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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新光產物保險盡職治理報告 

 

依本公司「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原則六，定期揭露履行盡

職治理之情形。主要內容如下： 

一、「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及無法遵循部分原則之解釋： 

 (一)「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之揭露： 

本公之遵循聲明揭露於公司網址如下：

https://www.skinsurance.com.tw/ski/DocUpLoad/新光產物機構投資人盡職治

理守則.pdf。 

(二) 無法遵循部分原則之解釋與盡職治理活動有效性之評估： 

1.本公司除下述議案外，皆依六大原則之遵循聲明進行辦理。 

(1)議合相關議題因 Cov-19 病毒疫情肆虐的影響而暫緩實施。但透過

支持資產管理公司擴大議合實質影響力。 

(2)本公司以參加電子投票為主，故無股東會發言紀錄。 

2.盡職治理活動有效性之評估： 

本公司皆依「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之六原則，包括

制定並揭露盡職治理政策、制定並揭露利益衝突管理政策、持續關

注被投資公司、適當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動、建立並揭露明確投

票政策與揭露投票情形、定期揭露履行盡職治理之情形，進行本公

司盡職治理之活動。 

雖受疫情影響，本公司 110 年亦積極透過電子投票來參與股東會，

出席比率高達 100%，以此方式加強與被投資公司進行互動。此外，

於此期間亦無任何利益衝突事件發生，並按時揭露投票情形。故整

體而言，盡職治理活動應具有效性。 

3.揭露投資組合永續表現評等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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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國內上市櫃公司自行投資部位」目標皆符合本公司內部設

定之標準。若依 Bloomberg ESG 分數，本公司評等狀況如下： 

 

4. 說明如何對被投資公司進行風險評估，包含 ESG 相關之風險與機

會，並解釋其評估方式。 

(1)實際案例說明 1:土地銀行 

環境：為配合政府節能減碳政策，善盡共同保護地球環境責任，訂

有「臺灣土地銀行環境保護政策政策」，除持續推動節電、

節水、節油及節紙等「四省」措施外，在貸款及信用卡申

辦、信用卡帳單、收單發票等業務亦積極朝電子化發展。 

社會：為促進勞資關係和諧，依工會法成立企業工會，定期與企業

工會召開勞資會議並簽有團體協約；更基於取之於社會、用

之於社會的理念，積極投入公益慈善與社區關懷活動，善盡

社會責任及提升本行企業形象。 

治理：為強化對董事之支援，於 108 年設置公司治理主管；並利用

該行企業入口網站設置利害關係人專區，提供透明而有效的

溝通管道，尊重利益相關者權益。 

(2)實際案例 2:復華投信： 

自該公司自成立以來，除了透過專業創新理財工具及長期穩健

投資方法，尋找全球最佳投資機會，並以一流人才協助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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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理財目標外，更深信將社會責任投資(Social Responsibility 

Investment)理念融入投資決策流程中，為促進社會永續發展，追

求客戶/受益人/股東總體利益的必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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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為落實盡職治理，所投入之內部資源： 

本公司執行盡職治理投入之資源包括相關人力、系統，投入資源之年度成

本分別簡要列示如下： 

投入資源 執行內容說明 相關資源成本 

人力-董事、高階經

理人 
1.「盡職治理政策」之審

查 2.督導盡職治理政策之

執行 

估算每年約 5 人天 

人力-投資部 1. 被投資公司互動與議

合 
2. 股東會議案評估 
3. 股東會投票之執行 

估算每年約 6 人天 

人力- 
-投資部 
-風管部 
-財務部 
-法遵室 
-企劃部 
-資訊部 
-人資部 

1. 投資標的是否涉資恐

及洗錢防制缺失之查

詢 
2. 利害關係人名單建立

及檢核 
3. 股權利益衝突之核准

及檢核 
4. 股東會議整理及提報

董事會 
5. 投票結果統計與揭露 

估算每年約 15 人天 

系統-ESG 評分資料

庫 

 

1.Bloomberg-ESG 分數提

供 
2.萬得系統-ESG 分數提供 
3.集保中心-ESG 分數提供 

估計每年約新台幣 180
萬元 

 

三、議合次數的統計： 

本公司 110 年因疫情影響，與被投資公司互動主要是透過參與股東會(以電

子投票為主)及(線上)法說會為主，相關互動統計如下： 

 出席股東會註 1 電話會議 參加法說會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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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次 70 5 12 

註 1:採電子投票方式參與股東會(全年資料)。 

註 2:包含線上法說會。 

 

 

四、個案說明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動情形，議合成果與後續追蹤情形： 

 (一) 說明評估方式，包含議題及原因： 

依本公司「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原則四，本公司考量投資之目

的、成本與效益及所關注特定議題之重大性，故僅就自行投資部份，

且投資市值佔本公司可運用資金一定比率以上之國內上市櫃公司，針

對環境、社會、公司治理等議題，於特定時間得與被投資公司進行對

話及互動。 

 (二) 說明執行情形與政策內容： 

1.議合政策內容：依本公司「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原則四辦理，

內容如下： 

一、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動之目的： 

本公司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動之目的，在於針對所關注之重

大議題(如環境、社會、公司治理等)向被投資公司經營階層取得

更深入之瞭解及表達意見，以強化公司治理。 

二、評估是否需要與被投資公司議合： 

(一) 本公司考量投資之目的、成本與效益及所關注特定議題之

重大性，故僅就自行投資部份，且投資市值佔本公司可運

用資金一定比率以上之國內上市櫃公司，針對環境、社

會、公司治理等議題，於特定時間得與被投資公司進行對

話及互動。 

(二) 本公司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動之方式可包含以下項目： 

1. 與經營階層書面或口頭溝通；  

2. 針對特定議題公開發表聲明；  

3. 於股東會發表意見；  

4. 提出股東會議案；  

5. 參與股東會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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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得與其他機構投資人共同合作： 

本公司判斷必要時，得與其他機構投資人共同合作，以維護客

戶或股東之權益，並提升被投資公司的永續發展。在重大性前

提下，投資市值佔本公司可運用資金一定比率以上之國內上市

櫃公司，得針對特定環境、社會、公司治理(ESG)所產生訴訟等

議題參與相關倡議組織，共同擴大及發揮機構投資人之影響

力。 

 

四、互動、議合後之行動： 

(一) 本公司應注重互動、議合後所帶給被投資公司的影響，與

擬定未來議合的規劃及關注事項，進而決定後續的投資決

策。 

(二) 執行情形： 

因 Cov-19 病毒疫情肆虐的影響，110 年執行情形以電子投

票方式參加股東會及線上法說會為主。 

 (三) 完整說明互動的議題、原因、範圍等互動、議合內容： 

因 Cov-19 病毒疫情肆虐的影響，110 年無法提供完整說明互動的議

題、原因、範圍等互動、議合內容。 

 (四) 提供帶給被投資公司的影響之案例說明： 

因 Cov-19 病毒疫情肆虐的影響，110 年無法提供影響之案例說明。 

 (五) 後續追蹤行為預計時程表，及對未來投資決策之影響 

因 Cov-19 病毒疫情肆虐的影響，110 年無法提供後續追蹤行為預計時

程表，及對未來投資決策之影響。 

五、 與其他機構投資人合作的案例： 

(一) 本公司與其他機構投資人合作之政策： 

本公司判斷必要時，得與其他機構投資人共同合作，以維護客戶或股

東之權益，並提升被投資公司的永續發展。在重大性前提下，投資市

值佔本公司可運用資金一定比率以上之國內上市櫃公司，得針對特定

環境、社會、公司治理(ESG)所產生訴訟等議題參與相關倡議組織，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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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擴大及發揮機構投資人之影響力。 

(二) 相關組織案例說明： 

於 110 年，為擴大議合實質功能,本公司透過支持資產管理公司參與議

合，案例如下： 

京元電子股份有限公司(TWSE 股票代號：2449，以下簡稱京元電) 

※議合時機及議題範圍： 

110 年 5 月 31 日，據中央疫情流行指揮中心記者會中說明，該公司

兩名外籍員工確診 COVID – 19。於隔日 6 月 1 日，該公司發言人

亦發佈重大訊息公告，敘明確有其事。本公司認為，針對這項突發事

件，應對公司財務及營運影響有所瞭解，便指派專責研究人員與公司

發言體系議合。討論議題，除前述影響外，還包括公司如何採取進一

步的防疫措施。 

※議合成果： 

主要在了解公司防疫作為，及如何降低對財務業務影響。公司表示：1) 

已配合中央疫情流行指揮中心及相關單位，將染疫員工進行隔離，並

持續關切且提供相關諮詢與協助。2) 立即匡列密切接觸之同仁，依該

公司防疫小組作業程序，採取必要的居家健康管理及相關防疫措施。3) 

提供外籍員工一人一室進行隔離。4) 除原本例行消毒，已針對染疫員

工作業區域，於 5 月 30 當日連夜完成加強消毒。5) 依部門組織特

性，啟動分廠分流管制，升級防疫措施。同時公司在重大訊息公告中

表示，此事件不影響公司營運及生產。 

※後續追蹤事項方面： 

本公司持續指示專責人員瞭解該公司內疫情是否受控。京元電於 6 月 

3 日發佈重大訊息公告，補充說明已大幅提高防疫措施力度，除加強

對同仁宣導外，亦安排公司全體同仁於三日內分批、分時進行快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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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釐清影響範圍。6 月 4 日公司做出決定，為全面進行清消，自當

日晚間 19 點 20 分開始，全面停工 48 小時。依 6 月 4 日公司重大

訊息公告說明，此次停工，預估可能影響 6 月份營收 4 – 6%。 

※對本公司投資決策影響： 

經本公司持續派員追蹤，於 7 月 5 日，公司發言人發佈重大訊息，

宣佈外籍移工於 7 月 5 日全面復工，但對 6 月產量及營收影響，實

際達 30.1%。本公司雖然認為，京元電事後充份配中央疫情流行指揮

中心及相關單位，所採取之防疫措施，已足以控制疫情擴散；但對財

務及業務影響，也已成事實，且實際影響數較原先預估之營收減少 4 

– 6%，更加嚴重。故經股票研究處及全權委託處合議，對該公司給予

「持有」之投資評等。 

 

六、出席或委託出席被投資公司股東會之情形： 

(一) 出席被投資公司股東會情形(上半年)： 

資料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單位：檔，％ 

年度 持有檔數 親自出席檔

數 

電子投票出

席檔數 

出席比率(%) 

110 70 0 69 100 

109 67 0 63 94.03 

(二) 股東會發言紀錄： 

配合主管機關要求本公司以參加電子投票為主故無法提供本公司股東

會發言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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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投票情形：  

 (一) 以讀者友善的方式，以圖表揭露投票紀錄： 

1.本公司定期於公司網站揭露投票情形。網址位置如下： 

https://www.skinsurance.com.tw/SKI/Doc.aspx?uID=82&sID=4721&ST= 

2.本公司 110 年度國內上市櫃公司整年股東會投票紀錄(逐公司逐案揭

露) 網址位置如下：如下： 

https://www.skinsurance.com.tw/SKI/Doc.aspx?uID=82&sID=4721&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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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股東會議案分類投票統計表(使用電子投票彙總表-依 15 分類) 

 

4.股東會議案分類投票統計圖： 

 

 

 (二) 完整說明使用代理研究和代理投票服務，以及使用的情況與紀錄： 

本公司考量投資規模及成本效益原則，以內部研究團隊負責投票相關

事宜而無使用代理研究和代理投票服務。 

 (三) 說明如何判斷重大議案並揭露 贊成、反對及棄權之原因： 

1. 如何判斷重大議案： 

依成本效益考量，若被投資公司同時符合下列條件所發生之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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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重大議案： 

(1)投資市值佔本公司可運用資金一定比率以上之國內自行投資部

位。 

(2)發生違反環境、社會、公司治理(ESG)之議題。 

2.依上述原則，本公司於 110 年期間無發生重大議案。 

八、客戶、股東、被投資公司或其他機構投資人等利害關係人聯繫簽署人

之管道 

(一) 客戶與股東聯繫簽署人之管道： 

1.姓名：黃植原資深副總經理(發言人) 

2.電話：02-2507-5335#600 

3.email：richard@skinsurance.com.tw 

(二) 被投資公司或其他機構投資人： 

1.姓名：葉日進副總經理(代理發言人) 

2.電話：02-2507-5335#277 

3.email：jin@skinsurance.com.tw 

 

九、其他重大事項 (如過去一年發生之重大利益衝突事件等)。 

(一) 本公司於 110 年整年無發生任何重大利益衝突事件。 

(二) 防範利益衝突具有效性之說明： 

本公司依「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原則二，制定並揭露利益衝突管

理政策。並依此原則落實各項管理方式，包含教育宣導、資訊控管、

防火牆設計、權責分工、偵測監督控管機制、合理的薪酬制度及彌補

措施等。 

本公司於 110 年整年期間與利害關係人方面無發生任何利益衝突之事

件，於股權投資人員利益衝突防範方面，亦透過核准、申報、檢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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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下，未出現任何違反之案例，足見本公司於防範利益衝突具有效

性。 

(三) 本盡職治理報告經董事長同意後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