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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的定义
“responsibility” (W. Schulz, 1972):
• “Responsibility is self-commitment originating 
from freedom in worldly relationships.”

内部和外部的双层定义

• 内部: self-commitment  
• 外部: in worldly relationship

• Like a response



• “CSR is a concept whereby companies integrat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oncerns in their 
business operations and in their interaction with 
their stakeholders on a voluntary basis.”

• 公司依靠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来自愿建立更好的社会
和更清洁的环境。
-- European Union’s Green Paper on CSR in 2001

• 企业伦理主要关注行为的准则并对企业决策和实
践活动做出.

• 企业社会责任定义：
就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目标进
行综合考虑，在对股东负责、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主
动承担起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主要涉及员工权益
、环境保护、商业道德、社区关系、社会公益等问题。



ISO26000的社会责任定义

• 指组织通过透明和合乎道德的行为,为其决策和活
动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而承担的责任.这些行为贡
献于可持续发展,包括健康和社会福利,考虑利益相
关方的期望,遵守适用的法律,并与国际行为规范相
一致,且全面融入组织,并在其关系中得到实践.

• The organization’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impacts of its 
decisions and activities regarding society and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transparent and ethical behavior 
that contributes to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cluding 
the health and welfare of society.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expectations of stakeholders and is in compliance with 
applicable law and consistent with international norms of 
behavior.



CSR 与商业伦理联系与区别

•联系：两者都是讨论企业如何开展各项经
营活动，及其对社会影响。

•区别：商业伦理是CSR的基础和原则，它
为CSR提供了道德判断依据，CSR更多表
现为回应利益相关者，所采取的外部表现
和行动。

商业伦理 CSR



“CSR actually exacerbates the problem of 
capitalism and ethics. The recent financial crises 
show the consequences of separating ethics from 
capitalism. The large banks and financial services 
firms all had CSR policies and programs, but 
because they did not see ethics as connected to 
what they do—to how they create value—they 
were unable to fulfill their basic responsibilities to 
their stakeholders and ended up destroying value 
for the entire economy.” 

Parmar, B. L., Freeman, R. E., Harrison, J. S., Wicks, A. C., Purnell, L. 
& Colle, S. (2010). Stakeholder theory: the state of the art.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4(1): 403-445.

CSR Vs. BE



企业“漂绿”现象

•“漂绿”(greenwashing)一词是是企业虚假
环保宣传以及粉饰行为的代称。企业刻意宣
传的社会责任并不一定代表企业真正落实履
行了社会责任，而且也不证明企业的伦理道
德一定好

•漂绿企业往往就是实施了较多表面虚假CSR
却并不伦理道德的企业。



Greenwashing

Greenwashing is a form of spin in 
which green PR or green marketing is 
deceptively used to promote the 
perception that an organization‘s 
products, aims or policies a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Kahle, 2014).

Lynn R. Kahle, Eda Gurel-Atay, Eds (2014). 
Communicating Sustainability for the Green Economy. New 
York: M.E. Sharpe.



企业社会责任

•共同看法

•一是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性质属于公司企
业的自愿行为

•二是认为其承诺的责任大多高于国家法律
要求

•三是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应包含环境、劳工
权益和人权方面的保护措施，以及参与社
区和社会公益活动等要素



CSR包括三方面:

•主体: 谁来负责? – 公司作为一个道德主体

•客体: 对谁负责? – 所有利益相关者

•内容: 对什么负责? – 经济，社会和环境



CSR特点

•企业社会责任具有自主性和社会影响力

•企业社会责任与全体利益相关者密切相关

•商业伦理为企业社会责任提供了道德依据和

行为规范



• Classical view - 管理的唯一社会责任是
大化利润

• 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模型 (Milton Friedman) –
管理者 基本的责任是为股东的利益服务

• “社会公益” 增加了企业成本

•成本必须转嫁给消费者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两种观点



米尔顿·弗里德曼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1970
“在自由社会中，商业仅有一种社会责任：只要

它遵守游戏规则（基本的社会规则—既指包含

在法律中的社会规则，又指包含在伦理习惯中

的社会规则），那么它的社会责任就是利用其

资源，并且从事那些旨在增加其利润的活动，

这也就是说，在没有诡计与欺诈的情况下，从

事公开的、自由的竞争。”

“否则就是在偷股东（员工、客户）的钱”



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利润
Milton Friedman

•市场的激烈竞争

•公司是法人artificial 

person因此不能承担责任

• CEO仅对所有者/股东负责



• Socioeconomic view - 企业不仅是经济体

• 管理的社会责任除了创造利润外还包括保护和
提高社会福利

• 企业负有如下社会责任：

•法律法规所认可的企业价值创造

•在社会购买其产品/服务过程中，企业也要为
社会提供帮助和支持

• 越来越多的组织开始提升其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的另一观点



企业社会责任模型

提供



企业社会责任慈善模型
• 这个模型认为，正如个人一样，企业可以自愿实施一些慈善活动

来为社会做贡献。

• 企业并没有被强制要求有义务去为社会贡献，如果企业自愿这

样做时，那当然是好的。

• 企业没有道德义务去努力为社会增加福利。

• 当然应该鼓励企业超越狭隘的法律和经济义务去贡献社会。

• 在慈善模型中，企业愿意从事慈善活动是因为：

• 它给企业带来良好的社会关系。

• 它有助于税收减免。

• 它可以在社区中建立了一个良好的愿景和良好声誉。



企业社会责任慈善模型

• 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观认为，只有出于声誉原因和
财务绩效考虑的慈善才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 企业管理人员是所有者的代理人，除了为所有者
赚取更高的投资回报，他们没有权利使用公司资
源。

• 慈善模型的观点认为，出于财务原因的慈善并非完
全是道德的，也并非总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责任行
为。



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网络模型
• 这种观点认为，企业作为一个社会公民，应该像社
会中的所有企业成员一样，企业必须符合大家都遵
守的基本道德责任和义务。

• 除了遵守经济法律的义务，企业还有一个同样重要
的道德义务，例如 基本的尊重人权。

• 尊重人权: “ 低道德标准” 
• 对每个人都有要求，无论他们是以个人还是在
公司机构中行动。



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网络模型

• 企业有尊重其员工权利的社会责任，即使在法律没
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

• 安全健康的工作场所的权利

• 隐私的权利

• 正当程序的权利

• 企业有尊重消费者权益的道德义务，即使在法律没
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

• 产品安全

• 广告真实



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体化模型

• 非盈利组织: 寻求社会目的是其核心使命。

• 例子: 非政府组织，基金会，专业组织，学校，
大学和政府机构。

• 一些盈利组织将社会目标作为其组织战略使命的核
心部分。

• 社会企业



企业社会责任一体化模型
• 企业社会责任一体化模型的拥护者们认为社会目标
应该是每一个商业模式的一部分。

• 社会企业家证明，利润和做好事并非是不能兼容的，
因此企业可以在盈利的基础上做好事。

• 一些人认为，伦理责任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每个商
业问题相关。

• 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模型，即伦
理目标应该是每个公司使命的核心。



CSR：企业慈善、企业社会责任整合及创新

Source：Alter K. Social enterprise typology [EB/OL]. http: //www. Virtueventures.com /typology, 2007



Hybrid organizations混合型组织
• 混合型组织既创造经济价值也同时创造社会价值。

• 组织运营的动力、责任义务和收入的分配也是兼顾
经济和社会性的。

Source：Alter K. Social enterprise typology [EB/OL]. http: //www. Virtueventures.com /typology, 2007



Dees的社会企业光谱图

Source：Dees, J.G.(1998), Enterprising Nonprofit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76:55-67



利益相关者理论
• 每一个商业决策会影响各种各样的人，使某些人
受益，增加其他人的成本。

• 某些利益相关者又不同于其他人的影响力，对决
策有不同影响。

• 组织有不同使命，优先级和价值观，影响 终决
策。因此，社会责任要求决定竞争和冲突的责任
优先级。

• 管理者必须保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平衡。



利益相关者

• 利益相关者定义 终可以归结为狭义和广义两种

• 狭义的利益相关者：组织没有其支持，就不能存在
的群体或者个人

• 股东、员工、顾客、相关供应商、重要的政府机关、相
关金融机构

• 广义的利益相关者：任何能够影响组织目标的实现
或受这种实现影响的群体或个人

• 股东、员工、顾客、公益团体、抗议团体、政府机关、
业界团体、竞争对手、工会等



利益相关者理论
•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两大理论基础

• 契约理论

• 可以把企业理解为“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
系列多边契约”，这一组契约的主体当然也包
括管理员、雇员、所有者、供应商、客户及社
区等多方参与者

• 产权理论

• 企业的复杂产权关系也赋予了不同群体各自不
同的利益



利益者相关导向的重要性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不能被动反应

 必须成为商业战略中的一部分

与如下几方面相关
 利润提高

 员工忠诚度提升

 更高的顾客忠诚



1. 评价企业文化

2. 识别利益相关者群体

3. 识别利益相关者问题

4. 评价组织对社会责任的承诺

5. 识别资源并决定紧迫性

6. 获取相关利益者反馈

利益相关者导向



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关系

股东公司

供应商
社区

顾客 员工

大众传媒
特殊

利益集团

行业协会 竞争对手

政府
监督机构

主要利益相关者

次要利益相关者



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

企业社会责任是 大化其对利益相关者
的正面影响并 小化负面影响

 四种层面的社会责任

经济

法律

伦理

慈善



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

经济：财富或价值最大化

法律：遵守法律和政府法规

伦理：遵循利益相关者判定的可接受行为标准

慈善：回馈社会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CSR履行的内容？

•CSR履行后如何表达？



Source: Halme and Laurila, 2008

企业社会责任途径

Schizophrenic approach          Holistic approach 

行为维度
慈善 企业社会责任创新 企业社会责任整合

与核心业务的关
系

企业核心业务之外
扩大核心业务或发
展新业务

接近现有核心业务

责任目标 企业业务以外活动 新产品或服务开发
现有业务运营的环
境和社会绩效

预期收益
形象改善和其他声誉
的影响

社会或环境问题扶
贫

核心业务环境和社
会方面的改善

例子 为慈善团体捐款
新的商业模式:为穷
人盖的房子

认证.如 ISO26000 
或 SA8000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又叫非财务报告，是企业
就其履行社会责任的理念、内容、方式和绩效
所进行的系统信息披露，是企业与利益相关方
进行全面沟通交流的重要载体。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要反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
三个基本问题：一是企业为什么应该和愿意对
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尽责，即企业社会责任理念；
二是企业承担着哪些社会责任，即企业社会责
任的内容；三是企业如何履行社会责任，即企
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及绩效。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展历程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构成要素
A.经营管理者致辞



B.利益相关方参与



C.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制度



D.经济绩效



E.社会绩效



F.环境绩效



***集团CSR报告示例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四种代表性模式

美国全球报告倡议(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GRI)推出的GRI报告框架;

美国社会责任国际(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 SAI)公布的社会责任8000(SA8000);

英国社会和伦理责任协会(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ethical accountability,ISEA)制定的责任1000 
(account ability 1000,AA1000);

英国标准协会(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BSI)
等联合制定的可持续管理整合指南(sustainability 
integrated guidelines formanagement,SIGMA)。



GRI
GRI由美国环境责任经济联盟(coalitionfor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economics,CERES)在
1997年发起成立,1999年联合国环境计划(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UNEP)作为合作者加
入,2002年GRI正式宣告成为独立的常设性国际非盈利
组织。发布GRI的目的是提供一套人们普遍接受的框
架,用来汇报一个组织的经济绩效、环境绩效和社会绩
效。GRI在1999年首次发布了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的
草案,这是全球第1个基于三重底线的可持续发展报告
框架。2000年6月发布了正式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
南,2002年进行了修订,称为G2指南;2006年10月发布
了G3指南。目前 新为G4版。



基于三重底线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企业可持续性年度报告

股东 消费者 业务
伙伴

雇员
政府与
社区

环境

财务
报告

营销
守则

供应
商守
则

雇佣
守则

社区
活动
报告

资源环
境报告

经济 社会 环境



• GRI的目标是编制一套可信并可靠的、供全球共享
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框架,供任何规模、行业及地区
的组织使用,以便组织能够像会计准则一样清晰而
公开地披露其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其目标指
向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环境绩效3个方面。

• GRI报告具有以下用途:①制定测量基准,评估机构
组织在法律、规范、守则、绩效标准和自发性计
划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绩效;②展示组织如何影响各
利益相关者对可持续发展的期望,以及如何受这些
期望的影响;③比较组织内部,以及不同组织间不同
时期的绩效。



CSR报告内容
战略与分析G4-1
机构概况G4-3
确定的实质性方面与边界G4-17
利益相关方参与G4-24
报告概况G4-28
治理G4-34
商业伦理和诚信G4-56
经济责任G4-EC9
环境责任G4-EN34
劳工责任G4-LA16
人权责任G4-HR12
社会责任G4-SO11
产品责任G4-PR9

青岛啤酒CSR报告



中国企业伦理的变迁与社会责任的实践

• 中国企业伦理的变迁：三个阶段. 
• 义利共求：近代民办企业的伦理实践

• 重义轻利：计划经济时期的企业伦理

• 重利轻义：我国目前普遍存在的企业伦理问题

•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

• 20世纪90年代：跨国公司“查厂”，强行推行企业社会
责任.

• 2000～2004年：生产守则和SA8000引发企业社会责任
大讨论

• 2005～现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蓬勃开展



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

我国《公司法》于2005年10月作出了重
大修订。新《公司法》第5条：“公司
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
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
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履行社会责任。”

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新《劳动法》，
对企业在如何保护员工权利、提高员
工福利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正确对待企业社会责任

（1）标准的混乱

（2）标准的应用

（3）参与标准的制定



（1）标准的混乱

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多样：

1、企业生产守则

2、部门内守则

3、各行业的通用标准

4、由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制定的

5、由企业、工会、非政府组织、国际机构和政府共
同参与制定的，其代表是FLA、ETI。

6、可用于第三方认证的社会责任标准，其代表
SA8000。



行为规范Code of conduct (COC)—
Soft law
• Code of industry 行业自律准则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 —ISO 26000:指导企业和组织如何以一种对
社会负责的方式运作. 

• The UN Global Compact: 致力于公司可持续发
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的自愿行动.

• 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 (SA 8000) —独立第
三方

• 赞助商: 社会责任国际(SAI), 总部位于美国

• 提出者: SAI & MNCs & 国际组织



* The figures denote the corresponding clause numbers in ISO 26000.

(1)组织的治理组织应在建立和实施决策中
已考虑法规及要求
(2)人权组织在其影响力下尊重和支持人权
(3)劳工惯例组织建立与实行劳务相关程序
(4)环境组织应以融合手段来减低负面环境
影响及改善环境表现
(5)公平营运实践组织应以道德行为及守则
的态度与其它机构洽谈
(6)消费问题组织应对顾客及消费者的产品
和服务所负的责任直至相关事务
(7)社区参与和发展组织应与当地社区建立
关系并促成其不断发展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的10个原则

•关于人权、
劳工标准、
环境和反腐
败领域的核
心价值观

人权
原则 1:企业应该支持并尊重国际人权的保护
原则 2:企业应该确保他们不参与侵犯人权

劳动标准
原则3:企业应该维护结社自由和有效识别集体谈判权
原则4:企业应该坚持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和强制劳动
原则5:企业应该坚持有效废除童工
原则6:企业应该坚持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

环境
原则7:企业应该支持环境挑战的预防方法
原则8:企业应该采取措施促进环保责任
原则9:企业应该鼓励环保技术的开发和扩散

反腐败
原则10:企业应该反对一切形式的腐败,包括敲诈勒索
和贿赂



Nine Main Contents of SA8000 
1.   It is forbidden or not advised to employ child under age 15;
(不使用或不支持使用年龄在15 周岁以下的童工)
2.   It is forbidden or not advised to force others to labor, 

including force prisoners or contracted labor;
(不使用或不支持使用强迫劳动，包括强迫犯人及契约劳力)
3.   Employee’s Health and Safety; (员工健康与安全)
4.    Employees have the rights to affiliate  into any association 

or conduct collective negotiation;
(员工结社自由及集体谈判权利)
5. It is forbidden or not advised to discriminate;
(不从事或不支持歧视)



Nine Main Contents of SA8000
6. It is forbidden to give corporal punishment on employees;
(禁止体罚)
7. It is forbidden to force employees work overtime;
(不能强制员工超时工作)
8. It is forbidden to give employees salary that is under the 

lowest standard set by law or industry;
(工资报酬必须达到法律或行业规定的 低标准)
9. A set of management system is needed to guarantee 

enterprise’s long-term implementation, observation of 
SA8000 and law, and persistent improvement;

(必须有一套管理系统以保证对标准中各要求的长期贯彻执行，
承诺遵守 SA8000标准和法律法规，并持续改善)



企业的行为准则

企业以正式书面形式发布的对组织内员工行为规范
的要求

 伦理准则

 价值观称述



参与标准的制定

国家电网——首个参与制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
ISO26000 的中国企业

2006年的5月31日，中国首个行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CSC9000T)全面
启动。

制订者制订者遵守者遵守者旁观者旁观者



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观

• 传统的义务观:做好事与企业效益无关

• 在法律强制下做好事（要我做）

• 在道德压力下做好事（要我做）

• 现在的战略观:做好事有利于企业效益

• 在企业目标下做好事（我要做）



企业社会责任的演化

时间

企
业

社
会

责
任

Breakthrough我知道

相信我

加入主流

引领者



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的影响

观念 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CSR是企业的
社会资本 名牌

CSR是企业的
发展机会 创优

CSR是企业合
法生存的依据 达标



企业社会创新CSI
• 企业导入社会创新战略，在生产、营销、人力资源、
研发、财务等运营行动中, 植入社会问题创新解决
方案, 通过运营行动一方面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争
取社会大众的认同及支持, 强化企业营运优势及市
场绩效。

•战略+CSR+创新
• 创造共享价值(CSV)理论
• Creating shared value迈克尔.波特(2011)

•透过研发和商业模式创新赚取社会效益
•成效分析

• 社会投资报酬率（SROI）



社会创新企业经验示例
 
• （一）可持续生产运营： 1997年身患重症血友病
的郑卫宁先生捐赠自己的微薄积蓄，于深圳创建
“残友”，从五名残疾人、一台计算机的打字复印
小作坊，不依靠任何外来资金援助，自我运营发展，
至今成为一家慈善基金会、八家非营利机构、包括
32家高科技社会企业集团、数千名残疾人集中稳
定就业。

• （二）可持续产品研发：美华裔Jane Chen在斯坦
福大学就读工商管理硕士时，她与其团队发明一个
像睡袋般大小的育婴箱，这些育婴箱因价格只有传
统医用的1%，至今已成功救活全世界无数早产儿。



• （三）投入公益营销：Shokay公司，它是一家由来自
台湾和香港的哈佛同学创办的社会企业，该公司向青
海的藏区牧民高价采集牦牛绒，加工成高端面料和服
饰后在国内外销售，数千藏民因此增收，每年还有数
十位崇明岛的贫困妇女也因此获得编织工作机会。

 

• （四）企业专业志愿者：内蒙古哈日根台绿色畜产品
综合开协会，现有会员110户，提供志愿者服务，顾问、
法律顾问服务，帮扶实施扶贫弱势畜牧业基础设施建
设群体项目，为牧民提供信息，科技服务，引导牧民
走上合作发展之路，使之成为社区、牧民与政府、市
场的桥梁

 

  • （五）可持续社会投资：例如涓涓互助平台



信息无障碍

• 上网是障碍群体的刚需

• 信息无障碍关乎的远不只是视障者，还包括老年人、
听障者、读写障碍者，以及全部的健全人。

• 在中国，视障者有1300万、65岁以上老年人有1.3
亿、听障者有2000万、不同严重程度的读写障碍
者有7000万——综合起来，占中国人口总数的近
20%，除去一定比例的重复人数，总人数在1亿人
左右。





联谛的“创新解决方案”
• 要帮助所有人通过互联网融入主流社会， 核心的，
是要让互联网产品进行无障碍优化。

• 例：视障者可以用“耳朵听”代替用“眼睛看”
• 联谛还联合腾讯、阿里巴巴集团、百度、微软（中
国），共同成立了“中国信息无障碍产品联盟
（CAPA）”

• 已经有近30家互联网公司、2个知名跨国机构、和
4个政府单位与联谛走在一起。他们有一个共同的
观点：考虑信息无障碍，是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的
必然趋势，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是会给公
司同时带来商业价值和公益价值的事情



小结：第五模块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
• 与商业伦理的联系与区别

•企业社会责任模型
• 利益相关者理论

•社会责任金字塔
• 经济、法律、伦理、慈善

•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方式
•企业核心业务之外
•扩大核心业务或发展新业务
•接近现有核心业务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内容：三重底线
•企业社会创新（社会企业）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