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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和審計長迪納波利 (DiNAPOLI) 任命首個脫碳咨詢小組

該公告推進州長和審計長合作保護紐約州公共退休基金 (Retirement Fund)
抵禦氣候變化風險，並支持建設更加可持續的清潔能源經濟
這是為推進州長《州情咨文 (State of the State)》提案採取的一項重要措施，
用於進一步給州養老基金脫碳並識別清潔能源機會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和審計長托馬斯 P. 迪納波利 (Thomas P. DiNapoli) 今日公佈本
州首個脫碳咨詢小組的成員，該小組最初由州長於今年一月在其《 2018 年州情咨
文》演講稿中提出。該小組將向身為 2,091 億美元的紐約州公共退休基金（簡稱基
金）受託方的審計長提供建議，用於以最佳方式緩解氣候變化造成的投資風險，
並最大程度增加新低碳經濟帶來的機會。
「為了應對氣候變化風險，紐約州將繼續採取大膽措施投資利用可再生資源、支持
可持續企業發展，並幫助建設清潔能源經濟，」 州長葛謨表示。「我們期待該小
組針對給退休基金脫碳的最佳方式提供建議，用於保 障辛勤工作的紐約民眾的退休
生活、幫助支持本州經濟的總體健康，並為後世民眾保護環境。」
「紐約州公共退休基金引領各類公共退休基金分析氣候變化對我們的投資產生的影
響。我們採取高瞻遠矚的積極措施把投資轉向更加清潔的公司，並尋找利用新技術
和機會的企業，」審計長迪納波利 (DiNapoli) 表示。「我們管理氣候風險以確保退
休基金穩定可靠，並保護一百多萬個公共僱員、退休人員及其家庭的退休儲蓄。
我期待聽到該小組提供建議，以便我們繼續實現投資回報，並推動新興的低碳經
濟。」
該小組的成員包括投資、金融、環境、能源以及法律領域的專家，這些人將向審計
長建議如何在履行其受託義務的前提下使該基金進一步給其產品組合脫碳，並在清
潔可再生能源產業及其他新興產業識別可行的投資機會。

該小組待評估的策略包括：增加該基金公共持股的低碳指數、剝離化石燃料持股、
利用紐約州環保銀行 (New York Green Bank) 及其他組織投資於紐約州環保經濟。
該小組還將了解其他退休基金和投資者採取哪些措施為其資產脫碳。該小組提供的
建議在本質上是咨詢性的。
咨詢小組的成員包括：
卡利·克勞辛吉斯 (Cary Krosinsky)：克勞辛吉斯 (Krosinsky) 先生在布朗大學
(Brown University) 與可持續投資相關的理論和實務。他還在耶魯大學管理學院
(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 擔任講師，並且是耶魯學院 (Yale College) 能源研究計
畫的學院咨詢委員會成員。克勞辛吉斯 (Krosinsky) 先生是碳追蹤計畫 (Carbon
Tracker Initiative) 和實際影響追蹤公司 (Real Impact Tracker) 的聯合創始人兼理事、
NPV 聯合公司 (NPV Associates) 委託人、藍天投資管理公司 (BlueSky Investment
Management) 可持續發展顧問。他還是《環境投資雜誌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Investing)》的作者兼編輯。
貝維斯·隆斯特斯 (Bevis Longstreth)：隆斯特斯 (Longstreth) 先生兩次被羅納德·
里根 (Ronald Reagan) 總統指定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United State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擔任委員，目前任職於新學院大學投資委員會 (Investment
Committee of the New School University)，並擔任肯塔基州教師退休基金 (Kentucky
Teachers Pension Fund) 顧問。他曾擔任內森·卡明斯基金會 (Nathan Cummings
Foundation) 投資委員會的主席，多年來任職於大學退休權益基金受託委員會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College Retirement Equities Fund)、格蘭瑟森、梅奧與馮·
奧特羅公司 (Grantham, Mayo & Von Otterloo) 董事會、世界銀行退休金財務委員會
(Pension Finance Committee of the World Bank)。
艾麗西亞·賽格 (Alicia Seiger)：賽格 (Seiger) 女士是斯坦福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 斯泰-泰勒能源、政策及金融中心 (Steyer-Taylor Center for Energy, Policy
and Finance) 副主任，在斯坦福大學法學院，研究生商學院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普雷科特能源研究所 (Precourt Institute for Energy) 帶頭實施可持續能源
金融計畫。賽格 (Seiger) 女士任職於領先的可持續性機構 CERES，並設立了
《投資於新氣候 (Investing in a New Climate)》，該系列研討會供資產所有者調查數
據源、工具和策略，用於管理氣候投資風險並利用創新機會。
喬治·薩納芬 (George Serafeim)：薩納芬 (Serafeim) 先生是哈佛商學院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賈庫斯基家族副教授 (Jakurski Family Associate Professor)，高甸
機構 (High Meadows Institute) 董事、KKS 咨詢公司 (KKS Advisors) 聯合創始人兼高
級合夥人、可持續會計準則委員會 (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前標
準委員會成員 (Standards Council Member)。

蒂姆·史密斯 (Tim Smith)：史密斯 (Smith) 先生是華登資產管理公司 (Walden Asset
Management) 環境、社會與治理股東參與董事 (ESG Shareowner Engagement)，
帶頭實施華登資產管理公司的長期股東參與計畫 ，用於加強企業在環境、社會、
治理問題上的領導力。包括企業對話、股東提案、代理投票、公共政策宣傳。在這
些方面，華登資產管理公司關注可持續性報告、政治支出與遊說、董事會成員多元
化、管理層薪資水平與治理、氣候變化、供應鏈標準、水資源利用、人權。史密斯
(Smith) 先生此前在泛宗教企業責任中心 (Interfaith Center on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ICCR) 擔任執行董事長達 24 年。泛宗教企業責任中心為 300 多個
宗教投資者和機構投資者協調企業責任計畫，這些投資者承諾利用股東倡議影響企
業行為並促進社會正義。
喬伊·威廉姆斯 (Joy Williams)：威廉姆斯 (Williams) 女士目前是茲佐戰略公司
(Zizzo Strategy) 的高級顧問，曾制定責任投資框架，並在安大略教師退休基金
(Ontario Teachers' Pension Plan) 擔任全職氣候變化論題專家，該基金是全球頂級規
模的機構投資者。威廉姆斯 (Williams) 女士是職業工程師兼特許另類投資分析師，
關注識別氣候變化與機構策略的關聯，並探索實用的解決方案。此前的經驗包括針
對氣候變化問題提供教育和思維領導，並跨越資產類別制定責任投資框架，包括私
募股本、基礎設施、房地產、信貸、公共股權。
紐約州為抗擊氣候變化而開展的工作
在葛謨州長領導下，紐約州引領全國處理氣候變化帶來的風險。聯邦政府宣佈打算
退出《巴黎氣候協議 (Paris Climate accords)》，紐約州在次日與加利福尼亞州
(California) 以及華盛頓州 (Washington) 共同設立了美國氣候聯盟 (U.S. Climate
Alliance)，該聯邦共有 16 個成員，代表著大約 40% 的美國國內生產總值（7.4 萬
億美元）。紐約州還制定清潔能源標準 (Clean Energy Standard)，規定截至 2030
年利用可再生資源製造一半的電力，從而補充葛謨州長設立的目標遠大的能源願景
改革 (Reforming the Energy Vision, REV) 戰略。能源願景改革戰略鼓勵投資於清潔
技術，例如太陽能、風能以及能源效率，從而為紐約州全體民眾建設更加清潔、
有適應力並且價格適中的能源系統，並確保紐約州截至 2030 年把全州溫室氣體排
放量減少 40% 並實現國際公認的目標，截至 2050 年把排放量減少 80%。要了解
更多關於『能源願景改革』的資訊，包括州長在清潔技術和創新領域的 50 億美元
投資，請訪問 www.ny.gov/REV4NY 並在關注 @Rev4NY。
紐約州公共退休基金
紐約州公共退休基金是美國第三大公共退休基金，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擁有
大約 2,091 億美元的資產。基金持有紐約州及地方退休系統 (New York State and
Local Retirement System) 資產，並代表一百多萬個州及地方政府僱員、退休人員及
其受益人投資這些資產。基金始終是美國排名第一的管理最佳、資金最充裕的計
畫。基金利用資產所有者披露項目 (Asset Owners Disclosure Project) 設法抗擊氣候
變化，因此被認可為美國頭號投資方，並在全球排名第三。基金的財政年度於
2018 年 3 月 31 日。從 nyscomp.org/2ERolCo 進一步了解可持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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