学者进行专访和座谈。 
链接：http://www.chinaafricaproject.com/prospects-african-handicrafts-china/ 
《中国发展简报》：中国顶级公益资讯平台。创办于 1996 年，是一个为公益慈善行业提供专业的观察、

研究、网络平台支持与服务的中英文双语平台。 

链接：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217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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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优秀学员故事 

- 哥伦比亚大学 - 

U.S. News 2020 美国大学排名第 3 

世界顶级私立研究型大学，常春藤盟校之一 

 
陈 同 学 拿 到 了 Columbia SIPA, Uchicago MPP, Upenn 

MSSP+DA, Cornell CIPA 等 offer。陈同学参加的中南屋线上

调研项目由哥大 SIPA 教授带队，融合了经济、法律、公共政

策、一带一路投资等内容。陈同学说：“这个项目和我申请的方

向及 Dream Program SIPA 完美契合，我在后续向 AO 更新我

的动态时 cue 到了这个项目，对我申请还是有很大的助推作用

的。而且这个项目强度非常大，我是连轴转的状态，兼顾联合

国的实习维持了一整个月，感觉能算是我入学前学术体验的预

演了，如果申请公共政策，人文方向的同学我还是非常推荐

的！” 

 

- 康奈尔大学 - 

U.S. News 2020 美国大学排名第 17 

世界顶级私立研究型大学，常春藤盟校之一 

 
来自金陵中学的叶同学成功录取康奈尔大学。参加了中南屋的

线上调研项目后，他说：“我们项目的主要内容是通过线上调

研的方式去收集整理在非华人的安全相关情况，我们小组负责

的国家是苏丹。从收集背景资料、制订调查问卷，到最后一步

步的联系当地华人，统计数据，我在调研过程中进一步锻炼了

自己开展 research 的能力，并且在组内和同学一起分工协

作 ， 这 也 锻 炼 了 我 的 领 导 能 力 和 合 作 能 力 。 几 轮

presentation 中我一次次的完善了自己的调研结果，也一次

次的完善了自我。非常感谢中南屋给了我这次宝贵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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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为什么选择中南屋 

 
哥伦比亚大学官网上的中南屋介绍 

中南屋是一个帮助中国青年走向全球、筑梦一带一路的平台和一个致力于世界公民教育的社会企业。我

们关注中国企业走出去、野生动物保护、社区可持续发展等三大主题，为中国青年提供调研、游学、实

习、义工等项目制学习和国际交流机会，希望培养一代具有国际视野、全球竞争力、世界公民意识的中

国新青年，并通过他们的行动帮助中国融入全球可持续发展。 

中南屋 2014 年诞生于肯尼亚，现总部设于上海复旦大学科创园。成立以来，中南屋与美国约翰霍布金斯

大学中非研究项目、南非斯坦伦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英国国际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世界自然基金会

等数十家国内外顶级机构合作，完成了大量关于中国企业走出去、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等话题的调研课

题和实践项目，也因此获得了 CCTV 纪录片《中国人在非洲》、新华社、BBC、经济学人等国内外媒体

的报道与关注。 

同时，中南屋作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孵化的组织和哥大国际发展项目非洲实习基地，专注青年教育，已

先后带领 500 余名中国青年走进肯尼亚、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巴西、厄瓜多尔、柬埔寨、越南等数十

个国家，帮助他们通往哥伦比亚大学、杜克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等顶尖学府。 

 
中南屋受到国内外知名媒体的广泛报道 

  



China House                                                                                                                                           
                                                                                                                    
Email: info@chinagoingout.org                                                                                          
Website: www.globalchinahouse.org 

	

	 		

附：项目证书（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