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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七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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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我国经济与社会已经步入了快速而稳健的增长与发展阶段，
同时，
当前经济与社会发展中也出现了诸多失

衡的现象。企业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中以及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中都负有直接的、
义不容辞的责任。企业可以通过产
业带动、
发展循环经济，承担社会责任、
创新经营模式、
强化产品责任等 ７ 种模式缓减贫富差距和生态环境问题，为构建
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并能通过参与构建和谐社会赢得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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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甚至对抗，主要体现为区

结果。贫富差距扩大和贫富阶层之间的冲突

域发展失衡、城乡发展失衡、贫富差距扩大、

又常常体现为企业内部少数高级管理者与

当前，企业在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

劳动关系失衡 ４ 个方面；二是经济发展与生

一般职员悬殊的收入差距，以及垄断优势企

要作用和策略基本被忽略。然而，作为拥有

态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主要体现为各种生

业职员收入与弱小劣势企业职员收入的巨

日益庞大经济资源和社会影响力的社会经

态环境问题。

大差距与矛盾。

０ 前言

济机构，企业无论是在推进社会不同利益群

当前经济与社会发展诸多失衡现象的

企业不仅应该为自身行为的不良后果

体和谐关系方面还是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

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以点带面的经济体制改

负责，还必须承担与其日益强大的社会权势

的建立方面，都负有直接的、义不容辞的责

革策略导致东南沿海地区获得经济与社会

相匹配的社会责任，否则，从长远看，社会最

任。企业可以通过 ７ 种模式为构建和谐社会

发展的“先动”优势，资源禀赋差异则是地区

终将剥夺企业占有财富和影响社会的力量；

作出应有的贡献，并能通过参与构建和谐社

发展失衡与地区差距扩大的重要根源，宏观

此所谓
“戴维斯责任铁律”［３］。经过 ２０ 余年的

会赢得竞争优势。

收入分配政策的欠完善加剧了贫富差距。然

改革与发展，我国企业逐步积累了相当的经

１ 企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责任

而，我国当前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不和谐，

济实力和社会权势。《中国企业发展报告

尤其是日益突出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

显示，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４ 中国企业 ５００ 强的营业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取

境的矛盾，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有着重要的

入总额近 ９ 万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经济发展平均每

直接或间接关系。众所周知，体现为水资源

７７．０７％，资产总额达 ２．８ 万亿元、职工人数

年的增幅在 ９％以上，
２００３ 年我国人均 ＧＤＰ

和空气污染、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等生态

达 ２ ０６６ 万人。同时，我国企业规模和实力

突破 １ ０００ 美元（按当年汇率计算）［１］，综合

环境问题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不和谐

仍处在高速增长期，上述各项指标分别比

国力迅速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总

关系，主要就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结

２００３ 年 上 升 了 ２９．１８％ 、９．０８％ 、
３．１６％ 和

之，我国经济与社会已经步入快速而稳健的

果。仅就工业
“三废”
排放情况看，
２００２ 年我

２．５９％；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 年，营业收入平均增长

增长与发展阶段。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

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

２１．３６％，资产总额平均增长 ４．１３％；入围世

展，新的经济与社会矛盾不断出现，社会进

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

界 ５００ 强的企业数由 １９９５ 年的 ２ 家逐步增

入了一个充满多种经济与社会矛盾的稳定

放 量 ， 分 别 占 各 种 排 放 总 量 的 ８１．１％ 、

加到 ２００４ 年的 １４ 家［４］。随着经济实力的不

而又不十分和谐时代。当前我国社会不和谐

７９．４％、
４７．１％、
４２．７％［２］。劳动关系恶化则主要

断增强，我国企业在政治与文化等方面的影

现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同利益群

是部分企业掠夺性地利用劳动资源的必然

响力也在不断扩大。显然，我国企业应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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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重任中承担义不容辞

备建成钢渣处理加工系统，以选出含铁品位

响的唯一出路在于技术（Ｔ）创新。如生产工

的责任。

较高的钢渣返回原料系统；
同年建成年产 ６０

艺（或流程）创新能够节约能耗与物耗，并能

万 ｔ 微粉工程，每年可回收利用高炉水渣约

减少工业“三废”排放；而产品创新或新产品

２ 企业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 ７ 种模
式

开发能在缓减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
方面大有作为，如美国孟山都公司利用生物

（１）产业带动模式。产业带动是指优势

处理工业废水 ２２ 万 ｔ，其中 １６．８ 万 ｔ 净化水

工程技术培植的“新叶马铃薯”和“Ｂ．ｔ．棉花”

或核心企业通过延长产业链带动弱势产业

再回用；
２０００ 年，鞍钢新建转炉煤气回收系

自身具有抵抗病虫侵害的能力，从而在根本

或群体获得经济发展的利益，从而缓减城乡

统，回收的转炉煤气与焦炉煤气混合，用于

上解决了因大量使用农药而产生的农药污

发展和收入差距。这种模式源于我国农牧产

轧钢加热炉；同时，将高炉冲渣、发电冷却和

染与残留问题。我国企业也在这方面进行了

品加工企业开创的“公司加农户”模式，
“北

化工熄焦水余热回用，供鞍山市居民冬季取

有益的尝试。２００５ 年 ３ 月，深圳方大集团研

伊南温”是典型的代表。“北伊”是指内蒙古

暖。鞍钢的循环经济不仅有效地缓减了企业

制了新型节能环保幕墙，并成功应用于我国

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温”即是广

生产经营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而且

—清华大
首幢绿色超低能耗示范性建筑——

东温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伊利集团的生产

还为企业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回报。

学超低能耗示范楼。据测算，通过系统集成

经营活动卓有成效地带动了当地饲料种植

（３）企业社会责任模式。企业通过承担

配置，建成后该示范建筑的节能环保幕墙传

社会责任而实现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能

热系数 Ｋ 值达 １．０Ｗ／ｍ２·Ｋ，隔声量达 ４０ｄＢ，

到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为止，伊利集团带动呼和浩

够有效地弥补市场主导的第一次分配与政

比普通的中空玻璃幕墙节能 ５０％以上；新型

特市 ５５ ０８５ 户农民饲养奶牛，农民出售鲜

府主导的第二次分配的缺陷与不足，尤其能

隔热窗设计传热系数 Ｋ 值达到 １．６Ｗ／ｍ２·Ｋ，

奶收入总额突破 １００ 亿元，奶牛饲养业进一

够有效缓减贫富差距。根据
《美国捐赠 ２０００》

隔声量达 ３５￣３８ｄＢ，与传统隔热窗相比，节

步带动了草业大发展，百万农民因此在伊利

的年度慈善捐赠报告，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以

能达 ３０％以上。

集团构筑的产业链条上找到了脱贫致富良

来，美国企业慈善捐赠规模呈不断扩大趋

机。奶业发展还有效地促进了乡村的公路交

势，１９６９～１９９９ 年的 ３０ 年间，美国企业捐赠

本特征是通过销售实现产品由生产商向消

通、奶站基地、
种植基地等基础设施建设。同

总额从不到 １０ 亿美元增加到每年的 １１０ 多

费者的产权转移，如人们购买并拥有地毯、

时，现代化的奶牛养殖促使农民提高综合素

我国企
亿美元。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以来，

复印机等。然而消费者并非真正希望拥有这

质和加速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伊利集团产

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不断增强。安利
（中国）
日

些产品，而是获得它们所提供的服务，用户

业带动模式为企业化解我国日益严峻的“三

用品有限公司“安利名校支教”是典型项目

最终会抛弃这些物品。为了从根本上消除传

农”问题、缓减城乡发展差距、提高农民收入

代表。该项目始于 ２００２ 年安利（中国）与复

统经营模式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一些有

提供了重要范例。广东温氏食品集团不仅带

旦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合作。２００３ 年，该项

远见的企业纷纷创新经营模式，如由销售物

动了当地养鸡、养猪专业户致富，还逐步将

目的合作高校进一步扩大到清华大学、北京

品转为提供租赁服务。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以

产业带动效应扩展到其他省市。到 ２００４ 年

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 ４ 所名校。

来，施乐公司改变了将产品所有权的全部权

年底，温氏集团在广西、福建、河南、湖南等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安利（中国）通过 １７ 家省级分

责交付给消费者的做法，保留对废弃产品的

１３ 个省（市）建立了近 ４０ 家分公司，为我国一

公司与全国 １２ 所著名高校全面启动“安利

处置权，并按照新的技术标准重新加工为成

些相对落后地区的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

名校支教”教育扶贫项目，公司向 １２ 所高校

—绿动力电池租
品。我国一家高科技企业——

级以及农民的脱贫致富，
作出了重要贡献。

投放预算内支教资金 ２００ 余万元，活动涉及

赁公司，大胆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放弃电池

全国 １８ 个省市，贫困地区约有 ５ 万名学生

业生产—销售的传统模式，转而采用电池生

和能源在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利用。

直接受益于此计划。安利
（中国）
还组织当地

产—租赁模式。电池租赁经营模式将从整体

从微观企业层面看，发达国家的两种循环经

营销人员与贫困儿童结成“一加一”助学对

上有效地控制和减少一次性电池的污染，从

济模式值得借鉴：一是杜邦模式，即企业内

子，长期对贫困地区学生的学业及生活给予

而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同时，这种新模式

部循环利用模式，杜邦公司通过厂内各工艺

力所能及的帮助。
“安利名校支教”
项目及其

还能有效地化解电池业发展所面临的政府

之间的物料循环，减少物料消耗，达到少排

后续计划为贫困地区的贫困儿童提供了平

管制困境。

放甚至“零排放”目标；二是卡伦堡模式，即

等成长和发展的机会。

业、畜牧业等上游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２）循环经济模式。循环经济强调物料

８２

８０ 万 ｔ，用于生产水泥；１９８７～１９９９ 年，鞍钢
建成我国目前最大的工业污水处理设施，日

生态工业园模式，该模式通过整合和联结园

（４）技术创新模式。根据著名环保主义

区企业生产和输送设备，形成共享资源和互

者埃利希（Ｅｈｒｌｉｃｈ）
３０ 余年前提出的人类活

（５）创新经营模式。传统经营模式的根

（６）强化产品责任模式。产品消费以及
产品的废弃，亦对生态环境具有负面影响，
如汽车尾气是城市大气主要污染源，废旧汽

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使工业“三废”在

动环境负面影响公式（ＥＢ＝Ｐ×Ａ×Ｔ，其中 ＥＢ

车、洗涤剂、废弃手机等都对环境造成负面

企业自身循环利用的同时，成为另一企业的

表示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环境负担，
Ｐ 表示人

影响。产品责任不仅关注生产过程的污染最

能源和原料［５］。我国一些具有战略眼光的企

口规模，
，在人
Ａ 表示富裕程度，
Ｔ 表示技术）

小化，更强调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对环境冲击

业较早接受了循环经济观念，并进行了卓有

口规模（Ｐ）不断扩大和富裕程度（Ａ）必然不

德国和日本的
最小化。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鞍山钢铁公司引进设
成效的实践。１９８３ 年，

断提高的情况下，缓减人类活动负面环境影

一些大汽车公司尝试开发酒精汽油燃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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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高污染汽油燃料，有效地缓减汽车尾气

力，
从而置自身于不利的竞争地位。然而，
从

实施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宝马公司通

污染。另如德国宝马汽车公司“可拆卸回收

动态和长期的角度看，企业可以通过参与构

过该项目不仅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其技术标

汽车”
设计，
使汽车易于拆卸和重新利用。作

建和谐社会赢得竞争优势。

准和管理模式也成为汽车行业一般标准，其
它企业必须花费巨额成本模仿和学习。

为中国境内最重要的手机生产商之一，摩托

首先，企业能够通过承担社会责任实现

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较早采取措施以

通过捐
产品差异化。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以来，

第四，企业能够通过经营模式和技术创

缓减手机消费对环境的影响。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赠社区建设和资助自由女神修复等公益活

新重新界定市场。施乐公司对从客户手中回

摩托罗拉以及三星、诺基亚、海尔等 ７ 家手

动，
美国运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迅速在当时

收的旧机器进行拆解，并按照新的技术标准

机主要生产企业倡议手机制造厂商主动承

竞争激烈的信用卡市场赢得差异化地位。根

重新加工成成品，不仅大幅降低了成本，并

担废弃手机及配件的回收责任。这一倡议很

据有关资料，美国运通信用卡的市场占有率

重新界定了办公设备行业的竞争方式。采取

快得到国内同行的积极响应。摩托罗拉公司

因此大幅上升，与 １９８２ 年同期相比，公司信

，公司就因原材
上述做法的第一年
（１９９５ 年）

还从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发起

用卡使用率上升了 ２０％，而新卡用户足足上

料节约而减低成本 ５００ 万美元；到 １９９５ 年，

“绿色中国、绿色服务”的环保项目。该项目

升了 ４５％。当前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在努

通过回收旧机器，公司每年可节约数千万美

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开行 １０ 辆绿色

力通过获得企业社会责任认证（ＳＡ８０００）而

元。其他电器制造商（柯达、
ＩＢＭ、惠普等）群

服务车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环保宣传及电子

获得与发达国家企业和政府的合作机会。

起仿效。我国深圳方大集团成功研制新型节

垃圾回收；二是邀请全国经销商有偿回收废

其次，企业能够通过防治污染和发展循

能环保幕墙，因此成为日益庞大的节能环保

旧手机与电池，并转交回收厂商进一步加工

环经济降低成本。工业
“三废”
减排意味着原

建筑材料市场最重要的供应商，并必然成为

利用或妥善处理。摩托罗拉主动和全方位的

材料更有效的利用和更少的废物处理成本，

节能建材技术和销售标准的制订者。

产品责任意识为各企业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而且能够降低被政府处罚的风险。１９８２ 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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