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年 11 月
第 29 卷 第 6 期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ebei N ormal U niversity ( Philoso 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 ion)

Nov . 2006
V ol. 29 N o. 6

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与限定
叶微波1 , 杨
( 1. 河北师范大学 资环学院, 河北 石家庄

摘

峰2

050016; 2. 河北师范大学 人事处, 河北 石家庄 050016)

要: 企业社会责任蕴含着两个必须回答 的问题: 一是界定的依据及其如何界定; 二是如何限定。界定

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对企业的社会角色做出合理的定位 。角色是一种 社会期待, 因此, 以社会 期待界定企 业
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时, 这种期待必须是合理的 期待。由此, 我 们把界定 企业社会责 任的依据 具体化为三 个
充分条件并据此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做出合理界定与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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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企业的责任问题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可
以说, 自亚当 斯密以 来便开始探讨 企业责任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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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回答界定的依据及 其如何界定; 二是 一定
的 要求必须回答如何限定。

题; 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 理论界又开始探讨企业
的社会责任问题; 而近年兴起的应用伦理学则将

一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全面和深

探讨界定企业社会责任的依据时, 会涉及到

入的拓展, 因此, 伦理学界把近年来勃兴的应用伦

应用伦理学的界定和基本原则问题。尽管应用伦

理学视为 是一个令人瞩目的事件, 是一种不容忽
视的社会存在 [ 1] 。其中的企业伦理学已成为应

理学在学术界已被广泛关注, 并对实践已产生了
多方面的影 响, 但就应用伦理学的 界定、基本范

用伦理学的主要分支之一, 而企业的社会责任则

畴, 国内外研究者仍有很大分歧。应用伦理学是

是企业伦理学所探讨的核心问题。
伦理学是一种难以结构化和实证化的知识,

建立在西方新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 其中的主要
学派, 无论是道义论, 还是功利论或契约论, 由于

因此, 一些学者认为, 企业是否应当承担社会责

其道德概念与语境不同, 他们不可能达成一种普

[ 2]

。这是一个值得思

遍认同[ 1] 。被视 为 现代性 的重建 者哈贝马斯

考的质疑, 也就是说, 企业是否应当承担社会责任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可以直接认知的问题。不过,

关于 交往的合理性 、 商谈的伦理学 、 程序论
证 等观点对我国一些学者的研究背景产生了相

从应用伦理学的进展看, 仅就判定企业是否应当

当的影响。

承担社会责任这一古典经济学家们未可确定的问
题已变得确定无疑
在现代社会中, 企业必须

我国学者对应用伦理学的界定也有多种不同
的看法。诸如, 应用伦理学是 伦理 学的当代形

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然而, 做出企业必须承担

态 ; 应用伦理学实现了对传统伦理学的扬弃与超

一定的社会责任的判定仍然不能使企业社会责任

越, 使伦理学研究范式发生了根本转换; 应用伦理

问题变得自明, 企业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蕴
含着两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一是 社会责任 要求

学研究如何用道德规 范去分析解决 现实中具体
的、
有争议的道德问题; 应用伦理学不是简单的应

任, 并不是一个自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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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伦理学理论, 而是应用其基本原则。我国学者
在这里所提到的 基本原则 是值得关注的, 它是

由此, 我们可以把社会期待作为界定企业社会责
任的一个 参考依据 。按照社会学的观点, 角色

本文探讨界定企业社会责任的依据的出发点。在

同时又是一系列权利与义务的集合, 对我们所探

有关对应用伦理学 基本原则 的阐释时, 我国有
些学者认为, 应用伦理学的 任务在于分析现实社

讨的行为主体而言, 权利就是企业所期待的利益,
义务就是企业为要获取的权利所应承担的责任,

会中不同分支领域里 出现的重大问 题的伦理维

由此, 我们也要把企业的期待作为界定企业社会

度, 为这些问题 所引起的道德悖论的解决创造一

责任的一个 参考依据 。

种对话的平台, 从而, 为赢得相应的社会共识提供
理论上的支持, 同时也力求使道德决断在一种严

二

密的集体性的 理论的决策中 获得质量保证

[ 1]

。

由此, 他们认为, 应用伦理学所倡导的道德上的
共识理论, 可以理解为是民主原则向伦理学的一
种推广

[ 1]

。

由前所述, 应用伦理 学涉及的 交往 的合理

企业作为基本的功能性组织, 是社会赖以存
在的物质产品的供给者, 其社会责任, 理应倍受社
会与公众关注。其实, 这一问题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已引起伦理学界的关注, 到 20 世纪 50 年
代弗里德曼明确提出企业责任就是使利润最大化

性 、 商谈的伦理学 、 程序论证 、 伦理维度 、
道德悖论 、社会共识 、严密的集体性 等范畴

以后, 企业责任便成为伦理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20 世纪 50 年代, 弗里德曼认为企业的责任就是

与概念, 颇具新颖性与前沿性。尽管研究者对此

使利润最大化。他指出, 企业有而且只有一个责

有不同的理解与解释, 但交往、
商谈、程序、共识、
集体性诸多界定, 明显体现了民主原则向 伦理维

任, 就是 在公开、
自由的竞争中, 充分利用资源、
能量去增加利润 [ 3] 。应当说, 弗里德 曼的观点

度 的扩展。其中, 商谈、程序为伦理学的实践( 即

是一种确认和某种权威。古典经济学派代表人物

应用) 提供了一种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法, 而 社会

亚当 斯密在二百多年前就曾指出, 企业家组织生

共识 应被视为应用伦理学的基本原则。 社会共
识 一改传统道德伦理中行 为准则内省、反思的

产完全是出于利己( 即赚取利润) 的目的, 如果能
同时为他人和社会谋利却并非企业家的本意。西

自束 性, 否定道德是 人们头脑中的先验存在

方经济学一直沿用生产的目的就是利润最大化的

或 圣哲们的独特规定 , 强调道德是人们 在为某

观点。弗里德曼当时作为与主流的新古典综合派

一伦理悖论寻求解答方案的论证活动中构建出来
的 [ 1] 。因此, 依据应用伦理学所确立的 社会共

齐名的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 于 20 世纪 40 年代
就已成为人才济济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 芝加哥

识 的基本原则, 道德伦理准则不再是内省的先验

学派) 首席经济学家, 他的观点具有 一定的权威

的自规定性, 而是在群体与公众普遍共识的基础
上形成的一种社会期待, 这为社会与公众依民主

性, 被认为是古典观点的维护者。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 企业的责任就是使利

原则与权利去规定、评价、
约束不同利益群体或组

润最大化的观点受到了普遍的质疑与批评。霍华

织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德 R 鲍恩 于 50 年 代出版的 企业家 的社会责

很显然, 当我们谈及应用伦理学的应用性时,
它所涉及的对象往往是针对不同的利益群体或组

任 一书中所阐述的现代企业社会责任观, 即企业
在追求自身权利的同时必须尽到责任和义务的观

织而言的。尽管可以说, 社会是由处于一定生产

点被越来越多的人 所接受[ 4] 。许多哲 学家和社

关系中不同阶级的人或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不同
阶层的人所组成, 但现代社会更强调社会是由不

会学家不赞成企业只有原始责任的观点, 因此出
现了代理机构模拟等几种理论模型。他们认为,

同的利益群体或组织所组成, 事实上, 现代社会所

企业对社会应该负有 比使利润最大 化更多的责

显现的是, 不同利益群体或组织依不同的角色定

任, 对企业而言, 有可能在追求更多利润的同时也

位对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发挥着各自不可或缺
的作用。按照社会学的观点, 角色是一种社会期

希望增加公众利益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企
业的经营目标被赋予了更多的伦理内容, 认为企

待, 在这里, 社会期待比较接近社会共识的含义,

业应该谋求有利于社会长远发展的责任。与此同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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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还区分出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两个不同概念,
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被进一步明确, 外延被进一

出四种不同层次的分析。

步细化。进入 21 世纪以后, 企业的社会责任被进
一步具体化为几个方面的伦理责任: 第一, 企业在
谋求经营利润的同时, 必须重道德、讲诚信, 不能
损人利己; 第二, 企业必须承担对经营相关联的多
重利益主体的责任, 如消费者、
供应商、竞争对手、
合作者、
银行、
股民、员工、
政府和社区等; 第三, 企
业必须承担环境保护与治理的责任; 第四, 企业必
须承担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责任, 等等[ 2] 。

第一层: 双输

以上论述表明, 在各利益群体关联性不断加
深的社会环境中, 社会期待赋予了企业越来越宽

在这一层次, 企业在经营中, 既不符合企业对
自身 应有的期待, 也不符合 社会对企业的期待。

泛和具体的社会责任。然而, 从企业对自身的期

也就是说, 企业在经营中, 既不把获取更多的利润

待来看, 即使到了各利益群体具有高度关联性的

作为自身追求的目标, 也不能满足消费者以及社
会对企业的期待。一般说, 如果作为具备企业基

当代, 它的经营目标并没有什么改变。企业作为
一个法人组织, 其经营的目的( 或目标) 始终是由

本特性的经营实体, 在其经营中, 不应出现既不符

其成员的行为动机所体现的, 而这些成员只能是

合自身应有的期待, 也不符合社会期待的双输局

股东和代理股东经营的经理层。从初始动机看,
股东投资于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最大化的

面。也就是说, 从理论的假设上可以存在, 但在现
实条件上很难存在, 因为生存在市场环境中的企

获取利润。作为代理者, 经理们的目标只能是股

业, 如果其经营的结果是 双输 , 而且这种双输不

东意志的体现, 尽管在现代企业中普遍存在信息

是源于外在环境压迫的被动结果, 而是来自企业
目标设定上的必然结果, 将会出现企业定义上的

不对称和代理风险, 但利润最大化是经理们的业
绩和获得奖励的基本标准。在这一约束下, 经理

悖论和这种企业不具备存在的合理性。

的经营目标和股东的投资期望趋于一致。不仅如

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可以列举出比较接近的

此, 受利润最大化的影响, 企业在经营中普遍存在

原型 , 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某些国有企业, 如服
装企业, 就比较接近这种原型。从我们现在认同

机会主义的行为动机, 这使得企业对自身的期待
和社会对企业的期待相差很大。

三

的企业定义看, 我国改革开放之前不存在服装企
业, 只存在没有主体( 产权) 资格的服装厂, 它不能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 和支配 利润。因

围绕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溯源与分析, 涉及

此, 那时的服装厂不可能存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

到社会共识、
利益群体、
社会期待、行为动机、原始

生产目的, 从根本上讲, 也不存在对自身责任的期

责任、
社会效果等诸多概念。在论述中, 它们既关

待。从其为社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看, 质量较差、
样式单一并且常常还是短缺的, 更谈不上什么售

联又离散, 人们从中难以寻找出趋于一致性的解
释方案。为此, 本文依据前面设定的界定企业社

后服务和对产品需求的调研。从当时看, 企业既

会责任的两个 参考依据 设计出双期待矩阵, 并

能维持生产( 不会倒闭) , 产品接受者也没什么怨

据此对企业责任四个 层次进行全方 位的展现与
分析。

言, 似乎不能认为是双输。但这显然是一种局限
的合理, 我们应该把国内的生产与生活放到国际

双期待矩阵( 见下图) 按社会期待由小到大和

大背景中去比较, 才能判断其是否真正合理, 这就

企业期待由小到大的程度变化, 被划分为四个象

需要我 们要运用比较 经济制度去分 析。比较而
言, 这些企业既不符合企业对自身的期待, 也不符

限。四个象限的内容, 分别反映了由企业期待与
社会期待交织作用的 输入 引起企业与社会的不
同结果。依照四个项限的四种不同结果, 可以做

合社会对企业的期待, 因此, 从根本上讲, 已不具
备存在的合理性, 而我国改革开放和建立现代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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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制度的实践就是对此绝好的诠释。
第二层, 企业单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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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上缴税金是社会的单赢。
第三, 产生污染的企业对治污的投入是社会

第一, 企业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 如果没

所期待的, 但购买和安装治污设备并不是企业所

有外部力量的作用, 它内在的期待只有一个, 那就
是自身利润最大化。因此, 作为企业而言, 不管社

期待的。在现实中, 很少有企业主动做这种投入,
企业的投入往往是迫于高额罚款, 或某种形式上

会效益如何, 只要能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就是实

的高额排污费( 税) , 或法律纠纷等外在压力, 而企

现了自己的赢利。因此, 利润最大化是企业典型

业自身并不存在对这种投入的期待, 并且常常是

的单赢。
第二, 一方面, 以利润最大化为特征的企业单

设法避免或减少这种投入。因此, 对治污的投入
是社会的单赢。

赢总能引起促进经济发展、
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社

第四, 一些地方政府对企业的额外期待。这

会效果, 尽管这并非企业的本意, 但它同样会对企
业有利; 另一方面, 社会并不期待企业经营中的利

种额外期待是指超出企业正常税收之外的期待,
如企业办社会, 某些社会摊派, 提前预收企业税款

润最大化( 常常变为唯利是图) 的行为。因此, 利

等。这种额外期待对企业是无益且有损, 任何企

润最大化的社会结果同样是企业的单赢。

业都不会存有这种期待, 而政府从中可以收获到

第三, 受利润最大化原始动机的影响, 企业在
经营中普遍期待机会主义的行为, 其中包括不正

短期内节省财政支出和增加财政收入的直接 实
效 。因此, 一些地方政府对企业的额外期待是社

当的竞争, 偷税、
漏税, 不做或少做治污工作, 欺瞒

会一种短期的单赢。

消费者等。企业的这些机会主义行为恰恰是社会
期待所鄙弃的, 尽管这种行为往往只能获得短期
的成效, 但却是大多数企业所乐于运用的。
第三层, 社会单赢

第四层, 双赢
第一, 诚信既是企业所期待的, 也是社会所期
待的, 在诚信的环境中能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双赢。
对企业而言, 讲诚信、
守合同, 能为自身经营创造

第一, 现在的企业, 在商品销售中已普遍采用
降价、
打折、
赊销、
分期付款、
按揭与凭信用的延期

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 在这种环境中, 能顺利实现
一个企业在与其他企业的业务联系中所期待的足

支付, 保证质量的信誉, 提供售后服务等利于消费

额的应收款、保质保量的产品、
优质的服务等; 对

者的方式。很显然, 这不是企业内在追求的目标,

社会而言, 诚信是维护市场游戏规则、
合理有效的

因为它无益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 不仅如此, 它
更不是企业经营所期待的结果, 因为它使企业 无

竞争环境、
企业的商誉与信誉, 从而能有效降低社
会交易成本, 实现社会效益更大化的保障; 对消费

端 减少了利润, 增加了工作量, 承受了更多的风

者而言, 企业的诚信才能确保他们获得保质保量

险。企业之所以这样做, 完全是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与普遍的买方市场环境中不得不为之。而这恰

的产品、
优质的服务等合法的权益。
第二, 善待员工能 实现企业 与社会的 双赢。

恰是社会中的消费者群体所欢欣和期待的, 他们

一方面, 善待员工, 为他们提供安全、
良好的劳动

可以以更小的代价换取更多的商品与服务, 使消

条件与完善的社会保障, 是社会对企业的期待; 另

者的剩余明显地增加。因此, 这显然是社会所期
待的, 是社会的单赢。

一方面, 它也是现代企业管理所提倡的, 在现代的
管理潮流中, 善待员工能充分地调动他们的积极

第二, 企业上缴税金是社会所期待的, 但上缴

性, 发掘他们的创造性, 从而能为企业创造更多的

税金显然不是企业所期待的。一方面, 无论是什
么形式的税金, 最终都是从股东口袋里掏出的 红

利润, 因此, 善待员工也是企业所期待的。
第三, 诸多相关利益主体的共赢。这是在信

利 ; 另一方面, 对企业所有者来讲, 税金意味着可

息时代出现的普遍的供应链组织的环境中, 企业

支配的 隐性 利润的损失, 假如有可能, 很少有人

与其经营的相关利益主体关系的新变化。在信息

心甘情愿 舍弃 这种利润; 从博弈心理看, 普遍的
偷漏税对全社会绝无好处, 但企业却普遍存在自

时代之前, 赢利组织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具备主体
资格的企业之间的竞争。在这种环境中, 企业之

己少交税对全社会可忽略不计的机会主义心理。

间的合作仅仅是暂时的表面形式, 而竞争才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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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的本质特征。在信息时代出现的普遍的供应
链组织的环境中, 赢利组织之间的竞争逐渐转向

企业应该承担的基本的社会责任, 这些基本的社
会责任构成了企业社会角色的基本内容。

供应链组织之间的竞争。供应链是众多主体资格

第二, 上缴税金虽然不是企业所期待的, 但从

的企业围绕产品或服务而组成的 共生 组织, 在
这种组织内部, 围绕产品与服务竞争力的共同利

机会成本角度看, 企业的税金是因其占有更多的
社会资源( 权利) 而理应对社会做出的经济 补偿

益, 众多主体资格的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以合作为

( 义务) ; 从社会协作角度看, 企业从开业、
形成生

主, 而这种合作将使企业有可能变追求自身利润

产和服务能力、
购买和配置生产要素、
组织生产和

最大化为追求供应链组织利益的最大化, 从而在
供应链组织内部实现诸多相关利益主体的共赢。

服务直到其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实现的全过程, 都
得到了政府和其他事业部门以及公共财政直接或

四
通过双期待矩阵对企业责任四个层次的展现
与分析, 全方位地反映出由企业期待与社会期待
交织作用的 输入 引起企业与社会的不同结果。

间接的扶助与保障, 企业理应通过交纳一定的税
金对社会做出合理的 补偿 。因此, 上缴税金是
社会对企业的合理期待, 是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
责任。
第三, 从经济学角度看, 对环境会产生污染的

从这些结果不难看出, 不加限定的企业期待与社
会期待会使企业的社会责任不合理性增加, 即包

企业购买和安装治污设备是其消除( 企业应承担
的义务) 让他人或社会为其承担外溢成本( 企业获

含了一些企业不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在应该与不

得的权利) 的合理投入。因此, 对治污的投入是社

应该承担中的悖论。为此, 界定的依据必须回到
对关键词
角色 的严谨定位上。按照社会学

会对企业的合理期待, 是这些企业应该承担的社
会责任; 而且, 从直接效果看, 这种投入是企业因

的观点, 角色是一种社会期待, 是一系列权利与义

自己的不当行为( 或外溢成本) 对他人或社会可能

务的集合。从语义上看, 责任与义务的含义比较

或已经引起的损害的事前预防或事后补救, 是对

接近; 从法学上讲, 界定义务( 或责任) 时总是与权
利相联系。因此, 以社会期待界定企业应该扮演

他人和社会的有效保护。
第四, 在现代企业的管理潮流中, 善待员工能

的社会角色或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时, 这种期待

充分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发掘他们的创造性, 从

必须是合理的期待。这种合理性就是指权利与义

而才能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因此, 善待员工

务对等的原则, 由此, 可以把界定企业社会责任的
基本依据具体化为三个充分条件, 满足其中之一

既是企业的合理期待, 又是社会的合理期待, 理所
当然是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就可以认为是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第一是

第五, 企业讲诚信、
守合同是维护社会经济秩

企业对自身的合理期待; 第二是企业对社会的合
理期待; 第三是社会对企业的合理期待。据此可

序和企业与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障。因此, 讲诚
信、
守合同既是企业的合理期待, 又是社会的合理

以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做出合理界定与限定。

期待, 理所当然是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第一, 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经营的原始动机, 尽

第六, 在供应链组织中, 围绕产品与服务竞争

管在这种期待中, 企业仅仅是想获取利润最大化,
但它却不自觉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因此, 企业

力的共同利益, 使得众多主体资格的企业之间能
形成一种利益共享式的合作关系, 这种合作将使

这种仅仅是对自身利益的期待却使它不自觉地承

企业有可能变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为追求供应链

担了相应的义务
促进社会发展的责任, 从而
使企业对利润最大化的期待成为了 天经地义 的

组织利益的最大化, 从而在供应链组织内部实现
诸多相关利益主体的共赢。由此, 可以认为, 在具

合理期待。如果企业不追求利润最大化, 社会资

备利益共享的供应链组织环境中, 企业必须承担

源就不能得到最优配置, 也就是说, 利润最大化又

对经营相关联的众多利益主体的责任是社会对企

是资源最优配置的前提条件, 是企业承担社会责
任的必要条件, 因此, 可以说, 追求利润最大化虽

业的期待, 是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第七, 在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中, 诚信是

然不是企业应该承担的充分的社会责任, 但却是

最难把握与监控的, 这主要是由于诚信是介于伦

叶微波, 杨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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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与法律和法规之间的行为, 企业对此又普遍存
有机会主义心理。对此, 不能仅仅把诚信作为一

市场中所处的地位而选择的销售策略, 与消费者
群体的社会期待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般伦理意义上的应尽的义务, 以及主要依靠内省

第九, 一些地方政府对企业正常税收之外的

与反思的软约束去制约, 而是一种企业必须承担
的社会责任。对这种社会责任的制约手段必须大

额外期待, 如企业办社会, 某些社会摊派, 提前预
收企业税款等不仅是不合理的, 而且在某种程度

大的延展

准法律的形式, 即, 工商处罚; 诚信

上是一种超经济强制的行为。企业从中不仅没有

纪录的广泛披露, 而且是处罚与披露并行; 通过前

获得权利, 而且其权益还受到了侵害, 企业从中实

者的代价再加上所有者与企业家伦理意义上的内
省与反思, 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内外制约

际上承担了一些地方政府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这些不合理的社会责任既加重了企业的负担, 又

性的社会责任惯性心理。

扰乱了市场规范和其他利益群体的角色规范。

第八, 降价、
打折、赊销、分期付款、按揭与凭
信用的延期支付, 提供售后服务等是社会中的消

第十, 依据本文界定企业社会责任的依据, 企
业应该承担环境保护与治理的责任, 不过, 在实践

费者群体所欢欣和期待的。但很显然, 这不是企

中, 只有那些对环境造成破坏的企业才应该承担

业内在追求的目标, 更不是企业经营所期待的结

治理的责任。做出这种限定才能确保行为约束上

果。因此, 尽管降价、打折、赊销、分期付款、按揭
与凭信用的延期支付, 提供售后服务等能产生利

的合理性。至于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是一个过于泛
化的概念, 它其实是整个社会不仅对现在, 而且也

于消费者的社会效益, 但它并不是企业应该承担

对未来应该负有的责任。因此, 从实践理性看, 企

的社会责任。事实上, 企业是否会采用这些销售
方式, 主要是依据市场竞争环境和买方与卖方在

业是否必须承担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是一个无
可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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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ition and limitation of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for busin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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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w o- fold problems need solut ions to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 ies for businesses, i. e. t he def ini
t ion toget her w ith it s basis, and t he w ay of def inition. For its definit ion det ermines t he social role, w hich is
a just if iable social expect at ion blended w ith social responsibilit ies of the businesses. So the paper proposes
three condit ions for the potent ial definit ion of t he concerned social responsibilit ies of the businesses.
Key words: social responsibility ; just if iable ex pectation; def inition; lim it at 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