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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

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企业作为经济社会的基本细胞、国家税收的

主要来源，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主体。企业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拥

有解决社会问题的管理才能、专长与资本，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受益者，

企业理应以恰当的方式和途径回报社会。然而，企业履行慈善责任，也需要讲

究方式方法。因此，在新时期企业如何以创新的思路回报社会、创造共享价值、

促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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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企业回报社会的现状与问题

根据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中国慈善捐助报告》，长期以来，企业是我国

慈善捐赠的主要来源，占我国内地慈善捐赠总额的六成到七成左右。而在美国，

根据 Giving USA 2021 的报告，2020 年美国的企业捐赠总额为 168.8 亿美元，

在年度慈善捐赠总额中仅占 4%。1尽管这是美国 40 年以来企业捐赠的最低水平，

但仍然可以看出，与美国相比，我国企业捐赠占社会捐赠总量的比例非常高。

不过，近年来，受全球经济下滑，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再加上新冠

疫情的影响，部分企业的经济效益下滑，我国企业捐赠占社会捐赠总额的比例

已经从 2015 年的 70.7%下降为 2019 年的 61.7%，企业捐赠总额也从 2017 年的

高峰 963.34 亿略降为 2019 年的 931.47 亿。因此，一方面，企业需要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回报社会，另一方面，又需要不断创新履行慈善责任的思路和方式，

更可持续的回报社会，发挥在第三次分配中的重要作用。

二、新时期企业回报社会的新思路与新方法

一些人认为，企业回报社会的主要方式就是捐赠，捐了钱、表达了爱心就

是回报社会。然而，事实上，这只是企业履行慈善责任的方式之一。新时期，

企业履行慈善责任，还可以通过志愿服务、设立社会企业或进行影响力投资、

创造共享价值等新的思路与方法。

1.企业志愿服务是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之一

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的共同富裕，也是精神的共同富裕，而第三次分配区

别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特征之一，就在于第三次分配不单是前两种分配方式

的补充，而是包含着对既往社会资源、价值的生成与流动方式的反思和超越。
2

第三次分配不仅仅是捐赠资金，也包括提供志愿服务。简单的资金捐赠，往往

只能起到输血的作用，而要达到造血的目标，不仅需要资金，更需要企业提供

志愿服务，尤其是专业志愿服务，为弱势群体或为弱势群体服务的社会组织赋

1
GUSA2021 Infographic Digital, By Giving USA Foundation, June 2021.

2
刘文. 论第三次分配的本质--基于他在性视角的阐发[J], 山东工商学院学报, 2021,35(01):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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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毕竟，企业拥有一流的人才、专业的管理知识和现代信息科技技术，企业

通过提供专业志愿服务有时候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目前，国内也涌现出一些通过企业志愿服务回报社会的优秀案例。例如，

中国移动、腾讯和联想等企业都推出了“志愿服务带薪假”或倡导固定的“志

愿服务日”或“志愿服务月”，鼓励员工自觉参与志愿服务。此外，一些企业

积极建设有组织的志愿服务体系，提高志愿服务的质量和效果。例如，一些互

联网企业通过提供专业志愿服务帮助社会组织解决互联网技术应用的难题，再

比如，顺丰在全国采取“总会+16 个分会”的模式，自下而上建立员工志愿者

协会。
3
在“互联网+”志愿服务趋势

4
的推动下，字节跳动通过提供专业志愿服

务，运用互联网思维、数字化平台解决儿童失踪难题。这些优秀案例反映了通

过内部制度和文化引导员工参与志愿服务、结合自身条件和优势开展专业志愿

服务、开发线上志愿服务项目等都是企业开展志愿服务的有效形式。

从全球趋势看，企业通过鼓励成立员工志愿者协会、上下游企业和相关利

益群体志愿者组织、建立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探索线上专业志愿服务模式已经

成为企业志愿服务的新趋势，其作用与效果也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可。

2. 设立社会企业或开展影响力投资是企业回报社会的新方式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企业在全球的兴起，社会企业正在成为各

国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方式。社会企业以公益慈善为目标，以商业为手段，通过

自我造血，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一种更可持续、更容易规模化发展、惠及更

多弱势群体的有效手段。然而，自 2006 年社会企业的概念引入中国之后，我国

社会企业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一些研究表明，2010 年后，虽然社会企业数量

有较快增长,但到 2014 年，受访社会企业最高年收入为 700 万元，平均年收入

为 107.49 万元，年收入中位数为 27 万元。而利润方面，平均年度净利润仅为

6.99 万元，年度净利润中位数仅为 0万元，换言之，有一半的受访社会企业无

法实现盈利
5
。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社会企业主要由社会组织发起成立或由社会组

织转型而来，缺乏商业运营的经验和营销能力。然而，由一些成功的企业发起

设立的社会企业，其成功的概率就要大得多，发展也要快速得多。例如韩国的

SK 集团于 2010 年将内部的“社会性企业事业部”剥离出去，成立独立的社会

3
资料来源: 顺丰公益基金会官网, 见 https://www.sfgy.org/

4
孟慧文, 王忠平. 中国企业志愿服务发展趋势探究[J], 企业管理, 2019(11): 114.

5
朱健刚，2018，社会企业在当代中国的阶段定位与价值取向[J]，社会科学辑刊，235（2）,6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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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发展迅速。再比如，碧桂园集团发起设立、隶属于广东国强公益基金会

的四家社会企业--碧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国华文旅集团、广东凤凰到家职业

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和广州惠众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由于得到碧桂园的技术支

持、营销支持，发展非常快速。2020 年，碧乡农业、国华文旅和凤凰到家均实

现利润超过 1000 万元，惠众小贷因为创立时间较短，目前总体实现盈亏平衡，

2021 年全年计划实现利润 400 万元
6
，这与我国传统社会企业的发展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

与传统的企业慈善方式相比，企业发起设立社会企业具有以下优点：第一，

效率往往更高。传统的企业慈善行为，往往只是简单的资金捐赠与爱心表达，

至于捐赠之后效果如何，企业并不太关注，以至于企业捐赠往往导致慈善资源

的浪费。而社会企业需要参与到市场竞争之中，并在激烈的竞争中实现财务的

可持续，因此，社会企业不仅需要关注效率，而且需要不断提升效率；第二，

更可持续。传统的慈善方式往往是“分蛋糕”的过程，一旦企业经济效益不好，

企业就会大幅缩减捐款数额，这也是近年来我国企业捐赠总量有所下降的原因

之一。然而，社会企业需要自负盈亏，捐赠收入只是其资金来源之一，而市场

经营收入是其主要的收入来源，因此，社会企业对捐赠的依赖程度较低，财务

的可持续性更高；第三，更可能实现规模化。传统的企业慈善方式依靠企业的

捐赠，然而，毕竟企业的捐赠资金有限，这也导致企业传统的慈善方式难以实

现规模化发展。然而，社会企业既有盈利的动机与扩张的动力，又能够应用市

场手段获得扩张所需要的资源，因此，更可能规模化解决社会问题。

当然，与简单的资金捐赠相比，企业发起设立社会企业的成本较高、管理

更为复杂，并不适合所有的企业。因此，企业慈善责任的另外一种选择是进行

社会影响力投资，特别是“投资于社会企业”。企业既可以为社会企业捐赠，

也可以采取股权投资等方式。当然，企业投资于社会企业，主要看重的还是社

会企业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例如，红杉资本等企业对中和农信的投资就属于

社会影响力投资。中和农信是一家小额信贷类社会企业，红杉资本投资于中和

农信的收益率要远低于其风险投资的平均回报率，但红杉资本等企业入股中和

农信，恰恰看重的是其规模化服务于乡村弱势群体的能力。

6
邓国胜, 程一帆. 企业集团助推社会企业快速成长:案例分析与理论拓展[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2021-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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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企业回报社会也可以创造共享价值

共同富裕要求企业以一种更为包容和开放的视野去思考自身的发展路径和

社会价值的实现。迈克尔·波特提出的共享价值理论认为，企业要实现商业价

值的最大化，应当关注重大的社会需求，在创造利润的同时解决社会问题，将

商业价值转化为社会价值。
7
企业慈善也不再是短期的、不可持续的捐赠行为或

者对股东利益的分割，而是与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市场环境息息相关的经济行为，

成为企业长期性和战略性发展的一部分，
8
企业慈善成为战略慈善，达到社会效

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在共同富裕背景下，许多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都可以成

为企业实现商业增长和实施战略慈善的机会。

一方面，通过共享价值的创造，企业可以将解决社会问题作为商业机会，

使企业投入慈善事业的资源实现更高的价值和更好的效果。在这方面，一些跨

国公司进行了较好的创新探索。例如，作为全球领先的水技术公司和污水处理

解决方案供应商，赛莱默（中国）有限公司，2009 年通过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合作，在中国发起“水印计划”项目，旨在为缺少干净水资源的社区、家庭

和学校提供集中蓄水装置或安全饮水设备，以解决社区的安全饮水问题。据

《“母亲水窖”项目品牌影响力和社会价值评估报告》显示，该项目的整体社

会回报率为 5.6。截止 2019 年底，赛莱默累计捐赠资金 319.9 万美元，按照

5.6 的回报率计算“水印计划”产出的社会价值达到 124,034,400 元。
9
另一方

面，以共享价值为基础从事战略慈善，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和采购成本，为企

业带来更多利润。例如，家乐福中国自 2007 年开始尝试直采模式，深入全国欠

发达地区，寻找具有当地特色的帮扶产品，在为农民提供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和

增加收入机会的同时，也省去了中间商差价，降低了自身的采购成本，让利于

消费者。
10

总之，在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的视角下，企业参与慈善事业需要有新的理

念、新的方式方法。惟其如此，企业参与慈善的资源才能不断扩大、才更可持

续、才能发挥更大的效益。

7
Porter, Michael E., and Mark R. Kramer. Creating Shared Valu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89,

nos. 1-2 (January–February 2011): 62–77
8
Porter, Michael E., and Mark R. Kramer. Strategy & Society: The Link between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84, 78-85.
9
资料来源:《“母亲水窖”项目品牌影响力和社会价值评估报告》, 见

https://www.mothercellar.cn/category/16
10
资料来源: 中国经济网, 家乐福农产品直采达 40% 未来 2-3 年比例将继续提高, 见

http://www.ce.cn/cysc/sp/info/201305/29/t20130529_2149861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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