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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键词及摘要

摘要

对典型的农业企业—大华
企业企业社会责任的案例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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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键词及摘要

摘要：
由于农业企业其所处行业的特殊性，其承担社会责任的模式
与其他企业有所区别。本文以大华企业对研究对象，采用个
案研究法进行实地访问调研，对收集的资料分析，从而总结
出大华企业作为农业企业对农户利益进行维护的社会责任模
式。大华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通过“企业-基地-农户”和
“企业-政府-农户”这两条相互协调互补的路径和众多具体
措施维护农户这一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通过对大华公司
履行社会责任模式的普遍性进行探讨，并引入当前农业企业
中其他履行社会责任的模式，指出选择有效合适的实施路径
对于农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至关重要，并要突出强调维护好
农户的权益，在企业与农户之间形成稳定和谐的互利关系。



2 研究背景

  理论背景

·基本理论

·农业企业理论

   研究设计

·案例研究

·资料收集

 案例背景

·大华公司简介



2.1 理论背景

基本理论
①企业社会责任定义（CSR）
Bowen（1953） 卡罗尔（2004） 周祖城（2005）
②利益相关者理论
Freeman—定义
陈宏辉（2004）—分类
③CSR的动力机理
Schwartz & Carroll（2003）—三动力模型



农业企业社农业企业社
会责任理论会责任理论

姜俊（2009）—构建农业企业社会责任动机与财务绩效的关系模型

陈辉(2010)—分析我国农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现状及原因

杨莉等(2011)—关注利益相关者作为农业企业的管理任务

汪凤桂等（2010）—温氏集团履行社会责任实践的分析

2.1 研究背景



2.2 研究设计

   研究设计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个案研究

资料收集：
·一手资料：田野工
作，访谈—管理者、
员工、蔗农、地方政
府有关部门
·二手资料—时事报
导、企业网站、公司
年报、学术著作等



2.3 案例背景

基本情况

·创建于2002年8月，是一间股份制民营企业，前身为国营北
坡、河头糖厂，组建于1985年。
·现有职工1600多人，其中管理人员223人，技术研发人员153
人，采购人员301人、一线生产人员700多人以及各类人员300
多人。
·现有固定资产6.1亿元，主营业务为榨糖和酒精酿造。
·压榨甘蔗能力9500吨，年产一级白砂糖14万吨、药用酵母
5000吨、酒精1万吨；酒精制造企业年产优特级食用酒精3.5万
吨、优级无水酒1.5万吨。

公司成就

·2005年获得ISO9001、2000质量体系认证和药品GMP认
证。
·承担国家星火计划“能源甘蔗新品种产业化开发”、国家
农业部“‘十五’第二批国家糖蔗良种产业化繁育基地”和
“‘十五’第二批国家‘双高’糖蔗产业化示范基地”等项
目的建设。



发展历程发展历程

动力分析动力分析

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

模式模式

普遍性推广普遍性推广

    3 大华企业案例研究



    第一阶段：创业期（2000年-2004年）

第二阶段：成长期（2005年至今）

·企业发展：糖业低谷期，生产成本高，创办生产基地，大力推广

订单农业

·CSR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服务、机耕服务、生产费用预支服务和

技术指导服务

      3.1 发展阶段

·企业发展：快速成长期，保证公司生产原料的有序供应。

·CSR发展：推行订单农业运作模式，实行糖蔗最低保护价产销
合同；加强与基层政府、组织的联系，规模化、成片的原料生产
基地开发建设；关注和支持农村规划和农村文化建设



3.2 CSR动力分析

经济范畴
原材料生产效率

法律范畴
环境保护

道德范畴
管理者

经济
法律
道德

大华企业的大华企业的CSRCSR动力分析动力分析



3.3 大华的利益相关者

利益相关者 利益诉求 影响方式

主要利益相关者

供应商
价格不低于市场平均水平及时支付货款
提供应有的生产服务

供应的质和量的稳定性供应时间的有效
性

股东
 持续向上的经营绩效良好的投资回报
率稳步提升的资产

知情质询权

决策表决权、选举权

股东代表诉讼权等

管理者 企业平稳经营职业的稳定性事业成就感
职位权力人际能力领导者社会责任意识
导向

政府 保证税收企业合法经营促进社会发展
行政手段经济手段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
教育

次要利益相关者

环境 清洁生产绿色环保 生产环境污染法律法规压力

社区 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社区安全就业问题 员工生活质量政府部门压力社区支持

媒体 信息透明度 大众压力企业形象



   
   

“企业-政府-农
户”路径

“企业-政府-农
户”路径

3.4 大华的CSR模式

   实施措施



3.4 大华的CSR模式

CSRCSR模型的两条路径模型的两条路径

组建基
地

下订单

生产服务支
持

输送甘
蔗

     “企业-基地-农户”路径”

委托业务

组织和管
理

增强互信
配合工作

     “企业-政府-农户”路径”



www.themegallery.com

路径内容

优势分析

• 科学规划土地，盘活了耕区的“边缘地带”。

•“化零为整”，提高生产力。

•信息共享和完善服务，提高生产效率。

3.4 大华的CSR模式

“企业-基地-农户”路径

以一个技术先进、资金雄厚的公司为龙头，建立生产基
地，利用合同形式把分散的农户与公司联结起来。农户
生产原材料，公司加工和销售农副产品，基地充当中
介，企业为农户提供相应的服务（如技术服务、物资采
购、产中的日常管理或标准化的生产规程等）。



3.4 大华的CSR模式

“企业-政府-农户”路径

路径内容：公司通过村委会等基层政府的网络，向农户发布有关生
产和收购的系列信息，并委托其协助处理相关业务，接受农户提出的
意见和建议，整理后反馈到公司本身。作为回馈，公司向村委会支付
一定的劳务报酬，并出资协助村里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

优势：
·政府参与，提高农户对企业的信任。
·政府的参与也保障了企业原材料的供应，农户对政府的信任带来了
原材料供应的稳定性。



3.4 大华的CSR模式

 路径互补关系        相辅相成的互补关系

·路径一是企业生产的组织形式，
通过基地将企业与农户链接起来，
通过对农户提供相应的帮助，保障
农户利益的基础上也解决了企业的
原材料来源问题。企业按照路径一
进行生产管理，也是企业履行社会
责任的总体框架。
·虚线表示的路径二是对路径一的
补充，实质上也是一种沟通和协调
形式，基层政府作为中介为整个组
织生产创造一种双向信任的关系环
境，有助于路径一的实施。



3.4 大华的CSR模式

 具体措施 措施内容 措施成效

基地建设

筹建种植基地

集中零散土地，统一规划和技术管理，引
入良种良法，建设示范田。

合理规划土地，提高土地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增
加甘蔗亩产量和含糖量。

基础设施建设服务
修建机耕路、排灌沟和治旱设施。 推进农业机械化，把辖区的旱灾损失降到最低。

机耕服务
为农户提供无偿或成本价的机械耕作服务
。

提高土壤保墒能力和保肥能力，提升播种和收割
效率。

技术指导服务
编写种植培训教材、印发资料、办培训班
和田间指导。

普及良种良法，帮助农户增加对甘蔗种植的知识
和技术。

资金支持

生产费用预支服务

公司为农户提供种苗、肥料、农药和运输
等四项费用预支

每年减低农户生产和经济负担1700多万。

“二次结算”订单合
同

根据市场价格，把超过价格基数所获利润
的60%返还给农户。

把价格风险从农户转移到公司身上，保证了农户
的根本利益。

循环经济 清洁生产

改进生产工艺，减少废料排放，循环再用
蔗渣和滤泥等制糖副产品。

保护耕地免遭污染，创建生态农业，无偿为农户
提供甘蔗专用肥，解决社区供电不足问题

信息支持 信息化建设

引入信息化系统，根据糖厂日榨蔗能力和
各农户种蔗的品种、产蔗量和成熟时间等
资料做出科学的派斩计划以及运输计划。

强化农户管理，降低农户因集中斩蔗和送蔗造成
的拥堵和时间浪费。

实施措施



   
   

3.5 大华CSR模式普遍性分析

广东温氏集团企业社会责任模式
温氏集团从1986年开始与农户合作，在当地开创了“企业+ 农户”
产业化模式的先河，公司为合作农户提供种苗、饲料、药物、技术
及销售等一条龙服务，养户负责肉鸡、肉猪的饲养管理，与公司合
作的养鸡、养猪户相当于公司的生产车间。

旭平兔业有限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模式
形成“企业－NGO－农户”的路径。投入了大量资源，给每一户家
庭赠送一对优质种兔，并免费提供前期饲料和养殖技术指导，实现
了养兔业“零门槛”，并要求受助家庭需要在一年内赠送同样的种
兔给有需要的家庭。旭平公司并不直接回收兔子，而是鼓励养殖户
自己去跑市场和联系下游企业。　　



3.5 大华CSR模式普遍性分析

      普遍性普遍性

（1）作为农业企业，他们都十分关注农户的利益，始终为农户着
想。
（2）“企业+农户”路径是基础路径，而在此基础上可以依据具
体情况增添基地、政府或者NGO等元素。
（3）在中国国情下，农业企业具有其相似性，其面临的农户大多
是分散经营且缺乏生产技术、资源等。
（4）与基层政府也是紧密联系的，基地的形成是组织农业生产的
大趋势
    大华的两条路径不仅是对基础路径的延伸，同时也适应了当
今中国农业企业发展的现状，可以根据各地的情况进行一定的推
广发展。



   
   

总结

4 总结及局限性

基于农户利益是农资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

有效的社会责任模式是农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成功的关键

正视社会责任投资的长期回报



4 总结及局限性

局限性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仅限一家公司，在研究的说服力和拓展性可能
会稍嫌不足，建议后续研究者可增加研究的对象，并作跨案例分析
(Cross-Case Analysis)。此外，我国的社会责任活动尚处于起步阶
段，行业、区域、文化和管理者价值观等因素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的影响尚需进一步探索，可以考虑结合案例和实证研究的优点，通
过实证数据检验案例建构的理论，增强研究结果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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