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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伦理与企业社会责任

学习目标
阅读本章内容后，你应当能够：
1. 区分不同的伦理框架，并描述这些伦理框架对管理者探寻复杂伦理决策的方式造成
的影响。
2. 描述管理者在组织内部和外部可能会面对的不同类型的伦理两难困境。
3. 解释一家企业的伦理、法律和经济义务，并解释这些义务会如何影响其社会责任行为。
4. 概述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整体表现之间的关系。

开篇自测
你的伦理信条是什么
伦理是对道德的研究，道德则是用来判断是非善恶的准则。我们的伦理信条会受生活
经历、文化传统和个人价值观的影响。请用“是”或“否”来回答下面的问题，思考你的伦
理信条都有哪些。
1. 能为最多的人带来最大利益的行为就是道德的。
2. 行为的错与对，应当根据结果而不是意图来判断。
3. 人们应当为他们所采取的行动争取最大化的利益，不惜违反规则。
4. 规则的制定是为了有向善的结果。
5. 在判断行为是否道德时，动机很重要。
6. 人们在做出道德判断时，应当遵循一种标准化的流程。
7. 当面对一个艰难的决定时，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会指导他们的行为。
8. 有道德的行为是遵从社会期望的结果。
9. 对于道德操守的评价应当考虑到人们在价值观、舆论以及信仰上的差异。
10. 管理者应该考虑到他们的决定带来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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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你的回答，请思考你对伦理所持的观点是什么，你的伦理信条会对自己的管理行为造成怎样的
影响。

3.1

概论
马克·扬（Mark Yang）得到了一家技术安全公司的暑期实习机会，他很激动。因为已

有的实习经历和商业知识将可以让他在市场研究中做出贡献，并且能够对公司的核心产品改
进贡献一分力量。但当他和领导谈话后，激动却变成了担心。领导要求他在做市场调研的同
时，以学生的身份参与一个学校的研究项目。因为领导认为已有的和潜在的客户都更容易对
非公司代表敞开心扉，谈论他们的担忧和问题。扬对于领导的这个要求感到很纠结。他非常
喜欢这家公司，并且想要做好，以此得到毕业后的留任机会。理论上来说，他确实可以按照
公司的要求来做，因为他确实是学生。但是当他仔细考虑这个需要隐藏自己身份的问题时，
他觉得越来越不舒服。他不知道该怎么做。1
有些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的对错选择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尤其是当一些人需要付出
个人代价的时候。例如，扬相信如果他不按照领导的意思做，他就不会得到留任的机会。值
得因为不伪装损失一个工作机会吗？在旁观者看来，答案似乎是很清楚的，但是当你身在其
中，却往往容易看不清。
作为一名管理者，你将会面临许多两难的情形。决策都没有明确的正确答案，谨慎制定
的计划将有可能面临无法预见的障碍，重要的人际关系可能会面临严峻的压力，从而导致冲
突和分歧。你只能依赖你的价值观、信念和伦理（ethics）来做出这些决定。这看似是一个简
单的概念，但伦理的学习仍然是商场上最复杂的话题之一。2 它的核心是，伦理是对道德标
准以及它们对行为产生的影响的研究，道德（morality）是人们衡量对错善恶的准则。
作为一名管理者，你在承担经济、法律和道德等方面的义务时，要面对来自老板、股
东、客户以及下属等各方各面的压力。很难让所有人的利益诉求达成一致。各方相互矛盾的
优先级选择和业绩压力，通常会使管理者忘记那些发自内心的声音，尤其是在担心遭到处
罚、感到难堪和失去升职机会时。在这个案例中，扬觉得伪装自己的身份会使得自己良心不
安，于是他向领导袒露了他的担忧，领导的回答却令他倍感轻松。领导对于让员工扮演这样
一个角色做出了道歉，并且他们一起完成了一个互相认可的暑期项目。3
身为管理者，伦理困境变得更加复杂。一个社会中衍化的道德标准经常和另一个社会中
的产生冲突。例如，受贿在许多国家是非法的，但在某些国家，受贿是被认可的。这导致管
理者有时提出的观点可能只在某些国家适用。除此之外，仍然有许多人知道应该如何做却不
做，为什么呢？在这一章中，我们会提供大量的伦理决策案例，来帮助你更好地探寻灰色或
不清晰情形下的道德问题。
在做出伦理决策时，权衡组织中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诉求十分重要。4 股东寻求的是
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员工期待企业能够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和合理的薪酬福利，客户希望企
业在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上是可信赖且公开透明的，而公众对企业的要求则是做一个
“好公民”。我们在第 1 章中就曾讨论过，商业理念会如何从股东的观念转变成所有利益相关
方的观念。现如今，许多组织都会受到国内以及世界范围内的评价，判定它们是否是负责任
的社会公民。2011 年仅有 20% 的公司公布了社会责任报告，而 2013 年，标准普尔 500 家公
司中的 72% 都公布了这一报告。5 公司会通过做一些有意义的造福社会的活动来实现企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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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责任（CSR）。
CSR 可以提升一个公司的品牌，公司可以收取更高的价格、吸引更好的员工，最终提升
股价。6 由于商业竞争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标准，也为更多的人提供了更多的东西，可持续发
展和能源变得越来越重要。近年来，“效率”和“可持续性”这两个词几乎主导了所有政治
和商业议题。但是 CSR 并不是对所有组织都适合。一家公司需要谨慎地考虑 CSR 是否合适、
划算，并且和企业其他的策略一致。如果不是，CSR 就会成为昂贵且无效的努力。
在本章中，我们将探讨有关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各类理论，这些理论将有助于公司和
管理者平衡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并在保持高道德和法律水准的同时实现经济利益。7 在企业
这种环境下做出明智的伦理决策并能贯彻实施是需要技巧的，这源自你的经验和所接受过的
训练。8 让我们来看看，默克（Merck）公司在面对无法想象的压力和不确定性面前，是如何
管理其伦理决策的。

案例 3-1

默克公司与河盲症 9

在非洲和拉美热带地区河流沿岸的偏远村落，有将近 1 800 人感染了河盲症。10 这种
疾病是由一种在人际间因受某种黑色苍蝇的叮咬而传播的微小寄生虫所导致，这种苍蝇通
常在河流中产卵。这种蠕虫会藏在人们的皮肤下，成虫长达 2 英寸 ，造成直径 0.5 英寸到
1 英寸不等的囊肿，并在这些囊肿里，繁衍出数以百万计的后代，在人体的皮肤下四处游
走，所到之处会导致皮肤褪色。感染者通常会奇痒难当，甚至有些人会因此自杀。最终，
当这些小虫进入眼睛后，会导致感染者失明。但由于其他地区的土地不够肥沃，无法维系
整个村落的生存，绝大多数村民被迫仍然居住在河流沿岸，让这种疾病成为他们生命中无
法摆脱的威胁。
能够消灭这种人体寄生虫的唯一药物十分昂贵，有副作用，还需要长期住院治疗，所
有这一切都令为感染者提供治疗显得不太可行。但在 1979 年，默克公司的科研专家威
廉·坎贝尔博士（William Campbell）发现，公司最畅销的一种兽药，ivermectin，可以杀
死这种寄生虫。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该药有可能为河盲症感染者提供一种低价、安全且方
式简单的治疗办法。在发现了这种可能性后，坎贝尔请求公司董事长 P. 罗伊·瓦格罗斯
（P. Roy Vagelos）博士允许他研制可用于人体的该种药物。这个决策并不简单。研制一种
药物的成本可能会高达 1 亿美元，即便可以成功研制出药物，那些感染者也会由于太过贫
穷而无力承担药物的费用，而且在那些偏远地区，药品分销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此外，
人们还可能误用这种药物，产生副作用，这都可能会引发对默克公司的负面报道。
默克公司的管理人员无法做出决策。医疗保健的成本日益增长，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
所能承担的部分又是有限的，国会也准备通过一项法案，这会让公司的竞争对手能更容易
复制和营销通用类药品。11 由于默克公司还要面对日益衰退的经济状况和产业压力，管理
一

者们对是否要研制这种收益前景并不乐观的药物感到踌躇不决。为了决定是否生产用于人
体的 ivermectin，瓦格罗斯与管理团队多次召开紧急会议。他们最终决定，这种治疗河盲
症的药物可以为人类带来的福祉不可忽视。许多管理者认为，无论成本多高，经济回报多
小，公司都对研制这种药物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在 1980 年年末，瓦格罗斯批准了为研制
人体用 ivermectin 提供资金的预算案。
一

1 英寸 = 0.025 4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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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七年的临床测试和研究，默克公司终于成功研制出了人体用 ivermectin——一种
只需每年服用一次就能彻底根除体内寄生虫并防止再次感染的药片。不幸的是，默克公
司最初的担忧变成了现实。没有人购买这种药物，无论是受感染地区所属的政府、美国政
府还是世界卫生组织。因此，默克公司决定向可能被这种疾病感染的人群免费提供这种药
物。12 之后，默克公司又遇到了另外一个障碍，没有一种有效的分发渠道可以让那些需求
最迫切的人们拿到这种药物。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协作下，默克公司还资助了一个全球性的
委员会，通过这个委员会，可以把药品安全地分发给第三世界国家并防止药品在黑市被转
卖。截至 1996 年，数以百万计的人拿到了这种药物，这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使他们从因
疾病导致失明的绝境和可能被感染疾病的威胁中得到解脱。
在一次采访中，当被问及为何公司会投入这么多资金用以研制、生产和分发这种无利
可图的药品时，瓦格罗斯的回答是，一旦公司认为一种兽药有可能会治愈某种严重的人类
疾病，公司唯一的伦理选择就是要研制这种药品。他还说，人们会记得默克公司曾如何帮
助过他们。13 瓦格罗斯宣称，公司了解这样的行为对长期利益的战略重要性。
案例思考
1. 为什么默克公司会因是否研制用于人体的 ivermectin 而踌躇不决？
2. 研制人体用 ivermectin 的收益和成本都有哪些？
3. 为什么罗伊·瓦格罗斯博士和他的团队最终决定研制人体用 ivermectin ？
4. 你认为默克公司投资研制人体用 ivermectin 是如何为公司利益相关方和公司声誉创
造价值的？

3.2

伦理框架
在做出商业决策时，管理者能否只考虑法律相关因素，而不是伦理？ 14 对于商业伦理，

许多人会持这样一种态度。由于法律是一系列每个人都要遵守的强制性条款，他们认为法律
应适用于公共生活，而伦理则只适用于私人生活。做出上述论断的那些人还认为法律已经涵
盖了商业伦理，因此，没必要再多做些什么让自己显得更道德。15
然而法律并不总是指明正确的途径。在 20 世纪 50 年代，石棉是一种被广泛应用的建
筑材料，因为它强度高、耐久性强且具有防火性能。虽然建筑商明明知道石棉会导致许多致
命疾病，包括癌症，但仍坚持使用这种材料。超过 1 亿美国人因身处建筑行业或居住在使用
石棉材料建筑的房屋中，而暴露在石棉的危害之下。16 虽然使用石棉是合法的，但显然这却
是不道德的。从另一个角度看，那些合法的想法可能未必是道德的。17 例如，在南北战争后
近一个世纪，种族隔离都是合法的。虽然许多人声称，法律为商业提供了道德支柱，但实际
上，法律只是最底线的社会准则。18
投资者希望企业能够让利润最大化，但很多客户却希望企业在具有社会责任的行动上展
现出领导力，如减少污染和浪费，禁止内部交易，以及促进公民权和人权等。为了有效地管
理这些复杂决策，领导者应当不仅要满足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诉求和责任，还应当按照符合
自己价值观的方式行事。因此，他们需要拥有强大的道德指南针。19 道德指南针是一系列指
导性的原则，可以帮助个人探寻复杂的伦理挑战，它通常是从对个人价值观的深入理解中得
到的。这种理解可以帮助人们在面对道德抉择的情形时更好地找到适合自己的选择。扬在面
对公司暑期实习的决定时，就依赖了他自己的道德指南针。在本小节中，将会讲述有关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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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则和道德概念的一些更深层面的知识，这将有助于管理者构建他们自己的道德指南针，并
因此可以在伦理不确定性中找到自己的方向。20

3.2.1

功利主义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独立宣言》中曾写道：“人人生而平等，造物
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这里杰
斐逊向世人所宣告的是，什么是一个国家应有的道德基石。生命和自由毋庸置疑是其中的一
部分，但在其他可以构建这一道德基石的事物中，他选择了幸福。无疑，这些美国国家的奠
基人和其他很多国家的奠基者们，都受到了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影响。作为一种最为
常见且应用最广的伦理框架，功利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最大幸福原则”。
功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理念，认为如果能为最大多数的人带来最大化的利益或效用，这
样的行为就是道德的。21 当面对决策时，人们应当对每种备选方案进行成本 – 效益分析，并
选择效用最大的那一个。22 在商业中，管理者应当为相关方寻求好的成果，在确认他人的利
益诉求和行动可能造成的结果时保持客观的态度，并在平衡他人和自身利益诉求时保持公
正。23 幸福、效用和快乐被看作是“好”的事物，而痛苦和不快乐则被看作“坏”的事物。
能够带来幸福或消除痛苦的行为就是对的。24
尽管功利主义有很强的力量和大范围的影响力，在一些情形下，它也是不适用的。例
如，本着为多数人提供最好的商品的原则，可能导致多数人偏好的“垄断”与忽略少数人。25
试想，一个公司可以同时为它的股东、员工和社会群体提供最好的东西吗？如果不能，哪部
分利益相关者会获得最好的东西呢？在一个多家利益相关者的社会，很难做出好的选择。决
定常常意味着需要平衡，而其他的一些框架或许可以避免这些缺点。

3.2.2

康德主义

康德主义（Kantianism）是另外一种在 20 世纪最主流的伦理模式，但它与功利主义有本
质上的区别。康德主义者认为，在判断道德行为时，动机是最重要的因素，而不是行为所带
来的正面或负面的结果。换言之，人们必须因正确的理由做出正确的决策。26 例如，许多公
司只有当这样做是有利可图或当它们希望可以借此达到好的宣传效果时，才会做正确的事。
根据康德主义的准则，这类决策是谨慎的，但不是道德的。27 但只要结果是道德的，是否有
好的动机，又有何关系呢？康德主义提出，这类行为不会建立信任感。如果某个人因坏的或
中性的意图而产生了好的结果，我们会相信他将来还会制造好的结果么？ 28 京瓷公司创始人
稻盛和夫就是信奉这一理念的领导者，他对自己所采用的业绩管理方式做出如下解释：
我会把员工的业绩表现评为四个等级。最高一级的是那些可以完成业绩指标并
具备挑战精神和积极态度的员工。如果有的人不能完成业绩指标，但付出了努力，
并且态度积极，他们会被评为第二等级。那些没有诚心或努力付出，只是因为运气
好或其他原因碰巧完成了业绩指标的员工，属于第三等级。而既没有积极的态度也
没有完成任务的员工，只能被评为第四等级。29 我们不只是看结果……我们把过程
视作非常重要的因素。
回想你所崇拜的商业领袖。你崇拜他们什么？是他们产生的结果还是产生结果的过程？
许多人崇拜史蒂夫·乔布斯的创造力、客户洞察力和设计才能。他提升产品优雅性和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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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也已经被载入史册。他被认为是使得苹果公司的产品可以满足客户需求和股东利益的
重要原因。但是，从记载中看乔布斯领导公司的方法，他被认为是一个喜怒无常的领导，经
常对待员工缺乏尊敬。那么他是一个好的商业领袖吗？许多人会说是——对于他们，结果
定义一切。然而对于其他人，他们也关心这些结果产生的方式。这里有一个评价领导者的
三要素框架：①领导的动机或目的；②他实现自己动机的方式；③他的努力产生的结果（见
图 3-1）。对于康德主义来说，动机尤其重要。

ߔᱦ
䶲ᄨ㔱ᘟ⣜Ϭʹ

ᐻ
䶲ᄨ㔱ຮҁ⣜Ⱊᴳ

㏿
ϓ⩋βҁ㏿喞
̺ߔᱦⰤげ॒
动机

方式

结果

• 目的：财务收益、个人提 • 清 晰 的 价 值 观 或 灵 活 的 • 社会改革、财务成功或个人财富积
升或社会进步
实用主义
累（或结合体）
• 愿 景： 定 义 的 或 自 然 产 • 赋能或布置人才与过程
生的
• 包容的或独断的
• 创新：累积的或突破的

• 不可能的或必然的（什么是个人起始
位置？什么是他通向权力与机会的
途径？）
• 积极或消极的目标外结果

• 目标：发展或稳定

• 长期或短期的眼界
• 有形或无形的

图 3-1

动机、方式与结果

资料来源：Anthony J. Mayo.

康德认为，人应当被看作一种结果，而不仅仅是为了达成某个结果的手段。那样做就像
把人当机器一样对待，而无视人作为一种理性存在所应得的尊重。30 根据康德的观点，对于
人的尊重，不只是必需的，而且是一种义务。组织会因持这样的态度而从中受益。31 以西南
航空为例，公司的格言是：“尊重每一个人”。员工会因此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对公司
忠诚度极高。在“9·11”事件后，员工自愿无偿加班，为公司节省费用，在遭遇严峻的经
济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营。32
但在康德主义者看来，好的动机并不是决定行为道德与否的唯一标准。康德主义的理念
是共通的准则，应该指导一个理性人的行为。他认为最基本的法则是：“除非我的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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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成为一种共通法则，否则我就永远不应当这样去做。”换言之，人们应当预想到，如果
他们的行为成为一种共通法则，将会是怎样的。只有那些在这些共通条件下仍符合逻辑并且
是良善的人，才会被认为是有道德的。

3.2.3

品德和品格

尽管前文中所提到的伦理理论都关注对人们所承担的义务和应当履行的基本权利，但品
德伦理学者却认为这些还不够。许多人认为，与一个遵循义务法则的人相比，那些能展示出
强大道德品格和正直感的人更可信。33 有学者把品格定义为：①一个人在某种环境中识别道
德因素的能力；②一个人在做出道德判断时能做到多好；③依据自己所做出的判断，一个人
行为的一致性程度如何；④一个人在教导他人展示出品格时能做到多好。34
在商业中，有些人认为，人们应当依赖那些有品德的人所做出的决策。所谓有品德的人
是指具有优秀品格而不是只关注权利和义务的人。35 一个人只有首先对所处的道德情境做出
识别，才有可能解决道德问题。36 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许多人认为好的商业品德是
盈利能力和竞争力。如果管理者依据自己的品德做出决策和采取行为，组织将是可盈利的，
并且竞争也会是良性的。但这种品德通常会导致艾尔·邓拉普（Al Dunlap）这类管理者的出
现，他是 Sunbeam 公司的 CEO，有“电锯艾尔”之称，因为他总是爱解雇员工并关闭工厂，
即便这些工厂还有盈利。对他来说，只有股票价格和盈利能力才是有价值的商业目标；许多
人为此在并不必需的时候丢掉了工作和生计。37
品德伦理（virtue ethics）起源于两位最早期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这一理论认
为，道德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形成善良的品格，这与人们提高某些技巧的方式类似，如创造
力和冲突管理能力等。38 有关道德发展最有开创性的研究是由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做出的，是他创建的“道德发展阶段论”这一理论。道德发展阶段论主要包括归
属三种水平的六个阶段，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并伴随人的一生（见表 3-1）。前习俗道德通常
在儿童时期的早期出现，但成年人也可能会展现出这种道德推理。随着人们从具有依赖性的
儿童期进入更加独立的青春期，习俗道德会随之出现，但这一推理水平也会在成年人身上有
所体现。最后是后习俗道德水平，在人们对道德价值观有更深层的了解后才会有所体现，这
些人可以理解价值观从何而来，并能够比较不同文化中价值观的不同。有的人一生都不会达
到这一推理水平。
表 3-1
水平
前习俗
道德水平
习俗道
德水平

道德发展阶段

阶段

描述

服从和惩罚

常见于儿童，他们视规则为确定且绝对的。遵守规则就意味着可以不受惩罚

利己主义和交换

儿童会依据服务于个体需求的方式来解释他们的观点并对行为做出判断

人际关系

关注于符合社会期望和履行社会角色；强调顺从、善待他人，并会考虑选择会如
何对关系造成影响

维护社会秩序

人们开始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因此他们关注依据某些规则维持社会秩序，承担
责任，并尊重权威

社会契约与个体
人们开始试图解释造成与他人之间价值观、观念和信仰不同的原因。虽然法律对
维系一个社会非常重要，社会成员还应当在这些准则上达成一致
后习俗 权利
道德水平
根据共通原则和抽象推理，人们会遵循这类国际化的正义原则，即便这些原则与
共通原则
法律和规则有冲突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Lawrence Kohlberg and Richard H. Hersh,“ Moral Development: A Review of the
Theory, ”Theory Into Practice, Vol. 16, No. 2,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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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康德主义和品德伦理可以帮助一个人在涉及道德的时候提供一个有效的视
角。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些哲学同样可以指导一个领导者在企业内部培养企业文化。除了个
人的行为外，领导者必须考虑到他们公司的所有的道德义务和法律情况。

3.2.4

公正

公正（justice）为社会提供了判断什么在道德上是正确或错误，以及公平或不公平的框
架，并且建立了评价或者惩罚不道德行为的方法。39 公正也是这样一个概念，即，道理行为
必须建立在平等、公平以及公正地维护社会秩序这些准则之上。40
分配公正（distributive justice）关注的是社会财富与繁荣在社会成员间的分配方式。支持
这一观点的人被称为“平等主义者”，他们认为个体差异在道德上是微乎其微的。例如，他
们支持收取高税率累进税以达到财富的公平分配。41 但假使让能力更强的人拥有更多的金钱，
他们将有可能为其他人提供更好的服务，又会怎样呢？社会不会从这种不平等中获利吗？想
想由亿万富翁比尔·盖茨所创建的盖茨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为教育和社会福利提供了数以
百万的资金。社会是否因为比尔·盖茨的财富变得更好？哲学家、政治家和其他领导者一直
在考虑什么是对社会最有利的。
根据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理论，每个人都应当被允许拥有尽可能多的
基本自由（道德权利），但一旦得到这种基本权利，而这种权利能让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受益
时，社会成员中就会存在不平等。42 由于出身、家族历史和天赋等造成的不平等并不是人们
应得的，社会应当让这些不平等变得更加平等，并且为处于先天劣势的群体提供支持。 43 对
于政府和企业而言，平衡基本权利和财富等的不平等非常重要。例如，在一家公司中，如果
两个人职位相同，但其中一个人更为资深，这个人就应当拿更高的薪水，因为可以想象他的
工作表现会更好。反过来，这个人有能力提升公司的财务状况，最终提升其他每一个人的财
务状况。虽然这个例子很简单，当管理者需要权衡来自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压力时，会更难做
出决策。
程序公正（procedural justice）是指规则的制订应当是明确的，在遵守规则时要有一致
性，并且规则在执行时也应当是公正的。程序公正能够帮助人们通过政治立法制订规则，并
通过正当程序执行这些规则。44

领导力开发
领导者有责任在组织中创建一种道德的氛围。领导者首先要做到塑造道德行为
模式、做出平等的决策，以及构建互信的企业文化等。此外，领导者必须承担约束
违反道德准则做事的那些员工的责任，并且有责任确保员工在做出决策时不仅仅关
注结果，也会关注“做正确的事”。领导者应当在下述几个方面体现出有道德的行
为方式：
● 员工招聘和选拔
● 员工入职和日常培训
● 政策和规范制定
● 对员工的行为给予奖励或惩罚
● 维系管理会计系统
● 监督业绩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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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决策制定流程 45
回想你曾见过某位领导者创建道德氛围的经历。这位领导者是如何鼓舞和激励
道德行为的？有哪些支撑体系帮助这位领导者加强了他所推行的道德准则？你从他
的道德行为中学到了什么？你将如何把所学到的这些体会应用到自己的领导力提升
过程中？

3.3

伦理两难困境
做一个善良的人并拥有健康的个人伦理观，在处理商业环境下的伦理问题时，可能并不

足够。46 伦理的两难困境，很少是像了解对或错那么简单。在很多时候，管理者必须在两种
错误中做出选择，如，在组织结构重整的过程中，应当辞退谁？由于管理者必须对公司的政
策做出解读，执行公司的规定，招聘、解雇、约束并监督员工，他们在组织中似乎是在扮演
某个具有决定性的角色并被看成是行为榜样。47
虽然大多数人天性本是善良的而且意图也是好的，但在很多情况下个体也可能做出不
道德的决策，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例如，当客户经理在拟定与客户的合同附件
时，他们可能不太愿意说明一些有问题的信息，或者对那些可能会让他们受偏好影响的行为
做出提示。48 更令人惊讶的是一些医生的行为。2002 年之前，肝脏移植手术会根据患者的病
情恶化程度决定为哪些患者优先实施。因此，在重症监护室（ICU）的患者通常可能会排在
最前面。为了让需要进行肝脏移植但病情却未严重到需要在 ICU 接受治疗的患者能尽快接受
这项手术，有些医生会捏造 ICU 治疗通知单。你怎样评价这些医生的道德水平，他们谎称病
人需要进入 ICU 接受治疗，尤其考虑到他们都宣读过希波克拉底誓言？他们的意图可能是好
的，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令人质疑。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患者的主治医师是诚实的，不愿捏
造 ICU 治疗通知，就会因此更难得到实施肝脏移植手术的机会。49

3.3.1

受托责任

在商业中一个很重要的道德义务就是信托关系。当一家企业拥有代表另一家企业的
资产、信息和权利时，信托关系就产生了。在商业中，一个投资建议者是其客户的受托人
（fiduciary）；合作伙伴关系中的一方是另一方的受托人；公司职员、管理者和执行者是企业
和股东的受托人。50
信托关系意味着一些除普通正式关系之外的法律责任。这些责任包括坦白和揭发，合理
谨慎，忠诚自制。在一般的关系中，一方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透露或多或少的信息。但是在信
托关系中，受托人有义务对他的受益人坦白并且披露所有的相关信息。受托人有忠贞不贰的
义务，即意味着他们不仅仅要保护和争取更多的受益人的利益，并且要避免把自己的利益凌
驾于受益人之上。51 综上，法律要求受托人竭尽所能地为受益人争取利益，并且不能从所得
利益中获益。52

3.3.2

常见的企业道德困境

企业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处理与环境、客户、员工的关系时，他们会面临许多的道德困
境。在 20 世纪的美国工业界，商业在上述三方面的关系处理中都有飞速的进步。他们不仅
仅对环境负责，同时也对客户和员工负责。这样的进步一方面是由于企业本身的努力，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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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要归功于类似消费者联盟这样的外部组织。除此之外，一些立法措施，例如消费者保护
法、食品药物检测、同等雇用机会法和环境保护法也强制公司配合新的标准运行。
当经济从制造业时代发展到信息时代，管理道德就更为重要。在信息传播中需要用到道
德理性。因为信息在被允许使用的时候，就存在被用于控制、权力和操纵的风险。例如，现
在许多公司都涉足个人市场，获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截取他们浏览的广告信息。尽管这个
可以提升消费者的体验，但是公司之间共享的信息是非常私人化的，并且有可能落入坏人
之手。身份盗取在美国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 2012 年，超过 1 600 万美国人经历了不同
形式的身份盗窃，而且这一数字在 2014 年接近 2 000 万。53 当某人盗取了别人的身份信息
后，他可以利用社会保险号、姓名、信用卡信息等这些私人的信息来实施诈骗或犯罪。这些
犯罪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因为被盗窃人需要花费大量的钱财和时间来重新恢复他们的好名声
和信用。54 近日，美国国税局（IRS）被当成了身份盗窃的目标。犯罪团伙成功破解了 IRS 的
电脑系统，获取了纳税人的身份信息，他们利用这些信息实现了不正当的税收退还。例如，
Rashia Wilson 弄到了足够的非法偿还钱财，因此她买了一辆价值 92 000 美元的奥迪汽车。
她因为非法偿还的成功非常激动，因此在 Facebook 上发了一张她和成堆的钱的合影，并宣
称她是“ IRS 税收诈骗女王”。虽然这张照片在 Wilson 受审时起到了作用，但仍然存在许多
犯罪分子因为没有证据未被检举。在 2013 上半年，超过 160 万纳税人被身份盗窃攻击。55

1. 环境困境
作为在商业伦理领域人们最热衷讨论的话题之一，污染是多年来公众辩论的核心问题。
随着各国对长期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性气候变暖问题的日益关注，污染仍将会是今后一段时间
的核心问题。在此，管理者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是：企业应当对后世子孙承担哪些义务？ 56
随着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以来的工业化扩张，空气污染这一社会成本显著提升。很多产业因
此遭受了负面影响，其中就包括农业和木材行业。在空气中硫氧化物密度很高的地区，酸雨
会造成破坏性的影响。因污染所造成的更为严重和长期的后果还包括，民众长期的对健康问
题的担忧以及温室效应对全球气候和天气的影响。57
自城市居民开始使用下水系统后，又出现了水污染的问题。盐分、金属和生物材料等污
染物不仅会对水生生物造成损害，还会威胁到人类的健康。58 例如，发生在 2010 年的英国
石油（BP）原油泄漏事件向墨西哥湾倾入了数百万加仑 的原油，不仅威胁到野生动植物的
生存，最终危及整个墨西哥湾沿岸的生态环境。在设计石油钻台和其安全系统时，英国石油
的工程师已经意识到，如果在钻探储油层时压力异常，有可能会导致爆炸。在这场灾难发生
前几个小时，管理者们收到了压力度数超高的报警，提示他们应当停止钻探。但最终的决策
是继续工作下去。此后有关本次事故的一份报告显示，英国石油的安全机制和维护记录中的
很多问题最终导致了这次灾难性事件的发生。59 管理者必须在他们对环境所承担的道德义务
和由此为企业带来的成本之间做出平衡。
除了污染问题，资源枯竭也是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资源枯竭可能对当今一代人没有必
然的影响，但会为后世子孙带来成本。由于考虑到这些资源因素而做出的伦理决策只会带来长
期收益，而人们又有选择短期获益的偏好。60 这样的短期眼光对未来人类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一

2. 隐私权
隐私权（privacy）是最为棘手的伦理问题之一，它影响到客户和员工。虽然在《人权法
一

1 加仑（美制）= 3.785 41 立方分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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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并未提及保护隐私权的内容，但人们对隐私权却有强烈的感受。隐私权被定义为人们
有权利决定与自身相关的被披露的信息类型和被披露的程度。 61 近年来，类似谷歌（Google）
和 Facebook 这些公司已经对人们分享的内容增加了很多限制，这些公司曾因它们太过宽松
的政策而遭受批评。消费者报告组织近日公布了一项 Facebook 隐私政策的报告，揭露了一
些令人担忧的真相。例如，在一个人访问带有 Facebook“喜欢”按钮的页面时，Facebook
会收到一个报告，不论这个人是否点击了按钮或者是否是 Facebook 的会员。除此之外，尽
管 Facebook 的会员信息限制为仅对朋友公开，他们相同的朋友却可以使用 Facebook 的一些
应用来交换朋友的信息，并且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62
在商业环境中，对于一名管理者来说，要避免这类侵犯性行为几乎是不可能的，主要是
因为他们要承担监督下属工作的职责。尽管为了提高团队的整体表现而了解下属的技能和他
们的职业理想可以接受，但有些行为确实过度侵犯了下属的隐私，包括监听电话，安装隐藏
的摄像头，或使用严密的监视系统来监控电话时长和敲击键盘的次数等。63
关键是在尊重下属隐私和了解他们之间做到很好的平衡。为此，管理者在从下属处探寻
信息时，应当遵循以下三个简单的原则：这些信息应当与手头要处理的问题直接相关；必须
征得员工的同意；了解信息的方法应当是常规且合理的。例如，调查员工的政治信仰，使用
隐藏式摄像头、隐藏式麦克风等设备，以及测谎等方式都是侵犯隐私的做法。但是，当员工
在组织中担任更高层的职位时，他们需要在更多公开的场合代表公司形象，因此，他们的私
人活动可能会变得与公司相关。例如，公司副总裁的酗酒行为可能会影响他展示出公司的专
业性。64

3.3.3

道德困境中的个人角色扮演

尽管公司可以发布政策和声明，来定义它们如何处理与环境、客户和员工的道德困境，
实际的决定仍然需要管理者来做。许多人在面对共通的道德挑战时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但
是仍然存在某些情况，个人的决定会错误。这就是所谓的灰色地带，即存在有限的信息和大
量的不透明，但是当一个人决定走一条更加危险和潜在非法的路径时，情况又会变得很清
晰。人们经常使用下面的三条原则中的一条来判断他们的决定是否合理：
（1）每个人都做过。如果我也这么做，会有什么不同呢？事实上，这个观点的本质是使
得带有疑问的行为成为一项标准，在一些情况下，它可能是有些人需要的。
（2）这个行为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因此它不会伤害到别人。这个观点是一个存在风险的
想法。如果一个人在小事情上依据这个观点做出了决定，那么他很有可能在大事情或复杂的
事情上也会如此。
（3）我只是在做别人叫我做的。这个观点将责任转移到他人身上，因此使得个人免受责
任之累。65
尽管这些依据可以使人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感觉轻松，但它们也是相当危险的，而且很容
易使一个人在面临更加危险的情形时缺乏判断力。例如在面对利益冲突、内幕交易、商业秘
密和受贿等道德困境时，误导性的动机常常导致一个人做出错误的事情。

1. 利益冲突
当员工与管理者代表公司参与某些活动，而这些活动所能带来的结果中也包含他们的个
体利益时，就会出现利益冲突（conﬂict of interest）。尤其是当他们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相矛
盾，或他们的判断与他们应对公司承担的责任之间存在偏差时，这个问题会尤为严重。 66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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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如果一位管理者的儿媳是某家公司的销售人员，这家公司生产这位管理者所在公司需要
的某种制造工具，则这位管理者可能会更愿意把这笔生意给自己人，而不是另外一家更值得
信赖或者价格更低的公司。67 类似的冲突还会在下述情形中出现，当人们做出有偏好的判断，
而参与了直接竞争、误用权力以及泄露机密时。68

2. 内幕交易
领导者常常有一些获取垄断信息的渠道，例如盈利预测、实验研究结果、潜在的诉讼等。
利用这些信息来实现个人的价值是很吸引人的。如果一个管理者在信息公开前利用内幕信息
来打赌一个公司的股票是涨是跌，这就属于非正当的内幕交易（insider trading）。不幸的是，
快速获得经济收入的诱惑往往会妨碍一个人的判断。2002 年，Steve Madden，女鞋生产线的
创始人，承认帮助分值股票公司操纵超过 20 起首次公开发行（IPO）事件，导致投资者损失
将近 1 亿美元。结果，Madden 被判刑 41 个月，并且需要交纳超过 400 万美元的罚金。69
最近，美国政府控诉 SAC 资本的内幕交易行为，后达成协议交纳 12 亿美元的罚款。尽
管公司的负责人 Steve Cohen 被免于起诉，他的八个前雇员却被控告了，而且公司也因此走
上下坡路。其中被控诉最严重的罪行涉及戴尔（Dell）和两家麻醉药公司——Elan 和 Wyeth
的股票交易。一位交易员在戴尔公布财务状况之前得到了戴尔公司大部分的财务消息，因此
他卖掉了 SAC 持有的戴尔的所有股份，并且赌公司的股票会跌。这个内幕消息使得 SAD 在
避免因持有戴尔股票而受损的同时，获取了大量的利润。这名利用内幕消息的交易员也因此
被判处 3 年的徒刑。类似地，另外一位交易员利用他知道的有关 Elan 和 Wyeth 的预期盈利
信息赌两家公司的股票会跌，从而使 SAC 避免了损失而且得到了 27.5 亿美元的收益，这个
交易员获得了 900 万美元的奖励。操纵这起交易的交易员最终被判处 9 年有期徒刑，并被要
求交还所得。70
3. 商业机密
商业机密是公司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商业机密（trade secret）是指那些用于商业活动，
通常不被他人所知的任何形式的信息。与研发（R&D）相关的商业机密尤其有价值，因为这
类商业机密通常会让公司获得商业竞争中的战略优势。71 例如，谷歌公司的搜索算法就是
被严密保护的商业机密。专利、版权以及注册商标这类商业机密是受法律保护的知识产权
（IP），这也意味着这些可被看作有形资产。72 这些知识产权的所有者可以向他人销售、特许
授权或转让这类商业机密的所有权。员工在工作中所具备的技能不在此之列，因为员工不是
公司的财产。因此，员工在未经公司同意的情况下，不能披露商业机密，否则将会面临法律
责任，同时也会破坏公司的竞争力。
制药行业主要依靠知识产权保护法来保护公司的知识性资产以确保长期财务收益。由于
研发周期长，受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的管制，而且要做多期临床试验，制药行业的成
本要比其他任何行业都高。因此，制药公司在寻求法律对这类知识产权的保护时，也付出了
更多的努力。它们不仅游说在国内享有更长的专利保护期，还要求美国政府通过减少在那些
知识产权保护法较为宽松的国家生产仿制药品，而在全球范围内保护知识产权。73
4. 行贿
行贿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古老也最基本的道德违规行为，早在公元前 1 世纪，罗马共和国
就有有关于此的强制性惩罚。行贿是指一方为自己或所代表一方谋求通常是不公正的利益，
而向另外一方提供有价值的东西，从根本上导致信任关系被破坏。虽然最初行贿主要涉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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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官员，但如今行贿也在私人组织中出现。74 行贿会引发大量的问题。组织会因此遭受负面
的经济后果，如资源不能被高效地使用、更高的运营成本以及让投资者丧失信心等。752011
年，美国监管机构控告 IBM 公司过去十年间在亚洲从事行贿活动，指出有超过 100 名公司
员工曾把装着现金的购物袋交到政府人员的手中，以获取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合同。为了避免
这场诉讼，IBM 同意缴纳 1 000 万美元达成和解。76 在政府层面，行贿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危
害，因为这会降低效率，滋生民众愤世嫉俗的情绪，并扭曲国际间的竞争。77
由于行贿的成本非常之高，绝大多数国家都将行贿定为犯罪行为，并制定法律以免政府
官员受贿。78 甚至还有反行贿国际公法。尽管各国和国际上都做出了大量的努力，行贿仍然
是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许多案例中，财务处罚并不严重。例如在 IBM 的案例中，
公司为了避免诉讼而缴纳的 1 000 万美元仅仅是其 2011 年净收入的 0.06%，这怎么和 IBM
在行贿过程中获得的额外收益比呢？在一些案例中，公司甚至会通过成本 – 收益分析来判断
在一个贿赂行为中的最好和最坏情况。
透明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是一家非政府机构，致力于与腐败现象做斗
争，这家机构每年都会公布“清廉指数”。根据 2014 年报告，全球 175 个国家中，有 70%
的国家得分低于 50（最高清廉得分为 100），这意味着全球腐败问题仍很严重（见表 3-2）。79
许多“腐败”的国家中都有跨国公司，美国管理者要与当地的各类组织打交道以保障获得资
源和销售产品。如果你是一名管理者，因要完成财务指标面对着巨大的压力，你是否会行贿
以确保得到某个分销渠道？如果你在与同事竞争某次升职机会，同时你得知他会用行贿的手
段以达到超过你的业绩表现，你又会怎样呢？
表 3-2

2014 年透明国际组织清廉指数前十名与后十名国家排名

前十名国家（评分）

后十名国家（评分）

丹麦（92）

索马里（8）

新西兰（91）

朝鲜（8）

芬兰（89）

苏丹（11）

瑞典（87）

阿富汗（12）

挪威（86）

南苏丹（15）

瑞士（86）

伊拉克（16）

新加坡（84）

土库曼斯坦（17）

荷兰（83）

乌兹别克斯坦（18）

卢森堡（82）

利比亚（18）

加拿大（81）

厄立特里亚（18）

第 17 名——美国（74）
资料来源：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14 Index available at http://www.transparency.org/cpi2014/results, accessed
February 14, 2015.

5. 揭发
虽然员工要承担对利益相关方的道德义务，但他们还要对企业负责。实际上，员工的主
要责任是为了公司的目标而工作，并且避免做出可能对公司目标造成损害的行为。80 但是有
时员工可能会做出严重违背道德准则的行为，而他人可能需要对此加以干预并且揭发这种行
为。揭发（whistle-blowing）通常是指组织中某位成员揭露某些信息的行为，这些信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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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公司内部或公司外部监管机构高层管理人员的违法或不道德行为。81
2002 年，《时代》杂志表彰了三位长久以来一直揭发她们所属组织的不正当行为的女性，
莎朗·沃特金斯（Sherron Watkins）、科琳·罗列（Coleen Rowley）和辛西娅·库珀（Cynthia
Cooper）。安然公司（Enron）的副主席莎朗警告安然的主席 Ken Lay，公司一直在用不正当的
统计手段夸大自己的资产和收入。FBI 的一位法务专员罗列，给主任写了一封信，指出 FBI
当局没有对明尼阿波利斯市发出的关于穆萨维的信息跟进，导致后者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
恐怖事件中行动。库珀揭发世通公司（WorldCom）公司做假账来掩盖 3.8 亿美元的损失。这
三起揭发事件本来是保密的，但是揭发者的名字在组织不小心泄露的备忘录中被公开了。82
最近，雪莉·亨特（Sherry Hunt），花旗贷款的一个副总裁和担保员，道出了公司的贷款
欺骗。像许多家银行一样，花旗银行因为无限制的贷款，助长了全球金融危机。为了维持增
长，公司的一些担保部门夸大了申请人的年收入等一些虚假信息。在没有得到公司执法部门
的注意后，亨特诉诸美国司法部门寻求正义。83
尽管揭发者在行为上是道德的，但他们通常会为这种唱反调的行为付出巨大的代价。他
们会被列入黑名单，被解雇，受到威胁，并被不公正地对待，而且他们通常会在经济上遇到
困难。例如，亨特被两名高级主管威胁，要求她撤销造假记录并且更改质检报告。84 除此之
外，有过揭发行为的人因为被视为不忠诚而难找到下一份工作。85 有趣的是，不管结果如何，
许多揭发者都表示，假如再碰到类似的情况，他们也一定会揭发，因为他们觉得坐视不管是
不对的。86

3.4

企业社会责任
如今，商业组织要满足更广泛目标所面对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些目标已经不再仅仅

是 财 务 表 现。87 虽 然 管 理 者 面 对 着 来 自 外 部 各 类 组 织 的 压 力， 如 人 权 观 察 组 织（Human
Rights Watch）、动物防御同盟会（Animal Defense League）以及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等，他们还会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而面对来自员工的压力。88 在过去的
日子里，企业已经对此做出了响应。2011 ～ 2013 年间，《财富》500 强花费了将近 200 亿美
元在企业社会责任上。甲骨文（Oracle）、阿斯利康（ AstraZeneca）和哈利伯顿（Halliburton）
这三家企业均贡献了超过 10 亿美元用于回馈社会。89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作为企业应尽的义务是在 1953 首次
被提出的，旨在让公司所制定的政策、做出的决策和采取的行动能够符合社会的整体目标和
价值观。90CSR 这一理念所隐含的基本假设是，企业和社会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企业需要
依赖消费者购买他们的产品，而消费者需要依赖企业所提供的商品维持幸福健康的生活。 91
与政府类似，企业与公众之间也存有社会契约——一系列隐含的权利与义务。虽然这个契约
中的细节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它仍然是企业正当性的来源。92 换言之，如果公司在与
公众的交易中不恪守分寸，社会将会采取行动反对这家公司。例如，消费会选择不购买自己
不喜欢的那家公司的产品，而有才华的员工也可能会离开那家不为被他尊重的公司。

3.4.1

经济、法律及伦理责任

理论家们明确提出了企业需要承担责任的三个主要领域：经济、法律和伦理。如果企业
对这三方面都有所促进，它们就能在所有利益相关方中公平地分配财富。虽然这三个方面看
似是独特的且各不相关，但其间确实有重合之处。在商业活动中，企业可以只对某一个、某

第3章

伦理与企业社会责任

两个或全部三个方面提供支持（见图 3-2）。93
经济责任（economic responsibility）是指企
业要承担获取利润并增加股东价值的职责。商
业机构是社会中最基本的经济单元，因此，企

㒣⌢

业要承担这样一种职责，即制造人们需要的商
品和服务，并且可以通过销售这些商品和服务
而盈利。商业中的多个层面都是建立在这个基
⊩ᕟ

本假设之上的。94 公司会采用各种各样直接或

Ӻ⧚

间接的行为以提高利润。这些直接行为可能会
包括降低生产成本和避免法律诉讼等，而间接
图 3-2

行为则包括打造强大的品牌形象以及提高员工

企业在社会中所承担的核心责任

的道德水平等。间接行为是指那些无形的，但
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提高经济效益的事务（例如，提高员工的道德水平、增强消费者对品牌的
认知度，以及在整个组织中培育强大的领导力等）。95
法律责任（legal responsibility）可以被简单地看作要遵守与商业行为相关的州及联邦法
律。正如社会可以让企业承担生产者的角色一样，它还为企业设置了一个在经营时必须恪守
的边界。换言之，社会希望企业在法律的边界内履行其经济责任。公司维系法律责任的方式
也有很多种。最常见的有：遵守法律、预见可
能的违法行为，以及避免民事诉讼等。96 例如，
丰田公司在报告了加速器会嵌进底盘这一问题

ᰵ䕿ᓣ⮰

后，自愿在全球范围内召回 500 万部汽车，而

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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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避免了巨额的诉讼费用。97 通常，法律是
企业应当遵守的最底线的准则（参见图 3-3）。

䖡Ⴔ∁ᒷ

⊩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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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的丑闻迫使法律制定者们不得不提高商
业准则的门槛，《萨班斯 – 奥克斯利法案》就是
很好的例证。因安然公司的假账案，国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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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项法案以避免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总监和
其他人影响财务审计或篡改财务报表。在这一
法案中，为妨碍联邦调查而销毁任何文件也属
98

于违法行为。 此外，2008 年全球危机余波未
了之时，国会又在 2009 年通过了一项法案，旨
在提高政府对金融市场的调控能力，这又一次

图 3-3

企业社会责任的职责

资 料 来 源：Adapted from Archie B. Carroll, “The
Pyramid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ward the
Moral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al Stakeholders,”
Business Horizons, 1991, pp. 39-48.

反映出了公众对美国公司的不信任。这项法案将创设一个新的委员会来检测金融市场中的风
险，同时创设一个新的具有权力的监管机构以保护金融产品消费者的权益。法案还呼吁制定针
对复杂交易工具（也称为衍生品）的相关法规。99
在经济和法律责任之外，企业还应当对社会承担伦理责任（ethical responsibility），这是
普通大众所期望看到的行为。尽管伦理责任很难被定义，但管理者可以运用在上文中所讨论
的伦理框架来了解如何根据利益相关方的期望做出伦理决策。伦理两难困境一节中也提供了
大量如何在处理现实世界的问题时应用这些伦理框架的例证。例如，过去关注的仅仅是按公
平的原则进行招聘和为员工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当今的伦理氛围已经要求企业要解决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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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性和污染的问题。Ritz Camera 是美国最大的相机零售和图片公司，近期发布了一项名为
“ Call2Recycle ”的市场推广活动。作为活动的一部分，Ritz 公司会为用户免费提供一种便捷
且可以恰当弃置使用过的充电电池的途径。这个项目正是基于循环利用将提高可持续性并减
少浪费这一想法。100

3.4.2

企业社会责任感

许多研究人员已经开始在经济、法律和伦理框架这一范畴之外寻找能够使企业践行 CSR
的方式。101 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是与责任感相关的：公司会如何制订计划和政策而为社会带
来好的结果？企业社会责任感（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veness）是指当社会希望企业做得更多
时，企业应当如何对此做出响应。102 在英国石油公司制造了 2010 年墨西哥湾原油泄漏危机
后，其管理者对公众批评所做出的响应是，设立一项 200 亿美元规模的基金，用以赔偿因原油
泄漏而受到影响的人们。103 在面对类似的压力需要做出响应时，有很多种方式可供管理者使
用：他们可以反抗、包庇、辩护、引导、利用公共关系，使用法律手段，谈判或解决问题。可
以做出及时响应的公司通常都会有以下三种行为：①它们会持续监控并评估环境状况；②它们
会尽可能确认利益相关方的需求；③它们会设计专门的计划和政策以做出响应，改变状况。104
在下一节的内容中，我们会阐述如何把这些 CSR 行为与企业的战略相结合，并使其成为企
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

3.5

企业社会责任是否对企业有益
许多经济学家和研究人员都认为，在这样一个资本社会中，CSR 不仅会降低企业的财务

表现，还会对商业的目的造成损害。没有人比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更强硬
地坚持这种观点，他在 1970 年提出，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提高利润。他认为，虽然社
会福祉也很重要，但这应当由政府来负责，而企业能够做到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在法律允许的
范围内实现利润的最大化。105
有大量的研究支持弗里德曼的观点，显示出 CSR 行动会对经济业绩造成负面影响。使
用大量如利润、投资回报或股价等财务指标与 CSR 指数对 CSR 行动进行分析后，这些研究
者指出，更高的 CSR 行动表现会导致未来更低的财务业绩。106 他们的推论是，CSR 需要投
入特定的成本而对利润造成影响，但是只会带来不确定的收益，因此永远无法补足利润。 107
近来，有大量的研究表明，用类似的标准进行分析后的结果是，CSR 对财务业绩有正面或中
性的影响，有力地反驳了上述观点。108 这些研究人员认为，CSR 应当被看作一种投资，会
提高效率和创新能力，使企业获得长期财务收益。109
谢家华（Tony Hsieh）是一家线上鞋业零售商美捷步（Zappos）的创始人，他致力于公司
的慈善事业和财务表现。2011 年，他在拉斯维加斯被遗弃的市中心投资了 35 亿美元，来重
新焕发当地的生机。他将美捷步的办公室从拉斯维加斯的市区移到了名为 City Hall 的旧城，
并且买了 60 英亩的地和 100 栋建筑。在接下来的几年，他又投资了当地许多新的商业和新
的公寓区，并且通过亲自搬到其中一个新公寓，来说服员工离开他们原有的社区，迁移到拉
斯维加斯市区。除此之外，他还在此建立了许多新的技术公司。由于这些公司的员工需要餐
厅、杂货铺和娱乐设施，带动了一个新的城市中心的崛起。他相信这些投资最后都会转化为
丰厚的财务回报，即“商业回报”。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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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 与利润之间存在正向的联系，这已经被普遍接受，这种正向联系会让企业变得更为
强大。111 消费者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他们不仅对践行 CSR 的企业持赞赏态度，还
会依据企业的 CSR 行动做出购买决策。112 例如，最近一项尼尔森的调查显示，55% 的顾客
愿意花更多的钱来买具有社会和环境责任感的公司的产品和服务。113 公司还会因此获得其他
形式的收益，如减免税金，吸引有才华的员工，避免法律诉讼，在价值链中节约成本，以及
减少损失成本等。114 例如，类似 Arco 和宝洁这样的公司通常会把盈利和声誉部分归功于公
司在环保方面所做出的努力。115

使 CSR 成为一种竞争优势
虽然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有成功的企业，而一个成功的企业也需要有一个健康的社会来
提供不断增长的需求。116 践行 CSR 可以成为机遇、创新和竞争优势的来源：它是对企业未
来的投资。117 因此，企业要像看待战略一样看待 CSR。CSR 必须有明确的计划，被仔细地监
督执行，并要定期做出评估。118 在 2010 年，
帕 纳 拉 面 包（Panera Bread） 的 创 始 人 Ron
Shaich 重 新 定 位 了 公 司 的 慈 善 活 动。 尽 管
公司之前每年会投入超过 1 亿美元的现金和
产品给大量的团体，他觉得这些努力太过分
散，于是决定开一家帕纳拉关爱中心（Panera
Cares），一家帕纳拉烘焙咖啡厅。这家餐厅
在其他方面都和传统的帕纳拉餐厅一样，除
了它们针对的是经济有困难的群体。餐厅没
有食物标价和现金登记，它通过捐赠的方式，
使得顾客根据他们自己的能力付款。为了实
更大客户群体的地方开店，以此得到更多的
捐款。119 拿 2014 年来说，这种类型的餐厅服
务了超过 100 万人，并且挣得了传统经营模
式收入的 75%。120

ZUMA Press, Inc. / Alamy

现自我运转，公司小心谨慎地选择可以面向

1. 支持核心商业活动
当 CSR 可以为公司的核心商业活动提供
支持时，CSR 就具有战略意义，这些核心商
业活动会对公司的使命、愿景和战略有所贡献。121 劳动力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吸引并
留住技能娴熟、有创造力和工作态度积极的员工，是公司满足客户需求和将自身与竞争对手
区分开来的必要条件。122 此前，公司能获得成功通常是因重视生产工艺、能够获得资本市场
的支持、规模经济、专利以及产业吸引力所造就的。尽管这些竞争优势的来源依然重要，但
招募最具才华的应聘者正变得越来越重要。123 在一项成为“全国首家零垃圾排放的汽车厂
商”的竞选中，斯巴鲁汽车采用了一个员工的创意想法。该想法建议减少包装和组装线上的
流程，该员工也因此获得了奖金和一辆全新的斯巴鲁汽车。这项计划使公司节省了大量的资
本，从而可以进行其他的投资，同时也使公司的领导形象变得更加受欢迎。124
Marc Benioff，一家致力于使公司可以追踪其顾客动向的科技公司 Salesforce.com 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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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人，始终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 1999 年成立公司以来制定决策的一个参照标准。他提出了
公司慈善事业 1-1-1 模型，即公司将 1% 的股份、产品和员工工作时间拿出来用于基金会的
建设。公司的基金会支持各种各样的市民活动，包括健康医疗、教育和旧金山附近的住房支
付。Benioff 相信他们致力于企业社会责任这一行为对于求职者来说一定很有竞争力，尤其是
在硅谷这样需要大量的科技人员的地方。旧金山众多科技天才的聚集以及先进技术的发展导
致了高不可攀的房价，也引起了城市其他区域的房价增长。Benioff 的公司一直在努力，希
望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同时，他也一直活跃于说服其他的科技公司来增加它们的社会责任
感，投资建设更多可以支付得起的房子。125
有研究表明，参与 CSR 行动积极性更高的企业，往往会被看作是更有吸引力的工作场
所，这意味着有才华的员工会更愿意寻求这类雇主，并且更愿意在这样的公司中长期任职。126
通过吸引更高质量的劳动力，公司可以形成一种竞争优势。积极参与 CSR 行动的员工会有
更好的个人形象，转而提高他自身的道德水平和公司的盈利能力。 127 例如，家得宝公司就允
许员工在工作时间参与周边社区志愿组织的活动。通过这样做，员工会感到更加快乐，还会
因此获得对工作有帮助的新技能。128
除了与人相关的因素以外，公司还可以利用 CSR 提高自身所处商业环境的质量。通过
投资教育、污染物减排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等，公司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并因社会财富提
升而造就新的商业机会。例如，思科（Cisco）公司创办了一项名为“思科网络学院”的教育
计划来培训计算机网络管理员。这个计划不仅会为高中毕业生提供有吸引力的就业机会，也
通过培训这些今后在工作中会用到思科公司产品的网管人员，确保了公司的长期发展。再
如，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Mobil）为提高公司业务所在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捐
赠了大量的物资，包括修建公路以及法规制定等。通过这样做，公司不仅提升了自己在发展
中国家的运营水平，还提升了这些地区的用户需求。129

2. 创建战略 CSR 平台
虽然 CSR 在伦理上是合理的，但实施起来却很困难，尤其是当企业第一次开展 CSR 行
动时。公司应当努力参与实施战略 CSR（strategic CSR），这样可以把 CSR 行动与公司商业
活动直接挂钩，因此将社会财富与公司财富结合在一起。下面这个四步法对于希望实施战略
CSR 的管理者来说是个很好的工具。在评估各利益相关方诉求得出交集之后，管理者还应当
把这些行动融入公司的战略，并使用前面章节中所介绍的概念加以管理（见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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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步中，公司应当确定所有自内而外和自外而内的结合点。自内而外的结合点是由
处于公司价值链之上，会对社会造成影响的所有活动构成的，包括公司招聘和解雇员工的政
策，温室气体排放，以及供应链管理等。130 自外而内的结合点则是由可能影响公司提高生产
效率和执行战略等方面能力的社会层面所构成，包括产业法规、可获得的自然资源、可选择
的人力资源以及竞争性对抗等。
当公司在选择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时，有关 CSR 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是，不是要考虑这
项举措值不值得去做，而是要考虑这样做是否能有机会在为社会创造利益的同时，也能让公
司受益。公司应当避免去解决与商业活动无关的通用性问题，而是要去解决与公司价值链直
接相关或可以改变公司所处行业竞争情境的问题。例如，对于一家类似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
司（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这类的公用事业公司而言，支持一家本地的舞蹈团就是一个
通用性问题。但同样的资助行为对于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而言，可能就会影响其所
处的竞争情境，因为这家公司所依赖的是高端娱乐消费和旅游业。131
在选择某个特定的问题之后，公司应当创建一个社会目标，其中应涵盖自内而外和自外
而内两个维度。以全食食品超市（Whole Food）为例，其商业模式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理念之
上的，即，人们会为健康、美味和环境友好的产品支付额外的费用。全食食品超市用其购买
力改变了现代工厂化农业的运作方式，让动物在被屠宰前以一种人性化的方式被对待。这家
公司还拥有并运营着自己的海鲜产品加工厂，以确保公司的采购策略不会对其他海洋生物造
成影响。2006 年 1 月，这家公司还从风电厂采购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可再生能源配额，以
满足公司所有的用电需求。132
最后，公司应当利用这个社会目标，为公司的价值主张增加社会维度的考量，这是公
司为用户而做的，需要满足的一系列独特需求。通过在公司的价值主张上增加社会维度的考
量，公司可以说明形成社会影响力应当是公司整体战略的一部分。例如，全食食品超市的价
值主张就是要为那些热衷于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问题的人们提供有机、天然和健康的食品。
这一重点使公司能够为其产品收取额外的费用。133 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像全食食品超市一样，
可以通过消费者愿意因为公司的 CSR 活动支付额外的价格而获利。作为公司的决策者，有
大量的选择，CSR 可以成为潜在收入来源的一种方式，但是也要根据产业的性质和竞争情况
判断。

本章小结
伦理是有关是与非、道德与非道德的研
究。许多商业决策都不是简单的对错选择。
互相矛盾的利益诉求，模糊不清的数据，以
及不同个体和不同文化视角之间的差异，都
构成了管理决策制定的复杂性。管理者通常
还需要探寻不明确的状况或灰色地带。在这
些情况下，伦理框架可以为管理者提供帮助。
1. 在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相冲突时，这些伦理
框架可提供指导。管理者如何确定什么是最
重要且相关的利益权衡？管理者个人的道德

哲学及他所持的是非观，经常在处理伦理困
境时扮演重要角色。拥有功利主义观的人们
认为，道德来自于做出为大多数人提供福祉
的决定。其他人认为道德来自于动机及道德
责任；他们相信，个人应遵循正确的原因并
做出正确的决策。还有些人将道德决策建立
在公正的概念基础上。
2. 企业在环境、顾客、员工等方面始终存在
着共通的道德困境问题。在涉及商业问题
的时候，管理者要始终不断地审视他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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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组成部分的关系，确保自己正当的行
为。在个人做决定时，会面临利益冲突、
内幕交易、商业秘密和受贿的困难抉择。
当企业不能以一种恰当且道德的方式研究
这些两难困境时，它们将极有可能卷入法
律诉讼或者被揭发。
3. 企业社会责任是伦理观在商业中的应用，
人们期望企业能够做出有社会责任的行
为。一家公司应当对股东、用户、员工以
及 公 众 承 担 经 济、 法 律 和 伦 理 责 任。 因
此，企业必须平衡相互冲突的利益和财产

诉求以保持竞争力。这是管理中有关利益
相关方的一部分观点。
4. 对于一家公司来说，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
表现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清晰。但有一点
是明确的，即企业践行 CSR 不应当是说
空话。CSR 如果能与公司的战略和商业活
动相关联，则有可能成为一种竞争优势。
具有战略意义的社会责任可以让公司将重
要的资源、专业技能和洞察力用于能够造
福社会且具有经济影响力的行动之中。

关键词
利益冲突（conﬂict of interest）
企 业 社 会 责 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企业社会责任感（corporate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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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公正（distributive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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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人（fiduc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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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justice）
康德主义（Kantianism）
法律责任（law responsibility）
道德（morality）
隐私权（privacy）
程序公正（procedural justice）
战略企业社会责任（strategic CSR）
商业机密（trade secrets）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
品德伦理（virtue ethics）
揭发（whistle-blowing）

课后练习
讨论话题
1. 反思你自己的价值观和信念。你的价值观
是从哪里得来的？有哪些人和事影响了你
对于商业和领导力的看法？
2. 比较功利主义和康德主义。这两个道德框
架 有 何 异 同？ 哪 一 个 和 你 的 价 值 观 更 相
符？为什么？
3. 企业是否有提升社会道德的义务？在新兴
市场中道德义务是否一样？
4. 回顾表 3-1 中的道德发展阶段。每一阶段
是如何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方式的？
5. 什么动机或情形会导致一个人陷入利益或
者商业机密的思想斗争中？一个公司如何

保证它的员工做正确的事情？
6. 什么会使一个学生在课堂上说谎或者论文
剽窃？
7. 为什么揭发者需要为他们的行为付出很高
的个人代价？
8. 一个企业如何评判其对于环境保护的义务？
9. 为什么公司需要追寻企业社会责任？正当
的和错误的理由分别是什么？
10. 思考一个企业的经济、法律和道德责任。
哪一个最重要？哪一个最不重要？

管理研究
1. 回想一部塑造一些商业管理者形象并关注
伦理两难决策的电影。电影中所展现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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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 样 的 伦 理 问 题？ 在 制 造 这 个 伦 理 问 题
上，管理者要承担哪些责任？利益相关方
是否为管理者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解决这
个伦理问题？
2. 美国道德村协会（Ethisphere Institute）每
年 会 发 布“全 球 最 具 商 业 道 德 企 业 排 行
榜”。在过去的几年中，有超过 3 000 家
公司被提名（或自我提名）。美国道德村
协 会 使 用 一 种 被 称 为 道 德 商 数（Ethics
Quotient）的评级系统。这一评级体系会
审查企业的道德规范、诉讼和违规历史记
录，评估企业可持续商务行为中的投资，
以及它们为改善企业公民形象而开展的活
动，还会将被提名企业的业内同行、供应
商和客户对其所做的反馈作为考量因素。
请研究一家在“全球最具商业道德企
业排行榜”榜单上的公司。这家公司进行
了 那 些 道 德 管 理 行 动？ 你 认 为 组 织 文 化
和领导力行动对这些道德行为有怎样的影
响？你认为这家公司在道德行为上的投资
是如何为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的？这家公
司是否在公司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间创
建了某种协同效应？

伦理与企业社会责任

行动练习
在你所在的社区中选择一个组织，并对
其进行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审计。用下面的
检查清单评估这个组织的道德管理行动和其
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方式。
• 这个组织是否为其成员明确规定了哪
些 是 恰 当 行 为 的 行 为 守 则？ 如 果 有，
请审阅。
• 这个组织是否有针对伦理问题的培训
计划？如果有，课程内容是什么？
• 这个组织是否有为管理财务资源制定
的检查和平衡系统？如果有，请审阅。
• 这个组织的领导者是如何规范道德行
为的？
• 这个组织是如何将伦理和企业社会责
任融入它的战略规划之中的？
• 组织中的成员是否赞赏道德行为，并
对其做出高度评价？
• 这个组织会如何惩罚不恰当的道德行为？
• 这个组织是否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制
定了评价标准？
• 这个组织是否会在公开渠道报告它的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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