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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连续六年降低了全球
增长预期。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
长 7%，殊为不易。中国企业起到的作
用至关重要。

大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将成为
经济全球化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重
要议题。 未来经济全球化将更为深
入，全世界都面临能源、环境、社会等
各方面的挑战，单一的经济体不能完
全解决这些问题。

在中国，互联网成为提供公共服
务的重要手段，网络经济与实体经济
协同互动的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原有
“自上而下”的形态被打破，政府的简
政放权扩展了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
空间。

新经济时代，企业必须要寻找新
动力、承担新责任。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
三个阶段

20 世纪初， 企业社会责任的理
念开始在西方企业中萌芽 ， 西学东
渐，逐步引入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
着跨国公司大批进入中国市场，中国
的企业社会责任渐成体系，同时与国
际并轨。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企业履
行社会责任在形式上大体经历了三
个阶段：

2000 年以前， 中国的公募基金
会、慈善会等有官方背景的公益组织
依托政府自上而下的渠道优势，汇聚
了大量资源，成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时的首选合作伙伴。企业主要采取现
金捐赠的方式， 善款流向希望工程、
春蕾计划等老牌公益项目。

2004 年 ，《基金会管理条例 》颁
布实施，打开了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
大门。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不满足于资
金捐赠的简单诉求，进而希望将多年
的经商理念带到公益领域，在将财富
转化为公共利益的同时，愿意花时间
花精力思考如何让资本保值增值，如
何更专业、更持续地将公益项目运作
下去。由企业出资注册成立的非公募
基金会不断涌现，活跃在教育、科学
研究、医疗救助、扶贫、环保等多个领
域。

如今，中国本土企业在外资企业
的影响下，除捐赠外，承担的社会责
任已扩展到股东、环境、社区、供应链
等各个方面，并开始对公益信托等最
新的履责途径进行探索 ， 更重要的

是， 随着对公益行业的认识加深，众
多企业逐渐拥有了自身发起的企业
社会责任项目。

企业有参与社会治理的
权利和能力

在过去， 社会形态靠政府主导，
政府管理社会。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
经济的转轨， 二十多年的历程证明，
应对社会形态，起主导作用的不光是
政府，还有社会组织和企业。

2016 年 ，是中国实施 “十三五 ”
规划的第一年，中国领导人的决心和
主张不容置疑。 舆论普遍认为，在建
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同时，将有更
多创新举措用于全面深化改革。从加
强社会管理到创新社会治理，越来越
多的社会力量被鼓励参与到社会领
域各项工作中。

今年九月，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
沃斯论坛上提出：中国政府将持续推
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
改革，减免小微企业税费，建立创投
引导基金 ，推动 “互联网+”行动 ，实
施“中国制造 2025”等。

企业家在中国，真正开始拥有了
参与社会治理的权利。

同时，“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
趋势， 让企业参与社会治理成为可
能。将来社会上的大部分人都要在企
业里生存，他们的生活状态 、价值取
向和工作方式都跟企业息息相关。而
这一切，都与社会形态紧密相连。

事实上，我们的企业家已经开始
有意识地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据全国
工商联开展的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
查显示，76.76%的企业认为 “企业应
该参与社会管理，这是企业应尽的社
会责任”。广州、珠海等地推广的企业
认购社区公益项目的模式， 让社区、
社会组织和企业实现了多方共赢，实
现了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
的良性互动。

民营企业的大额捐赠之路

捐赠，无疑是民间力量参与民生
改善尤其是社会救助的一种重要方
式，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直观又重要
的体现。 由公益时报社发布的“中国
慈善榜”已连续多年对上一年度中国
慈善捐赠情况进行总结，发现中国的
民营企业家在近五年表现愈发突出。

2010 年， 民营企业在捐赠上的

表现开始与国有企业比肩。 在 2010
年全年捐赠过亿的 36 笔捐赠中，民
营企业的数量占到了一半，首次出现
了国企与民企旗鼓相当的局面。而此
前，国有企业的捐赠总额一直占据领
先地位。

2011 年， 房地产企业与垄断行
业的捐赠最为突出，在本年度超亿元
的企业捐赠中，房地产及关联行业个
人及企业捐赠，约为 48 亿元，位居所
有行业第一。据中国慈善榜办公室统
计， 无论是上榜数量还是捐赠总量，
民营企业都遥遥领先，在 605 家上榜
企业中，民营企业达 392 家。 以曹德
旺、黄如论、王健林为代表的企业家
群体 ， 带领中国慈善进入了 2.0 时
代 。 曹德旺因在 2011 年捐赠价值
35.49 亿元的等值股票而蝉联中国
“首善”称号。

2012 年， 亿元及以上的大额捐
赠成为亮点。年度捐赠亿元及以上的
慈善家和慈善企业总共 40 个， 合计
捐赠总额近 65 亿元。 互联网企业开
始崭露头角， 腾讯公司 2011 年度捐
赠近亿元，并持续表现良好。

2013 年， 中国的捐赠格局发生
变化，捐赠模式不断创新。 民营企业
和外资企业成为慈善捐助的主力。这
一年，企业法人的捐赠占我国年度捐
赠总额的近七成，其中民营和外资企
业的捐赠总额又占企业捐赠的 ９０％
以上。海航集团宣布将 20%的股份逐
步捐给慈善事业，价值 85 亿元。这意
味着接受捐赠的慈航基金成为了海
航集团的第一大股东。 股权捐赠，保
证了捐赠人所在企业的稳定性。

2014 年， 单笔大额捐赠愈发突
出。 据中国慈善榜办公室的统计，超
过 20 位捐赠者贡献了 1 亿元及以上
额度的善款， 且多数都是单笔捐赠。
从行业上看，从事房地产行业的个人
或家族捐赠仍居所有行业前列，但数
量已明显低于往年。这一年，“中国首
善”的得主为捐赠 124 亿人民币的阿
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

从使命高度看企业行为

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早就对企
业社会责任提出了更高的期望和要
求。我国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存
在覆盖面偏窄、 保障水平偏低的问
题。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参与社会公
益事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社会保
障的不足，同时，利用商业手段有效

解决了社会问题，成为推动和谐社会
建设的重要力量。

期间 ，产生了众多优秀的 、有借
鉴意义的企业社会责任案例 。 2010
年，《公益时报》开始着手对这些案例
进行整理，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优秀案
例库， 并于 2011 年成功举办了首届
企业社会责任优秀案例发布会。

近五年，我们对国有 50 强企业、
民营 50 强企业和外资 50 强企业主
导开展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进行了
考察，重点跟进了房地产、IT 与互联
网、金融等 13 个领域，收集并整理数
据如下。

按行业分布来看，有 16%的企业
社会责任项目是由 IT 与互联网企业
发起，是发起数量最多的行业。 今年
7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
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 提及，到
2025 年，“互联网+”新经济形态初步
形成，“互联网+”成为经济社会创新
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

其次 ，依次为汽车 (14%)、金融
(12%)、设备制造 (12%)和食品饮料
(10%)行业 ；电子 (7%)、零售 (6%)、日
用品 (6%)、房地产 (5%)和石油石化
行业 (5%)排名靠后 ，主导开展的企
业社会责任项目还不够多 ；而医疗
(3%)、物流 (2%)和咨询 (2%)行业仍
处于观望态势 。

按关注的公益领域来看 ，31%的
企业社会责任项目集中在教育领域，
在数量上遥遥领先其他项目； 此外，
扶贫(13%)、儿童(12%)和环保(11%)也
是企业热衷开展项目的领域； 医疗
(7%)、社工与社区建设 (6%)类项目处
于起步阶段；养老(4%)、救灾 (4%)、创
新与创业扶持 (4%)、倡导 (3%)和志愿
者服务(3%)项目都还有待开展；零星
可见助残 (1%)、文化保护 (1%)领域的
项目。

不难发现，企业作为社会的组成
部分，其公益行为的态势与政府倡导
的态势高度吻合。

2014 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
贫开发的意见》发布，要求培育多元
社会扶贫主体，其中第一点要求就是
“大力倡导民营企业扶贫”。鼓励民营
企业到贫困地区投资兴业 、 培训技
能、吸纳就业、捐资助贫，参与扶贫开
发。 伴随着“2020 年 7000 万农村贫
困人口要全部脱贫” 目标的提出，也
将有更多企业参与到扶贫事业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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