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京：
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将成为制度安排

2020 年，中国经历着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

新冠疫情令全球不安，中美
关系成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
的世界焦点，全面脱贫彰显中国
制度优势。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
领导下，中国人民以无坚不摧的
智慧与勇气抗击疫情，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抗疫成果。 中国经济同
样经受住考验，彰显强大修复能
力和旺盛生机活力。

当前， 国外疫情态势趋紧，
中国行情却一枝独秀。 人民生活
秩序有序恢复， 经济逐步复苏，
股市上涨明显，曾经一度紧张的
中国又恢复了烟火气。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
告》，预测 2020 年全球经济将萎
缩 4.4%，中国将是全球唯一实现
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重新焕发生机的中国，财富与
责任的价值配位愈发彰显珍贵。

财富责任配位时代

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要矛
盾表现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生产力之
间的矛盾。 邓小平同志提出让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以先富带
动后富，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
发展目标。 40 多年来， 改革开
放成效显著， 一部分人先富起
来的目标已经实现， 但由于收
入差距和分配不公的存在，导
致社会贫富差距加剧，社会矛盾

进一步显现。
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最新数

据显示，2020 年上榜的 400 位中
国富豪总财富从一年前的 1.29
万亿美元上涨至 2.11 万亿美元，
这显然受益于中国对疫情的有
效控制。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拥有更多财富与资源的企业

家更有能力和义务对社会产生积
极影响，尽其所能履行社会责任，
但现实中， 一些财富的获得者却
在履行社会责任中产生疑惑和矛
盾，其财富与责任错配。

7 月， 中国银保监会和证监
会发布公告，对有违反保险法规
定的经营行为、隐瞒实际控制人
或持股比例等问题的机构实施
接管。

11 月，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在
答记者问时表示，避免企业在监
管政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下仓促上市，是对投资者和市
场负责任的做法，体现了敬畏市
场、敬畏法治的精神。

12 月，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
局主要负责人就反垄断问题答
记者问时表示，虽然平台经济领
域竞争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但互
联网行业不是反垄断法外之地，
所有企业都应当严格遵守反垄
断法律法规， 维护市场公平竞
争，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整个
行业的健康发展。

这是监管层对加强反垄断
发出的信号，平台经济领域的反
垄断监管时代已经到来，履行企

业社会责任成为制度安排。

社会责任制度安排

2020 年 5 月份李克强总理
在人大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每个
月收入仅有 1000 元的人口达到
6 亿。简单算下数字的话，上榜的
400 个中国富豪的财富就相当于
6 亿中国人两年以上的收入。

在这里，我们要思考一个问
题，赚钱的目的是什么?实现个人
价值、梦想还是荣誉?在美国，对
于私人财富的定义有两种。 一是
神圣不可侵犯; 二是财富应该用
在让社会更加美好的目标上。 拥
有财富被认为是在替上帝暂时
保管，富人可以将财富用于扩大
再生产，但最终仍是以建立一个
美好社会为终极目标，让财富发
挥最大社会价值。

11 月 12 日， 习近平主席视
察江苏南通时表示，对清末民初
中国民营企业家张謇在兴办实
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
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帮助群众，
影响深远，称赞他为中国民营企
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清末民初， 在中国积贫积
弱、 外敌环伺的年代， 一个状
元，一个总长，为与他不相干的
残疾人能够上学， 卖字集资办
学， 这发散着圣洁温暖的人性
光辉， 任何有良知的人无不为
之动容， 人性的期待就是不朽
的地基。

2002 年，美国人马斯克不满
足于对地球的探索，把目光瞄向
了太空，投资 1 亿美元成立了太
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 如
今，马斯克用一次又一次的试验
来证明自己追逐的太空梦想并
非遥不可及。

2020 年，一场突发疫情刺激
下， 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和商业模
式出现———“社区团购” 意外走
红， 一些互联网企业相继将触手
伸进寻常百姓的菜篮子， 摩拳擦
掌、一试身手，并称为“互联网思
维”，但互联网上并没有诞生新的
消费，反倒与小商小贩产生竞争。

社会要有创新，资金、人才
不可或缺，但更重要的是建立友
好创新机制。 垄断是创新的大
敌，创新从打破垄断开始。

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建议中， 提出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
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提高劳动
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

善再分配机制， 加大税收、社
保、 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
准性，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
展慈善事业， 改善收入和财富
分配格局”。

11 月 23 日，贵州省正式宣
布该省 9 个县退出贫困县序列。
至此， 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全
国 832 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
帽， 全国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已
经完成。 今年年底将全面转入
乡村振兴。 尽管到年底实现全
面脱贫， 减少贫富差距仍是社
会的主要矛盾。

当前，企业家社会责任已经
成为制度安排。 先富起来的企业
家、明星更应该思考财富的归属
问题， 如何让财富更有社会价
值，怎么样为财富的使用做出表
率和引领。

如何缓解这一矛盾，公益在
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公益的本质即为“救助”“预
防”“发展”。 预防是前提，对社会
稳定具有很好作用，事后补救成
本会很高，公益项目应该在预防
和发展的层面上做文章。

当今， 中国已成为全球第
二大经济体，中国头部企业家、
巨富人群是参与第三次分配的
主体之一。2020 年末，中国将消
灭绝对贫困， 全面转入乡村振
兴。 此时，公益力量愈发彰显其
价值，公益项目设计应该能够
引领社会进步，从预防社会矛
盾和促进社会发展层面选定
主题。

当前，一些公益项目仍停留
在社会救助帮扶层面，这些社会
问题可能都不再是问题。 救助类
项目在现阶段关于温饱方面已
经在政府政策层面得到很好的
执行， 更重要的是如何预防贫
困、返贫和发展生产，在这样层
面设计慈善项目将让慈善的社
会效益发挥充分。

提前预防有助于社会稳定，
事发后预防则增加社会成本。

慈善项目的整体创要与时
俱进、不断升级外，还应结合企
业的资源优势更好的去设计创
新型慈善项目，更多应关注预防
和发展。

社会公益绽放时代

如今，我们看到这种散财趋
势愈发明显，中国的企业家越来
越重视社会责任，一批批企业家
在富裕后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

任，成为慈善榜样为构建美好社
会正积极努力。

11月 20日，曹德旺、党彦宝、
林印孙等受邀国新办“万企帮万
村”民营企业家代表见面会。

福耀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曹
德旺从 1983 年创业到现在，有
37 年了，从 1983 年开始做慈善，
到今天为止，总共捐了 160 多亿
元，花掉 60 亿元了，股票捐赠仍
有 100 亿元。

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党彦宝在十年中间总共资
助大学生 22.29 万人， 涉及到宁
夏的 22 个市县、193 个乡镇，和
2500 个行政村，总共捐助的额度
有 22.83 亿元。

正邦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局
主席、总裁林印孙积极行动，成立
扶贫部， 因地制宜去找产业扶贫
的结合点。 十多年来，共投资 280
多亿元，推进扶贫项目 90多个。

天明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
姜明在 12 月 12 日第六届中国
创客领袖大会现场，与新时代创
客企业家们集聚一堂，共同发表
宣言，传承“张謇精神”，创新创
业、实业报国。

可见，企业家践行社会责任
已经变成制度安排，企业家践行
社会责任既符合时代潮流，也体
现责任担当。

2020年， 中国公益年会聚焦
“社会公益的绽放时代”这一主题，
关注财富价值和散财之道， 探讨
“第三次分配”制度下财富责任。

在此，我们倡议企业家践行
社会责任不应仅停留在增强企
业美誉度的层面，而应遵从制度
安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顶级
富豪更应该起到表率作用。

自 2004 年以来，《公益时报》
推出我国第一张慈善榜单之日
起，就强调“散财”的重要性，并提
出“旗帜鲜明地扬善”这一理念。

至今，17 届中国慈善榜共记
录和分析了 2963 名企业家和
7828 家企业的大额捐赠。 17 年
来，我国大额捐赠随财富同步增
长，并始终推动着社会治理的步
伐，捐赠者也越来越重视财富所
产生的社会价值。

宋代诗人朱熹在《观书有感》
中写道，“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
源头活水来”。 当前，新一轮科技
革命助推产业变革， 新常态的经
济发展模式下， 中国需要甚至比
以往更加需要弘扬企业家精神，
减少贫富差距。 中国民营企业家
应勇担使命、主动作为，以更大的
决心、更大的勇气投身市场竞争，
积极践行社会责任， 社会组织也
将迎来发展的新机遇。

回到今天的主题，市场经济
条件下，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的矛盾仍将长期存在。

中国企业将肩负使命， 企业
家也愈发彰显责任之感， 我们期
待中国出现更多张謇式的民营企
业家，共赴社会公益的绽放时代。

2020 年 12 月 23 日，2020 中国公益年会在北京举
行。 年会由《公益时报》社主办，以‘社会公益的绽放时代’
为主题。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公益时
报》社社长刘京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已是制度安排’
为题致辞。 以下为致辞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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