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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困惑：农业企业？

  背景：2000年以来的“农业热”
         大约始于新世纪，国内众多的个人或企业
纷纷涉足农业，范围几乎涉及农业的各个领
域。

          典型案例：丁磊在2009年“两会”期间高调
宣布进军农业，并于2010年冬季在浙江安吉
建立了网易养猪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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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困惑：农业企业？

         有人关注农业当然是好事！但这些人或
企业为什么会涉足农业？

         理论背景：迈克尔·波特竞争力理论的核
心内容之一，决定企业盈利能力的重要因素
或根本因素首先是行业的吸引力！

         如果做简单分类，在工、农、建、运、
商等各行业中，诸位认为农业有竞争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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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困惑：农业企业？

    关于“农业热”动机的N种假设：
          —— 真心回馈农业，促农业发展；
          —— 长期投资；
          —— 圈地；
          —— 揩“农业政策”的油；
          —— 食物安全；……
          这种对农业“关注”的结果，带来的困惑
之一是，何为农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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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困惑：农业企业？

              Davis和Goldberg的观点：在《农业企业概念》
（1957）一书中，二人将农业企业定义为：农业企
业是农用品的制造与分配，农场生产营运，以及农
产品的加工、储藏与运销各项作业的总和。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07）认为农业企业
是农产粮食价值链的非农联系环节。它为农业领域
提供生产资料投入，它以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处理、
加工、运输、销售和分配等方式将农业领域与消费
者联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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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困惑：农业企业？

           王素君（2004）指出农业企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农业企业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以市场需求为导，
进行有关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等活动的经济联合
体；从广义上讲，农业企业除了进行有关农产品的生产、
加工和销售之外，还包括农业机械、饲料、肥料、肉类
包装、各种食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也包括以天然纤
维为原料的纺织品的生产和销售。 

           姜克芬，郑风田（2005）则认为农业企业是具有一
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500 万元以上），以从事农林牧
渔等农业商品性的初级生产、加工、贮运、销售、产供
销一体或服务为主营业务，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
自负盈亏、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生产企业和出口基地以
及连锁加盟企业等经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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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困惑：农业企业？

          我们的观点：所谓农业企业，一般是指主要从
事农、林、牧、副、渔业等生产经营活动，具有较
高的商品率，实行自主经营、独立经济核算，具有
法人资格的盈利性经济组织。目前，在国内从事上
述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农产
品生产企业；二是涉农企业，主要包括以农产品初
级加工和流通的企业，以及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
相关企业例如农药企业等；三是纵向一体化的农业
企业，主要指以农业生产为主营业务，向其主导产
业的前端或后端延伸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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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差异：农业企业与众不同？

    相似性：经济组织的一般特性，作为经济
组织，为其生存和发展，农业企业也以盈利
为主要目标。

    差异性：发迹于农业、发展于农村，始终
与“三农”保持千丝万缕关系的农业企业，在
其运行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发展目标、
发展方式、发展绩效等方面与工商企业相比
较存在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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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差异：农业企业与众不同？

        —— 发展目标：基于产品特性的“保民生”
和“保安全”。

         e.g. 布朗的“中国威胁论”
         e.g. “深圳农产品”的发展初衷
        —— 发展方式：企业、产业或行业、农户
的多维联动。

         e.g. “公司+……”运作模式
         e.g. 农业的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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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差异：农业企业与众不同？

        —— 发展绩效：企业发展、社区繁荣、农
民增收多维效应。

        e.g. 带动农民致富的政策约束
        e.g. “东进农牧”的先建房子后建猪场
        —— 制度环境：基于农耕文化的非正式制
度的强力约束。

        e.g. 听族长的还是听村长的？
        e.g. 具有乡村特色的企业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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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差异：农业企业与众不同？

        —— 政策环境：令诸多其他企业争带“农
帽”的优惠政策。

        e.g. 税收优惠（所得税减免、增值税减免、
出口退税等）

        e.g. 财政补贴（贷款贴息、出口创汇贴息、
农业企业上市补贴等）

        引申问题：农业企业在运行过程中的诸多
差异是否导致其CSR内涵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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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题：农业企业CSR的特质性？

      理论背景：Carroll（ 2000）认为，由于
CSR本身的复杂性和内容的丰富性所决定，
不同的企业，在规模、生产的产品类型、盈
利能力和资源整合，以及对社会和利益相关
者的影响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所以它们信奉
的及其履行社会责任之道也就不同。

         农业企业履行CSR动机偏重于“内生驱
动”：证实“农业企业履行CSR与生俱来”的假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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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题：农业企业CSR的特质性？

         —— 理论依据：Friedman（1970）将企业
社会责任与企业赢利相等同，认为企业履行
社会责任的动力是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是企业与生俱来的诉求。Tuzzolino & 
Armandi（1981）强调企业履行CSR的首要
动机就是经济动机，即保持企业利润，维持
企业的生存。

        —— 初步的实证结果：2013年广东、安徽
357份有效农业企业问卷初步分析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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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题：农业企业CSR的特质性？
     农业企业的主要利益相关者
             —— 理论依据：Donaldson & Dunfee
（1995）现代企业理论把企业视为是企业利益
相关者之间显性和隐性契约的载体，这意味着
企业不仅仅是以传统的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为
基础的经济组织，也是包括投资者、员工、消
费者、政府、社区等主要或次要的利益相关者
在内所构成的利益关系组合体。

            —— 基于Carroll“金字塔”模型的农业企业利
益相关者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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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题：农业企业CSR的特质性？

主要利益相关者

CSR结构维度                               

经济责任        法律责任     伦理责任     慈善责任        

消费者     √         √               √                     

农村社区    √           √                   √          

农  民      √            √           √          √           

政  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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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题：农业企业CSR的特质性？

     CSR内容比较
          同样基于Carroll的“金字塔”模型，项目组
对国内外相关的文献的内容进行梳理，将学
者们最关注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
任和慈善责任的内容进行归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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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企业CSR 中国企业CSR

经济责任

•增加股东价值 •提高经济效益
•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 •提供合格产业和服务 

•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 •企业可持续发展
•提供就业岗位 

法律责任

•遵纪守法、依法经营 •依法纳税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经营 •合法经营
•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

伦理责任

•遵守社会规范和伦理道德 •遵守商业道德
•提供完整和准确的产品使用信息 •遵守伦理道德
•引进先进管理方法，提高员工的
健康

•诚信经营

慈善责任

•积极开展/参与慈善活动 •参与慈善事业
•关注社会弱势群体 •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以经济收益回馈社区 •关心弱势群体
•支持教育与文化事业 •支持文化科技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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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题：农业企业CSR的特质性？

         同样梳理国内相关的研究文献，当然更
主要是根据我们的问卷整理，国内学者、更
主要是所调查的农业企业的企业家们对农业
企业所履行的社会责任有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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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企业的CSR
与其他企业相同的CSR 农业企业特有的CSR

经济责任

数量充足质量安全的产品

•保持竞争优势 提供就业机会 

•维持高水平的生产率 带动农户增收

促进农村社区经济发展

法律责任 •遵纪守法，合法经营
产品满足法律最起码要求

保民生、保供给

伦理责任
•遵守商业道德 
•遵守社会规范和伦理道德

遵循农村社区的价值观念
与文化              

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慈善责任

•参与慈善公益活动
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参与新农村建设

•支持教育机构
•关注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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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功能

慈善责任             

伦理责任

法律责任

经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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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题：农业企业CSR的特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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