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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会责任已成为了当前我国社会各界尤其是各级政府和广大企业界极为关注的焦点议题。随着

社会责任国家标准的发布，我们国家社会责任正从起步阶段走向实质性的深入阶段，标志着中国社会从“企

业责任”时代步入“全民责任”时代。从行业标准到国家标准，从企业社会责任到全民社会责任，社会责任立

法应当提上议事日程。全民责任时代的和谐社会建设将更加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一带一路”开启了中国

企业“走出去”的新时代，社会责任国家标准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全民责任时代”。如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

将社会责任延伸，让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惠及“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是所有行在带上和走在路上的

企业必须自觉践行和担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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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6 月 2 日，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

委联合发布 2015 年第 19 号中国国家标准公告，

公布了《社会责任指南》( GB /T36000 － 2015 ) 、
《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 GB /T36001 － 2015) 、
《社会责任绩效分类指引》( GB /T36002 － 2015 )

等三项社会责任国家标准，并将于 2016 年 1 月 1
日实施。这是从国家层面出发，对于社会责任工

作的共识，意味着我们国家社会责任正从起步阶

段走向实质性的深入阶段，标志着中国社会从

“企业责任”时代步入“全民责任”时代。我国社

会责任建设经历了从行业标准到国家标准，从企

业社会责任到全民社会责任的发展阶段，社会责

任立法应当提上议事日程，全民责任时代的和谐

社会建设将更加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一带一

路”是国家的整体战略，正在开启中国企业“走

出去”的新时代。给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的同时，相随而至的是挑战和风险。除了应对

传统意义上的融资制约、人才短缺、风险防范等

问题，我国企业还必须直面如何将履行社会责任

延伸至“一带一路”上这一重大课题。
一、从行业标准到国家标准

为具体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

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中国纺

织工业协会在引导全国纺织行业的发展中，十分

重视加强行业自律行为，并且把加强企业社会责

任建设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基于相关的

中国法律法规和有关国际惯例，以及中国国情，

中国 纺 织 工 业 协 会 于 2005 年 率 先 推 出 了

CSC9000T( China Social Compliance 9000 for Tex-
tile ＆ Apparel Industry) 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

管理体系，旨在为企业规定有效的社会责任管理

体系要素，既包括社会责任的具体要求，又涵盖

建立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的模式。
CSC9000T 是中国第一个标准化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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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系。纺织服装业一直是我国的传统支柱

产业之一，多年来为我国出口创汇及经济增长做

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外商频繁验厂以及遭遇社会

责任标准( SA8000) 等围堵也给企业带来了诸多

负面影响。因此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和纺织企业

于 2005 年共同制定了 CSC9000T，用于规范中国

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是中国第一个适用于

整个某一特定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2006
年 3 月 28 日，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正式启动了

CSC9000T 试点工作，并为此确定了爱慕、铜牛、
大杨、盖奇、汉帛、红豆、乔顿、报喜鸟、如意、溢达

等首批 10 家 试 点 企 业。为 了 加 大 推 广 力 度，

2006 年 12 月，“10 + 100 + 1000 项目”正式启动，

即在国内 100 多家纺织服装产业集群中，选择 10
家产业集群作为推广试点地区，并从这 10 个产

业集群中选择 100 家骨干企业建立社会责任管

理体系，以 10 个集群为主选择 1000 家中小企业

进行社会责任基础培训以及能力建设培训。
早在 CSC9000T 管理体系出台之前，第一批

试点企业中的红豆集团就依据外商所期望的社

会责任行为准则，制定了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目

标和程序。从 OEM 到 ODM，红豆集团的出口始

于为外国企业代工，而验厂是获得认可、纳入外

商供应链的唯一途径。外商验厂通常由第三方

执行，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现场。检查所有现场对生产质量的影响，例

如，通道是否畅通，装库、裁剪、组装、缝制、整烫，

整个过程中每个区域标志是否明确，以证明管理

到位，流程真实存在。
文件。检查相关文档，例如，营业执照和内

部规章制度，以证明公司是可靠的、产品质量是

可控的。
人员。通过随机抽取，与车间工人和管理人

员进行交谈，以验证现场检验和文件检查的真实

性，并检测工人的实际操作能力和管理能力。
由于之前中国还没有一套自己的企业社会

责任管理体系，而不同外商验厂指标和要求又有

所不同，企业经常处于被动地位，验厂过程任一

环节的疏忽都可能让企业失去这些外国客户。
因此根据外商验厂的流程和由此累积的经验，红

豆集团出台了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目标和指标，

以减少重复验厂乃至取消验厂。这些目标和指

标成为后来 CSC9000T 的模板。随着企业的发

展壮大，红豆集团开始由 OEM 向 ODM 发展，也

开始需要其他企业为其代工，构建和谐供应链也

就成为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重要部分。根据过

去外商验厂的经验，对照 CSC9000T 管理体系，

红豆集团对其供应链进行了整合，对通过审核的

企业生产管理人员和质量管理人员进行了相关

培训，将其理念进行传达，尤其是相关社会责任

的做法。
事实证明践行社会责任可以促进企业的经

济效益。盖奇、如意、铜牛等国内纺织服装企业

在实施 CSC9000T 后，国 外 零 售 商 大 多 取 消 了

“验厂”环节。严格执行 CSC9000T 的波司登集

团在被称为“史上最困难的一个纺织年”的 2014
年依然取得了骄人的业绩。集团积极营造公共

责任、社会公益、道德行为三位一体的社会责任

体系，2014 年 7 月 26 日，被中国工业经济联合

会、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授予“中国工业行业履

行社会责任五星级企业”称号。CSC9000T 不仅

在中国纺织服装行业得到广泛落实，成为国家相

关机构在行业内落实社会责任的重要要求，而且

成为地方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的参考标准。
CSC9000T 试点企业的成功实践，证实了中

国制造业诞生的第一个行业自律体系对中国纺

织工业的现实意义。如何系统化地将纺织行业

积累的社会责任建设经验和相关资源移植至其

他行业，进一步强化中国产业界的社会责任整体

战略和国际话语权一直是业界和学界研究的课

题［1］。社会责任国家标准 36000 的出台充分证

明社会责任业已成为当前社会各界尤其是各级

政府和广大企业界极为关注的焦点议题，更标志

着中国社会从“企业责任”时代步入“全民责任”
时代。

二、从企业社会责任到全民社会责任

在行业规范、国际规定、第三方评级等种种

约束下，企业践行社会责任已成为必须。因此，

一提起履行社会责任，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企业，

因为在一般人心中，履行社会责任只是企业该做

的事。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中

国已成为国际舞台上的核心角色之一。履行企

业社会责任也因此成为我国企业出口和跨国发

展的必要和关键。从宏观视角看，企业社会责任

履行的情况关系到国家及地区竞争力的提升、和
谐社会的构建和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从居民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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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与居民的工作环境、生

活环境和身心健康息息相关; 从企业自身来看，

企业社会责任日益成为企业的立根之本，与企业

的生存发展密不可分。
企业主要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来反应企业

践行社会责任的具体情况。2006 年 1 月，新修

订实施的《公司法》第 5 条就明确规定，企业要承

担社会责任。同年 3 月国家电网公司公开发布

了第一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成为了第一个吃螃

蟹的国内企业。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统计，2006
年，我国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仅有 32 家;

2011 年，上市公司 500 强企业当中，发布报告的

数量达到了 274 家，占到 54． 8%。在我国政府、
资本市场、行业协会等多方力量的推动下，中国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数量持续增长，由 2013 年的

1231 份 增 至 2014 年 的 1526 份，同 比 增 长

24． 0%，其中共有 758 家为上市公司，占报告总

数的 75． 3%，上市公司构成了我国企业社会责

任报告发布的主力军［2］。
然而，刚刚公布的社会责任国家标准却告诉

我们: 履行社会责任的主体是组织，而不只是企

业。国标 36000 对社会责任的定义是这样描述

的: 组织应该将社会和环境因素纳入其决策与活

动之中，并为其既透明又合乎道德的决策与活动

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担当责任。这跟社会责任

国际标准 ISO26000 的定义是一致的。事实上，

在我国多年的社会责任实践活动中，不仅仅只是

企业在开展社会责任实践活动，其他很多各类组

织如地方政府、研究机构、认证机构等也都在开

展社会责任实践，并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例如，

多年前，国务院国资委就已在中央企业内全面推

行社会责任，要求所有中央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

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也要求所

有在其交易所上市的企业均需发布社会责任报

告，披露非财务信息; 国家认监委要求所有认证

机构均需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以开展行业自律。
因此，国标 36000 的发布预示着中国社会从“企

业责任”时代步入“全民责任”时代。
三、从社会责任标准到社会责任立法

无论是纺织行业的 CSC9000T，还是国家标

准 GB /T36000，均属于指导性政策的性质，依靠

自愿参与、自觉履行，属于推荐性标准。现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①是 1988 年 12 月

29 日颁布的，第二章第七条将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区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保障人体

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强制执行的标准是强制性标准，其他标准是推

荐性标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责任提升为国

有企业改革的六大重点之一，体现了中央对于国

企履行社会责任的高度重视。十八届四中全会

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特别指出要“加强企业

社会责任立法”，明确提出将“社会责任立法”作

为依法治国的一项重要任务。
从 2005 年 CSC9000T 的出台到 2015 年 GB /

T36000 的发布已经过去整整十年时间，而政策

入法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毋容置疑的是，从企

业责任时代步入全民责任时代更加呼唤社会责

任立法［3］; 有法可依的全民责任时代更加利于和

谐社会的建设。
四、全民责任时代的和谐社会建设

“厚泽天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倡

导的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共赢共荣的和谐文

化。然而和谐社会概念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目标

的提出并没有那么悠久。2003 年十六届三中全

会上，中央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 2004 年提出的一种社

会发展战略目标，指的是一种和睦、融洽并且各

阶层齐心协力的社会状态。2004 年 9 月 19 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

议上正式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

念，将“和谐社会”列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提高执

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随后，在中国，“和谐社

会”便常作为这一概念的缩略语。
2012 年 11 月，十八大报告首次以 12 个词概

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和谐”与“富强”、
“民主”、“文明”并列，作为国家层面的第四个价

值目标。这充分表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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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15 年 7 月 17 日，质检总局组织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修订工作座谈会。国务院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修

订列入配合改革的优先立法项目，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中也明确要求在 2016 年 6 月前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可以说，“和谐”既是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大任务。
和谐社会建设涵盖了各个主要社会组织的

社会责任，包括政府、企业、民间社团和城乡基层

社区的社会责任等等。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按

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

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

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

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

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

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以国标 GB /T36000
为依据，以我们一直跟踪研究的红豆模式和晨风

模式为借鉴①，我们可以描绘全民责任时代的和

谐社会建设路径图( 见图 1) 。
首先，政府的引导必不可少。在承担必要的

经济与法律的责任之后，任何组织，尤其是企业

很容易停滞于现有阶段的满足，并不重视承担社

会责 任。这 时 候 就 需 要 政 府 疏 导 与 推 动。
CSC9000T 的成功推行就离不开各级政府的大力

引导。

图 1 全民责任时代的和谐社会建设

其次，组织治理是最为关键的因素。组织治

理是指组织为实现其目标而制定和实施决策的

系统。它包括正式治理机制和非正式治理机制，

前者以既定的结构和程序为依据，而后者的形成

与组织的文化和价值观有关，并通常受到组织领

导层的影响。在组织社会责任的背景下，组织治

理具有特殊性。它既是组织行动的一个核心主

题，又是增强组织其他核心主题行动能力的手

段，能使组织为其决策和活动的影响承担责任，

并将社会责任融入整个组织及其各种组织关

系中。
在践行 CSC9000T 中，红豆集团和晨风集团

的管理层很好地诠释了什么是有责任感的领导

者，自上而下的层层推动，在将社会责任融入整

个集团的同时也使企业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最后，和谐文化的建设是基础。GB /T36000

中明确提出，“促进社会和谐作为社区支持及发

展的首要目标”，“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公正、稳定

与和谐”。从和谐组织到和谐社会都需要和谐文

化的建设。
全民责任时代如何建设和谐社会，本课题组

依据近年跟踪研究江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得到

的初步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 一) 政府要加强对社会责任的宣传，以促

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政府提供具体的管理体系

和工具，通过对社会责任的认可和奖励，来提高

组织社会责任的意识，明确“任何情况下责任感

应是我们行为的唯一动机”［4］。
( 二) 政府应逐步将社会责任纳入教育培训

内容。在美国一些大学，社会责任方面的课程不

仅是商科生，甚至是理工科学生的必修课。由这

些有社会责任的商人、工程师等组成的集体也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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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江苏的红豆集团为江苏省唯一参加首批 2006 年 10 家试点 CSC9000T 的企业; 2007 年全国试点 CSC9000T 新增 113 家，其中江

苏又增 10 家，这些试点企业集中在金坛市，其中一家就是晨风集团。为此本课题组专门研究了红豆模式和晨风模式。



能肩负起时代赋予的社会责任。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建设更需要有社会责任的商人和工程师。
( 三) 政府应进一步通过政策引导市场对社

会责任的重视。政府可以从日常消费、政府采购

和投资等方面加强市场和社会对组织社会责任

的认识和重视，例如可以将环境和社会标准等要

求纳入公共采购规则。政府的责任应该是为组

织保驾护航，为组织提供很好的环境，才能呼唤

应有的道德良心。
( 四) 鼓励设立更多的社会责任投资基金。

在传统的财务指标之外，以预期稳定利润分配的

持续性、遵守法律、雇佣习惯、尊重人权、消费者

问题、社会贡献程度和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等社会

伦理性标准为基础，评价并选择组织进行投资和

资助。
( 五) 尽快对社会责任立法，加强对承担社

会责任情况的监管。我国虽然在一些相关法律

法规中有关于社会责任的内容，但还没有形成较

为完整和系统的法规体系。只有做到有法可依，

才能推动社会责任承担工作走向常态化、规范

化、制度化。国家有关部门应参照国际经验，制

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责任法律条款，明晰承担

社会责任的范围，约束和规范企业的行为，对自

觉承担社会责任的组织给予表彰，对不承担社会

责任的给予惩罚，切实保护公众利益。同时，积

极引导和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创造有利于组织承

担社会责任的环境，拓宽组织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的渠道。
( 六) 尽快实施社会责任会计核算，完善社

会责任报告制度。应从我国实际出发，尽快制定

社会责任会计的具体准则，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确

认、计量、记录、报告等作出明确规定。通过健全

会计法规体系，使社会责任会计有法可依，使社

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有统一标准，增强可操作性

与统一性，避免各行其是。同时，社会责任报告

应经过独立的第三方外部评价，以保证内容真实

完整、实事求是。
五、全民责任时代的一带一路建设

2015 年 3 月 28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

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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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

简称《愿景与行动》) ，其中合作重点包括，“鼓励

本国企业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投

资”，“积极帮助当地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改善

民生，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一带一路”是国家

的整体战略，正在开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

时代。给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的同时，

相随而至的是挑战和风险。除了应对传统意义

上的融资制约、人才短缺、风险防范等问题，我国

企业还必须直面如何将履行社会责任延伸至“一

带一路”上这一重大课题。综合考量《愿景与行

动》以及社会责任国家标准的具体要求，在深耕

“一带一路”大市场中，我国在践行企业社会责

任方面必须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扼守共建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是

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

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因此坚持和谐

包容、互利共赢等基本原则是企业在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中必须坚守的，把企业自身的经济利

益发展与当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融为一体

是坚守共建原则的基础。
社会责任先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企

业在兼顾实现经济利益、依法依规经营和履行社

会责任的同时，应优先践行社会责任。在法律责

任语境下，“法无禁止即可为”，也就是不做不该

做的事; 在社会责任语境下，还要做好该做的事。
而企业要践行社会责任，就要把社会责任的理念

渗透至“一带一路”建设的每个项目，使各项经

营活动都体现社会责任理念和精神。
肩负民心相通的桥梁。民心相通是“一带一

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从践行社会责任出发，传

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尽早建立社会

责任监测、统计、发布与激励机制是我国相关部

门支持企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推进企业海

外履责的重要保障。
延伸供应链责任。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促

使国际生产活动由一国内部或区域间的分工转

变成全球范围内分工，这种新的国际化生产过程

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维

护，进而创造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是企业

的职责所在，并应将践行社会责任延伸至整个供

应链。
编制社会责任报告。编制社会责任报告是

企业与“一带一路”上利益相关方沟通的一种方

式，是定期或不定期向利益相关方展示自身社会

责任理念、活动、绩效的一种特定报告。通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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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责任报告，企业可以梳理自身实践，加强与利

益相关方的沟通，是塑造良好国际形象的重要

途径。
进行社会责任绩效评价。刚刚发布的社会

责任国家标准之一《社会责任绩效分类指引》为

企业评价社会责任绩效提供了技术、指标和方

法。企业通过对其“一带一路”建设中社会责任

绩效进行监测和评审，开展社会责任绩效评价，

就能够知道其社会责任战略、目标、计划的执行

情况。
形成“一带一路”社会责任同盟。通过鼓励

龙头企业分享海外履责经验，推广先进成熟的实

践操作方法，将“走出去”的企业打造成为区域

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建设标杆，带动“一带一路”
上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建设，

建设“‘一带一路’社会责任同盟”，将我国企业

推进社会责任建设的经验成果外溢至一带一

路上。
六、结束语

随着社会责任国家标准的发布，我们国家社

会责任正从起步阶段走向实质性的深入阶段，标

志着中国社会从“企业责任”时代步入“全民责

任”时代。从社会责任标准到社会责任立法指日

可待，全民责任时代的和谐社会建设将更加有章

可循、有法可依。从和谐社会建设到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和谐共生发展，社会责任义不容辞。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企业在实现经济利益、依
法依规经营的同时，应优先践行社会责任。在法

律责任语境下，“法无禁止即可为”，也就是不做

不该做的事; 在社会责任语境下，还要做好该做

的事。而企业要践行社会责任，就要把社会责任

的理念渗透至“一带一路”建设的每个项目，使

各项经营活动都体现社会责任理念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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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Ｒesponsibility Era ＆ Ｒoad and Belt Construction
Chen Shumei

( School of Economic Management，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1189，China)

Abstract: Social responsibility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our society，especially for our government and businesses． With
the issue of national standards concerned，our society is moving from initial stage to practical stag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marking the era from“corporate responsibility”to“national responsibility”． From industrial standard to national standard，

from corporate one to national one，legislation has been put into the agenda． Harmonious society building under national re-
sponsibility era would have concrete guidelines to follow． Ｒoad and Belt strategy has opened the new age for Chinese businesses'
going abroad，entering into“national responsibility era”． How to extend the responsibility，to let other countries and areas on
this road and belt enjoy the opening dividends would be the accountabilities of all the enterprises doing business on the road and
belt．

Key words: national standard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nation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harmonious society; construction of
Ｒoad and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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