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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
困惑与研究突破

（一）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研究的困惑
 
问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创造价值吗?

• 从已有研究结果看，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
响结果包括正相关、负相关、没有关系、U型曲
线关系和协同关系等观点（宋献中，刘建秋，
2010）。

• 对于出现研究结果相互矛盾的结论，学者多从
研究过程和研究方法上找原因 。事实上，社会
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某一种单
向关系。



• Husted and Allen（2007）认为就像并不是所有基
于市场的项目都能给企业带来价值一样，并不见
得所有社会责任活动都能给企业带来价值创造。

• 刘建秋，宋献中（2011）认为有些社会责任会给
企业带来额外成本，而它们带给企业的价值不明
确，而且，不同的社会责任活动（社会责任的不
同维度）给企业带来的边际价值与其发生的边际
成本是各不相同的，加上企业行业与发展水平的
不同而对社会责任收益的敏感性不一，使不同类
型的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关系并不完全一致。  

（一）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
研究的困惑



• 当企业从事社会责任活动的积极影响并
不十分明确，而社会责任不可避免要发
生可见成本的情况下，企业面临着提高
财务绩效同时又必须承担各种社会责任
的双重挑战与压力。

（一）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
研究的困惑



（一）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
研究的困惑

• 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和价值创造影响的研究困惑是目前
理论研究需要突破的关键问题。

• 而从已有实证研究结果看，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之间的
直接因果关系还是不明确的，一些学者力图解开这种研
究差异的原因 ：

• (Mc Williams and Siegel 2000， Chin-Hung Lin and Ho-Li 
Yang etl 2009)、（Mc williams，2000 )、 （Schuler and 
Cording，2006 )、 （Berman et al.，1999 )、 （Rowley 
and Berman，2000 )、（Jordi Surroca Josep A Tribo(2010) 



（二）资源基础理论与企业社
会责任经济后果研究的突破

路径:寻找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创造的作用机理和传导
机制

    企业的资源基础理论（RBV）为我们揭示社会责任与企业价
值之间作用机理和影响因素提供了启示。

• 资源基础理论将企业视为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的独特组合，
而不是以产品市场的活动来看一个企业。 它强调企业是由
一系列资源组成的集合，企业的竞争优势源自于企业所拥有
的资源。 

• 资源基础理论形成了一个分析企业内部资源分配和使用的框
架,即以“资源—战略—效益”的逻辑关系，并且以此制定企业
的战略。该框架表达的中心思想是：企业竞争力的差异是由
企业资源的差异引起的，因果关系是从资源到战略再到竞争
力。 



作者 资源基础理论观点

Penrose
(1984)

企业内部资源如生产制造能力、技术能力、管理能力及主要零部
件供应等优劣，是造成企业成长的机会与障碍

Wernerfelt(
1984)

首先提出“资源基础观”一词，视企业为一有形与无形资产的独特
组合，而不是以产品市场的经营活动来看一个企业

Barney
(1986)

企业可以通过本身资源与能力的累计培养，形成长期持续性的竞
争优势

Aaker
(1989)

企业的战略重点是如何凝聚企业焦点，使企业发展与积累具有价
值的资产与能力，并将资源积累与企业发展战略结合起来

Hamel&Praha
lad

(1990)

企业应培育自己的核心资源与能力，核心资源能力在应用中能自
我强化，并使其价值得到增殖

Grant
(1991)

企业内部资源能力与企业的战略相结合，是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
，以此提出企业资源基础理论的战略分析框架

Perteraf
(1993)

“资源基础理论”所关心的是企业内部拥有那些异质资源，这些异
质资源如何运用与结合，这些资源能不能形成持续竞争优势，
资源异质性的来源在哪里？

Gollis&mont
gomery

(1995)

资源配置是否得当，决定一个企业经营效率与获利能力

Hamel&Praha
lad

(1994)

拥有“稀缺性、价值性与不可模仿性”的资源，以及对这些资源的
运用能力，是决定企业经营与价值创造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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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源基础理论与企业社
会责任经济后果研究的突破

•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资源必须满足稀
缺性、价值性、难以模仿性和难以替代性等条件，
而企业信誉资本具有以上特性，信誉资本是一企业
区别于另一企业的一种独特无形资源，并且信誉资
本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具有直接的关系。

• 信誉资本产生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过程中利益相
关者对企业的评价，企业对社会责任承担的管理、
社会责任相关知识与信息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
与交流中使得信誉资本形成与传播，在社会责任承
担的组织活动和学习过程中，组织的信誉资本得以
积累和增殖。



• 信誉资本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资本，完全具备珍贵的、稀
有的、不完全可模仿的和不可替代的特点，因此，信誉资
本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资源作用。

• 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引入信誉资本作为中间变量
，建立基于信誉资本的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创造分析
框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不是直接的相
关关系，他们通过企业信誉资本为中介，产生一种相互促
进的循环影响过程.

        逻辑路径:企业社会责任      信誉资本      企业价值

• 这能更好的解释社会责任的现实经济后果，也能为今后的
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提供思路和方向。

（二）资源基础理论与企业社会
责任经济后果研究的突破



二、社会责任到企业价值：信誉
资本的中介作用 

信誉资本特征识别
• 目前理论界主流的企业信誉资本理论流派有三种。
   （1）企业信誉资本的社会期待理论（social expectations）
     典型运用：“财富年度最受尊敬公司排行榜”（eg Stein 2003
）、机构信誉商数（Fombrun et al.，2000）等 

   （2）建立在“公司个性”概念基础上，这种公司个性以人们
对公司行为的认可为主要特征；

   （3）以“信任”作为基本出发点，反映人们对公司诚实、可
信任和仁慈等品德感受，Newell and Goldsmith(2001)开发的
“公司可信度”指数是这种流派的一个典型运用。 



• 在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创造的分析框架里
，对企业信誉资本的概念界定与评价采用
“社会期望”理论较为合适。

• 运用信誉期望理论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将
企业信誉分为5个具体维度：

• 产品质量、顾客满意程度、企业市场地位
与形象、员工满意、社会贡献与环境友好
等。 

二、社会责任到企业价值：信
誉资本的中介作用 



企业信誉维度 具体维度的解释

高产品质量 该公司产品质量是可以信赖的；该公司产品质量
是最好的；该公司产品在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该公司产品是物有所值的

顾客满意程度 非常愿意使用该公司的产品或服务；公司总是力
图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能谦虚公正的对待顾客的
抱怨；总是想办法提高公众的满意度

市场地位与形象 是一个最有上进和发展潜力的公司；是一个发展
迅速的企业；在行业中是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企业
企业商标形象深入人心给公众印象最为深刻

员工满意度 给员工提供良好的培训和发展机会；给员工提供
最好的福利待遇；看上去是一个最能吸引人才的
企业；注重员工工作条件的安全保障

社会贡献与环境友好 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企业；注重社会公益和慈善事
业；注重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维护社区的公共
利益

表2 企业信誉的维度及其评价



三、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信誉
资本生成的逻辑 

• 从企业的契约联结出发，任何企业都可以分为特
定利益相关者的契约结合，只是不同利益相关者
的契约参与程度具有不同而已；同样，企业任何
社会责任行为最终可以找到具体的承载对象，也
就是可以具体落实到具体的利益相关者身上。

• 而企业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和评价决定了企业信誉
的大小。因此，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最终表现为增
强企业的信誉，而不是直接的财务绩效。 



三、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信誉资
本生成的逻辑 

                    企业信誉维度    企业社会责任类型

对员工的责任

对顾客的责任

对政府的责任

对社区与社会的责任

对生态环境的责任

高产品质量

顾客满意程度

社会贡献环境友好

市场地位与形象

员工满意度

图1  社会责任对企业信誉影响的关系模型



四、信誉资本对企业价值创造
的影响

• 信誉资本的具有价值创造的资源属性包括：

• （1）信誉是交易与互动过程中彼此合作的产物，
符合社会资本是人际互动过程中产生的资源这一
内在规定性；

• （2）信誉的建立和维持需要投入资源，同时也能
产生收益；

• （3）信誉同样是一种存量，是利益相关者与企业
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存量资源，可以积累和提
高。因此，信誉符合社会资本的本质属性，是一
种能为企业创造长期价值的资本形态。



• (4)企业信誉作为企业的一种重要资本，

能够非常有效的把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良

好印象，转化为企业的资源与对企业的支

持行动，从而强化企业的商业成果并推进

其战略意图的有效实现,(国际信誉研究院（

2007）)如图2所示。

四、信誉资本对企业价值创造
的影响



推荐产品服务

投资

接受雇佣

支持言论

信任售后服务

推荐他人投资

喜爱度

羡慕度

尊重度

信任度

图2   信誉资本对企业价值提升的作用机制

四、信誉资本对企业价值创造
的影响

喜爱度

羡慕度

尊重度

信任度

企业
信誉 支持

消费产品服务

推荐产品服务

接受雇佣

信任售后服务

支持言论

投资

推荐他人投资



五、社会责任、信誉资本与企
业价值的传导路径

企业信誉资本有企业
过去的社会责任行为
和财务行为共同影响，
并且都会影响到企业
后期的财务绩效和价
值创造。

因此，社会责任通过
企业信誉对企业价值
与财务绩效影响的传
导路径如图3所示。 

财务
绩效

社会
责任

财 务
绩效

信誉
资本

财务绩效
与价值创造

过去 现在 未来
时间

图3 社会责任、信誉资本与企业价值创造的单向传导 



• 首先，信誉资本受财务因素和非财务因素的影响，其中
非财务因素就主要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信誉资本一方

面是企业过去的社会责任表现，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

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承担，会积极作用于企业利益

相关者对企业的评价，改善企业的信誉水平。

• 同时，企业信誉资本除了受社会责任的的影响外，还受
企业过去和现在的财务绩效的影响。

• 信誉资本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带来企业价值创造的
增加，这是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影响的传导路径。

五、社会责任、信誉资本与企
业价值的传导路径



六、社会责任、信誉资本与企
业价值创造整合框架

• 社会责任行为通过增进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评价和满意程
度，增加和积累企业的信誉资本，最终增进企业价值 。

• 企业良好的财务绩效反过来又会对企业信誉资本投入和社
会责任活动开展产生积极的影响，资源松弛理论为财务绩
效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路径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
Waddock and Graves，1997）。 

• 以上两种观点和分析思路综合起来，我们发现社会责任和
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影响的协同
关系。社会责任既是企业价值创造的原因，也是企业价值
的结果，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组成一个完整的循环。 



•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通过
迎合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
的期望而增进社会对企业
的认同，增加信誉资本，
信誉资本作为竞争优势资
源，给企业带来良好的财
务绩效和价值创造能力。

• 反过来，获得财务成功的
企业具有更多的资源来进
行信誉资本投资，从而促
进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展
开，并由此进入下一个循
环。 

六、社会责任、信誉资本与企
业价值创造整合框架

图4 社会责任、信誉资本与企业价          
值创造的协同循环演进模型



• 社会责任影响信誉资本继而影响企业价值创造
的路径是本研究形成的基本理论框架，本研究
实证分析和其他逻辑结果都是依据这一理论框
架展开和深入。

• 这为我们对社会责任的经济后果实证检验提供
了假设基础，也为进一步分析社会责任价值创
造管理和社会责任决策指明了研究方向。

• 提出信誉资本作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之
间的中介，从理论上论证了社会责任对企业价
值创造的传导机理与过程。 

六、社会责任、信誉资本与企
业价值创造整合框架



• 由于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是通过信誉资本这种重
要无形资源进行传导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还要加强
社会责任活动管理，使社会责任投入能够转化为企业的信誉
资本。

• 既要考虑企业的关键和战略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主动对
其承担适当的社会责任，而且，企业要加强社会责任信息的
管理和披露，才能最大程度的被社会公众所接受、识别和评
价，形成企业的信誉资本。

• 另外，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信誉资本生成和价值创造是一个
协同影响促进的循环过程，企业要在社会责任履行和信誉资
本投资中认识到这一循环作用机理，使企业的发展遵循并融
入到这一良性的循环发展通道。

六、社会责任、信誉资本与企
业价值创造整合框架





后续研究

新课题:国家自科（2014-2018）:社会责任投入均衡、信誉
资本与公司价值创造

（1）在理论上通过构建全新的“利益相关者压力—社会
责任投入—利益相关者感知—信誉资本形成—积极交
易实现—公司价值创造”理论路径，提出社会责任投入
的“投入权衡”假说，构建社会责任投入的价值创造的
理论模型，从而更清晰地还原企业社会责任与价值的
关系；

（2）在实践上通过厘清社会责任价值创造的内部机理，
建立社会责任投入政策的决策框架，分析不同社会责
任投入政策的经济后果，为企业正确承担社会责任提
供理论支持，也为相关机构制定社会责任具体内容、
标准和监管规则提供参考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