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模块

伦理竞争



主要内容

•竞争意识

•伦理竞争

•国际惯例 vs. 本土规则

•当规范冲突的时候公司应该遵循何种规范？

•六个优先规则



现象:
由于运输和沟通成本的大幅下降，整个世界变得越来越
相互依赖



竞争意识

•资源的稀缺性

•追求效率

•自利



玩扑克的竞争规则

•欺骗、吹牛和耍手段是常用伎俩

•扑克游戏中，如果某人对参与者或失败者
表示同情，这仅仅只能代表一种个人姿态，
但与游戏规则无关，也没人会领情，愿赌
服输

• If you can’t stand the heat, stay out of 
the kitchen. 
Albert Z. Carr, “Is Business Bluffing Ethical?”



诚信危机

•信息不对称

• George Akerlof 描述了二手车市场的 “逆向选
择” 问题—— “柠檬市场”



美国民意调查:

“我对主要的大公司高管的信心指数” 



商场如战场—是真的吗？

•兵不厌诈、没有硝烟的战争

兵战 商战

对抗双方都是敌人 不一定是敌人，可能是
朋友

基本没有规则可言 需要遵守市场规则，需
要符合法律和公序良俗

武器、人力的冲突较量 经济、科技实力的和平
较量

破坏生命和生产力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做企业没有仇人

“真正做企业是没有仇人的，心
中无敌，无敌天下，你眼睛中全
是敌人，外面全是敌人。你竞争
的时候不要带仇恨，带仇恨一定
失败。”

——马云



伦理竞争

•双赢局面

•可能的解决方案

• 外部惩罚机制

• 长期的预期

重复博弈提升合作意愿和道德水平

负责任行为的主要障碍之一是与他人“互动”太少



现代工商文明新时期规则

弱肉强食——合作竞争（方式）

你死我活——互利共赢（结果）

唯利是图——和谐发展（目标）



竞争的三个

产品竞争

流程竞争

理念竞争

我能够

我关心

我创造



Coming up with new concepts requires anticipating what 
else people might consider valuable.

• The amount and nature of value in a particular product or 
service always lie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of course.

• Yet universal building blocks of value do exist,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companies to improve their performance in 
current markets or break into new ones. 

• A rigorous model of consumer value allows a company to 
come up with new combinations of value that its products 
and services could deliver. 

• The right combinations, pay off in stronger customer loyalty, 
greater consumer willingness to try a particular brand, and 
sustained revenue growth.

HBR, Sept.,  2016





国际惯例vs. 本土规则

•如何在规范冲突的国际市场中实现伦理
竞争?



全球商业伦理决策制定

伦理决策对全球业务运营的成功是至关
重要的
 不了解全球伦理问题的潜在的法律和政治陷阱

 各国间法律和文化的差异

 一些大公司创建了办事处/委员会来监督全
球合规问题

 全球公司必须因地制宜调整国际市场规划
 伦理不是“一刀切”



全球劳动力和全球挑战

• 经济学家认为廉价劳动力的开发可以扩大发展
中国家的出口能力，提升他们的经济。

• 经济增长又可以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又
会使劳动力市场吃紧，继而会迫使公司改善
工作环境以吸引劳动力.

• 反对者认为，如果任由这个过程随意发展，将
不一定会带来预期的结果，正如自发地改善遵
纪守法、工资和工作环境等方面情况将不可避
免地带来自由市场拥护者害怕见到的那些消极
结果.



血汗工厂的示例

廉价劳动力的扩张
出口增加

提升经济
更多的工作机遇流入该国

劳动力市场吃紧
公司被迫改善工作条件以吸引员工

工作条件被改善



全球劳动力和全球挑战

• 康德主义普遍原则应该运用于雇佣关系，从道德义务上对
人的尊重应该指导雇佣合作。对一个人完全的尊重，应该
是积极地把他或她的人格看作终极目标，而不仅仅是达到
目标的手段。这意味着不允许把人当作用完即弃的工具.

• 不同的伦理理论可能会引起相冲突的反响.
• 不论文化、经济发展水平或者资源的可获性如何，一套基
本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应该出台以保障所有国家的工人

• 哲学家阿诺德（Arnold）和包威（Bowie）主张，跨国公司
应该确保雇员的物质福利，抑制对他们理性和感性能力的
削弱.



天赋人权

•《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我们生而自由
平等

•权利，一种不同于道德的正当性

• 自然权利是天赋的、不可转让、不可剥夺的

• 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 生存权、发展权、教育权、不受歧视、人身自
由，人格尊严等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



全球劳动力和全球挑战

• 在今天的全球化经济背景下，企业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

与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力管理相关的文化或者法律潜在的冲突.
• 童工Child labor

• 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发展中国家大约有2.5亿名年龄在5到
17岁间的孩子在工作，他们中几乎有半数是全职.

• 更有大约840万名儿童参与被称为“无条件的”最恶劣形式

的童工劳动，这其中包括

• 被强制及束缚的劳工

• 在武装冲突中使用儿童

• 贩卖儿童

• 强迫性交易



全球劳动力和全球挑战

• 因为工作让很多儿童辍学，童工中过半甚至是文盲。
• 不合格的工作条件影响他们的发育，童工从身体上都要
比那些不用工作的孩子长至成人时要矮小。

• 在童工长大成人之前，多数将会不可避免地生病或者致
残，甚至很可能活不过50岁. 

• 通常情况下不在制造业工作的孩子，可能会被迫参与到一
些肮脏的地下交易中，例如毒品交易或是卖淫，这仅仅是
为了每天他们能填饱肚子.

• 即使在某些环境下这些孩子们可以获得受教育的机会，让
他们离开工作还是完全忽视了将给他们带来的经济影响。
• 年轻工人的收入可能至少能维持他或她的基本需求（食
物、衣物和庇护所），它甚至重要到可以支撑起整个家
庭



DeBeers钻石
与社区共同可持续发展，重点实施
环保、医疗、教育、就业促进、技能
培训、闭矿后持续创造价值等



公平贸易

Fair Trade公平贸易

力图体现贸易公平，寻求为国
际贸易中“南方”国家提供更
加公平的贸易条件，保障原料生
产国的权益



优先规则
By Donaldson and Dunfe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对于仅在一个国家，企业内部或相关企
业间发生的交易，只要没有对其他人或地
区造成明显损害，就应该遵循当地的准则。

例如：当美国的一个公司总裁到北京与一
家中国企业商谈合资的合同时，就应该遵
守中国的道德规范和礼节。



优先规则(cont.)
2. 当一国准则中包含了对准则冲突的解决
方案时，只要这不会对其他地区造成明显
损害，就应该采纳。

例如：这个美国公司一旦签署合同并开始
雇佣中国雇员，就应该在其雇佣行为中遵
循就业无歧视、机会平等的规范。（虽然
这可能是美国公司本地规范，但对中国人
无不利影响。）



优先规则(cont.)

3. 当准则的来源国越国际化、越有广泛性，
更应优先选择该准则。

例如：中国新建的合资厂应优先考虑选择
当前发达国家对工厂要求的防火标准、安
全标准和卫生标准。发达国家的规范为国
际化企业提供了参考。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

• 《反海外腐败法》的主要约束对象包括美国的跨国公
司、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甚至在一定条件下的外
国公司以及公司员工，违反该法将被追究民事和刑事
责任。

• 员工个人如果被美国法律认定违法，只要在美国有财
产，或者再次进入美国，或者美国同其所在国有引渡
协议适用，就有可能受到美国法律的制裁，而公司则
有可能面临巨额罚款。

• 早在2004年，朗讯中国区的四名高层就因为向客户行
贿，违法了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而被公司开除。



优先规则(cont.)

4. 对于交易所在的经济环境中，应优先选
择维护经济环境的准则，而不是有可能破
坏该环境的准则。

例如：中国合资厂的工资体系应该符合中
国当前的公平工资水平，而不应向美国水
平看齐。



优先规则(cont.)

5. 面临多种矛盾的准则时，各准则间的
一致标准应作为优先选择。

问题：如果中国公司在某发展中国家开
办企业，当地法律并未禁止雇佣童工，
你建议中国当地企业雇佣吗？



优先规则(cont.)

6. 清晰、成熟的准则应优先于一般、模
糊的准则。

例如：在建造中美合资工厂时，应优先
选择美国制造厂的烟囱排放标准。中国
目前的标准严格清晰程度远低于美国。



小结：第六模块伦理竞争

•竞争意识

•伦理竞争

•竞争三层次

•国际惯例 vs. 本土规则

•全球劳动力和全球挑战

•当规范冲突的时候公司应该遵循何种规范？

•六个优先规则



主要模块

管理者

导论

伦理决策

伦理思想
和理论

企业

企业伦理
的实施

企业社会
责任

市场

伦理竞争

企业伦理学课程回顾



企业伦理学课程回顾

•第一模块导论

• 企业伦理学定义（伦理规范和价值观）道德标
准、企业伦理学的重要性、道德缄默、道德滑
坡、伦理与企业绩效

•第二模块伦理决策

• 感受伦理、伦理困境、道德认知发展
（Kohlberg）模型、企业伦理决策制定

•第三模块伦理思想和理论

• 功利论、道义论、相对论、德性论、正义论



•第四模块企业伦理的实施

• 企业伦理的制度化（企业合规的三个维度）、
企业伦理的外部实施（看门人和利益相关者）
企业伦理的内部实现（伦理文化、公司治理）

•第五模块企业社会责任

• CSR定义、CSR模型、社会责任金字塔、CSR
的履行、CSR报告、CSR在中国历史变迁

•第六模块伦理竞争

• 竞争意识：伦理竞争、国际惯例 vs. 本土规则，
当规范冲突的时候公司应该遵循何种规范？六
个优先规则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