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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企业是现代社会最普遍的生产组织形式，但在支撑企业运转的多个生产力要素中，资本

作为所有权的代表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企业往往被看作是帮企业主实现财富增值的工具，

但纯粹为股东追求利润的企业也为社会带来了诸如金融危机、环境污染、压榨劳工等一系列

问题。一定有些企业的责任是我们还没有关注到的，比如企业对其所在社区的责任，企业对

环境的责任，以及对那些生活受到企业经营影响但并没有得到法律保护的人的责任。现在，

这种责任普遍被称为企业社会责任（CSR)。 

目前企业社会责任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很多学者已经开始探索这一概念的含义，

许多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分析框架也广为应用，本文简要梳理了这些概念和理论。 

 

Abstract: 

Corporation is the most popular form of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but among various 

factors that support it, equity which denotes the ownership of a corporation constantly enjoys 

a dominant position. Enterprises are usually regarded as a vehicle of wealth maximization for 

those who owns them, however, businesses that set profit-making as their sole goal also 

brings problems such as financial crisi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s and labor abuses.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we did not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such as responsibilities of businesses 

to the community, the environment and people whose lives are affected are not currently 

covered by the legal system. Nowadays, such responsibilities are becoming widely referred to 

a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r CSR, across the world. 

Currently, there is no settled definition of CSR but scholars have already been exploring 

the meaning of it for a long time, many theoretical frameworks were also proposed for CSR 

analysis and practice. This report briefly reviews those concepts and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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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为股东创造利润之外，一个合法经营的企业是否对社会也有着其他的责任呢？这个

问题的答案虽然日益清晰但仍难有定论。众说纷纭之中一个颇具说服力的解释是：企业最根

本的社会责任就是通过营业来为顾客提供商品和服务, 为社会创造就业机会，为国家贡献税

收。事实上，从古典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理性自利的企业在追求自身利润的同时也在不经意

间让他人受益。不同企业间的利润差额驱使着看不见的手在市场中配置社会资源，更高利润

的背后就是更高的生产效率，自然也就是生产力的进步。在这一逻辑下，企业的社会责任就

只有一个：扮演好理性经济人的角色，换句话讲也就是提高利润。 

 

现代社会最普遍的生产组织形式莫过于企业了，企业家通过设立这样的机构来组织各种

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设备，技术和原材料等。在这些生产要素中，代表着企业所有权

的资本永远占据着主导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看，企业存在的责任显然就是为了给其创造者和

所有者创造价值。这听起来似乎无可辩驳，但随着自利的商业活动在世界各地引发种种问题，

人们也开始思考这样一种理论是否存在着某种缺陷。 

 

为了牟取暴利，华尔街的银行家们设计出一款款复杂至极但却毫无投资价值的金融产

品，他们成功规避了监管与法律风险但却导致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同样为了规避法律

责任，一些国际化工巨头设立海外分公司，将工厂建在贫穷且监管松散的第三世界国家。

而也正是这样的组织结构使得这些跨国企业在面临 1984 年博帕尔灾难那样的惨剧时不至

于承担全部法律责任。此外，服装零售商们以每件数十甚至数百美元的价格将毛衣和裤子

销往世界各地，然而生产这些服装的工人们却只能每天挤在南亚地区那些摇摇欲坠且闷热

无比的厂房里加班加点工作。而更坏的是，即使这样，他们每天也只能得到 2-4 美元作为

报酬(Elven 2018)。 

 

因此，一定有些企业的责任是我们还没有关注到的，比如企业对其所在社区的责任，企

业对环境的责任，以及对那些生活受到企业经营影响但并没有得到法律保护的人的责任。现

在，这种责任普遍被称为企业社会责任（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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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虽然学术界，产业界和政策制定圈还没有达成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定义的共识，

但其基本理念已经广为流行。又因为大多数监管体系都没有对企业社会责任做出明确规

定，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可以用私有企业的自我监管来定义企业社会责任（Sheehy 2015），

即企业社会责任是由私有企业为防止经营管理失误而主动提出的。国际标准化组织把企业

社会责任定义为“以透明且合乎道德的、利于人类健康和社会福利的方式经营运转”(ISO 

2010)。 

 

尽管定义上尚无定论，但一些观察和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框架还是得到了广泛认

同。其中，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于 1971 年提出的自由主义理论最引人注

目。这一理论认为只要企业在经营中严格遵守法律并且缴纳税收，那么其社会责任就得到

了充分履行（Kanji and Agrawal 2016）。这本质上是和“企业的宗旨就是服务于企业所有者

对利润的追求”这一观点一脉相承的。在这一理论模型中，参与慈善事业与否取决于企业自

身选择，慈善活动将以个人对社会的自愿捐助的形式来满足企业责任的社会目标。随着日

益多层次化的企业社会责任模型的问世，此类纯粹自由主义的理论模型逐渐显得过时。 

 

由社会、环境和经济维度组成的三条底线框架现已被广泛接受，成为了企业社会责任

的三重底线模型（Triple Bottom Line，3BL or TBL)。25 年前，约翰·埃尔金顿（John 

Elkington） (Elkington 2018)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他认为企业不应只关注股东的短期商业

回报，而应通过全面考虑其对广泛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来构建其商业价值。 

 

与传统的商业思维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范围不仅包括 ”内部利益相关者”：如员工和股

东，还包括”外部利益相关者”，如供应商、业务合作伙伴、客户、社区和环境。 1983

年，米特罗夫（Ian Mitroff）和弗里曼（Edward Freeman）等学者首先提出了“利益相关者

理论” 。此理论被认为是一种符合道德标准的组织管理及行事原则，它不仅能应用在商业

领域上，而且还能推广到各个不同的领域。 

 

卡罗尔(Archie Carroll)认为，尽管利润就企业生存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企业也应该考

虑更广泛的目标及责任。因此, 卡罗尔提出多层次的 “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此金字

塔被分为四个层次，由下至上依序为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责任 (Carroll 1991)  。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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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获取利润上的经营责任是其他所有责任共同依赖的基础；法律责任是在企业运行中依

法所需履行的责任；道德责任代表着那些虽超出法律监督的界限但依照企业道德标准仍被

社会所预期的责任; 慈善责任位于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之顶端，是对企业来说最微不足道

的一类责任（Kanji, Agrawal 2016）。   

 

 

图 1 金字塔模型 

 

在 2003 年，卡罗尔(Archie Carroll) 和施瓦茨 （Mark S. Schwartz）剔除了各项责任的

优先顺序因素，提出了“四圈交集模型”，勾勒出了上述四种责任的并置结构。此模型指出

了不同责任之间的交集，通过多个领域的重叠区域清楚地表现出了在企业活动中各责任之

间的紧密关联（Kanji 和 Agrawal 2016）。此模型有助于理解企业利润并不仅仅受制于经济

层面的责任，实际上也与其他层面的责任息息相关的理念。换言之，履行法律、道德和慈

善层面的责任也能对经济层面的收益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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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四圈交集模型 

 

1971 年，经济发展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在理论上更

进一步，提出了同心圆模型，以责任的覆盖范围为指标把不同层级责任间的关系进行了重

新定位。与在其他模型中不同，同心圆模型中的慈善责任覆盖范围最广，囊括了道德、法

律和经济责任。在慈善责任之下，每一层级的责任都依次向下包含并且范围递减，经济责

任则作为最为狭隘的一个处于模型的中心地位。这一模型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企业的

社会责任就是在实现其私人经济价值的同时保证其运作不侵犯公共的福利，这种侵犯不仅

仅被定义为经济上的侵犯，也包括法律上、道德上和慈善意义上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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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同心圆模型 

 

由于规模、行业、商业模式、治理结构等方面的不同，适用于各个企业的理论分析框

架也千差万别。我们在本文中讨论了一些相对成熟的企业社会责任框架，不过这远远不足

以满足当下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和实践的需要。随着新的商业模式的出现，学者和业界人士

都逐渐认识到我们需要提出更加细致完善的理论模型来指导实践。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研

究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我们也将在今后的研究里持续深耕这一领域，为新时代探索

更美好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模式。 

 

参考文献： 

Carroll, Archie. “The pyramid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ward the moral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al stakeholders”. Business Horizons, 34, no.4 (1991): 39–48. 

Friedman, Milton.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 In Corporate 

Ethic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edited by Walther Ch. Zimmerli, Klaus Richter and 

Markus Holzinger, 173-6, Springer, 2007. First Publish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September 13, 1970.  

Sheehy, Benedict. “Defining CSR: Problems and Solution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31(2015): 625-648. 

Elven, MarJorle. “Bangladesh Raises Minimun wage for Garment Workers” Fashion-United. 

Posted September 14, 2018. Accessed September 28, 2018. 

https://fashionunited.uk/news/business/bangladesh-raises-minimum-wage-for-

garment-workers/2018091438912 

Elkington, John. “25 Years Ago I Coined the Phrase “Triple Bottom Line” Here’s Why It’s Time 

to Rethink It” Harvard Busines Review, Posted June 25, 2018. Accessed October 8, 2018. 

https://hbr.org/2018/06/25-years-ago-i-coined-the-phrase-triple-bottom-line-

https://fashionunited.uk/news/business/bangladesh-raises-minimum-wage-for-garment-workers/2018091438912
https://fashionunited.uk/news/business/bangladesh-raises-minimum-wage-for-garment-workers/2018091438912
https://hbr.org/2018/06/25-years-ago-i-coined-the-phrase-triple-bottom-line-heres-why-im-giving-up-on-it


FLIA 咨询简报 第一期 2018 年 11 月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和理论 
 

 6 / 7 

 

heres-why-im-giving-up-on-i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tandardization “ISO 26000 – Social Responsibility” Website of 

ISO. Accessed October 10, 2018. https://www.iso.org/iso-26000-social-

responsibility.html  

Kanji, Repaul. and Agrawal, Rajat. “Model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mparison, 

Evolution and Convergence” IIM Kozhikode Society & Management Review. 5, no. 2 

(2016): 141-155. 

 

https://hbr.org/2018/06/25-years-ago-i-coined-the-phrase-triple-bottom-line-heres-why-im-giving-up-on-it
https://www.iso.org/iso-26000-social-responsibility.html
https://www.iso.org/iso-26000-social-responsibility.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