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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全球化发展使跨国企业在国际商务领域获
得可观的经济利益。与此同时，跨国企业的社会
责任日显重要。 尤其 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世
界经济复苏乏力，以民粹主义、保护主义为代表
的“逆全球化”思潮重新抬头的背景下，企业的
社会责任更受关注。“‘逆全球化’呼声日起，主

要是因为传统的全球化格局的弊端日益显
现。 ”[1]100 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治理滞
后、全球发展失衡，已经成为世界经济领域的三
大突出矛盾[2]。 而在多年来的全球化进程中，作
为全球化象征的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带来了
很多社会问题，这成为反全球化的主要缘由。因
此， 跨国公司在自我发展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势在必行。

【摘 要】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复苏举步维艰，民粹
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日益抬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中国发起了“一带一路”倡议，积极促进沿线国家贸易，
推动各国共同发展。 文章聚焦于“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走出
去”过程中的社会责任，揭示现状，研究风险，探寻对策。以 35家中资
企业连续 5年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为研究对象， 在数据解读的基础
上，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发展趋势性分析对策。研究中，对员工、环境和
公众三个主要方面的相关指标数据进行相对化换算， 旨在更有效地
发现相关企业的社会责任建设存在的问题， 提出对策建议， 以助力
“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推行，从而促进中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
中国倡导的新型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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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球化的争议话题主要集中于就业、
收入、劳动政策与环境、国家主权和贫富差距等
方面[3]。比如，Goldberg和 Pavcnik讨论了全球化
对发展中国家所造成的收入不平等现象[4]。对于
全球化的主要争议较多涉及与企业社会责任相
关的员工、环境保护、社会发展等领域。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外投资发展迅速，
各行业已经涌现出一批实力较为雄厚的跨国企
业。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于
2015 年正式发起“一带一路”倡议。“新的世界
经济格局需要新型全球化， 新型全球化需要新
的推动力量。 而‘一带一路’正是顺应新的世界
经济格局的各种‘诉求’应运而生的产物，它是
新型全球化的推动力量。 ”[1]101 中资跨国企业的
全球化发展迎来了巨大的历史性机遇。 中国企
业海外扩张迅速， 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也受到
过一些质疑，面临诸多风险。 因此，本文试图借
助数据从总体上分析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社会
责任，发现问题，找出应对方法，为世界全球化
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二、研究综述

Elkington认为，企业若想实现持续发展，应
该始终坚持三重底线原则，即企业盈利、社会责
任、环境责任三者的统一[5]。 企业盈利即企业取
得经济效益， 这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所
在。 环境责任是企业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的一
部分，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并不必然损害企业的
经济利益，相反，履行好社会责任能够促进企业
利益的最大化。

Carroll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一个金字塔
结构，由低到高涵盖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
责任、慈善责任等四个层次[6]。“企业社会责任金
字塔”概念受到广泛关注，四个层次的划分较好
地诠释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框架。

Freeman 开创性地从利益相关者因其所拥
有的资源不同而对企业产生不同影响的角度，
将利益相关者分为三类， 分别是所有权利益相

关者、 经济依赖性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利益相关
者[7]。 之后，Frederick从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产生
影响的方式的角度， 将利益相关者分为直接的
利益相关者和间接的利益相关者[8]。 Charkham
从相关群体是否与企业存在合同关系的角度，
将利益相关者分为契约型利益相关者和公众型
利益相关者[9]。 Wheeler 和 Sillanpa 建立了社会
性以及利益相关者与企业关系这两个维度，据
此将利益相关者分为主要的社会性利益相关
者、次要的社会性利益相关者、主要的非社会性
利益相关者和次要的非社会性利益相关者 [10]。
Walker和 Marr提出，对企业而言，“所有的利益
相关者都可能是十分重要的， 但没有人说过他
们是同等重要的”[11]。

Goodpaster 的“工具性观点” [12]、Donaldson
和 Preston 的“规范性观点”[13]，都是从利益相关
者视角解释企业应该如何履行社会责任。 Car－
roll 强调，“利益相关者” 理论与企业的社会责
任并不是相互独立的， 利益相关者要素可以为
企业发挥社会责任指引方向， 企业不能只关注
股东这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者， 其他各个利益
相关者的活动都会对企业的经营发展产生影
响，因此，企业对各个利益相关者履行的责任和
给予回报的程度都是至关重要的[14]。

Galan、Béthoux、Gugler 等从全球战略角度
分析了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机制[15][16][17]。
Griffin、Pedersen、Bondy 等认为， 成熟的环境保
护实现机制对公司战略有正反馈作用[18][19][20]。
Rondinelli 则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解释了
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全球影响[21]。 Ramasamy和
Yeung 基于企业跨国经营获得的巨大经济利
益， 认为跨国企业应该更多地考虑为东道国的
居民和政府提供更多的社会责任方面的帮助，
推动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22]。

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提到：“面对经
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选择是，充
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
济全球化走向。 ”[2]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沿线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研究

41



2018 年第 3 期

充分考虑到各国各地区的各利益相关方， 将利
益相关方置于重要位置， 充分考虑各方的需要
及利益，旨在实现共同和谐发展。这是中国智慧
对于世界发展的贡献。 至 2017 年底，“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已增至 71 个。 各国在经济、社会、
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 履行
好企业的社会责任对于“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全
球共同发展意义重大。

研究者们在不同时期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进
行了深刻的阐述和延伸。三重底线原则、金字塔
结构等理论都将社会责任视为企业责任的一部
分。“利益相关者”理论则深刻揭示了企业履行
社会责任的对象以及企业如何履行社会责任。
全球化发展条件下的各跨国企业， 对社会责任
的关注度持续升温。 企业应坚持短期利益与长
远利益结合的理念， 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关注全
方位的履责，从而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跨国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诸多努力及其
成果，对全球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很多经验
值得总结。 例如， 华为公司与联合国难民署、
Safaricom 和沃达丰基金合作，共同实施移动教
育项目， 该项目覆盖肯尼亚 Dadaab 难民营的
1.8 万名 7 至 20 岁的年轻难民。 [23]多个组织合
作解决社会问题， 是世界共同发展理念的重要
体现。企业良好的履责行为，可以缩短各国之间
沟通的距离，为共同发展提供帮助。

三、问题的提出

2015 年 3 月 28 日，中国发布《推动共建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
与行动》，正式发起“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
路”是以运输通道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为基础，
以多元化合作机制为特征， 以打造命运共同体
为目标的新型区域合作机制。 [24]在全球经济增
长重心和中国对外经贸增长重心同时向新兴经
济体与广大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背景下，共建“一
带一路” 有助于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的持
续较快增长， 同时也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提

供新的解决思路和方案。 [25]自倡议推行以来，我
国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投资增长迅速，
2016 年我国境内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
145.3 亿美元， 占同期我国海外投资总额的
8.5%。 但同时，我们也面临着诸多责任和挑战。

发达国家很早就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问
题，相关理论及实践均取得较多成果。作为发展
中国家的中国， 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情
况与发达国家的企业存在较大差距， 理论与实
践的不足使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风险。 国际
社会对中资跨国企业在东道国运营过程中产生
的一些负面影响有过负面评价，比如劳工、环境
等热点问题，这些问题引发了当地居民和政府，
甚至国际组织的强烈抵制和反感。例如，某些企
业为架桥修路而过度采伐， 对动植物生存环境
造成破坏；某些企业污染排放处理不当，危害人
类生存环境。 企业缺乏环保意识、 员工投入不
足、对投资者利益缺乏保护、与当地居民不融洽
等问题影响了我国对外投资的整体形象， 制约
着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可持续发展，阻碍了“一
带一路”倡议的推行。

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履责现状

2015 年 9 月，第一部《中国企业海外可持
续发展报告》在北京发布。越来越多的中资跨国
企业开始重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重视企业的
社会责任。

本文研究所采用的企业样本来源于《“2016
中国跨国公司 100 大”分析报告》[26]。 这些企业
的全球经营与海外业务发展较好， 各种经营指
标与统计相对规范。 其中 70%左右的企业有较
为完整的财务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
发展报告）等的披露制度，80%以上的企业在其
官方网站上设有“企业社会责任”专栏。 也有一
些企业没有发布相关报告， 或者发布的社会责
任报告并不成熟，或者几年内发布不连续。经过
筛选， 本文选取其中数据披露相对较好， 且在
“一带一路” 沿线有业务布局的企业共 35 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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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35 家数据披露较好的样本企业名单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中国旅游集团公司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铝业公司 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

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电网公司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 广东粤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中国跨国公司发展报告（2016）》）

行统计分析，详细名单见表 1。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行业分类标

准，这 35 家企业分别属于 8 个行业，即制造业
（包括中国化工、中国兵器、浙江吉利、中国中
铁、TCL 集团、上汽集团、天合光能、北汽集团、
中国建材、中国机械、中国恒天、安徽海螺），采
矿业（包括中国石油、中国海油、中国中化、中国
铝业、神华集团、中国黄金、紫金矿业、铜陵有
色、陕西煤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包括华为控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兴通
讯、中国电信），建筑业（包括中国交建、中国铁
建），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包括
国家电网、中国华能），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包括
中国旅游、广东粤海），金融业（包括广州越秀、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包括中国航空），各行业企业数量如图 1
所示。由于行业特性，制造业和采矿业需要在安
全生产和环境保护上做出更多的努力， 因此其

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面表现得更为积极。
另外，根据企业所有制类型划分，除浙江吉

利、华为控股和天合光能之外，其余 32 家企业
均属于国有企业，占比超过 91%（见图 2）。 国有
企业因其较大的经营规模， 不仅在跨国企业排
名中占据优势（在 2016 年中国企业家协会推出
的中国跨国企业 100 强名单中，78%的企业是
国有企业），其履行社会责任的总体表现也要比
民营企业出色。

根据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的信息， 结合中
国“一带一路”倡议，这些企业均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有相应的履责区位分布（见图 3）。 伴
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无论是经营活动还
是履责行为，中资跨国企业把握机遇，其投入将
逐渐向沿线国家倾斜。

35 家企业在不同国家围绕利益相关者展
开了具体的履责行为， 通过切实的行动不断强
化自己的社会责任。 例如，在员工方面，优先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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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35 家样本企业所属行业分布

图 3� 35 家样本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履责区位分布

图 2� 35 家样本企业的所有制类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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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5 家样本企业的履责情况

公司名称 主要履责活动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在哈萨克斯坦优先采购当地产品及服务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资助白俄罗斯学校建设，打造智慧校园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向印度尼西亚的医院捐赠医疗设备

中国旅游集团公司 帮助中国贵州省黎平县解决贫困问题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 在新加坡打造全球最大天然橡胶产业平台，助力可持续发展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投资建设印度尼西亚东部地区第一个水泥厂，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 与俄罗斯石油公司签署协议推动远东石化项目，带动基础设施建设

上海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在泰国组织献血活动；获泰国“和谐劳动关系奖”

中国铝业公司 仅 2016年就在中国西藏地区投入扶持资金 1200万元

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 为尼泊尔地震灾区捐赠太阳能组件，参与灾区重建

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持续在缅甸投入资源，让 1300万当地居民第一次使用上网络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在俄罗斯坚持本地化经营，本地员工使用率超过 80%

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 向中国四川雅安地震灾区捐款 683 万元人民币用于校园重建，并持续开展支教活动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 向吉尔吉斯斯坦捐资 300万元助力当地教育事业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运用新技术修建马来西亚槟城第二跨海大桥，提升品质，获得了来自多国的多个专

业奖项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在缅甸爆发武装冲突期间，为难民提供援助

国家电网公司 在中国香港建立智能用电基金，推广节能教育，开展社会关爱活动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在塔吉克斯坦资助 496万美元建设幼儿园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在伊拉克捐赠孤儿院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阿塞拜疆最大水泥厂，创造 2900 个就业机会，每年为其节约水泥进口资金 1.5

亿美元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997年至今投资 30多亿元在中国各地建设高等院校，培养专业人才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快速救援白俄罗斯暴风雨灾区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在中国新疆开拓“一带一路”空中航线，支援中国边疆地区经济建设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服务于越南震兴医院信息化，遵守当地规范，尊重当地文化习俗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在缅甸的六个工程项目均由当地企业承建，帮助当地人民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创造

就业机会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在中国安徽大学和中南大学设立教育基金，资助在校大学生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 在中国宁夏建设饮水工程，解决当地用水问题

广东粤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重视员工身心健康，员工职业病发病率连续七年为零

佣当地居民，创造就业机会，减少文化差异的影
响，重视员工身心健康；在环境方面，优先采用
新技术，降本增效，推广节能；在公众方面，捐助
资金及设备，助力当地教育事业，改善当地居民
生活条件。 具体履责情况见表 2。

另据统计， 在本文跟踪的 35 家样本企业

中，有 22家企业连续 5年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中披露了财务数据（见表 3）。

我们对上述 22家企业自 2012 年以来的全
球范围内营业收入及缴纳税费的平均值数据进
行了统计，以期观测到“逆全球化”浪潮下中资
跨国企业的全球经营状况及履责能力（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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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各企业 2016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公布的信息编制）

公司名称 主要履责活动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在波兰以业务为导向，减少文化差异对各国员工造成的影响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培训巴基斯坦员工，专门开立穆斯林餐厅，尊重当地宗教文化信仰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仅 2016年，集团就投入 2,927万元用于节能减排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隧道工程，改善当地民众生活条件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女职工特别保护专项集体合同》，保护女性员工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在巴基斯坦组织“A New Hope”志愿者项目，服务内容覆盖环境保护、教育、社会关

怀、救灾等

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在柬埔寨修建道路和学校，赞助节日活动，慰问当地困难居民

表 3� 22 家连续 5 年披露财务数据的样本企业名单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铝业公司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电网公司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广东粤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数据来源：《中国跨国公司发展报告（2016）》）

图 4� 2012—2016 年期间 22 家样本企业营收及纳税平均值

（数据来源：各企业 2012—2016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续表 2）

46



可见， 自 2012 年到 2016 年，22 家样本企
业的全球营收均值增加了 7.93%， 年均复合增
长率为 1.54%，所缴纳的税费下降了 8.63%，而
同期世界 GDP 平均增长率约为 2.61%。 数据表
明，呼声日起的“逆全球化”给跨国企业的经营
带来了消极影响。从短期来看，中资跨国企业的
经营效益面对较大压力， 经济效益上的压力容
易通过减弱企业的动机和能力延伸至企业的社
会责任领域。 然而，从长期来看，中国提出和推
进“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和新
型全球化贡献了智慧， 这对于世界各国的跨国
企业都是历史性的机遇。

中国对于促进世界经济和谐发展具有坚定
的信心。当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是一个长
期而又必要的过程，在推进共同发展时，中资跨
国企业应该提升多维度的管理能力。 无论属于
哪个行业，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在海内外尤其
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营过程中，中资跨
国企业必须坚持履行社会责任与提高经济效益
并行不悖，从员工、环境和公众等利益相关者角
度着手，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增强利益相关者的
满意度和获得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五、研究过程与发现

大部分企业在编制和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
告时，都采用了围绕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如前所
述， 利益相关者通常是指对企业产生影响的，
或者受企业行为影响的任何团体和个人，一般
包括股东、政府、员工、环境、公众、供应者和消
费者。

但是在具体的内容方面， 各跨国企业公布
的社会责任报告不尽相同， 报告中针对各利益
相关者所列的指标数据也缺乏统一的规范和标
准。 本文依据数据重要性和可比性原则选取 3
个最为关键的利益相关者， 即员工、 环境和公
众。 其中，员工是企业生产和运转的基本单位；
环境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 公众的理解与信
任能够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以员工、环境和公众为视角提取 3 大
类社会责任指标， 用于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履
行状况。

同时，依据通用度较高、概括性较好、披露
比例较高等情况， 本文在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进行数据分析时， 进一步将 3 大类社会责任指
标细分为 13 个关键指标，即 6 个员工类指标、6
个环境类指标和 1个公众类指标。 在研究过程
中， 分别应用 Excel2010 和 SPSS21.0 软件进行
数据录入和统计处理， 并且重点关注各指标统
计值的变动情况及发展趋势， 以期得到有效的
结论。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本文所选取的 35 家样
本企业都基本遵循国家发布的系列标准（包括
《社会责任指南》《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和
《社会责任绩效分类指引》） 编写企业社会责任
报告， 但每个企业在披露具体信息的详细程度
以及指标设置上或多或少存在差异， 为了便于
分析比较，本文尽量选取较为通用的信息指标，
对于那些数据单位、计算方法、表达含义没有明
确说明的指标不予选择。

（一）员工
根据所选取的 6个员工类细分指标， 本文

对 35 家样本企业 2012 年和 2016 年的相关数
据进行对比分析（见表 4）。

对表 4 进行分析后得出以下结论：
（1）各指标的“有效数据比例”均上升，说明

各企业的信息披露意识增强。
（2）从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等数据来分

析，各企业在“员工人均安全投入”“职业健康检
查率”“女性员工占比” 以及“海外员工本地化
率”方面总体上表现出积极的变化。

（3）“员工人均培训投入”大幅下滑，平均值
下降约 57%，表现不佳。 考察各企业近 5 年的
经济效益水平，并未出现大幅下滑，因此，该指
标的下降可更多地归因于企业管理意识的缺失
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制度的不足。

（4）“万人事故死亡率”高涨。这一指标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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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2 年和 2016 年 35 家样本企业对员工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指标 / 年份 / 统计值
有效数据

比例（%）①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中位数 标准差

员工人均培训投入

（万元）②

2012 22.86 0.265385 1.194030 0.052283 0.114753 0.358129

2016 34.29 0.112870 0.244044 0.067174 0.094388 0.049351

员工人均安全投入

（万元）

2012 34.29 0.876576 4.331247 0.062911 0.434975 1.144155

2016 40.00 0.963226 3.725120 0.064954 0.459808 1.051805

万人事故

死亡率③

2012 22.86 0.061630 0.230000 0.000007 0.000257 0.096202

2016 28.57 0.489687 2.782951 0.000650 0.179879 0.795007

职业健康检查率

（%）

2012 28.57 97.71 100.00 92.00 99.60 2.936137

2016 40.00 98.81 100.00 92.4 100.00 2.185166

女性员工占比

（%）

2012 40.00 27.12 41.32 13.48 27.15 8.623944

2016 65.71 27.58 55.54 12.06 24.70 9.957490

海外员工本地化率

（%）④

2012 11.43 65.10 82.10 27.11 75.60 22.446938

2016 14.29 76.88 93.00 53.70 82.00 13.599029

（数据来源：各企业 2012—2016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 � ①有效数据比例=有明确信息披露的企业数/企业总数（企业总数=35）。

②为了便于比较，本文将“员工培训投入”“员工安全投入”这两项指标进行了相对化处理，折算后的指标为“员

工人均培训投入”和“员工人均安全投入”。

③一些企业对诸如“事故死亡率”等指标比较敏感，披露积极性较低，这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数据缺失。

④鉴于部分企业披露的是“外籍员工占比”数据，改数据不能等同于“海外员工本地化率”，本文选择了通用度

较高的后者进行分析。

升提示各企业，须将安全生产放在重要的位置，
尽可能降低事故率和死亡率。

（5）“女性员工占比”平均值基本已维持在
27%的水平，表现良好。不同行业在工作性质上
的差异可能会对员工性别比产生影响，例如，在
采矿、 机械制造等行业不宜大规模录用女性员
工，而在通信行业里由于存在大量的客服、行政
等工作，会对女性员工有较多需求。 因此，对各
行业的女性员工占比不能一概而论， 应该加以
区分。

（6）在“海外员工本地化率”方面，多数企业
的本地化用工意识较强。例如，国家电网公司对
于海外参股控股的公司， 仅派出一定数量的董
事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事项， 像国家电网巴西
公司这样的全资公司，中方仅派出 30人的管理
团队，其余岗位均聘用当地员工。

（二）环境
关于 35 家样本企业对环境的社会责任履

行表现，本文选取了 6个细分指标（见表 5）。 为
了便于比较和分析， 我们将一些指标进行相对
化处理， 通过除以相应的企业营收获得客观的
相对指标。

在统计期内， 很多企业披露相关信息时对
于披露哪些具体指标没有统一的标准， 各企业
之间以及同一企业的各报告期之间有时会出现
变动。 鉴于大部分企业未披露单位产值的污染
量指标，本文以营业收入为参照，用单位营收污
染量指标进行替代。具体来看，各指标变化情况
如下：

（1）多数环境指标披露比例出现上升，“单
位营收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是唯一一个披露比
例出现下降的指标， 原因是一些企业在不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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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12 年和 2016 年 35 家样本企业对公众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指标 / 年份 / 统计值
有效数据

比例（%）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中位数 标准差

单位营收公益捐赠额

（元 / 万元）

2012 48.57 5.680846 39.244036 0.432439 1.533992 9.452611

2016 65.71 5.747385 34.933441 0.092342 0.918884 9.107408

（数据来源：各企业 2012—2016年 CSR 报告）

表 5� 2012 年和 2016 年 35 家样本企业对环境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指标 / 年份 / 统计值
有效数据

比例（%）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中位数 标准差

单位营收节能环保投入

（元 / 万元）

2012 40 27.050633 60.320000 4.969262 23.859218 18.529312

2016 51.43 37.256099 254.645298 0.875671 10.693755 64.578858

万元产值综合能耗

（吨标准煤）

2012 42.86 1.047205 2.660000 0.007200 1.140000 0.901334

2016 51.43 1.103433 5.470000 0.004000 0.430950 1.434324

单位营收二氧化硫排放量

（吨 / 万元）

2012 25.71 0.002437 0.013067 0.000050 0.000503 0.003961

2016 28.57 0.000554 0.002731 0.000001 0.000187 0.000793

单位营收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吨 / 万元）

2012 28.57 0.002746 0.026027 0.000007 0.000108 0.007763

2016 17.14 0.000121 0.000350 0.000003 0.000086 0.000120

单位营收温室气体排放量

（吨 / 万元）

2012 25.71 0.118865 0.243529 0.001020 0.136198 0.085233

2016 25.71 0.270915 1.510795 0.030396 0.125376 0.442667

单位营收废水排放量

（吨 / 万元）

2012 11.43 4.335670 8.796512 1.577710 3.484228 2.997819

2016 14.29 4.126276 14.976603 0.150865 1.457716 5.494786

（数据来源：各企业 2012—2016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告期进行选择性披露， 例如在指标水平较低时
披露，在指标水平上升时隐藏，这反映出企业在
编制报告时缺乏有效的规范性。可见，我国对于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质量要求需要进一步
加强，以防止企业出现选择性披露行为。

（2）作为反映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情况的最
直接的总体性指标之一，“单位营收节能环保投
入”的平均值在报告期内显著上升。

（3）“单位营收二氧化硫排放量”“单位营收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和“单位营收废水排放量”
等指标总体出现下降。

（4）“万元产值综合能耗”和“单位营收温室
气体排放量” 由于个别企业的数据猛增而出现
平均值上升的情况。

一些企业环保投入增加较快， 原因之一是
国内在不断加强环保管理力度。 中国推行供给

侧改革，推进产业升级，势必对企业生产方式提
出更高的要求，首先就是低能耗低污染。原因之
二是国际社会对于企业环保责任的关注度不断
提升。 世界各国围绕全球生态环境的合作以及
各种国际环保组织的设立和积极活动， 对企业
加强环保责任的履行产生了很多实质性影响。

（三）公众
在考察 35 家样本企业对公众的社会责任

履行表现时， 出于对数据的代表性和可量化性
考虑，我们只选取了一个细分指标，即单位营收
公益捐赠额。 考虑到跨国公司规模对其收入和
慈善捐赠绝对数据有较大影响， 因此我们对该
指标进行了相对化处理，即以“相对捐赠力度”
（“全球捐赠/全球收入”）作为比较指标，以消除
上述影响， 从而更加客观地评价企业对公众的
社会责任[27]，具体数据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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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6 中国百强跨国企业中历年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数量

（数据来源：根据各企业在官网上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统计整理）

对表 6进行分析后得出以下结论：
（1）到 2016 年，企业对于捐赠数据的披露

比例已经上升至 65.71%，这意味着大部分企业
开始注重公益慈善，并有加强信息披露的意识。

（2）从平均值来看，“单位营收公益捐赠额”
在 5 年间小幅上升，但是最大值、最小值及中
位数反而出现下降。 这说明， 企业在对公众履
行社会责任方面，初期的投入力度相对较小，相
关制度及配套机制逐渐成熟后， 投入力度会相
应增加。

（四）趋势分析
1.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数量以及报告

所蕴含的信息量均趋于增加
我们对 2016 年中国 100 强跨国企业的企

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情况进行追溯：2005 年
共有 4 家企业发布报告， 此后总体呈现上升趋
势，至 2012 年达到 56 家；2013 年至 2015 年连
续三年维持在 56 家（见图 5）。 截至本文统计
时，一些企业的报告编制工作尚未完成，因而未
能发布 2016 年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导致该
年的数量下降。这部分企业在披露社会责任报
告方面需要提高时效性。 此外，一些企业选择
性发布报告的行为也给数据的真实性造成了

很大的影响。 在 2012 年以前，各企业发布的报
告很少展示特定指标的数据， 信息量匮乏。
2012 年之后，报告的信息质量变化明显，虽然
仍有不足，但有效数据在增加。 这段时期也是
中国经济逐渐进入新常态，以及“一带一路”倡
议孕育、产生、发展的时期。 习近平主席强调：
“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
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
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
互济的开放格局。 ”[28]倡议本身就蕴含着对于企
业社会责任的持续关注。 企业是“一带一路”发
展当中的主体，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是企业发
展和社会发展双赢的历史机遇。 企业在经济活
动中，应该把社会责任放在与企业发展同样重
要的位置，应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
发展中从头至尾贯穿企业对社会、 对他人、对
环境、对一切人们利益共享的理念。 应该把企
业发展同造福于当地社会、当地人们的利益结
合在一起，同当地的扶贫和实现人类的千年计
划结合在一起。 [29]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
企业不断加快“走出去”的进程，同时将中国企
业的社会责任带向世界。 推行倡议与企业履责
将会形成良性循环，互相促进，互相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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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 年份 有效个数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万人事故死亡率（%） 5 0.086268 0.653579 0.363875 0.421578 0.778184

员工人均培训投入（万元） 7 0.286976 0.150537 0.151907 0.143154 0.128783

员工人均安全投入（万元） 11 0.934757 0.891065 0.895358 0.832882 0.871879

单位营收节能环保投入（元 / 万元） 11 25.342149 43.085490 45.418251 59.105398 49.978124

万元产值综合能耗（吨标准煤） 11 0.897335 0.863889 0.839421 0.861658 0.733791

单位营收公益捐赠额（元 / 万元） 16 5.062439 6.052295 4.772587 4.201759 7.467226

表 7� 6 个指标的连续性数据

（数据来源：各企业 2012—2016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图 6� 2012—2016 年样本企业相关指标趋势图

2.企业在节能环保和公益慈善方面趋向改
善， 但在员工的安全保障及非工资福利类支出
方面表现不佳

为了对整个统计周期内企业的社会责任表
现进行更为连续的考察， 我们选取了 6 个指标
进行单独展示，包括三个员工类指标、两个环境
类指标和一个公众类指标（见表 7）。 这 6 个指
标在企业对员工、 环境和公众的履责表现上更
具总括性， 同时有连续 5年的完整且有效的数
据。基于此，我们选取了连续 5年披露数据的样
本企业在报告期内的平均值。 通过这些数据我
们看到， 中资跨国企业在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
息时缺乏有效、统一的标准，使所呈现的信息存
在很多差异。 这是中资跨国企业在今后履责中
需要解决的一大问题。

上述指标的基础数据均来自样本内连续 5
年披露相关信息的企业。 如果将每个指标 2012

年的平均值设为 100，以此为基数，通过增减比
例为其他年份的数据赋值， 可将测算后的数据
绘制成曲线图（见图 6）。

图 6比较清晰地展示了近 5 年内各指标的
增减趋势。 其中有 3个指标总体来看出现积极
变化，有 3个指标则出现恶化。

（1）“单位营收节能环保投入”上升趋势明
显。

（2）“单位营收公益捐赠额”在经历了 2014
年和 2015年连续两年的下降后， 于 2016 年出
现大幅增长，较 2012年增长 47.5%。

（3）“万元产值综合能耗”表现出较为缓和
的下降趋势，至 2016年累计下降 18.23%。

（4）“万人事故死亡率”的表现极为不佳，
2013 年骤增幅度超过 7 倍， 至 2016 年其比例
甚至创造出最高记录，虽然不排除 2012 年作为
极端年份从而死亡率处于历史低位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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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仍然需要引起重视。
（5）“员工人均培训投入”和“员工人均安全

投入” 下降趋势明显，5 年内分别累计下跌
55.12%和 6.73%。

由此可见，统计周期内，中资跨国企业在节
能环保和公益慈善方面的表现不断改观， 但在
员工的安全保障及非工资福利类支出方面表现
不佳。这意味着在今后的社会责任工作中，需要
适当加强员工社会责任方面的资源配置。

六、结论与对策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初期，35 家中资企业
连续 5 年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从一定程度上显
示了中资跨国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发展
趋势。 在员工、环境和公众三个主要方面，这些
企业的社会责任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也还
存在一些问题。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以下结
论与对策建议。

（一）结论
第一， 中资跨国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整体关

注度和工作量在提高，信息披露量逐渐攀升。但
是截至 2016 年年底，100 强跨国企业中仍有
30%左右的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基本处于
空白状态。另外，还存在某些企业在某些年份未
披露报告， 以及披露报告缺少有效的统一标准
的情况。

第二， 中资跨国企业对员工非工资福利类
的投入不够，为安全生产留下巨大隐患。高涨的
“万人事故死亡率”说明，企业安全生产能力不
足， 这将极大地制约其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以及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

第三，从连续 5 年的数据来看，中资跨国企
业在环境责任方面任重道远。 虽然不少企业在
节能环保方面的投入持续加大， 但是在能耗和
污染排放方面与发达国家的企业仍有很大的差
距。

第四， 中资跨国企业对公益活动的参与度
在不断提高，公益捐赠额不断增加，但是与企业

所获得的经济效益相比仍然略显单薄， 容易招
致舆论压力。

（二）对策
1.制定统一标准，建立企业社会责任评级

体系
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责任评级体系十分必

要。企业是履行社会责任的最直接主体，应该将
增强社会责任意识置于首位。 建议以政府为主
导成立专门的高级别机构， 统一管理和协调各
企业的社会责任工作， 引导企业按规定标准完
整披露信息。

2.抓住“一带一路”机遇，增强企业履责能力
在全球范围内采取灵活高效的策略， 优化

资源配置，强化价值链管理并协调跨国多市场，
努力实现全球经营的效率， 进而为企业履行社
会责任提供财务支持。 中资跨国企业完全可以
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行中，结合自身资金优势
与其他国家的资源优势实现共赢， 从而提高履
责能力。

3.多方面增加对员工的投入，注重人文关怀
培训投入及安全投入的增加， 能够帮助员

工提高综合素质，保障企业安全生产，提高企业
生产效率。对员工的关注包含多个方面：在员工
招聘上，坚持公平公正公开，消除歧视，拒用童
工，发展海外用工本地化；在员工培养上，增加
资金投入，建立资金使用跟踪机制，培养员工综
合素质，使员工与企业文化理念相融合；在员工
保障上，增加安全投入，确保员工的生命安全，
提高员工的职业技能， 提升员工的生存发展能
力，以提高企业效益增加员工的综合收入。

4.探索绿色发展模式，与自然生态和谐共生
中资跨国企业要做到在各个国家都注重保

护环境。 企业应该改良生产方式， 淘汰落后产
能，将污染等外部成本纳入企业的生产成本，在
生产过程中做好环境维护工作。 为了提高企业
的积极性，政府可以为企业提供补贴。对于节能
环保型企业可以在金融市场中给予融资上的便
利，在财政政策上作税率优惠调整。 另外，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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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所述：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
不成也。’只要我们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
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2]推
行“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智慧，也是世界上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全球化转型中的
创造性贡献。我们相信，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
推进，中国企业能够激浊扬清，在全球经济、社
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带一路”沿线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研究

53



2018 年第 3 期

1629-1641.

[16]� 魪lodie�Be＇ thoux,�Claude�Didry,�Arnaud�Mias.�What�Codes�of�Conduct�Tell�Us:�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and�the�

Nature�of�the�Multinational�Corporation[J].Corporate�Governance:�An�International�Review,2007(1):77-90.

[17]� Philippe�Gugler,�Jacylyn�Y.�J.�Shi.�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for�Developing�Country�Multinational�Corporations:�

Lost�War�in�Pertaining�Global�Competitiveness?[J].Journal�of�Business�Ethics,2009,(S1):3-24.

[18]� Jennifer� Jeanne� Griffin,� Craig� S.� Fleisher,� Steven� N.� Brenner,� Jean� Boddewyn.� Corporate� Public� Affairs� Research:�

Chronological�Reference�List[J].Journal�of�Public�Affairs,2001(1):9-32.

[19]� Esben�Rahbek�Pedersen.�Perceptions�of�Performance:�How�European�Organizations�Experience�EMAS�Registration[J].

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and�Environmental�Management,2007(2):61-73.

[20]� Krista�Bondy.�Evaluating�the�Potential�Effectiveness�of�Codes:�The�Statement�Strength�Evaluation�Method (SSEM)[J].

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and�Environmental�Management,2007(1):1-15.

[21]� Dennis�A�Rondinelli.� Transnational�Corporations:� International� Citizens� or� New� Sovereigns? [J].Business� and� Society�

Review,2002(4):391-413.

[22]� Bala�Ramasamy,�Mathew�Yeung.�Chinese�Consumers’ Perception�of�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J].Journal�of�Busi-

ness�Ethics,2009(S1):119-132.

[23]� 2017 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报告[R].北京：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2017：54.

[24]� 李向阳.论海上丝绸之路的多元化合作机制[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11）：4-17.

[25]� 卢峰，等.为什么是中国？ ———“一带一路”的经济逻辑[J].国际经济评论，2015（3）：9-34.

[26]� “2016 中国跨国公司 100 大”分析报告[R]// 卢进勇，刘辉群，王辉耀，等编.中国跨国公司发展报告（2016）.北

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7.

[27]� 金润圭，杨蓉，陶冉 .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研究———基于 CSR 报告的比较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8（9）：

47-53，59.

[28]�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R].北京：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2017.

[29]� 人民网.第三届海航社会责任论坛召开 聚焦“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的新责任[EB/OL].（2017-11-24）.http:

//hi.people.com.cn/GB/n2/2017/1124/c231190-30960448.html.

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