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18, 7(9), 1465-1469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18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8.79216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Status
Quo and Promotion Strategy
Yaohua Song, Mingxian Wang, Qiang Wang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jin
th

th

th

Received: Aug. 16 , 2018; accepted: Aug. 30 , 2018; published: Sep. 10 , 2018

Abstract
A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of world economic integratio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e the direct
beneficiaries of trade system and investment opening,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have an increasing influence, and thei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economy.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conflicts caused by globaliz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global production system by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China, the term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has only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in the academic world, and many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have performed poorly in China.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definition and conten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n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China,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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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跨国公司作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贸易体制和投资开放的直接受益者，跨国公司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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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上升的影响力，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也必不可少地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
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对于全球化进程中引发的冲突以及跨国公司建立全球化生产系统有着深远影响。
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这一名词仍只在学界引起重视，许多跨国公司的在华表现很不理想。本文首先通
过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内容等介绍，再分析跨国公司在我国出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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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跨国公司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来源，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只
有一半是国家，其余的则是大公司。据财富杂志调查，2011 年世界 500 强名单中，沃尔玛单个企业的营业
收入就达到 421.849 亿美元，这个额度甚至超过了一些小国家的国家 GDP 总额。跨国公司的发展势头不断
增强，跨国公司的发展和经营对于社会、经济、政治环境都产生了巨大影响[1]。从全球发展的角度来看，
如果有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来规范跨国公司的发展，那么对全球商业环境以及生存环境都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从跨国公司的角度来看，传统的国际市场格局已经改变，对跨国公司的要求除了成本和质量上的
竞争优势外，对企业的美誉度、环保贡献度、生产环境改善等方面也都要求具有竞争优势，而这些优势的
获取，必定促使跨国公司履行其企业社会责任。所以随着跨国公司扩张程度的不断加深，对跨国公司企业
社会责任的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已经成为理论研究的活跃方向。

2. 企业社会责任
2.1.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
企业社会责任最早出现在美国学者谢尔顿的著作《管理的哲学》中。1953 年，“企业社会责任之父”
博文在《商人的社会责任》一书中，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最初的定义，他认为，商人有义务按照社会
所期望的目标和价值来制定政策，进行决策或采取行动[2]。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伦理概念在企业管理上
乃至经济学上的应用，其目的在于协调企业和社会的发展，最大化其同步程度，获得共赢。
企业社会责任考虑的是企业与社会需求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及企业对社会发展目标的影响。在社会的
变革中，每个社会团体都因时制宜地执行着相应的社会角色分工。跨国公司在这种社会变革中的角色变
化更加迅速，因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它们的角色功能在不断地扩张。因此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
任标准和绩效是一个良好稳定全球化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2.2. 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
跨国公司，顾名思义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以多元化的社会为背景运行的企业。跨国公司需要适应和遵
守不同的社会文化及经济环境，也因此常常经历不同国家的文化冲突。所以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内
涵应该是建立在多元的社会环境和复杂的社会期望基础上的。
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是随着世界贸易和跨国投资的发展而逐渐加深的，最显著的推进就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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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组织拟定的各项契约和协议。1999 年，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中要求全世界企
业界遵循一些普遍的商业价值观和原则，其中就包含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些重要方面。从联合国 1999 年
的全球契约来看，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主要的关注点在于人权，劳工以及环境方面，主要从具体范
畴出发，以倡导的形式来推动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环境方面的里约宣言则在较大程度上影响
了各国跨国公司的经营，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进程。当然，跨国企业有在当地本土化的性质，
所以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往往不能脱离东道国的范围。
人权、劳工以及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了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三大主题，其实这三者是联合国提出
的具有全球普遍适应性的全球契约，所以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也具有同样的适应性。保护员工的健康和
安全，公平对待员工的劳动，拒绝使用童工和强迫劳动，保障员工的生活工资等，这些都属于劳动及人
权范畴的社会责任内容；而倡导保护环境，包括自然和社会环境，采取措施防治污染，拒绝贿赂和腐败
等都是环境范畴的企业社会责任内容；但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不仅仅于此三项，跨国公司企业
社会责任还可以细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平等和社会捐赠慈善事业等几个方面，这些具体内容隶属
于人权，劳工及环境的范畴。

3. 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现状问题及原因
跨国公司的发展之势迅猛，当着眼于社会责任时，大部分跨国公司倡导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推动了
国内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发展。而在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时，我们会发现一些令人费解的现象，即越是在
中国这样迫切需要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社会责任越是普遍缺失，而在发展中国家，轻视或
者忽视社会责任，实施社会责任逆行或社会责任的双重标准几乎成为跨国公司的普遍选择。在我国，跨
国公司陆续发生行贿、食品安全、化妆品质量超标以及工会组建障碍等事件，例如雀巢奶粉持续超标、
宝洁事件、肯德基使用苏丹红事件等，这些问题的产生是因为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感缺失。这种社会
责任感缺失实际让相关跨国公司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越是在欧美这样的发达国家，企业越是广泛地承
担社会责任。在欧美发达国家，竞相承担社会责任成为提升企业形象，增强企业“软实力”的重要手段。
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双重标准的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这些研究多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
从政府监管与法律制度方面进行分析，认为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双重标准源于政府监管与法律规制的差异。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争取外来投资而竞相降低社会责任标准所形成的社会责任监管上的“向底部
竞争”；二是从社会公众压力的视角进行分析，认为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双重标准源于社会公众，如非政
府组织、媒体、消费者、投资人等对企业行为监管压力的不同；三是将问题归结为跨国公司或管理者的
价值观念。
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对于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的立场和主张也不尽相同，使得国际社会目前并没有
统一的规则和标准。主要的问题在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法律和意识层面均有较大的差距，所以在
制定标准时难以协调，此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因素也是需要顾及的一大原因，难以达到一个平衡
的标准。另一方面，在国际经济的发展中，缺少一个监督主体对跨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进行有效监督，
也是跨国公司规避社会责任的一大原因[3]。

4. 跨国公司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必要性
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发展，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重视日渐显著，尤其对于跨国公司，企业的社会责
任也逐渐融入企业价值核心和长期战略体系中。企业社会责任的政治理论认为，企业作为一个社会机构，
由于社会赋予其权力或者与社会之间存在一系列隐含着义务规定的契约，必须以负责任的方式运用其权
力，否则企业就会丧失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跨国公司应该采取全球标准化的企业社会责任策略，通过
DOI: 10.12677/ass.2018.79216

1467

社会科学前沿

宋耀华 等

实施社会责任行为赢得制度上的合法性。政治理论提出的社会权力方程指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伴随着其
所拥有的社会权力而产生的，其核心思想是社会赋予企业权力，而企业必须承担与权力相对的责任。企
业的能力越强、影响力越大，包括消费者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期望也越高，企业也应该承担更多、
更大的社会责任，而不仅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寻求利润的最大化。
大部分研究表明，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具有正向的积极响应。因此，定位于企业社会责任，
并将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整合进其核心业务战略的品牌，较之仅从事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品牌而言，能够
获取更大的消费者利益(Du et al., 2007) [4]。对于技术强大、资金雄厚的跨国公司，社会公众已经认可其
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而对其社会责任的承担有着更高的期望和关注，从战略层面开展企业社会责任
活动能够为跨国公司提供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中国，当跨国公司的目标市场为年轻人时，采取企
业社会责任战略定位尤其有意义，年轻人往往接受更多的教育，具有更多了解企业信息的途径，在产品
评价和判断的过程中，会更多地运用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作为线索；处于快速消费品行业的跨国公司也
适合采取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定位，消费者在购买产品卷入度低、风险小的商品时会更多地利用企业社会
责任信息作为产品评价和购买的重要依据。消费者利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进行产品评价时会出现一种基
于效价的不对称现象，即一旦消费者感知到企业不负责任的信息，则企业或其产品形象便会严重受损。

5. 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升
对企业化会责任进行战略上的有效管理能够降低风险，并提升公司形象。与此同时，企业社会责任
的管理失败也会对公司造成经济上的失败。当前，多种环境、生态等问题使得中国整个社会对企业社会
责任理念倍加重视并广泛倡导。因此，如何管理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对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而言，
至关重要。
随着我国对社会责任的认识及重视，跨国公司核心竞争力也发生了变化。在企业社会责任不断的制
度化发展过程中，对于跨国公司来说，需要同时应对社会责任的全球化和当地化问题。一方面，作为经
济全球化主要受益者的跨国公司，人们对其在世界范围内承担社会责任的期望更高；另一方面，由于企
业化会责任与本±的文化背景及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因此，跨国公司在他国实施社会责任必须针对
他国的国情和文化风俗等，做适应性调整。具体地，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企业社会责任是指基于整个社会
所普遍认为的标准承担企业的责任和义务，如在世界范围内保护人权、保护环境等；跨国公司的当地化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基于当地社区的标准承担相应的企业责任和义务，具有明显的地域性。针对如何提升
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建议：

5.1. 加强与外界各方面的合作
由于跨国公司的根本目的是利润的最大化，从跨国公司本身主观性上讲，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可能
性及成效应该是微乎其微的，因此主要从国际法规制和东道国自身两个方面来提出加强对跨国公司承担
社会责任的促进。
由于跨国公司是一个全球性的经济组织，涉及到各个方面，因此加强各方面的合作，能够更有效地促
进跨国公司承担社会责任。首先，国际组织和团体对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有重要作用，东道国政府应加强
与其交流和沟通，将国际组织相关的规则和原则引入本国，促进本国相关规则的制定，并加强与国际上跨
国公司社会责任的统一。其次，跨国公司的母国对于跨国公司起着重要的规制作用，东道国加强与跨国公
司的母国的合作可以使得跨国公司更好地遵守相关责任规定，履行社会责任。再次，跨国公司本身是承担
社会责任的主体，作为有独立人格的全球性经济体，东道国如果直接与跨国公司达成合作，将有利于实现
跨国公司和东道国共同发展的双赢局面，使跨国公司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包含在跨国公司管理经营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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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分为内部和外部，还涉及法律和道德的责任，以及国内和国外的责任。崔新健教授(2007)从普遍
的宏观层面，用空间细分方法构建了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框架[5]。在他看来，跨国公司母国的社会责
任、东道国的社会责任以及国际的社会责任这三个范畴组成了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

5.2. 完善企业社会责任评估
作为跨国公司总体评价的一部分，企业自身或第三方机构发布的企业化会责任评估有着极为重要的
意义：第一，通过关注消费者对其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的态度和反馈，跨国公司能及时地发现消费者的关
注点，从而有助于提高企业杜会责任管理的科学性；第二，由于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是消费者
做购买决策的相关依据，良好的评估结果将对公众和消费者有着较好的消费指导意义。跨国公司在实施
企业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消费者的态度和评价，根据消费者关注的重点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将
达到事半功倍的成效。基于消费者的视角，从消费者身份认同的角度剖析消费者对在华跨国公司实施社
会责任行为的也理和态度。研究表明，不同身份认同的消费者对实施不同类型社会责任跨国公司的品牌
评价具有显著性的差异。因此，建议跨国公司应在对目标市场消费者进行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根据自身
的营销策略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类型的企业社会责任以及不同的宣传方式。第三，对于责任投资者而言，
健全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估制度也可作为其责任投资的重要参考。
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应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熟做法，建立起专口的企业社会责任部口，定期或不
定期开展相关的调查，以及时发现消费者的诉求或关注点并尽快加以解决。另外，由于跨国公司对社会
责任的关注与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关注紧密相关，因此，只有不断提高公众，恃别是直接消费
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和认知，才能监督和助推跨国公司在更广泛的领域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5.3.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完善跨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相关法律制度。我国现行法律存在不完善、监管不严等问题，给了外资
企业更多的可乘之机，导致跨国公司的违法成本低，由此出现了大量的旁观者。首先，作为政府部门要
解决跨国公司“双重”标准，应当加强立法，完善《公司法》、《劳动法》、《环境保护法》、《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来规范跨国公司的行为[6]；其次，建立专门机构加强监管，完善外资企业社会
责任的管理与监管需要建立专门机构对跨国公司进行管理，以相关法律、制度作为保障，加快外资企业
社会责任的监管步伐，建立外资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评估机制，要求跨国公司在中国子公司进行社会
责任报告制度等。

6. 结语
总之，企业的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要素之一，直接作用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跨国
公司在华子公司的企业竞争力有其特殊含义，通过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企业内部发展，协调企业与
外部的关系，才能够使企业不断发展进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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