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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评价一家企业的社会表现，在不同国
家、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标准。 近二十年
来，企业公民、企业社会责任理念虽然已
经在大型企业发展中达成共识，如何提高
公众认知度任重道远。 我国国情与西方国
家不同，文化不同、社会认知不同，更重要
的是企业的发展过程完全不同，不能简单
跟西方比较，更不能套用国际标准对企业
进行考量。 近年来，我国公益事业的发展

突飞猛进，2016 年我国全年接收国内外款
物捐赠共计 1392.94 亿元， 其中企业捐赠
占到捐赠总额的 65.2%， 企业除了推动经
济发展外 ，还成为参与公益事业、推动社
会进步的主要力量。

早在 2008 年汶川地震时期， 灾害激
发公众捐赠热情， 社会各界踊跃捐款，全
年社会捐赠总量达到 1071 亿元人民币 ，
是此前十年全国社会捐赠的总和。 慷慨解
囊的企业得到公众认可，一些没有及时捐
款的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则遭到舆论强
烈抨击 ，被称为"国际铁公鸡 "，给品牌带
来巨大负面影响。 短时间内决定大额捐
赠 ，对于外资公司来讲很难实现，尤其治

理结构相对完善跨国公司，他们重视的是
企业的价值链建设。 可这种体系建设在重
大灾害来临时， 面对公众的关注热情，瞬
间失灵 ，中国民众并不买账 ，甚至升级到
对品牌、消费品的抵制。 相对应的，当年"
加多宝"公司因一亿元的赈灾豪捐 ，迅速
成为公众信赖的国内知名饮料品牌。

东西方商业文化不同，在中国境内的
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更需注重本土文化特
征。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自古就有济人危
难、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讲究"达则兼济
天下"、"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从古到
今 ，"家长制"、"道德范例"、"天命"思想高
度影响社会。

正因如此，中国民营企业在发展中，企
业家在精神层面起步之初就有"润泽乡里、
回馈社会"的愿望，而且很快还从单一捐赠
行为发展到参与社会事务，策划公益项目，
与公益组织合作。随着企业规模不断扩大，
逐步关注到价值链多元环节， 从而建立起
极具中国特征的社会认知价值体系。

社会不断进步，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
也面临多元化思考。 尤其是在城市化进程
的影响下，大量人们结束了原来的在农村
的宗族生活 ，进入城市 ，在社区融入的过
程中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在政府主导的
社会治理之外，企业也必将发挥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除了经济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社会领域的改革也开始影响世界，社会发
展正在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履行责任将成
为每一个人的使命。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更加聚焦人们的美好生活，如何更
好的履行社会责任 ，推动社会进步 ，时代
赋予企业更多使命。

� � 如今 ， 社会责任已融入到企业的
战略中 ， 从而真正起到了从心底激励
的作用 。 而过去 15 年中 ，长江商学院
的 公 益 实 践 也 从 1.0 的 版 本 发 展 到
3.0 的版本 ，即建立一个平台 ，使贫困
地区或某项事业产生造血的功能 ，力
图把最开始个体 、随机 、游击队式的行
为 ，变成有组织 、平台式 、链条式 、有竞

争力的公益行动 。
企业如何承担社会责任？ 实际上这

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工程。
第一，应从国家、政府的角度 ，从法

律的方面进行奖励。
第二，企业本身建立激励机制，把守

法合规、 重义厚德作为企业价值观的差
异化体现，让企业对社会的责任心、对公
益事业的推动力成为与对手竞争过程当
中一项别人不可拷贝的实力。

最后， 社会、 公众和媒体的积极作
用， 也能推动中国企业在社会责任这方
面的贡献。

我们很多人是股民， 在我们选择股
票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是什么样的企业？
我希望所有的股民在将社会责任作为选
择股票的依据之一。 我相信这一天一定
会到来，因为只有有公德、对社会承担责
任的企业，才有光明的前途。

� � 在联合国 “千年发展目标 ”基本实
现的基础上 ， 联合国于 2015 年通过了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 设立了 17 个
发展目标和有 169 个分目标。 与千年发
展目标相比，这些目标更明确、更细化 ，
不但包含经济问题 ，也包含社会 、环境
等各个方面的问题。

身为中国人，我们可以作为领头人
帮助全球解决所面临的问题。

中非商会是我们国家民间发起的
商业联合会，它已将中国许多好的社会
责任案例和方法推到非洲。 种种例子已
经证明了中国在解决自身社会问题 、推
动社会发展中的出色表现，并且还把这
些技能和经验推到了世界各地。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有一句话，
“我们坚定不移致力于实现本议程 ，充

分利用它来改变我们的世界，让世界到
2030 年变得更美好”。 我相信通过和企
业的合作，能够让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社
会进步走得更快一些。

从长江商学院校友和校友企业的公益
实践看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变迁

阎爱民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

长江商学院管理学教授、政府关系及校友事务院长

平台经济体的社会责任
� � 在当下的数字经济体当中， 主要以
平台经济作为主导。 平台经济体有这样
四个特征：海量在线用户、丰富的生态伙
伴、数据智能的驱动和平台治理的规范。

我把平台经济体的精神气质做了一
个概括， 它们分别是梦想驱动、 创新基
因 、数字神经、生态思维、家国情怀和世
界格局。

平台经济体社会责任的维度分为几
个方面，民生、技术、理念和治理。

在民生促进方面分别是就业、脱贫、
环保和教育；在技术方面是技术迭代、研
究、赋能和开放；在理念创新方面是生活
方式改变、价值精神、政策倡导和概念提
出；在治理方面是数据共享、信用建设、
技术赋能和市场准入。

能力意味着责任， 但履行好责任需
要同人通志。 卓越可以作为卓尔不群 、
“越”人无数的简称。 我们提倡卓越的精
英往前走，但是不能走得太快，要在“同
人通志”上面多下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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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公益项目管理创新
从企业层面怎么认识公益 ？ 我们

理解公益就是平衡经济性和社会性这
两大关系 。 企业做公益就在平衡这种
期望 ，形成企业良好的品牌 ，改善企业
的经营 。

从企业公益特征的角度 ， 我们总
结了四个方面 ：公益目标的多元性 、公
益内容的关联性 、 公益投入的波动性

和公益模式的创新性 。
公益管理的核心是提高公益资源

的效率 ，其基本模式有三 ：自主管理 、
委托管理 、合作管理 。 从管理流程的角
度 ，它又分成选题 、项目计划 、实施 、管
控 、品牌和绩效评价这六个方面 。 如果
公益项目按照这样一个循环去做 ，其
实可以带来管理上很大的改进 。

举例来说 ， 华润希望小镇非常好
地把产业优势和扶贫进行了结合 ，无
论是小镇还是企业都得到了极大的社
会 、经济回报 ；腾讯公益则利用互联网
的产业优势影响了整个社会 ； 东风汽
车的 “润计划 ”把社会责任 、企业发展
和品牌进行了非常成功的结合……

今天 ，我们讲企业公益 ，一方面介
绍好的经验 ， 另一方面也提醒公益从
业者在跟企业合作的时候 ， 如何从企
业的视角做公益项目 ， 推动企业参与
进来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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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我们的世界 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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